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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中场休息结束，下周紧张继续 

一、一周回顾 

本周油脂市场行情整体来看是一个冲高回落，俄乌战争的酝酿一直到周五由于双方暂时

缓和的原因，市场对战争预期转好，价格开始回落。 

近期利多消息：1. 俄乌战争引爆原油带动油脂；2. 南美天气炒作持续；3. 棕榈油产地情

况利好，累库概率较低；4. 印尼政策利多；5. 国内油脂基差高库存低，现货需求不减；6. 油

料进口成本过高，榨利较低影响进口量。 

近期利空消息：1. 国内抛储传言持续；2. 美豆偏紧预期有所好转；3. 马来国门放开预期，

劳动力供应预期好转。 

二、国内外基本面情况 

2.1 油料主产区 

2.1.1 美豆 

美国政府周四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农户将扩大今春大豆播种面积，并削减玉米播种面积。

美国农业部(USDA)预测称，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将从去年的 8720 万英亩扩大至 8800 万英亩，

不及市场预期的 8920 万英亩。美国农业部称，大豆播种面积将扩大，因干旱限制南美产量并

提振价格，刺激了美国农户的播种热情。 

有消息称，拜登政府正在研究放弃生物燃料混合法令是否有助于稳定食品价格。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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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放弃生物燃料混合法令的话，美国豆油用于生物燃料的量可能下降，利空植物油市场。 

美国农业部（USDA）周四公布的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2 月 24 日当周，美国 2022/2023

年度大豆出口销售为 138.6 万吨，市场预估为净增 60-130 万吨。其中向中国大陆出口销售

126 万吨。并且，本周，民间出口商在不断报告出口数据，根据计算所得，本周出口商共报告

了 118 万吨大豆出口。 

整体数据预测处于中性偏空，拜登对新能源政策的研究对油脂的生柴消费会产生很大的

影响。 

 

2.2.2 南美豆 

德国汉堡的分析机构油世界称，由于天气炎热干燥，过去两个月里南美大豆产量已经损

失大约 2700 万吨。全球大豆的产需缺口将导致 2021/22 年度的大豆期末库存同比减少 1640

万吨。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BAGE）称，未来几周阿根廷大豆和玉米的单产可能继续

下滑，因为气象预报显示，要到 3 月中旬才会出现缓解旱情的大范围降雨。 

南美豆天气炒作仍未结束，减产仍是多头的一大利器。 

数据来源：my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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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马来、印尼棕榈油 

目前市场对马来西亚棕榈油二月的 MPOB 数据预测如下：期初库存                                       

155.2 万吨，产量 115.9 万吨 比上月的 125.3 万吨下降 7.5%，进口量为 14 万吨，较上月的 7.1

万吨上升 98.31%，国内消费为 29.7 万吨比上月的 22.8 万吨上升 30%，出口量              

126.2万吨，比上月的 115.8万吨上升 9%，期末库存预测为 129.3万吨，比上月同期下降 16.71%。 

马来预期减产继续，2 月的期末库存预期还要继续下调，马棕供应面依旧偏强。 

据了解，马来西亚四方部长级会议主席拿督斯里希山慕丁表示，已经有建议开放国界的

日期，近期将由首相来公布。马来西亚国界的开放，将有利于外籍劳工的引入。根据网上收

集到的数据，由于新冠疫情，外籍劳工无法入境导致 2021 年马来西亚种植园的劳动力缺口达

75000 人。今年 2 月份，马来西亚种植业和商品部长拿督祖莱达·卡玛鲁丁曾表示，马来西亚

计划再引进 32000 名外国工人。 

印度尼西亚于 1 月 27 日颁布了一项国内市场义务(DMO)政策，从 1 月 24 日起的六个月

里，印尼对棕榈油出口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要求棕榈油出口商在国内销售其总出口量的 20%。

同时，从 1 月 18 日起在国内供应 15 亿升，约合 136 万吨的补贴食用油。该计划将补贴每个

月 2.5 亿升的食用油价格，2022 年 1 月 19 日开始，持续 6 个月。印尼政策限制棕榈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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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国内消耗，利多棕榈油产地端。 

 

 

 

数据来源：mysteel 

数据来源：my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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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油脂油料基本面情况 

2.2.1 油脂油料供应 

       虽说近期不断有消息传言称中储粮集团可能拍卖高达 500 万吨的国储大豆库存，以解

决国内部分油厂原料短缺的问题。上周二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称将举行政策性大豆拍

卖活动，并轮出部分中央储备的食用油库存，以提高市场供应。上周五更是有市场传言称国

储将开始每周抛储 70 万吨大豆，连续抛 2 个月的消息。具体还是需要等待准确的国储大豆拍

卖消息的指引。 

 

根据 Mysteel 数据显示，截止上周五，全国油厂大豆库存为 301.7 万吨，较上周减少 50.27

万吨，减幅 14.36%，同比去年减少 150.84 万吨，减幅 33.33%。由于美豆价格高企，进口成本

过高导致一季度大豆进口量不佳，再加上目前油厂大豆的库存也处于历史同期的低位，所以

目前国内供应还是处于偏紧的阶段。 

关于海关总署最新公布关于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的公告，但是国内小麦对进口依赖

比较低，而且俄乌并不是主要的进口来源，进口量的 80%以上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

大，所以当前俄乌冲突对小麦的影响应该是通过影响国际粮食价格再传导到国内的。国家粮

数据来源：my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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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1/22 年度全国小麦新增供应量 14495 万吨，消费总量 14515 万吨，

供需缺口 21 万吨，缺口小于上年度。目前国内小麦库存很健康，供给充足。近期的暴涨更多

还是情绪和地缘政治炒作为主。此外，目前的时间点也处于小麦季节性的需求高峰，年后的

集中开学复工等面粉需求增加也是市场多头的帮手，所以俄乌冲突对国内小麦的影响比较有

限，更多以情绪为主。 

2.2.2 开机率   

     本周国内油厂平均开机率为 43.12%，较上周的 44.86%开机率下降 1.74%。本周全国油厂

大豆压榨总量为 159.26 万吨，较上周的 165.70 万吨下降了 6.43 万吨，其中国产大豆压榨量

为 0 万吨，进口大豆压榨量为 159.26 万吨。本周工厂开机率预计下滑，主要原因仍是缺豆所

导致。从目前得到的数据来看，本周工厂开机率将下降至 40%左右。主要还是大豆供应没有跟

上。 

2.2.3 油脂油料库存 

统计数据显示，上周末国内豆油库存 76.15 万吨，周减 3.20 万吨，去年同期 88.56 万吨；

棕油库存 32.13 万吨，周减 2.68 万吨，去年同期 71.32 万吨；菜油库存 35.05 万吨，周增 0.85

万吨，去年同期 17.89 万吨。从总数来看，国内三大油脂的库存 143.33 万吨，周度减少 5.02

万吨。去年同期国内三大油脂总库存 177.77 吨，今年较去年同期少 34.44 万吨。 

油脂库存依旧处于低位，偏紧的供应依旧没有改变，预计紧张的态势会持续到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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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现货价格与基差 

根据中国粮油网的数据显示，目前主流港口一豆现货指数在 11725 元，较上周末上涨 315

元；全国均价在 11885 元，较上周末上涨 381 元。其中，东北地区一级豆油主流报价在 11430-

11510 元，三油报在 11380-11460 元，港口及主产区一豆现货多报在 11500-12200 元之间，

三豆报 11450-12150 元之间。。 

棕榈油现货方面，主流港口价格维持在 13200-13500 元之间，周度上涨幅度在 300-360

元不等。由于现货价格太高，市场成交意愿不强，多数以执行合同为主，整体呈现有价无市

的格局运行。 

菜油方面本周现货均价为 13872 元，较上周上涨 51 元或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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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周展望 

当下油脂价格居高不下，虽然周五俄乌两方停战使得市场对战争的预期好转，但是俄罗

斯国防部 3 月 5 日傍晚就发布消息称，由于乌克兰方面无意对民族主义分子施加影响以及延

长“静默状态”，俄武装力量从乌克兰时间 18 时起恢复进攻，再一次的紧张加剧会导致下周油

脂价格继续回到高位。目前整体战争和制裁都助力了油脂油料以及原油的冲高，虽然目前现

货端由于高价格的成本成交意愿不强烈，叠加预计下周开始的国家放储的消息使得周五回调

较大，但是预期在战争以及油脂产地端的紧俏没有缓解的情况下，整体油脂油料板块还是易

涨难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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