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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的当周，油脂油料项目组共调研了 3 家饲料企业，1 家贸易企业，并进行了
14 次电话调研。现将情况汇总如下：

电话调研
（电话调研 1）
公司主营饲料的生产及销售；农产品、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兽用药物添加剂的销售，
豆粕业务涉及华东、华中及部分华北市场，目前豆粕销售量 8 万吨/月。公司销售经理称，
终端养猪户补栏积极性增加，但补栏成本压制了补栏数量，目前刚生下来的猪崽售价 1000
元/头，生猪周期性行情被打破，祖代母猪恢复 2017 年存栏至少需要 3 年时间。
饲料企业都在抢购高蛋白豆粕，一是乳猪料回暖，另外豆油价格一路升高，需要高蛋白
豆粕替代，蛋白差 46 蛋白 180 元，45 蛋白 130 元。受月底合同油厂催提影响，市场终端售
价下降较快，山东最低 3085，江苏最低 3035，终端有观望情绪，不过基本面油厂库存低，
开机率下降，养殖需求看好支撑价格，11 月市场价格逐渐回升。
（电话调研 2）
公司年加工大豆总量可达 120 万吨，主要产品为年产约 20 万吨一级大豆油，年产约 98
万吨豆粕和副产品。公司 11 月 1 船大豆，目前库存大豆还有 1.5 万吨，豆粕 0，豆油 1.2 万
吨，合同 7 万吨，含远月基差，本月有停机计划。11 月山东 21 船大豆，约合 126 万吨，符
合山东 130 万吨/月加工量，前两周的提货紧张趋势及月底合同催提加大消化了油厂豆粕、
豆油库存，叠加 11 月油厂停机检修、环保限产、需求稳重有升预期，11 月现货基差走强概
率较大。
本周随着盘面回落，油厂提货紧张局面得到缓解，日照各油厂昨天开始逐渐放开提货量
计划限制，市场报价每天随盘下调 10—20 元幅度，说明终端观望情绪较浓，成交不振。昨
天二级环保响应，开发区让限产 50%，而且停止国四及以下车辆入场装车，油厂与终端又处
在了博弈状态，不过油厂近月预售 70—90%，头寸都已经转到贸易商管道中，就算库存累积，
现货基差与报价也得坚挺起来，给贸易商留足空间。
（电话调研 3）
公司年加工饲料 200 万吨。采购负责人常总称，山东远月预售成交火热，现货基差 160—
180，近月 12—1 基差+80，远月 4-9 月基差 20—30，近两天成交量明显下降。但烟台益海
油厂 12 月—9 月基差+30 销售刺激成交量。我司 11 月—1 月合同量约 2 万吨，2—9 月每月
1000 吨。饲料企业近期乳猪料逐步提升，豆油价格的高企，刺激饲料企业对 45、46 高蛋白
豆粕需求加大。
01 粕还有一个多月交割，震荡趋势为主，区间看 3020—2900，05 粕坚决看落，技术面

上第一技术指标 MA5 日线穿破 10 日线，其次 MACD 是死叉看落形态，首先看到 2700。基
本面上元旦、春节以及冬季效应加大生猪出栏，节后养殖恢复前景不看好，豆粕消费水平较
低。另外油厂预售的 2020 年 5 月前远期基差，油厂、贸易商、饲料企业套保单打压盘面。
（电话调研 4）
以下为华北油厂近况综合信息。
1、华北市场贸易商主流报价现货基差 170 至 180 对 M01。
2、油厂具体成交：天津九三 2001+140（11 月）成交 2000；沧州嘉吉 2001+160（11 月）
成交 2000；北京汇福 3150 成交 6000；天津达孚 2009+20（6-9 月）成交 12000。
3、需求情况：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禽肉生产国，其禽肉产量占全球比重的 20%，出口占全球
禽肉出口贸易量的 27.4%。自 2006 年中国双反调查以来，美国禽肉一直被拒之门外，但是
10 月 25 日中美通话，双反确认中方解除美国禽肉对华出口禁令。从这点上看，中美关系一
直在往好的方向走，从另个方面看，国内猪瘟疫情严重，肉价居高不下，需要靠进口降低肉
价。
4、华北工厂情况：天津九三今晚单线开机等豆；天津达孚计划明后天开机；唐山中储粮 31
号断豆停机；天津京粮 1 号停机；其余油厂开停机无变化。11 月区域已售 46 万吨，预计 10
月结转未执行 15 万吨，11 月区域压榨计划 93 万吨，去年和前年同期压榨分别是 88 万吨和
103 万吨。目前销售进度 80%。
（电话调研 5）
公司主营饲料的生产及销售。公司采购经理称，国内豆粕现货继续震荡走强。美豆期货
价格走势依然强劲，虽然本周内也因中美贸易细节不确定以及技术性与出现过偏弱走势，但
因贸易前景良好、且美豆产区天气受担忧。
国内方面，豆粕现货在美豆成本上涨带动下，行情继续走高，但中国进口大豆增加，加
之养殖业堪忧，豆粕行情走势还是相对趋于理性。预计 11 月份美豆供需报告中下调美豆产
量数据，为美豆形成强势利多支撑。不过，目前中美贸易虽然达成初步协议，双方落实政策
还不明显，市场仍担忧贸易前景，也对盘面构成利空。
饲料厂方面：饲料厂物理库存正常，多数维持在 1 周左右，上周补库现象有所增加，10
月合同多数够用，少部分维持随用随买。
（电话调研 6）
公司主营饲料原料、配合饲料的销售。公司销售经理称，去年非洲猪瘟出现以来，国内
生猪存栏持续下降。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
降近 40%。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生猪存栏也不容乐观。生猪存栏下降，猪价随之上涨，有
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机制，例如加大猪肉进口力度、鼓励农户养猪等。然而，猪肉进口
数量远远小于供应缺口。生猪产能恢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虽然目前随着猪价的上涨，猪
瘟疫情的平稳，各地都加快了生猪补栏的进度。但是，从猪仔到生猪出栏，至少需要 10 个
月的时间。长期看，饲料需求预计转好。
近期，中美贸易谈判暖风频吹，市场预期中方可能大量进口包括美豆在内的农产品。目
前南美大豆库存见底，扩大美豆进口符合市场需要。而且中国进口美豆会推高美豆价格，增
加国内进口成本，但并不一定会冲击豆粕近月价格。
（电话调研 7）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小包装食用油。目前工厂正常营业，日加工 1800 吨大豆生产线。豆

油价格采用一口价方式报价，暂停报价。这个月开机率不足。豆粕与豆油库存数量不大，没
有产品销售压力，原料有时充足有时紧张。10 月末 11 月初原料可能存在短缺现象，11 月
中会有美豆到港，届时到今年年底原料相对充足。
公司今年利润相对较好，饲料端豆粕及精练包装线都有不错利润。压榨利润目前在
100—200 元/吨。后市看法：最近豆油成交放量，随天气变冷，棕榈油用量变少，豆油消费
会有所回升，预计回调空间有限，中期看涨。
（电话调研 8）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小包装食用油。公司现日加工 3000 吨大豆，这个月也停过几天，近
期开机率在 85%左右，因为进口大豆不足。民营老板，有利润就进，没有利润就停机。43 蛋
白豆粕报价在 3090 元/吨，较昨日报价 3100 跌 10 元/吨，成交可议，昨日成交价 3030 成
交 1800 吨。
采购直接一口价委托买船，平均一个月进口大豆 1-2 条船，仓库容量较大。11 月以后
有几条船过来，远期能保证日产 3000 吨大豆生产线。目前压榨利润约 100-200 元/吨，豆
粕、豆油库存相对偏少。豆油精练小包装生产线正常开机，包装豆油价格、销量今年相对稳
定。利润在 10-20 元/吨左右。
（电话调研 9）
公司主要从事植物蛋白研发与生产加工、油料加工和饲料贸易。工厂年处理大豆 50 万
吨、年生产大豆浓缩蛋白 5 万吨、48 蛋白的特级豆粕 25 万吨、四级大豆油 9 与吨、大豆密
糖 2 万吨。浓缩蛋白、豆粕、彭化大豆等产品主要销售给知名饲料企业，三胞胎、海大、圣
农等。饲料销售比去年有所下降，各品种大约有 15%-20%左右。主要是猪瘟的影响。
43 蛋白豆粕报价在 3090 元/吨，较昨日报价 3100 跌 10 元/吨。目前工厂浓缩蛋白、豆
粕库存较充足，产品售价均有专人控制，随市价售销。后市看法：我国大豆进口数量下降，
豆粕价格偏低对其他粕类消费替代量大，豆粕需求尚可，目前沿海地区油厂豆粕库存持续偏
低，看好后期豆粕价格。
（电话调研 10）
公司主要做棕榈油、豆油、菜油、葵油的贸易，其中棕榈油 30 万吨，豆油 20 多万吨。
8-10 万吨库存，公司宗总称，近期 24 度棕榈液油参考报价，华南 12 月船期，交货期 1 月
20 日前报价 P2001+20 元；交货地点：东莞飞亚达库；华东 12 月船，交货期 1 月 20 日前
P2001+90，交货地点：镇江中储粮库；以上均为货物到港 2 周全款；如果客户整船采购，
可以指定卸货仓库（公司承担 60 元/吨中转包干）。随今天盘面拉升，下升价格各提高 10 元
/吨。华南 P2001+30 元/吨，华东 P2001+100 元/吨。
马来西亚 9 月生物柴油出口表现良好，环比增加 16%至 5.5 万吨，另外中国前期进口利
润良好使得 10 月棕榈油买船激增。公司 11/12 月合计目前订了 10 船，每船 1.5 万吨。基本
套在盘面上。豆油价格高，棕油趋势增库存，但是市场对于预期打的太足了，棕榈油产地、
国内需求都一片看好。后市看法：短期看涨，三个油品排序为棕榈油最强、豆油、菜油次之。
（电话调研 11）
公司主要从事生猪养殖销售。旗下养殖企业前三季度生猪利润 1.9 亿元。目前能繁 4.1
万头，后备 1.5 万头，年底能繁 8 万头。结构是新疆 3.5 万头，5000 后备，年底能繁 4 万，
河南目前 6000 能繁，1 万后备，年底达 3.5 万头能繁，甘肃年底 5000 头能繁。河南年底有
几个基地投产，因此会大幅度从新疆调运母猪到河南和甘肃。曾祖代 5000 多头，祖代纯种

猪 5000 多头，目前能繁 4.2 万头都是二无，三元也在留，有一些后备，大约有 1 万头。
四季度每个月出栏不低于 7 万头，前期三分之一是仔猪，四季度仔猪比例更低，估计
10%多比例的仔猪。明年总体目标 200 万头，新疆明年 100 万头，其中仔猪有接近三分之一，
河南和甘肃 100 万头，其中仔猪可能有一半。三季度新疆育肥成本平稳 12-12.5 元/公斤，
河南三季度成本降低，但量太小还不稳定。四季度后起量。目前新疆猪价 36 元，目前每斤
挣 23-24 元，目前均重 140 公斤，头均盈利超过 3000 元，9 月均重 130 公斤。当下仔猪盈
利，新疆 10 公斤 1600 元，成本 300 元，盈利 1300 元。
总体感觉 4 季度生猪出栏会有所增加，10 月头均利润预期在 2000 元左右。明年生猪在
河南和甘肃生猪养殖会有不少增幅。
（电话调研 12）
公司主要从事加工销售豆油、棕榈油。最近订单还可以，四季度都差不多买好了，豆油
成交不错，而且最近棕榈油也有所刺激。印尼的 B30 计划对于市场上有一定的利好刺激，虽
然之前也经常有消息放出，但这次市场上确实开始在做生柴的采购需求。
大豆到港量少，目前周边大部分油厂的开机率不高。目前油脂基差小幅上涨，市场比较
看好远月。后续基差可能还会小幅上涨，下游采购意愿明显。操作上看好油脂的价格，目前
价格上涨过快，可考虑回调后买入。强弱上目前不太好判断，豆类最近的政策干扰比较强。
（电话调研 13）
公司年产 120 万吨油脂。目前油厂正常开机，一条日压榨 3000 吨的加工生产线。进口
大豆正常，有在外盘做套保。大连盘少量做跨月之间对冲。国内沿海地区 43%蛋白豆粕报价
明显回落，油厂基差报价对连豆粕 2001+80(元/吨(19 年 10 月)，对连豆粕 2001+60 元/吨
(19 年 11 月﹑12 月，20 年 1 月)。
最近华北地区豆粕价格较好，现货价格比宁波地区高 60 元/吨。油厂豆粕、豆油库存都
不高，走货一般。供应及需求趋于稳定，据了解上半月饲料厂拿货较积极，但没有看到他们
囤货的现像，较理性，饲料厂库存一般在 5-8 天左右。后市看法：后期豆粕、豆油看振荡。
后市压榨恢复，中方采购美农产品预期和巴西大豆船期增加原料供应，这些因素可能限制波
段上涨空间。
（电话调研 14）
公司主要从事粮油贸易。公司经理称，8 月的洪涝导致今年玉米单产出现问题，又因为
水份高，需要晾晒，玉米今年相对会比去年更晚上市。从历史价格的规律来看，玉米上市期
间一般都是价格先高后低。现在近月价格弱远月强主要因素就是饲料的消费预期。
从最近公布得 9 月数据看出，目前生猪存栏量还在持续创新低，猪肉价格继续走强，但
随着补栏的陆续进行，远期将得到恢复。从猪粮比来看，目前极度偏离正常区间，对于饲料
板块有所拉动。一般一头猪体重达标需要约半年时间，所以会更推荐 05 和 09 的玉米。深加
工方面目前略有好转，也支撑了玉米继续上行。

饲料企业
（饲料企业 1）
企业目前以生产畜禽饲料、水产饲料为主，猪料稍微带点，浙江地区前几年受环保影响，
现在是猪瘟影响猪料基本萎缩了 80%以上。企业饲料产量从最开始的 10 万吨，到现在的 23 万多吨，下降了三分之二，老板还有一个南湖饲料厂也卖掉了。

企业豆粕库存 300 多吨，水产旺季即将结束，后面就是以生产禽料为主。由于现在很多
饲料厂都转做禽料，整个饲料行业竞争也激烈，如果原料价格没有买好，就没什么利润。
从需求上看，未来禽料、水产还是饲料厂生产的重点。生猪存栏在缓慢恢复，但是没这
么快。由于肉价不断的上涨，政府鼓励养殖，环保也在放松，预计禽料和水产在明年应该还
会出现一定的需求上涨。看好远月的基差，明年的豆粕需求较今年会有所增加。
（饲料企业 2）
企业以生产水产饲料为主，年产量 3 万吨，其中禽料近 1 万吨左右。豆粕从贸易商手里
拿货，一口价居多，随用随买，下半年采购量较少。
今年就浙江片区水产来看，增量有限，主要原因是上半年水产价格低，养殖户没利润。
下半年利润好的时候，水产旺季又快结束了。企业预计明年水产养殖户会扩大养殖规模，增
加养殖密度。
所以就水产蛋白需求这块肯定是比今年只会多不会少。非洲猪瘟不会轻易结束，
从目前的国内这么高的猪肉价格就能看出，恢复生猪存栏任重道远。所以肉禽、蛋禽养殖量
明年应该还会增长，这块蛋白需求也会保持稳定的增长，但涨幅可能没有今年这么大。
对于盘面，企业认为近期豆粕跌幅不会太大。美豆很难跌破 900，M01 下方预计到 29002950 将会企稳。
（饲料企业 3）
企业不生产猪料，以禽料和水产饲料为主，所以猪瘟对企业影响不大。豆粕、菜粕从贸
易商那里采购，因为可以赊账。企业月产禽料加上水产料 1200 吨左右。目前豆粕库存 500
多吨，玉米库存 300 多吨，其他杂粕库存 100 吨.
企业实行的是公司+农户模式，由于今年养禽利润高，下半年养殖规模进行扩大，增加
了一个 15 万羽的蛋鸡养殖场。接下来如果环保有放松，企业有计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对于后市豆粕价格，朱总认为易涨难跌。虽然现在猪瘟影响下猪料需求下降了，但是禽
料很好，明年禽料会继续增加，水产应该也会。这两块的需求会彻底覆盖猪料的减少量。

贸易企业
公司从事饲料及饲料原料的销售。主营贸易豆粕、菜粕，年贸易量 3 万吨左右。市场主
要是以省内的饲料厂和养殖企业，省外较少。手里库存不多，还有 300 吨的基差没有点，前
面点了一些，价格不是很理想。
上半年买的基差亏了不少，部分受华东一些油厂船运到川渝的豆粕因为川渝爆发猪瘟一
直发不出，最后亏本在两湖地区处理。下半年基差整体还行。下游需求在缓慢恢复，但是受
能繁母猪量下降的影响，恢复速度会很慢，至少需要 2-3 年才能恢复过来。盘面 01 受需求
影响上涨幅度有限，09 可逢低买入，远月的基差也可适当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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