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安徽省油脂油料市场形势调研
调研时间：2020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3 日

调研背景
今年油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年初菜油受“扣押孟晚舟事件”影响，中
加贸易暂停，菜油率先有 10%反弹；春节以后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宗商品包括
油脂油料一路下跌，跌幅达 20%以上，豆油价格跌创 2008 年金融危机 10 年来
新低；整个一季度我国 GDP 增速因此为-6.8%；进入 5 月中旬以后，随着我国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进入快速恢复期，二季度 GDP 增速为+4.9，大宗商
品陆续反弹，特别是国内油脂市场，豆油从 3 月份 5100 元/吨一路上涨至 9 月
中旬接近 7500 元/吨，涨幅 40%以上。
目前，油脂油料市场高位振荡，期货盘面主力 2101 合约多空双方在 7000
元/吨上下分歧较大，一方面今年四季度北半球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气候
带来不可预估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欧洲再度爆发，美国印度等过感染
人数每日仍在不断创新高，全球感染人数逼近 4000 万，两方面因素交织，众多
油脂加工企业和贸易商今年受何影响？油脂企业如何收储库存和利用期货套期
保值及期权等工具规避风险？国元期货特组织 11 月 9 日—11 月 13 日对安徽省
地区油脂加工企业和油脂库开展调研。

调研结论
1、安徽省油脂发展概况：目前国内每年消费油脂 3400 万吨，其中豆油、菜
油、棕油三大油脂共占比 80%，分别为 50%、15%、15%。豆油生产主要依赖进口
大豆，国内大豆产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因没有地域优势，安徽省在豆油生产
加工没有竞争优势。因前年与去年的菜籽菜油价格较低，农户种植积极性不强，
导致近几年安徽省菜籽种植面积减少，产量呈现逐步萎缩的现状，今年安徽省实
际菜籽产量仍呈现减少趋势，多地菜油加工企业已经停机很长时间。在这种油脂
竞争狭缝中，安徽省油脂加工企业开始专注于生产当地特色的小品种油上，包括
稻米油、米糠油、玉米油、芝麻油、茶油等，以在小包装终端消费上寻找菜油的
替代品。
2、目前生产及贸易商经销现状：今年菜油价格从 5 月开始不断上涨，近期
01 合约逼近万点，而现货价已过万点，当地现货基差报价为 600。近期无论小品
种油如当地浓香菜籽油，玉米油、稻米油均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生产企业的销
售订单较往年同期都增加 20%左右。从贸易商的角度看，目前虽然菜油及豆油现
货价格不断上涨，从油厂拿货都比较紧张，特别是以散油形式的进口菜油，很多
大型油厂因原料短缺而停机，导致下游贸易商从油厂拿货受到限制，但在代理的
品牌小包装油上，提货相对比较宽松些。因价格上涨，贸易商油脂贸易利润受到
较大的压缩，主要因为菜油及豆油进口成本增加，但终端价格提价较慢，特别是
超市，一般不会轻易提价。市场菜油现货价格及盘面价格的波动对终端消费有一
定的延时性。
3、油脂消费情况：疫情期间，特别是 2-4 月，中包装消费大幅下滑，主要
是餐饮业受到较大的冲击，同比降幅达到 20%以上，但小包装由于家庭囤货的需
求，小包装消费增加 10%-15%，散油影响不大。截止到 11 月，目前餐饮，终端及
散油的消费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整体较去年增加 5%-8%，其中终端消费增加主要
是小品种油，预估增加 10%-15%，豆油消费增加 10%左右，而菜油消费是有所减
少，整体减少幅度约 10%。随着春节备货的来临，油脂消费将进入逐步增加的节
奏，预估春节前消费高峰期较目前增加约 30%-50%.
4、替代消费：近期菜豆价差一直维持在 2000 以上的高位，从贸易商的销售
情况来看，中包装豆油（主要供应餐饮、学校、公司政府食堂等）的销量增加比
较明显。部分贸易商表示，目前菜豆价差较高，在 2000 以下然后比较合适，从
目前下游餐饮替代消费来看，豆油消费呈现逐渐增加趋势，但菜油因现货价格以
及供应紧张，菜油呈现下降趋势，在食品加工端，豆油替代菜油也比较明显，整
体预估豆油对菜油替代消费为 10%-15%之间。
5、轮储及收储问题:今年央储轮储比较紧张，因当地菜籽供应比较紧张，部
分菜籽从内蒙购入压榨菜油后轮入。今年拍卖的菜油和豆油主要网上竞拍，体现
了市场现货供应紧张致使竞拍热情较高。从央储轮储的完成率来看，出库率要大
于入库率，轮储的缺口加上国家增加油脂库存的需求，支撑着油脂现在高位的行
情。

6、线上线下销售模式:因疫情封闭，直播带货成为很多企业重要的销售渠道，
今年各电商平台的油脂销售缓冲疫情期间油脂在餐饮、便利店等实体店消费断崖
式回落。从目前线上与线下带来的利润及经济效益来看，线上虽然初期投入成本
较高，但后续传播效应较快，主要是网上购物越来越成为人们消费的主流形式，
其次产品品牌化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小品种包装油，而线上销售与
推广更容易形成品牌传播效应。因此未来电商平台将继续替代部分农贸市场和商
超走货，电商平台的销售对油脂价格影响将逐渐加强。
7、行情判断：从调研的情况看，因前两年的菜油价格较低，这两年的菜籽
产量呈现减少趋势，加上中国禁止部分从加拿大企业进口菜籽。导致菜籽及菜油
库存近两年呈现下降趋势，菜油供应缺口逐渐显现。目前油厂菜籽菜油供应紧张，
多个油厂因原料供应短缺问题而停机，导致下游企业及贸易商采购比较困难。据
调研数据显示，部分的企业采购订单已经排到了 1-2 月，随着春节备货的临近，
油脂消费需求端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企业囤货意愿将进一步增强，而且央储轮
储的缺口以及增储需要，加上中加关系未有缓解迹象，今年菜籽减产，油厂开机
率较低，春节以前菜油期现维持偏强震荡，但上方空间有限，盘面 01 合约 10000
关口是菜油的压力线。限制菜油上升高度主要是油脂间替代效应以及 1-2 月进口
菜籽到港量增加。
美国 2020/21 年度最新的库存消费比降至 4.2%，几乎回落至 2014/15 年度
的库存水平。春节以前，据 NOAA 显示，拉尼娜现象持续概率为 80%。随着终端价
格逐步向上调价，中包装豆油替代菜油的替代效应逐步增加，其次气温下降豆油
替代棕榈油消费量增加，加上春节消费旺季的带动，豆油消费量呈现逐步增加的
趋势，因此春节以前豆油维持偏强震荡，Y2001 合约有望突破 8000 元/吨，上涨
空间要高于菜油上涨空间，菜豆价差将逐步缩窄。
春节后，油脂需求进入淡季，巴西大豆已进入收获季，供应紧张将得到逐
步缓解。而拉尼娜现象对阿根廷大豆种植影响进度，将是豆油以及其他油脂最大
的不确定性。

调研具体内容：
A 企 业 ： 公司概况：该企业是一家集水稻种植，国粮储备，大米、大豆油、菜
籽油加工以及品牌小包装大米、食用油销售为一体的粮油加工龙头企业。占地
210 亩， 有粮食储备仓库 6 座，粮食储备能力 4 万吨；拥有 300 吨/天膨化（压
榨）和浸出制油生产线，200 吨/天大米生产线，100 吨/天稻米油全精炼生产线，
50 吨/天浓香小榨菜籽油生产线各一条，小包装食用油全自动灌装线 4 条，具备
6 万吨大米、5 万吨各类食用植物油的年综合加工能力和 10 万吨/年食用油包装
灌装能力。企业购销模式：企业菜籽在当地收购，主要集中在皖南、安庆，年采
购约 3 万吨左右，采购量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主要是当地菜籽种植量越来越
少，较去年减少约 10%左右。目前公司的发展方向在稻米油和玉米油。公司有两

个米场是主要的稻米油原料来源，玉米油的原料玉米主要向中粮石化采购。其次
公司生产的大豆油主要是国产大豆油，原料来源是当地采购和东北调运，因国家
对大豆种植补贴较高，该地区的大豆种植呈现增加趋势。去年大豆有年产量 5000
吨，今年较同期微幅增加。
企业生产及销售情况：今年的大豆压榨开机情况还可以，国庆期间没有停机，
除了上半年缺豆停机过一次以外，都保持着开机状态，目前是强制性生产，小包
装油脂年销售额 1.2 亿，加上散装油油 3 个亿，较去年增加约 30%。因企业主要
生产小品种高档油，因此倾向于小包装，今年企业生产的小包装油、中包装油和
散油占比为 7：1：2。企业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当地，约占整个产量的 80%。其
次销售地为上海、福建、浙江等地，销售对象为超市及餐饮。今年因疫情原因，
小包装油大幅增长，增量为 20%左右，中包装油上半年有小幅下降影响，但在 7
月之后逐渐恢复，目前企业销售供不应求，未执行订单排到一月以后。
企业库存;目前企业几乎没有库存，而且也不接受贸易商大订单，一是生产
量有限，二是不太接受贸易商囤货。
后市经营计划：目前公司计划扩产年产 20 万吨的稻米油，并计划明年引入
加工葵花籽油的设备，初步估计年产约 5 万吨。
行情观点：预期截止到今年 2 月份以前，油脂仍维持在高位空间震荡，行情
走势预判为短期回调后继续上涨，会继续超过前期高点，但高出的空间不大。预
判的理由是截止到明年 2 月以前国内油脂整体板块供应比较紧张，主要是中美关
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菜油收储的支撑，叠加春节需求的提振。
参与期货市场情况：该企业目前暂未参加期货套保，主要原因是，没有专业
性人才以及主要生产品种不是期货盘面品种。但随着产量的扩张以及顺应市场趋
势，公司计划明年聘请专业性人才开始尝试采购原材料的期现业务。建议交易所
能尽快完善油脂期货体系。

B 企业：该企业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固镇经济开发区，于 2000 年 11 月投资兴
建公司总资产 130 亿元，占地 28.36 万平方米，员工 300 余人。公司可年生产玉
米油 7 万吨，小榨花生油 1 万吨，小包装罐装油 20 万吨，精炼日产量为 220 吨
/天。主要加工产品为玉米油、葵花子油、调和油、菜籽油、花生油。小包装食
用油罐装生产线 9 条，中包装生产线 1 条，年加工生产力 20 万吨，年加工能力
6 万吨和年加工花生油 6 万吨生产线隔一条，油品储罐 108 个，调配搅拌罐 25
个，可储存散油 8 万吨，可作为交割库战略存储基地。
公司生产与销售：玉米油的原料来源于中粮全产业链东北基地，年供应保障
量 13 万吨，花生油原料主要由固镇县及周边 100 公里的区域提供，花生种植面
积 150 万亩，产量 50 万吨/年，公司产品辐射江浙沪，广东等发达地区，，运输
方式为沿蚌埠淮河、固镇浍河两路水上运输，调拨的散油直接通过水运直接到公
司，运输成本低。公司的采购及销售计划都是由公司总部制定，公司只负责生产。
公司库存及今年销售情况，公司一般提前计划一个月的生产量，目前订单已
经排到明年 2 月份。目前满负荷生产，产品供不应求，有多少拿多少，公司没有
累库。今年因疫情原因，上半年餐饮用油消费减少 40%-50%左右，而小包装油增
加约 20%左右，散装油销售变化量不大，整体用量增加 10%左右。
后期规划:公司的后期规划属于总部集团的部署。

后市观点：目前市场采购积极，豆油及菜油现货价格均高于盘面价格 400500 元/吨左右，现货市场价格短期仍比较坚挺，短期维持涨势。认为菜豆价差为
3000 元/吨并不算高，因为菜油目前比较紧缺，货源较少，很多大厂都因货源不
足而停机，而浓香型菜籽油有刚需，因此菜油价格在 1 万/吨左右并不算高。
参与期货市场情况：该企业未参与，但总部参加期货套保。

C 企 业 ： 该企业位于大别山区域，占地 55 亩，主营是从事茶油、菜油
生产加工的企业，拥有茶油生产线 2 条线，年产 800 余吨，。企业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综合生产模式，油茶加工企业或自建基地、或与农户合作建设基地、
或以合同契约形式向农户收购油茶果；菜籽油各一条线，年产为 100 吨，原料菜
籽是收购当地农民的。无论是油茶籽及菜籽企业都是通过政府补助收购，保证农
民收入。
茶油介绍： 油茶籽油俗称茶油，又名山茶油、山茶籽油，是从山茶科山茶
属植物的普通油茶成熟种子油茶籽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级食用植物油。近年来国家
鼓励油茶种植，大力发展茶油产业，将其作为脱贫扶贫的重点产业，使得茶油产
业迅猛发展。2019 年，中国油茶种植面积约 6724 完亩左右，油茶籽产量约 280
万吨，茶油产量达 50 万吨-60 万吨，全球的茶油产量中国占 80%-90%，是中国的
独特的贵族油。茶油是当地特色的油类小品种，也是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推荐的
品种，茶油的除了食用方面的作用外，还主要用于保健护肤，其中食用销售占比
为 70%-80%。油茶籽是花果同期，即当年的开花数量与质量决定了一年后的油茶
果的产量，油茶果采购在 11 月中下旬开始，采购需晾晒半个多月成油茶籽（干
果）
，公司收购油茶果及油茶籽会持续到明年 2-3 月。油茶树是种植山，温度与
降水的变化对油茶果产量影响较大，不用施肥，其中每 5 斤成果晾干后有 1 斤干
果，每 5 干果产一斤茶油。
企业今年销售：企业销售压榨油和浸出油，压榨茶油企业每年销售 300-400
吨，浸出油为 600 余吨，都是小包装，供应的对象主要是长三角的经销商以及特
殊通道（礼品，团购，福利等）.当地压榨油销售价格为 100 元/斤，浸出油 3040 元/斤。菜籽油的销售集中在当地。因茶油食用，化妆品均为刚需，且疫情期
间小包装油销售较好，因此疫情对公司影响不大。茶油前几年价格波动较大，近
几年价格相对稳定，
企业规划：因看好茶油的未来的前景，在政府的支撑下，企业三年以内将增
产到 2000 吨，。因当地及周围菜籽种植逐渐减少，菜籽的加工相对于沿海及四川
湖北等产菜籽大省，越来越不占优势，因此菜籽生产主要为了解决当地及周围农
民种植，不作为公司的主营。
行情观点：认为茶油价格比较稳定，一是目前整个油脂板块的价格未来几个
月比较坚挺，二是对应超市与化妆品公司的的销售模式稳定，不会经常调动价格。
菜油价格高位震荡，认为菜油价格目前价格比较高，但供应比较紧缺，支撑高位。
参与期货市场情况：该企业未参与期货，但对油脂期货感兴趣，并希望能上
市茶油期货。

D 企 业 ： 该企业是做中储粮代购及轮储，也自营油脂贸易，其中公司承

担省级及市级轮储量每年 4000 吨，轮储模式是接受省级的陈菜油（一般是储放
两年的），同时提供等量的新菜油，政府补贴为 400-500 元/吨，包括了轮储利润
和精炼成本。自营贸易的量约 6000-7000 万吨，包括 4000-5000 吨的菜油，10002000 的豆油，贸易方式为基差贸易。公司有自己一条菜籽压榨线，因目前当地菜
籽种植减少，相对于沿海及四川湖北地区没有压榨优势，因此近两年大部分处在
停机状态。
销售方式：每年销售小包装 2000 吨，中包装每年 3000 吨，散油每年 7000
吨，其中菜油。自营采购方式主要为基差采购，采购地为厦门的远翔。从工厂订
货的话，提货期限是一个月，公司操作以期现结合为主。销售给下游客户的话一
口价和基差的形式都有，看客户需要哪一种，提货的话是先打款再提货，公司的
基差销售是上下游均用期货对冲，没有单边风险。
行情观点：该公司负责人认为菜油今年上涨主要因为今年的减产幅度较大，
市场即使仅供应刚需也存在缺口，其次中加关系紧张，孟晚舟事件没有解决，今
年央储菜籽油拍卖完后，国家有备储计划，导致市场货源紧张，菜油居高不下。
年后 2-4 月份因疫情原因，需求端受影响，但小包装的增加抵消中包装的减量，
实际消费减少约 8%，但 7 月以后，油脂消费回归正常，下半年至今还有小幅增
长，增长 5%左右。豆油上涨主要因为美豆干旱天气导致小幅减产以及棕榈油上
半年减产，导致整个油脂板块下半年偏强震荡。
在基差上，目前菜油近月基差 600，豆油基差 380，认为目前基差较高，后
期会随着期现回归，逐渐减小。目前基差已经买到 1 月，还有 1000 多吨价差未
点价。未点价的原因是油厂限提。
后市看法：认为菜油豆油 2 月以前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下跌空间有限，主
要为春节前节日备货需求支撑，春节后菜油豆油将高位回落，一是节日需求问题、
二是认为拉尼娜对南美大豆影响有限，上半年大豆供应充裕，大豆将首先回落。
对菜豆价差上，认为豆菜价差在 2000 以内比较合理，目前菜豆价差比较偏高，
春节后需求转淡后，菜豆价差将恢复正常。
企业规划：除正常完成省级及市级轮储工作外，公司未来主营将放在油脂贸
易商，后期将积极扩大豆油贸易，并积极探索棕榈油贸易。
参与期货市场情况：该企业参与期货市场，但几乎没有参与过交割，主要是
交割流程繁琐，而且当地附近没有交割库，交割来回运费不合算。

E 企 业 ： 位于合肥市经济开发区，2007 年 10 月中储粮总公司批准组
建。目前合肥油脂库下辖合肥本库及六安分库两个库区，总占地 137 亩，共 40
座油罐，总罐容 15.6 万吨（合肥库区油罐 22 座，罐容 7.6 万吨，六安库区 18
座，罐容 8 万吨），现有员工 42 人，是菜籽油交割库。
企业轮入及销售情况：负责华东地区，包括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 9 个监管
库点和储存库点的菜油及豆油的轮换任务，数量是 11.6 万吨，截止 11 月底已累
计销售 9.7 万吨，轮换模式目前已网上拍卖为主，截止到 10 月底网上拍卖 5.3
万吨，线下销售 8000 吨，系统类的销售（主要是豆菜毛油）2.7 万吨，出库完成
率 51%，入库完成率为 25%。负责镇江产业基地的豆菜油销售任务，截止到 10 月
底，累计销售 3 万吨，2009 年 12 月获批成为郑州交易所菜油交割库。成立至今
已经累计交割 12.8 万吨。因今年菜油现货价格不断走高，盘面给出了较好的交

割利润，公司积极实施套期保值及期现套利，利用期货交割及轮换占轮换量为
20%。交割油主要发往西南。西北地区。轮换的豆油菜油基本以进口为主，为国
家安全准备，今年也轮入一些内蒙古菜油，大约 3000 吨。。
轮储特点：每年都是按国家制定政策和标准轮入轮出，因此在轮储整体量受
行情的影响较小。但就从销售来看，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菜油的拍卖成交
率受短期价格变动的影响较大。今年的增储上，中粮增加流动库存 100 万吨菜油，
中储粮增加 100 万吨菜油，这主要是为了应对后期的油脂价格出现极端行情做预
防措施。
后市行情观点: 中加关系确实影响了菜籽的进口，中加关系的后期走向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今年内蒙古菜籽减产，预估减产 5%-10%左右，其次全球葵
花籽减产以及整体油脂产量增幅减小，导致市场供应紧张叠加地方增加储备的的
推动，短期难以菜油以及整个油脂价格比较坚挺。但后续菜籽的到港船只增加，
叠加目前的高位价差导致油脂间替代增加，在春节过后的需求淡季，即 2-3 月之
后将逐步回落。
企业规划：目前的公司扩产计划都有总部规划，近两年计划扩大豆油储备，
大约增加几十万吨。
参与期货市场：公司积极参与期货市场，但具体操作都有总部完成。
对交易所的建议：目前已经是菜油交割库，希望大连交易所能在安徽地区设
置交割库，公司随着未来豆油储备的扩大，将积极申请豆油交割库，并希望交易
所支持。

F 企 业 ： 公司拥有各类食用植物油加工生产线多条，总产能已达 50 万
吨/年。其中特有的 400t/d 油菜籽脱皮、膨化制油生产线，年产约 250 万吨和
330t/d 小包装食用油全自动灌装生产线等。自身也做油脂贸易，主要做菜油和
豆油，一般是从东南沿海地区中粮及益海等公司购买，其中豆油每年购入约 100
万吨，全部为进口豆油，菜油购入为 200 万吨，国产与进口占比为 4：1。公司主
打包装油，占比约为 90%左右，其中小包装为 60%，中包装为 30%.其余为散油，
散油的购销模式主要是借助期货盘面做基差贸易。
公司销售变化：疫情期间，特别是 2-5 月份，中小包销售大幅减少，较同期
减少约 20%左右，而小包装油（家庭用油）增加 10%-15%左右，散装油影响不大，
整体产量减少 5%-8%,但随着六月各地不断解封，油脂消费逐渐消费正常。小包
装油与中包装油的占比也回复正常，因今年菜油价格不断增加，贸易商进口散油
的成本增加，但由于终端消费反应比较慢，其次电商的迅速崛起，压缩渠道利润，
导致小包装的贸易利润逐渐压缩，传统贸易商经营销售比较困难，因此传统贸易
企业企业需要转型。菜油需求量，该企业负责人分析，因菜油供应紧缺，价格快
速上涨，与小品种油以及豆油棕油的价格扩大，随着终端消费的提价，小包装的
如玉米油、葵花籽油等小品油的替代逐渐增加，三季度菜油同比销售减少 5%，中
包装油（餐饮，学校、企业用油）的豆油及精炼棕榈油的替代效应更加明显，三
季度菜油同比销售减少 10%。目前公司对菜油采购比较困难，主要是沿海油厂断
货，货源不足，限制采购。但豆油采购相对比较宽松。
10、11 月是消费淡季以及电商消费对市场份额的挤占，企业目前销售环比
小幅回落，但随着春节效应带动油脂需求进入旺季，店下打折消费，团购等优惠
活动促销作用，12-1 月将迎来油脂消费小高峰，预估豆油及菜油消费将增加 50%

左右。其次中加关系紧张叠加今年油菜籽减产，油厂生产货源的紧张，导致下游
提货困难。
企业未来的贸易生产计划：因菜油的短缺，散油价格价高，包装消费的利润
压缩，加上企业进口菜油比较困难，菜油需求紧张，豆油消费增加，企业后期将
增加豆油的贸易量，预计增加 100 万吨左右豆油贸易量。
行情观点：认为 01 合约会突破万点，但上方空间阻力较大，偏强震荡，难
以再现一波持续涨势，主要来自于小品种及豆油的替代影响菜油的需求。
参与期货情况：公司参与期货，但数量不大，随着基差点价逐渐成为主流，
后期将逐渐增加豆油基差贸易占比，提高期货参与度，另外公司虽一直参与期货，
但期货方面人才贮备仍嫌不足，这也阻碍公司扩大期货参与度的主要原因。

G 企 业 ：该企业的生产芝麻油、芝麻调和油以及菜籽油。目前拥有 8 台
日产 10 吨芝麻油生产线、一条 50T/D 芝麻饼浸出生产线及一条日加工 10 吨番茄
红素芝麻油生产线，芝麻主要进口于非洲。每年进口毛豆油 2000 吨、进口地区
华东张家港及江苏南京及南通等地，进口的方式分为现货与基差两类，比例分别
是 7：3，每年菜油使用量也 2000 吨，其中国产菜籽油占比为 60%，进口菜籽油
为 40%，公司使用菜油的 70%是省级及市级轮储所得，30%为进口所得。进口的豆
油需要深加工后，提炼成精炼油与芝麻油调和成芝麻调和油，菜油
企业经营情况：公司的现货采购方式为订单合同形式，订单时间为一个月，
目前订单已经买到 10 月-12 月，基差采购已经买到明年 3-5 月的基差，基差采
购的主要品种为豆油，目前盘面远月未点价的豆油约 2000 吨。菜油是限量提货，
但因与采购方为固定合作伙伴，可保证正常供应量。目前公司的市级销售点有
800 多个，采用线上向下销售方式，销售比例为 4：6，销售采用直营及代理商方
式，销售方式比较稳定。公司的销售形式主要是小包装油，其次是中包装油，占
比分别是 8:2。上半年的疫情，公司中包装油份额较往年减少 20%，主要因为餐
饮业用油大幅减少，但小包装油增加 30%，一是餐饮消费部分转移，其次是家庭
恐慌性造成，短时小包装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公司整体油脂销售整体增加 20%。
6 月以后，随着全国解封，餐饮业逐步复苏，但该企业负责人认为截止到 10 月，
餐饮业并没有完全恢复，恢复约为往年的 80%左右，预计明年上半年餐饮业将恢
复往常。公司是按需求量变化制定生产计划，目前公司除了正常检修外，芝麻油
生产及豆油精炼基本每天全部开机。但菜籽因目前供应紧张，菜籽暂时未开机，
预计下周开机。
行情观点：认为菜油到达一定的高点，上方空间不大，但短期仍将偏强震荡，
主要原因仍是现货紧张以及迎来逐渐迎来春节备货带来的需求旺季。豆油有较大
的上涨空间，主要是美豆单产下调，库存降低，以及拉尼娜天气的炒作以及菜豆
价差较大，棕油进入消费淡季，豆油替代效应增加，加上进入春节备货因此，豆
油仍将继续上涨，预期会突破 8000 点。
企业未来规划:企业计划明年下游计划增加 1500 和县级经销商销售点。因菜
籽产量不断减少，企业未来成品油扩大的规模仍集中在芝麻芝麻调和油上，预计
明年产量能达到 2 万吨。并计划在 3 年后上市。
参与期货情况：近几年企业积极参加期货套期保值，今年上半年在豆油菜油
都有操作，这不仅降低了企业原料成本，而且企业用少量资金，锁定未来生产原

料，释放了企业流动资金，企业今年在盘面操作比较顺利，真正感到了期货的价
值所在。另外企业只做套期保值，不做单边操作及投机操作。

H 企 业 ：该企业是芜湖当地粮油批发市场，主要做代理品牌中小包装油
代购与销售，每日发货量约 2000 件/天，约 50 吨/天。年度油脂贸易量在 2 万吨
-2.5 万吨之间，其中大豆油贸易量占 70%,菜籽油为 20%，棕榈油及其他小品种
油占 10%左右。
企业采购及销售：因企业为代理品牌，因此进口来源及形式比较稳定，企业
采购主要为品牌小包装，其中从中粮及中储粮进口约 50%左右，从益海嘉里及汇
福进口约 30%,从金陵进口中包装，约占 20%。企业贸易形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
是从油厂采购完后直接配送到商场、超市以及小便利店，另一种是预估下个月贸
易量后，从先油厂购入后，运到自己仓库后，再灵活销售给对应市场，一般库存
不会超过一周。企业采购基本采用订单形式，订单周期一般为 1-2 个约，签订合
同后先付 10%的定金，再到货后，补请尾款。销售形式目前主要以线下为主，约
占 80%以上，其中配送商超、餐饮及便利店分别占比 20%：30%:30%,线上主要以
做活动促销为主。今年疫情影响对中包装的影响是断崖是下跌，小包装增幅大约
在 30%左右，整体在国家及政府的调控下，疫情销售比较平稳，未出现抢粮现象，
目前销售已经恢复正常，按中包装开拓市场比较有压力，小包装销售目前比较顺
畅。截止到 10 月，今年整体油脂销售较去年增加约 8%左右，下游销售也是采用
订单形式，订单时间为一个月，价格是根据行情每月调整一次。在采购方面，菜
油及豆油大型油厂订单紧张，，因安徽的小品种油最近发展会快，采购量较往年
增加，但价格目前也偏高，仍以缓解紧张供应的补充。
行情观点：认为四季度菜油及豆油会继续上涨，原因是国内临储基本拍卖完
毕，需要增加收储保证国家安全需要，其次物流成本增加，下游挺价意愿增强。
春节备货是需求旺季，11 月至 2 月期间，油脂消费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一般
预估较淡季增幅约为 30%-50%。
企业规划：因为菜豆价差较大，餐饮抵触较大，目前基本都在用豆油，棕榈
油在当时食用较少。其次菜油价格较高，终端比较抵触，压缩贸易利润。计划明
年扩大豆油贸易规模，约 50%。对采购方面，计划尝试利用期货工具采购，提前
锁定价格，增加企业贸易规模，降低成本风险，对于销售方面，计划增加线上销
售，团购销售等。
参与期货情况：该负责人仅自己做一些，以豆油为主。未做过套期保值类，
主要是没有这方面人才，目前正在接触这方面的人才。
I 企业：该企业成立 2007 年，座落在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安徽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产品覆盖城乡、大卖场、学校、企事业食堂，粮油店，
便利店和餐饮店等各个销售网点，宣城市安徽省的菜籽种植大县，公司自己种植
菜籽 500 亩，与当地的订单农业（11 家）为 4000 亩，当地的菜籽单产为 300-350
斤/亩，出油率为 48%，（普通进口菜籽的出油率为 33.5%），生产的菜籽油为 95
型浓香型国产菜籽油，约 400 吨/年。该负责人表示全国的菜籽产量减产预计在
百分之十几，具体数字不好说。减产原因有两个，一是前年以及去年，菜籽价格
较低，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二是今年的天气原因，菜籽单产较去年有所减少。
但当地政府扶持及企业保障下，今年当地菜籽增产 20%左右。今年当地菜籽补贴

为 100-120 元/亩。
公司采购及销售形式：公司每年参与省级及市级菜油轮储的网上竞拍，这部
分占比较少，数量不确定，公司也做中粮及中储粮的品牌代理，以小包装为主，
每年贸易量约 1000 吨。公司每年代理中粮、中储粮及益海的一级进口豆油以及
一级东北豆油数量为 1500 吨，以中包装为主。公司代理的周边区域的小品种油，
有红稻米油、玉米油油等，年度贸易量有 1000 吨/左右。 其中以小包装为主，
约占比的 60%，其余为中包装，包装成本为 600 元/吨。在采购方面，菜油主要以
现货订单形式，订单周期为一个月，目前从中粮及中储粮现货比较紧张，拿货比
较困难；公司的豆油采购形式是以现货基差点价形式采购，也有少量的近月基差
点价采购，目前公司购买的主要是近月基差的未点价合同有 10 手。一般根据下
游订单需要结合当日以及近期行情点价。
因公司有自己电商销售平台，公司的销售形式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销量
占比为一半一半。据该企业领导解释，目前线上销售的成本要高于线下成本，主
要因为线上的前期引流成本较高，但传播效应快，而且网上购物是现在终端家庭
消费的主流形式。今年公司的特产浓香菜籽油销量没有受影响，主要是当地人本
身消费习惯的问题，而且即使盘面菜油价格不断上涨，但浓香国产菜油的终端价
格比较稳定，只是压缩了生产及贸易的利润。但进口菜油销量受到很大影响，预
估减少 20%，减少的这部分主要来源于食品生产，这部分主要被豆油替代。
公司规划：公司计划明年增加菜籽地 1000 亩，再建两条浓香菜籽压榨线，
打造自产菜籽油的品牌，并计划利用期货工具增加豆油贸易量，预估年度贸易量
增加到 3000 吨。 在销售上，增加本公司的电商平台的宣传引流投入，预期线上
销售将成为后续的主要销售渠道。
行情观点：菜油短期现货紧张，加上春节备货的需求，保持看涨观点，但 3
月以后，经过备货高峰后，市场需要消化，加上豆菜价差过大，豆油及小品种油
分别从中包装餐饮端及小包装家庭消费的替代，3 月以后菜油高位回落。期间中
加关系将是较大的风险点。
参与期货市场情况：个人很早参与期货，但以投机为主。近期随着贸易量增
加，价格波动剧烈，认识到套期保值的重要性，但这方面没有专业的人才，目前
仍是个人操作。希望交易所增加这方面的系统培训课程以及实践性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