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脂 10 月报告 

一、市场回顾 

9 月初至月底油脂市场振荡下行，棕油价格最低达到年内新低 4644，和 9

月初接近 5000 元的价格相比跌幅巨大。国庆长假后，棕榈油市场企稳，延续上

行态势，市场资金面较为活跃。马来西亚棕油库存超预期增加和出口持续疲软均

对价格形成压力，同时全球植物油产量预计依然增加，而国际植物油市场存在结

构性供应问题，中国油脂库存今年以来持续保持在较高位置。虽然油脂市场利空

因素较多，但是四季度处于油脂消费旺季，同时国内后期大豆供应缺口的存在，

仍使得油脂市场后期存在上涨的动力。 

二、基本面分析 

（一）、政策追踪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 2000 亿美元商品加税的听证会已经在 9 月 6 日结束，但

在此后一段时间均未宣布加税的具体安排，直到 9 月 12 日晚间，市场传出美国

主动提议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的消息。随后，外媒对此消息进行了报道。中国商

务部回应说，中方已收到邀请，双方将对具体细节进行沟通。中方一直认为，贸

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谈判保持欢迎态度。 

最终，双方谈判未果，目前美国已经如期对中国执行 2000 亿美元商品的加

税计划，中美贸易争端问题后期如何演变仍扑朔迷离。 

印尼遭受汇率下跌带来的影响。印尼盾兑换美元的汇率已经跌至 20 年来的

最低。加上原油价格上涨，印尼盾贬值已经促使政府限制外汇储备消费。截至 9

月 1 日，印尼要求国内全部柴油掺混 20%的生物燃料。虽然公共服务项目一直

遵守这一规定，但是此前该行业一直享受补贴，弥补生物燃料成本上涨带来的影



 

 

响。目前生物燃料消费补贴扩大到全部的私营行业，其中包括发电行业、铁路、

建设及运输。由于欧洲市场准入变化，印尼生物燃料行业的产能过剩。美国农业

部本月将 2017/18年度印尼的棕榈油工业用量数据上调 40万吨，为 400万吨，

2018/19 年度上调 80 万吨，为 475 万吨。 

8 月份我国经济质量效益改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8 月份，我国生产需求平稳，就业和物价稳定，转型升级持续，质量效

益改善。统计显示，工业生产略有回升，企业利润较快增长。8 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1%，增速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1 至 8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增速比 1 至 7 月份回落 0.1 个百

分点。消费方面，市场销售有所加快，升级类消费保持较快增长。8 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1542 亿元，同比增长 9.0%，增速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

投资方面，投资结构继续优化，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1 至 8 月份，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15158 亿元，同比增长 5.3%，增速比 1 至 7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 259954 亿元，增长 8.7%。1 至 8 月

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6519 亿元，同比增长 10.1%。 

Maybank 银行预计 2018 年 4 季度毛棕榈油价格将季节性反弹，因为 2019

年 1 季度供应可能疲软。该银行还维持 2018 年毛棕榈油平均售价预估不变，仍

为每吨 2450 令吉，不过指出如果毛棕榈油现货价格没有从目前的水平上强劲反

弹，那么种植园企业的收益将面临风险。 

（二）、供求分析 

1、马来西亚棕油出口明显改善 



 

 

据船运调查机构 SGS 公布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9 月 1-25 日棕榈油出口量

为 1,359,870 吨，较 8 月 1-25 日出口的 786,947 吨大幅增加 72.8%。ITS 数据

也显示，马来西亚 9 月 1-25 日棕搁油出口为 1,370,897 吨，较 8 月同期的

835,134 吨大幅增加 64.2%。自 9 月 1 日起，马来西亚毛棕榈油产品出口关税

调低至零，马来多数机构数据均显示本月前 25 日马棕出口明显转好，利多马棕

期货止跌反弹。另外 ITS 数据显示中国本月前 25 日进口 128600 吨，环比增长

48％，而前 20 日环比增长 142%，因此我国棕榈油进口增速已有放缓趋势，利

多国内油脂市场。 

 

图 1：马来棕榈油库存 

 

 

棕榈油价格运行到目前这个位置，也存在一些利多的因素。第一，马来西亚

今年棕榈油的产量其实是一直低于预期的，预计 18 年产量会较上一年出现比较

明显的下降，但是这一利多目前被印尼巨大的产量增长所覆盖。第二，目前 BMD

棕榈油价格在 2100-2200 林吉特之间运行，这个价格已经接近种植园的成本，

从历史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第三，目前毛棕油制生物柴油的利润已



 

 

经比较明显，棕油基生物柴油的产量增长已经比较明显，但是下游消费习惯未能

快速改变，导致生物柴油产量未能持续大幅增长。这些因素不足以转变棕榈油价

格运行的趋势，但总体为价格构成支撑。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7 月份我国食用植物油进

口量为 50.6 万吨，较 2017 年同期的 33.19 万吨提高了 52.46%，2018 年 1-7

月份国内植物油进口总量达到 327.7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恢复性增长 7.8%，

植物油进口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大豆原料进口减少，市场

担忧油脂供应紧张从而增加进口，另一方面国内豆油的表观消费量高居不下，处

于 5 年历史高位。自 2018 年一月份以来，截止到 7 月为止，国内的豆油月度表

观消费相对稳定在 140 万吨左右。这也说明国内豆油整体需求情况良好，尤其

在四季度传统的消费旺季到来，我们预计豆油月度表观消费量有望升至150-180

万吨之间，但是四季度同时也是市场最为担心的大豆原料紧张的阶段，供给紧张，

需求攀升，这就给豆油期价在四季度带来了强劲的支撑。 

 

图 2：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销和库存 

 

 



 

 

2、国内四季度大豆供应预期偏紧 

目前国内大豆、油脂库存处于同期历年高位，12 月份大豆到港预估较往年

大幅减少，1 月份最新到港预估仅为 350 万吨，侧面印证国内第四季度和来年一

季度大豆供应收紧预期。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的 9 月份《中国油脂油料市场供

需状况报告》预计 2018/19 年度国内大豆进口量为 8600 万吨，较上年度预测

的 9500 万吨减少 900 万吨。国内近几年国产大豆连年增产，但产量增加幅度并

不大，与全年国内大豆需求量相比占比很小。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今年我

国大豆产量为 1580 万吨，较上年增长 125 万吨。 

国内油脂消费旺季来临。我国的油脂消费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 9-来年 1

月份，随着气温的降低，人体需要摄入更多的热量保持体温，油脂消费会增加，

而且冬季节日众多，贸易商备货需求旺盛，这均带动油脂的消费。 

 

图 3：国内棕榈油港口库存 

 

 

棕榈油的月度产量回升有明显的规律性。从每年的 3 月份棕榈油产量开始回

升，9-10 月份达到产量峰值，11 月开始出现减产直至次年 2 月份。进入 2018/19



 

 

作季，马来西亚棕榈油进入增产周期，一方面是农民种植高产秧苗以及出油率高

企，另一方面是气候比较有利于棕榈油产量的恢复，整个 2018/19 作季，马来

和印尼天气良好，降雨充沛，总体天气情况利于棕榈的生长。2018 年马来西亚

棕榈油局 8 月供需报告整体偏空，8 月份产量环比增加 7.92%至 162 万吨，8

月出口 109 万吨，环比下降 8.11%，8 月库存 248.8 万吨，环比增加 12.37%。 

3、进口美豆成本提升 

美国大豆丰产在望。今年美国大豆主产区一直风调雨顺，未给市场天气炒作

的机会。USDA6 月初给的首次单产预估数据比丰产的 2016 年还高，也为今年

大豆丰产埋下伏笔。9 月报告将单产调至 52.8 蒲式耳/英亩、产量调至 46.93 亿

蒲式耳，高于 8 月预估的 51.6 蒲式耳/英亩和 45.86 亿蒲式耳。此前，Profarmer

田间调查也给出了 53 蒲式耳/英亩的单产预估。面对丰产现实，美豆承压。此外，

10 月，巴西新季大豆就要播种，市场预期播种面积为 8965 万英亩，较上年度

增加 3.2%。长期来看，全球蛋白饲料供应充足。 

贸易摩擦影响油脂成本。9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准备好对另外价

值 267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在贸易摩擦升温背景下，国内大豆进

口成本不仅将居高难下，也会直接提升国内豆油的成本。我国政府已经提倡饲料

行业调低豆粕蛋白添加比例，这会变相降低大豆的压榨量，从而间接降低豆油的

产量。 

图 4：马来棕榈油月度出口量 



 

 

 

 

受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对下年度的美豆采购一直没有进展。按照目前中国对

美国大豆的采购情况，11 月至明年 1 月大豆供应趋紧。据天下粮仓最新调查显

示，大豆进口量 11 月预估在 590 万吨，12 月预估 560 万吨，明年 1 月也仅仅

只有 260 万吨。根据往年进口对比来看，中国在明年南美大豆上市之前的缺口

将达到上千万吨，四季度国内豆类市场存在结构性短缺的可能，豆类油脂市场极

有可能演绎阶段性强势上涨行情。 

国内非洲猪瘟疫情也间接拉升油脂价格。目前非洲猪瘟仍在蔓延，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生猪补栏的积极性。在饲料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大豆的压榨需求跟随减

少，间接对豆油价格形成利多，当前市场一些资金开始关注做多油粕比的策略。 

截至 9 月 10 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59 万吨，较上周同期的 164 万

吨降低 5 万吨，全国港口食用棕榈油库存总量 47 万吨，较上月同期的 56 万吨

降低 9 万吨。我国大豆、豆油和菜油继续抛储，对市场形成一定的供应压力，但

豆油、菜油抛储之后，国储库存压力基本缓解。 

三、技术面分析 

从日 K 线图上看，近一年豆油期货指数呈现窄幅振荡走势，主要在 5500—

5900 点区间运行，上下主要波动空间不到 500 点。棕榈油期货指数走势相对偏



 

 

弱，也主要呈现振荡走势。前期市场缺乏强有力的拉动，油脂价格难以产生突破

区间的行情。 

国庆假期之后，国内期货市场行情火爆。豆类油脂价格也在美豆强势带动下，

走势喜人。从技术面来看，美豆在今年出现了连续 5 个月的下跌行情，近期随着

市场价格的企稳，投机基金净多持仓出现增加的迹象，市场追涨热情高涨。 

从棕榈油主力合约的技术指标分析，近期在创出新低后，市场利空情绪明显

好转，做多资金入场积极性提升，技术指标呈多头排列。 

四、后市展望 

图 5：棕油主力走势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存在突破区间运行的可能，豆油、棕榈油期货可在振

荡区间关注买进机会，如果突破盘整区间可加仓参与，在突破区间失败可减仓多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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