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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发布月度供需报告
显示，马来西亚 8 月棕榈油进口为 32311 吨，环比减少 38.68%；
马来西亚 8 月棕榈油出口为 1581612 吨，环比减少 11.31%；8
月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 1862962 吨，环比增长 3.07%；8 月
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量为 1699106 吨，环比增长 0.06%，而这
也是四个月以来库存量的首次增长。从数据可以看出，产量增
幅基本符合预期，但出口量降幅少于预期，使得库存增长明显
低于预期，甚至低于上月水平，令报告总体偏利多，对盘面形
成支撑。美国农业部(USDA)周五公布的 9 月供需报告显示，
美国 2020/21 年度大豆单产预估为 51.9 蒲式耳/英亩(8 月预估
为 53.3 蒲式耳/英亩)，产量预估为 43.13 亿蒲式耳(8 月预估为
44.25 亿蒲式耳),大豆年末库存预估为 4.60 亿蒲式耳(8 月预估
为 6.10 亿蒲式耳)。全球 2020/21 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 3.6974
亿吨(8 月预估为 3.7040 亿吨)，期末存预估为 9359 万吨(8 月
预估为 9536 万吨)；报告下调了美豆和全球的产量，同时下调
了美豆和全球的期末库存，报告整体利多，美豆也是上涨至
998 美分的三年高点。伴随重量报告的出台，未来油脂或将维
持强势震荡。本周豆油主力合约期价涨幅居前，棕榈油次之，
菜油较弱。整体思路上，保持中期多头思路波段操作，油脂价
格震荡上扬将是未来的主旋律，但短期震荡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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榈油进口为 32311 吨，环比减少 38.68%；马来西亚 8 月棕榈油出口为 1581612 吨，环
比减少 11.31%；8 月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 1862962 吨，环比增长 3.07%；8 月马来西
亚棕榈油库存量为 1699106 吨，环比增长 0.06%，而这也是四个月以来库存量的首次
增长。从数据可以看出，产量增幅基本符合预期，但出口量降幅少于预期，使得库存
增长明显低于预期，甚至低于上月水平，令报告总体偏利多，对盘面形成支撑。美国
农业部(USDA)周五公布的 9 月供需报告显示，美国 2020/21 年度大豆单产预估为 51.9
蒲式耳/英亩(8 月预估为 53.3 蒲式耳/英亩)，产量预估为 43.13 亿蒲式耳(8 月预估为 44.25
亿蒲式耳),大豆年末库存预估为 4.60 亿蒲式耳(8 月预估为 6.10 亿蒲式耳)。全球 2020/21
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 3.6974 亿吨(8 月预估为 3.7040 亿吨)，期末存预估为 9359 万吨(8
月预估为 9536 万吨)；报告下调了美豆和全球的产量，同时下调了美豆和全球的期末
库存，报告整体利多，美豆也是上涨至 998 美分的三年高点。伴随重量报告的出台，
未来油脂或将维持强势震荡。本周豆油主力合约期价涨幅居前，棕榈油次之，菜油较
弱。整体思路上，保持中期多头思路波段操作，油脂价格震荡上扬将是未来的主旋律，
但短期震荡有可能发生。

豆油 Y2101 合约冲高回落。周一震荡上扬，周二震荡上扬创出 6922 的反弹新高，
周三震荡回落，周四震荡整理，周五探底反弹，全周上涨 90 点。美国农业部(USDA)
周五公布的 9 月供需报告显示，美国 2020/21 年度大豆单产预估为 51.9 蒲式耳/英亩(8
月预估为 53.3 蒲式耳/英亩)，收割面积为 8300 万英亩(持平于 8 月预估)，产量预估为
43.13 亿蒲式耳(8 月预估为 44.25 亿蒲式耳),大豆年末库存预估为 4.60 亿蒲式耳(8 月预
估为 6.10 亿蒲式耳)。全球 2020/21 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 3.6974 亿吨(8 月预估为 3.7040
亿吨)，期末存预估为 9359 万吨(8 月预估为 9536 万吨)；全球 2019/20 年度大豆产量预
估为 3.3730 亿吨(8 月预估 3.3728 亿吨)，期末库存预估为 9601 万吨(8 月预估为 9585
万吨)。报告下调了美豆和全球的产量，同时下调了美豆和全球的期末库存，报告整体
1
*特别声明：本报告基于公开信息编制而成，报告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文中的操作建议为研究人员利用相关公
开信息的分析得出，仅供投资者参考，据此入市风险自负。

利多，美豆也是上涨至 998 美分的三年高点。国内方面，上周油厂开机率下降，压榨
下降至 196 万吨，豆油库存再度下降至 126 万吨。9-10 月整 体油厂开机率将略有下滑，
但受制于大豆到港压力以及豆粕需求较好，开机率仍将维持偏高水平。预计 9 月国内
豆油库存将维持 130 万吨左右的水平。四季度后随着旺季来到叠加收储刺激，豆油库
存将继续下降至 100-110 万吨。虽说绝对库存可能不低，但今年消费水平较高，库销
比将下降至一个极低的水平。国际大豆易涨难跌，美豆油自身供 需紧平衡下盘面难以
大幅回调。另外，豆油收储传闻再起，短期对豆油走势偏利多。整体而言，在油脂期
价走出底部构筑之后，中长期震荡上扬是市场的主要趋势，在操作上，中长线逢低买
入是主要的策略。操作上多单继续持有。

棕榈油 P2101 合约震荡整理，周一震荡整理，周二震荡上扬，周三震荡回落，周
四周五震荡整理，全周微涨 16 点。9 月 10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发布月度供
需报告显示，马来西亚 8 月棕榈油进口为 32311 吨，环比减少 38.68%；马来西亚 8 月
棕榈油出口为 1581612 吨，环比减少 11.31%；8 月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 1862962 吨，
环比增长 3.07%；8 月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量为 1699106 吨，环比增长 0.06%，而这也
是四个月以来库存量的首次增长。从数据可以看出，产量增幅基本符合预期，但出口
量降幅少于预期，使得库存增长明显低于预期，甚至低于上月水平，令报告总体偏利
多，对盘面形成支撑。但是，原油下跌，也对棕榈油形成压制。同时，近期随着棕榈
油价格的高位，进口利润打开，新增买船较多，可能会增加国内的库存，不过从最新
的棕榈油国内库存水平来看，由于进口的船货还未到港，加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下
游包装油走货较好，对棕榈油形成一定的提振。棕榈油上涨趋势虽然没有改变，但上
涨动力有所减弱。油脂的底部构筑完成之后中长线震荡上扬是市场的主要趋势，逢低
买入是中长线主要的策略。但短线震荡幅度会加剧，短线操作多单持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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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油 OI2101 合约震荡整理。周一期价震荡回落，周二震荡上扬，周三周四震荡整
理，周五探底反弹，全周下跌 21 点。7-9 月国内菜籽月均到港 25 万吨，7 月菜油到港
22 万吨，7-9 月菜油月均到港预计达到 18 万吨，当前国内菜籽库存快 速回升至 40 万
吨以上，因此从菜籽压榨和菜油进口来看菜油的供应短期看幵丌紧缺。按照当前库存
倒退，7-8 月进口菜 油月均消费超宇预期达到 27-28 万吨，因此通过表的推导，9-10
月国内菜油港口库存将维持 20 万吨以上的水平。随着近期豆棕油主劢拉涨而菜油供应
紧缺预期落空，菜油的升水如期挤出，菜豆价差由最高 2376 缩小至 1800 一线，但受
制 于国际菜油偏紧给予的成本端支撑，菜豆价差最低缩小到 1500-1600 一线。四季度
国内菜籽到港预期将下降，虽然菜 油短期看供应紧缺事实被证伪，但在限制背景下，
也很难走向宽松的对立面，预计单边和月差支撑明显。另外油脂之间的传导机制让油
脂三个品种在涨跌时有强弱之分，这次的油脂上涨主要是美豆天气炒作豆油主涨带动
的。菜油价格谨防不断冲高后的回调。操作上多单持有并做好止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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