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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豆供需平衡分析及展望 

(一)国产大豆产量 

政府促进的镰刀弯地区推行大豆玉米轮种，减少非优势产区玉米

播种的政策，华北夏播玉米改种大豆，预计2016/17年度国产大豆产量

预计为1000万吨，与上月持平。2017年东三省计划调减1600万亩玉米

种植面积，预计全国范围大豆面积增加2000万亩，大豆增产约300万吨，

展望2017/18年度国产大豆产量1300万吨。 

（二）大豆进口情况分析 

海关总署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6月我国大豆进口量为769万

吨，较5月的959万吨大幅减少190万吨和19.8%，但较2016年同期的756

万吨增加13万吨和1.7%。6月大豆实际到港量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

850-900万吨水平，主要原因是受增值税调整影响，部分船期延后。 

2017年上半年我国累计进口大豆4481万吨，较上年同期的3856万

吨大幅增加625万吨或16.2%。2016/17年度的前9个月（去年10月到今

年6月）我国累计进口大豆6686万吨，较上年同期的6061万吨增加625

万吨或10.3%。 

受 7月 1日大豆进口增值税从 13%降至 11%以及前期国内大豆压榨

严重亏损影响，部分大豆船期后延，叠加原本 7月到港大豆船只，加

上部分港口卸货能力差导致的 6月到港货船 7月卸货和报关，7月份

大豆到港量将大幅增加。目前预计 8-9月份进口大豆到货量将会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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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图 1：中国大豆分月进口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注：红色部分为为装船预期及估计值 

从我国6月份进口大豆情况来看，主要来源国为巴西、阿根廷、美

国，进口量分别为641.79万吨、71.28万吨以及38.71万吨。 

截止8月2日，8月美豆进口成本为3229元/吨；9月美豆进口成本为

3219元/吨。8月美豆连盘压榨利润为24元/吨；9月美豆连盘压榨利润

为34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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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美湾大豆进口成本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图 3：美湾大豆现货压榨利润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三）食用消费 

预计2016/17年度大豆食用消费量达到1300万吨。2017/18年度食

用消费较2015/16年度增长200万吨，达到1450万吨。 

（四）压榨量 

预计2016/17年度国内大豆压榨量预估为8100万吨。豆粕饲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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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4.5%，压榨量年增长3.8%，预计大豆压榨量8400万吨。 

（五）国内总消费 

展望2016/17年度国内大豆总消费为9663万吨。展望2017/18年度

国内大豆总消费10145万吨。 

（六）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2016/2017年度期末库存为2024.2万吨，库存消费比为20.91%。展

望2017/18年度期末库存为2563.2万吨，库存消费比为25.23%。 

图4：2017年8月中国大豆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二、豆粕供需分析及价格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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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月份豆粕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一）产量 

本月维持 14/15年度大豆压榨量 6800万吨，豆粕产量 5372万吨。

展望 15/16年度大豆压榨量 7100万吨，豆粕产量为 5609万吨。 

图 6：豆粕产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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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 

农业部发布6月份4000个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显示，生猪存栏量及

能繁母猪存栏量继续下调。由于豆粕比价仍具有优势，仍能部分支撑

豆粕的替代需求增，本月维持14/15年度豆粕饲用消费量5100万吨。展

望15/16年度豆粕饲用消费量5400万吨。  

图 7：豆粕消费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三）进出口 

6月，我国进口豆粕3657吨，环比减少了53.58%，14/15年度截止6

月，我国累计进口豆粕50192吨，本月维持14/15年度豆粕进口量6万吨，

展望15/16年度豆粕进口量6万吨；6月，我国出口豆粕12.45万吨，环

比减少了32.57%，14/15年度截止5月，我国累计出口豆粕91.96万吨。

维持14/15年度豆粕出口量150万吨，展望15/16年度豆粕出口18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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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豆粕进出口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四）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经调整，14/15年度豆粕期末库存为519万吨，库存消费比为9.9%。

展望15/16年度豆粕期末库存为549万吨，库存消费比为9.85%。  

图 9：豆粕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国元期货投资咨询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B 座 21 层 

电话： 010-84555196    传真： 010-84555009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table_page] 农产品专栏 

 

10 / 15 

三、豆油供需平衡分析及展望 

（一）压榨量及产量 

2016/17年度大豆压榨量预估为8100万吨，豆油产量为1498.5万吨。

展望2017/18年度大豆压榨量为8400万吨，豆油产量为1554万吨。 

（二）豆油进口情况分析 

海关总署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6月我国大豆进口量为769万

吨，较5月的959万吨大幅减少190万吨和19.8%，但较2016年同期的756

万吨增加13万吨和1.7%。6月大豆实际到港量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

850-900万吨水平，主要原因是受增值税调整影响，部分船期延后。 

2017年上半年我国累计进口大豆4481万吨，较上年同期的3856万吨大

幅增加625万吨或16.2%。2016/17年度的前9个月（去年10月到今年6

月）我国累计进口大豆6686万吨，较上年同期的6061万吨增加625万吨

或10.3%。 

受 7月 1日大豆进口增值税从 13%降至 11%以及前期国内大豆压榨

严重亏损影响，部分大豆船期后延，叠加原本 7月到港大豆船只，加

上部分港口卸货能力差导致的 6月到港货船 7月卸货和报关，7月份

大豆到港量将大幅增加。目前预计 8-9月份进口大豆到货量将会有所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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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中国豆油分月进口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注：红色部分为为装船预期及估计值 

从我国6月份进口大豆情况来看，主要来源国为巴西、阿根廷、美

国，进口量分别为641.79万吨、71.28万吨以及38.71万吨。 

图 11：巴西豆油进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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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截止 8 月 2日，8月美豆进口成本为 3229元/吨；9月美豆进口成

本为 3219元/吨。8月美豆连盘压榨利润为 24 元/吨；9 月美豆连盘压

榨利润为 34 元/吨。 

  图 12：巴西进口豆油利润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三）豆油消费情况分析 

国内主要地区豆油库存量约131.97万吨，较前一周上升约4.1万吨。

上周外围油脂市场暂无明确指引，美豆期货受天气炒作影响而区间震

荡，使得连豆油期货跟随外盘以横盘震荡为主，进而令国内豆油现货

价格涨跌频繁且幅度较大，下游市场因此多持观望心理，上周主要地

区豆油成交量仅约8万吨左右，购销清淡。且上周大豆到港量较大，国

内多数油厂开机率仍然较高，国内豆油库存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广西地区豆油库存涨幅较大，因上周广西地区油厂开机率约58%，较前

一周增长约4%，且该地区多数油厂以执行合同为主，仅有个别油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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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现货还限量成交，因此该地区豆油库存涨幅明显。 

随着国庆、中秋等假期的临近，国内植物油消费将有望逐渐恢复。

通常在节前1—2个月，各地食品厂、餐饮等企业都会进行豆油采购和

补货。因而，每年的下半年，油脂成交情况都会好于上半年，这也是

植物油消费的季节性规律。 

图13：全国豆油油厂库存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四）总消费 

2016/2017年度菜油及棕榈油供应偏少，且豆棕价差收窄，豆油消

费预期较好，本月预计2016/17年度豆油消费为1550万吨。考虑到整个

油脂需求没有明显增长，展望2017/18年度豆油消费为1600万吨，与上

月持平。 

（五）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2016/17 年度期末库存展望为 216.7 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13.9%。

展望 2017/18年度期末库存为 228.7 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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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017 年 5 月豆油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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