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存下降明显 棕油后市乐观 

 

一、市场回顾 

  从 7 月中旬以来，棕榈油期货市场触底反弹，同时市场资金面较为活跃，人

气攀升。7 月份的最低点为 4666，反弹的最高点为 8 月中旬的 5006，市场反

复震荡，但是底部支撑也较为明显。笔者认为在棕榈油主产国出口形势有所好转

和国内库存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后期棕榈油震荡攀升的概率较大。 

 

图 1：棕榈油主力合约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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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一）、政策追踪 

1、大马恢复棕榈油出口零关税 



 

 

2018 年 8 月 13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发布公告称，今年 9 月

份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将国内毛棕榈油出口税率调降至 0%，目前为 4.5%的税率。

9 月份的棕榈油参考价格为每吨 2213.73 令吉，相当于 541.25 美元/吨。根据

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当棕榈油参考价格高于每吨 2250 令吉时，才开始征收棕榈

油出口税。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5 月大马政府恢复对棕榈油产品出口征税 5%，

直至 8 月份仍然维持在 4.5%，下月初开始归零。 

2、今年中马重塑战略合作关系，未来进口棕榈油贸易前景向好 

8 月 20 日，中国国家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西亚新组建政府的总理

马哈蒂尔，会谈指出：“当前中马关系处于新的重要历史方位。同为亚洲崛起中

坚力量，中马互为重要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引领两国关

系更好发展，推动亚洲振兴和世界进步繁荣。”马哈蒂尔表示，我这次访华是马

来西亚新政府的重要举措，旨在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明，马来西亚对华友好

的政策不会变化。 

 中马关系总体处于缓和期，正值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的前提下，需要扩大

非美国地区的油料、蛋白包括油脂供应渠道，而东南亚的植物油包括杂粕替代源

也是重要的战略补充。 

印尼政府颁布法令，从 2018 年 9 月开始到 2018 年 12 月 4 个月的非公共

项目中的生柴使用将达到 944700 KL，约 80 万吨左右，即每月 20 万吨/生柴需

求. 加上 pertamina 月均 20-25 万吨的生柴用量. 印尼 9-12 月月均生柴用量

预计 40-45 万吨.，届时印尼政府将提供相应的补贴。根据印尼生物柴油协会

APROBI 的数据，2018 年上半年月均生柴消费量为 270000KL，合约 23 万吨。

如果该项目成功实施的话，意味着四季度印尼生柴消费或接近翻倍。 



 

 

3、机构观点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比利时农商企业 Sipef 公司称，棕榈油价格前

景主要取决于需求。印度进口以及印尼的生物柴油将是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 

Sipef公司指出印度提高棕榈油进口关税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的连锁影响等利

空因素。总体而言，一些利空因素已经得到市场的消化，价格前景主要取决于需

求。该公司称，东南亚地区主产国的产量正进入高产期。但是印度需求仍未加快。

印度需求也受到货币改革的影响。（对印度的）棕榈油出口损失 100 万吨，看起

来会造成印度的库存偏低。印度炼油协会（SEA）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月印

度的棕榈油进口同比减少 33%，为 550,180 吨。 

 Sipef 质疑印尼可能提高生物燃料掺混率的传闻。近来有传闻说，印尼计

划把生物燃料掺混率从目前的 20%提高到 25%，甚至 30%。印尼主要使用棕榈

油生产生物柴油。Sipef 公司称，如果印尼 2018 年下半年能够成功提高掺混率，

传言的上调幅度才有可能实现。可能支持棕榈油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燃料价格

坚挺。Sipef 公司指出，原油价格坚挺上扬肯定会带来积极影响。印尼的出口需

求增加，因为汽油价格达到 700 美元/吨，使得掺混变得经济可行，这将由市场

因素而定，而不是由政府行为而定。 

 

图 2：国内棕榈油商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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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求分析 

自 2017 年 9 月份之后大马棕榈油产量始终维持在 200 万吨以上，不过随

着最大进口国——印度和中国对进口植物油的采购需求减弱，马棕库存总量同

样甚至达到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大马政府“及时”调整棕榈油产品出口关税，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供需面现状的考量，毕竟每年 9、10 月东南亚油棕种植

园的高产期将至。 

二季度马来西亚毛棕油产量下滑至历史偏低水平，8 月旺季或较难实现产量

环比的大幅飞跃。马来西亚 ITS 出口数据 8 月 1-31 日累计出口 1,073,903 吨，

环比增幅 3.1%。虽然出现环比增长，但根据出口/产量比例来看，8 月出口需求

仍异常疲弱，欧盟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需求的下滑为主要原因。按此预估，8 月

末马来西亚棕榈油期末库存或增长至 230 万吨以上，月度库销比增至 150%高

位。10 月以后进入季节性减产季，按中性减产程度预估，后期印度需求略有修

复的情况下，四季度马来产地库销比将触顶回落，后期将开启一段修复反弹的走

势。 



 

 

本周 24 度棕榈油进口利润维持高位。利润窗口打开，并长时间维持，源于

8 月国内棕榈油到港推迟，叠加消费回暖，国内棕榈油库存下降至偏紧水平，预

计国内进口利润将继续在高位徘徊，直至大量采购的出现。马来西亚 24 度棕榈

油与印尼 CPO 价差本周继续上升至 30 美金/吨，表明现阶段印尼压力大于马来，

印尼生柴消费的潜在增量尚在报价以及国际平衡表中体现，未来需持续关注。 

 

图 3：国内豆油商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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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油厂开机率上升，周均压榨量上升至 190 万吨，豆粕供应量继续

阶段性增长。8 月大豆到港量暂时预估为 890 万吨，较去年同期 845 万吨同比

增长 5%。国内油厂大豆库存高企，短期压榨压力较大。随着 9 月大豆到港同比

略降，未来国内大豆库存去库可期。由于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导致近两周以来豆

油提货量明显增长，但抵不过压榨量的上升，因而豆油商业库存继续维持 160

万吨的高位。预计 10-11 月旺季来临以后，国内豆油去库存速度会明显加快。 



 

 

目前国内豆油进口利润上涨至历史偏高水平，其中11月V1月倒挂100-200

元/吨，3 月 v5 月倒挂 60-100 元/吨。阿根廷农业部本周公布阿根廷将向中国

首次出口豆油 29000 吨，预计后期将出口共约 90000 吨豆油。虽然自阿根廷的

豆油进口量对中国而言数量偏低，但此举意味着未来一旦国内豆油进口窗口打开，

自南美进口豆油的行为将会持续发生。 

 

图 4：豆油、棕榈油价差图 

 

来源：民生期货 

印尼行业协会的一位官员表示，印尼 2018 年毛棕榈油产量预计将比去年增

加 400-600 万吨，达到 4000 -4200 万吨。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协会(GAPKI)副主

席 Togar Sitanggang 在吉隆坡举行的行业会议期间表示：今年的产量会更好，

因为私营部门的补种将会带来更好的产量。Mistry 预估马来西亚 2018 年棕榈

油产量 1920-1950 万吨，印尼产量 3850 万吨；其之前分别预估 2050 万吨和

3750 万吨。 



 

 

 国内方面，天津贸易商报价，24 度棕榈油 4850 元/吨；东莞报价，24 度棕

榈油 4870 元/吨。张家港贸易商报价：24 度棕榈油 4850 元/吨。截至 8 月 30

日国内棕榈油港口库存为 40.1 万吨，较上周同期减少 7.5 万吨。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测算 8 月 15 日，10 月船期马来西亚 24 度棕榈

油对我国港口 CNF 报价 580 美元/吨，折合完税成本约 4949 元/吨，较大连盘

棕榈油 1901 合约高 49 元/吨，12 月船期 CNF 报价 590 美元/吨，折合完税成

本 5002 元/吨，较大连盘棕榈油 1901 月合约高 102 元/吨，明年 1-3 月船期

CNF 报价 608 美元/吨，折合完税成本 5143 元/吨，较大连盘 1905 合约高 91

元/吨。近月棕榈油进口利润好于远月，国内贸易商继续采购近月船期。 

据天下粮仓跟踪数据显示，目前 9 月进口量预估至 45-50 万吨，10 月进口

量预计 50-52 万吨，较前期预估值增 3 万吨。由于豆粽价差持续扩大，这使得

国内棕榈油的消费替代增加，棕榈油库存成为三大油脂中率先去库存的油脂，后

期随着进口量的增加，棕榈油库存或将稳定在 50 万吨的水平附近。 

三、技术面 

（一）、技术指标 

棕榈油主力合约本周二成交量快速放大，资金进场踊跃，多条均线呈现多头

排列，MACD 指标也已经转入多头区域，市场多空力量进一步分化。 

（二）、持仓分析 



 

 

 

 

从持仓排行榜来看，空头主力持仓较为集中，其中中粮期货持仓 28563 手，

排在首位，其次国投安信、永安等持仓也在 2 万手左右。虽然主力空头持仓量明

显大于多头持仓量，但是减仓的方向也比较一致，说明目前市场做空的动能也在

渐渐衰减。 

 

四、后市展望 

综上，马棕出口预期好转，但是由于增产周期内库存升高概率较高，短期振

荡略偏强运行。近期需求较好以及到港延迟，国内棕榈油库存下降较为明显，为

价格提供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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