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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期货晨会 20191129 

一、 隔夜行情回顾 

夜盘涨幅前十                                   夜盘跌幅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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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市资讯 

1、EIA 报告显示，10 月布伦特原油现货均价为 60 美元/桶，较去年同期均价下降 25.92%；WTI 原油 10 月均价为

54 美元/桶，对比去年同期价格下降 23.72%。EIA 预计，布伦特原油价格 2019 年均价为 63.59 美元/桶，2020 年将

降至 60.1 美元/桶；WTI 原油价格在 2019 年将保持在 56.45 美元/桶，2020 年均价为 54.6 美元/桶。2018 年，布伦

特和 WTI 原油的均价分别为 71.19 美元/桶和 65.06 美元/桶。欧佩克最新发布的《世界石油展望》中，也调低了全

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期。欧佩克表示，到十年末期，全球原油需求的增长将从 2018 年的 140 万桶/日降至 50 万桶

/日。 

2、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对 2018 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状况进行了全面评

估。2018 年，房地产市场在调控措施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逐步回归理性。从全国平均水平看，2018 年房价增速基本

延续了 2017 年以来的放缓趋势，全年上涨 5.1%，涨幅较上年末回落 2.1 个百分点。相应地，2017 年末和 2018 年

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较上年同期降低 15.9 个和 4.4 个百分点，与房价增速趋势基本一致。从今年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房地产投资和净出口占到 40%，地产投资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知名学者

表示，自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 3 年的楼市销售额、销售面积达到“天量”之后，居民杠杆率已明显上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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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将制约地产销售。《环球时报》周一表示，两国已非常接近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周二

表示，美国和中国接近就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达成协议。美国 10 月商品贸易逆差大幅下降，进出口双双下滑，表

明贸易流量持续减少，这被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对当前企业状况和就业前景忧心忡忡之际，

美国 11 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四个月下滑，但仍维持在足以支撑消费者支出稳定增长的水准。 

3、ITS 数据公布，马来西亚 11 月 1-25 日棕榈油出口 1187970 吨，较上月环比减少 2.1%。国内大豆压榨利润回升，

油厂开机率回升，但是豆油商业库存仍在低位，虽然上周油脂成交总量下降，但是双节备货未结束，中加的微妙

关系，令加菜籽进口难度加大，沿海部分油厂在 11 月份之后没有菜籽到港，沿海主要地区的菜油库存处于较低位

置；油脂盘面上仍存在大量沉淀资金，上涨行情有待延续，但是鉴于目前油脂涨幅过大，继续追高风险加大。随

着国际棕榈油产量低于预期、库存数据有所下降，国际棕榈油价格持续走高，目前马来西亚棕榈油离岸价格处于

652 美元/吨，到我国港口约为 680 美元/吨，即折合约 5790 元/吨，较 10 月初上涨超过了 1000 元/吨，进口成本

的高企自然推涨国内棕榈油的现货和期货价格。虽然近两个多月国内棕榈油进口量增加，但全国港口棕榈油库存

量一直处于 62 万吨上下，并未对市场构成过大压力。 

4、国内豆粕期货追随外盘大豆下跌，期货远月合约跌幅明显大于近月。现货方面，全国豆粕均价与之前一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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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周度成交均价为 3015 元/吨，此前一周均价为 3012 元/吨，上周日均现货成交量 17 万吨，低于此前一周的

41.5 万吨。库存方面，沿海油厂大豆库存继续下降，从此前一周的 310 万吨降至 297 万吨；沿海油厂豆粕库存略

有回升，上周库存 37 万吨，此前一周为 35.5 万吨；全国油厂大豆总库存也继续下降，截至上周为 328 万吨，此

前一周为 336 万吨。期货市场显著弱于现货市场，导致豆粕基差不断加大，全国油厂大豆库存极度紧张，对现货

价格形成强劲支撑。 

5、生猪价格跌了。从 11 月中旬起，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农村农业部陆续发布消息显示，生猪价格止涨回降，

市场上猪肉价格也随之下降。产能恢复还需一个过程，省商务厅最新数据显示我省猪肉市场价格正整体下降。11

月 9 日至 11 月 15 日全省猪肉批发均价每公斤 44.32 元，环比下降 7.99%。猪肉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鼓励

农民养猪的惠民措施和方法，激发了养殖户养猪热情，惜售生猪逐渐上市，缓解了生猪市场的巨大压力。此外，

各地储备猪肉和进口猪肉投放市场，填补了猪肉市场供给量的巨大缺口，平抑了猪肉市场价格。农业农村部畜牧

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表示，生猪生产恢复还需要一个过程，力争明年年底生猪存栏基本恢复到常年 80%左右。10 月

份，能繁母猪环比增长 0.6%，这是自去年 4 月份以来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首次增长。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一些东西，

需求在逐渐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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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 10 月下旬以来，美豆对华装船节奏就处于持续加快状态。由于中美贸易协议前景暂不明朗，也促使中国买

家持续锁定巴西大豆供应，近几周来平均采购量达到 20-30 船。我们在此前的报告就已提示，四季度国内进口大

豆总体供应水平在上升。明年 1 月预估到货量较此前预期略高。根据美国农业部周度装船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1 日一周，美豆出口检验总量为 194,2761 万吨，其中对华装船量则达到 134.9945 万吨，创下年内单周纪录，单

周美豆对华检验量占到该州出口检验重量的 69.5%，一周前是 59.6%，两周前是 57.4%。根据贸易商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预估 12 月份进口大豆到货量 860 万吨，明年 1 月预计到货量为 700 万吨，较预期略高；而就短期内来看，伴

随着 11 月下旬以来进口大豆缓慢到货，国内油厂开机率周比仍在继续提高，预计 11 月份压榨量约为 680-690 万

吨。 

7、今年玉米总消费量在近 5 年来首次下滑，价格多在每吨 1750 至 1950 元的区间波动，与 2018 年整体相比变化

不大。生猪存栏量的下降，直接影响到了猪料玉米的需求，国内玉米的消费中，饲料行业玉米消费量占 60%至 65%

左右，玉米淀粉及淀粉糖、酒精等深加工行业玉米消费量在 30%到 35%左右。巴西市场人士称，巴西玉米供应偏

紧，国内玉米价格可能飙升，这可能鼓励商家进口一些玉米。巴西玉米出口步伐强劲，与此同时国内养殖行业对

玉米需求也很旺盛。巴西继续提高肉类出口，上周巴西国内牛肉价格飙升至历史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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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建议 

注：建议总持仓不超过 50% 

 

计划入场 

交易合约 
周期 压力位

支撑位 
仓位 交易逻辑 

日线 周线 

CF2001 震荡 

低位

震荡 

 

13400 

<20% 

籽棉采摘和加工进入尾声，新棉交售结束，但销售仍较缓慢，短期新棉供应宽松，

且秋冬 季订单需求也进入尾声，因此目前下游需求呈现疲软状态。截至 10 月底纺

企在库棉花工 业库存量为 70.96 万吨，较上月底增加 0.82 万吨，因纺织企业采购相

对谨慎，短期棉价方 向不明。前期部分新疆棉轮入政策落地，但轮入数量不足产量

的 10%，因此支撑有限。市 场关注中美贸易谈判最终结果。 

12200 

12200 

 RU2001 强 

 

震荡

偏强 

 

13100 

<20% 

在橡胶增产周期末端，整体供应预期仍偏宽松，但短期事件影响偏多。泰国政府出

台橡胶 农户保障计划，对原料收购价格托底，限制出口价格进一步下滑。11 月中

旬国内割胶逐步 停割，国外割胶正常，印尼、马来 、泰国、印度四国先后下调 2019

年天胶产量，市场预 估 2019 年天然橡胶全球产量小幅下降；另外泰国天然橡胶种

植区真菌病害有继续蔓延的迹 象，或造成天胶产量下滑，该事件影响有待进一步评

估。 

12400 

研究品种 

交易合约 
周期 

观察理由 
日线 周线 

M2005 
震荡

偏弱 
震荡 

美豆减产幅度较大已是事实，美豆供需平衡发生变化，供应端收紧奠定了美豆上涨基础，国内豆粕成本 

后期也将逐渐抬高。目前生猪存栏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猪料产销量可能月环比改善，但总量在 2019- 

2020 年可能难见明显起色，加之南方水产需求进入淡季，抑制豆粕价格。总体而言，短期豆粕缺乏实 质



 

7 
 

性利多，反弹乏力，仍需等待时间。 

JM2005 
震荡

偏弱 

震荡

偏弱 

受平遥煤矿事故影响，晋中地区安全形势趋严，但个别煤矿落实停产 2-7 天，多数煤矿开工正常。虽然 下

游市场回暖，叠加部分煤矿生产任务基本完成，供应收紧，部分紧缺煤种有小幅提涨预期，但山西长 治、

临汾等地配焦煤，由于下游尚未全面启动冬季补库，对于部分配焦煤煤种补库仍较为谨慎，煤企出 货

不畅，部分煤企因库存压力已影响到生产，中短期偏空。 

 PP2005 
震荡

偏弱 

震荡

偏弱 

2001 合约资金开始向加速向 2005 合约转移，PP 价格反弹至 8000 以上，在 8060 一线测试压力，近期中

安联 合、宝丰二期、巨正源等新装置运行趋于稳定新产能投放兑现，两油库存中性水平，恒力二期预

计 11 月 底试车 PP，市场数据显示，加上新产能，PP 年底产能将达 2471 万吨，中长期供应压力体现在

2005 合约 上，关注 2001 合约交割月前后现货市场的心态变化对期货市场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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