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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点资讯回顾 

1、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4月 3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

工信部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加工流通环节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检测

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提到，将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应

急响应期，在加工流通环节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检测。 

 

2、应美方邀请，本周刘鹤副总理已启程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第九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在已经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的基础上，全力

以赴地进行认真谈判，朝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努力。 

 

3、“第三家加拿大油菜籽出口商在中国遇到麻烦”，据加拿大通讯社

2日报道，加拿大联邦农业部长比博在当天召开的议会听证会上透露

了这一消息，之前已有两家加企业因产品质量问题被中方取消出口许

可。比博还表示，她已经致函中国农业农村部，要求派专家代表团去

中国商讨加拿大油菜籽出口中国的问题。在被问及加拿大是否会将此

事“上告世贸组织(WTO)”时，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卡尔 2 日表示，

“不想激化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二、行情回顾 

1、豆菜粕类 

    本周大连豆粕周成交量约 416万手，持仓量约 174万手，开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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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7元/吨，收于 2641元/吨，本周较上一交易周上涨 69元/吨，涨

幅 2.68%，较上一交易周增仓约 27 万手。本周菜粕周成交量约 301

万手，持仓量约 23 万手，开盘于 2166 元/吨，收于 2220 元/吨，本

周较上一交易周上涨 56元/吨，涨幅 2.59%，较上一交易周减仓约 11.5

万手。 

 

图 1：豆粕周 K线走势图 图 2：菜粕周 K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弈大师 

 

2、玉米 

    本周玉米呈现宽幅震荡的走势，最终收于 1886 元/吨，开盘于

1845元/吨，本周大连玉米周成交量约 270万手，持仓量约 129万手，

本周较上一交易周上涨 42元/吨，涨幅 2.28%，较上一交易周增仓约

15万手。 

 

图 3：玉米周 K线走势图 图 4：玉米日内分时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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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弈大师 

 

3.白糖 

2018/19年制糖期甘蔗糖厂已进入生产旺季，甜菜糖厂大部分已停

机。截至 2019年 1月底，本制糖期全国已累计产糖 503.31万吨（上

制糖期同期产糖 512.66 万吨），其中，产甘蔗糖 382.42 万吨（上制

糖期同期产甘蔗糖 402.69 万吨）；产甜菜糖 120.89 万吨（上制糖期

同期产甜菜糖 109.97万吨）。本周郑州白糖周成交量约 153万手，持

仓量约 51 万手，开盘于 5043 元/吨，最终收于 5071 元/吨，本周较

上一交易周上涨 24元/吨，涨幅 0.48%，较上一交易周增仓 4万手。 

 

图 5：白糖周 K线走势图 图 6：白糖日内分时走势图 

  

数据来源：博弈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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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产品基差分析 

1、豆粕 

  截止到 2019年 04月 04日，国内豆粕主力合约基差-141元/吨。

与上一交易日相比环比减少 7元/吨。从季节性来看，豆粕主力合约

基差季节性位于历史较低水平。张家港地区豆粕现货价格 2,500元/

吨，较上一交易日无变化。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张家港地区豆

粕现货价格较近 5年相比维持在较低水平。 

图 7：豆粕基差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2、菜粕 

  截止至 2019年 04月 04日，福建地区菜粕现货价格 2,180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无变化。期货主力价格 2,231元/吨，环比上涨 1元/

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福建地区菜粕现货价格较近 5年相比

维持在平均水平。福建地区菜粕基差-51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

元/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福建地区菜粕基差较近 5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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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在平均水平。 

图 8：菜粕基差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3.玉米 

  截止至 2019年 04月 04日，大连地区玉米现货价格 1,780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无变化。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大连地区玉米现货

价格较近 5年相比维持在较低水平。大连地区玉米主力合约基差-106

元/吨。与上一交易日相比环比下跌 28 元/吨。从季节性来看，大连

地区玉米主力合约基差季节性位于历史较低水平。 

图 9：玉米基差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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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4.白糖 

  截止至 2019 年 04 月 03 日，广西柳州地区白糖现货价格 5,237.5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2.5元/吨。期货主力价格 5,083元/吨，

环比上涨 3 元/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柳州地区白糖现货价

格较近 5 年相比维持在较低水平。柳州地区白糖基差 154.5 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5.5元/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柳州地区

白糖基差较近 5年相比维持在较高水平。 

图 10：白糖基差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四、内外盘对比 

1、豆粕  

  近一年的相关信息来看，大连豆粕主力和 CME 美豆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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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3，通过测算与比较，大连豆粕与 CME 美豆相关系数较强，截止

本周，美豆粉开盘于 884美元/蒲式耳，最终收于 901.5美元/蒲式耳，

较上个周上涨 17.25 美元/蒲式耳，较上周上涨 1.95%，局部呈现较

大相似度，内外盘走势趋同，密切关注外盘走势。 

 

图 11：豆粕内外盘对比  

 

 

数据来源：WIND 

 

2、白糖 

  近一年的相关信息来看，郑州白糖主力和 ICE 原糖相关系数为

0.672，通过测算与比较，郑州白糖与 ICE 原糖相关系数偏弱，截止

本周，ICE原糖开盘于 12.53美分/磅，最终收于 12.44美分/磅，较

上个周下跌 0.07美分/磅，较上周下跌 0.56%，呈现呈现相似度，需

密切关注白糖外盘走势。 

 

图 12：白糖内外盘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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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3、玉米 

  近一年的相关信息来看，大连玉米主力和美玉米相关系数为 0.054，

通过测算与比较，几乎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截止本周，美玉米开盘于

356.5 美分/蒲式耳，最终收于 364.25 美分/蒲式耳，较上个周上涨

7.50 美分/蒲式耳，较上周上涨 2.10%，不存在相关性，等待消息面

的刺激。 

 

图 13：玉米内外盘对比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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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权波动率 

1、豆粕 

  豆粕期权 1909的行权价格在 2650，豆粕期权历史波动率较为上涨，

60日历史波动率为 14.91%，20日波动率上为 15.47%，豆粕波动率在

这一周有所上涨。 

 

图 14：豆粕波动率  

 

 

数据来源：WIND 

 

2、白糖 

  白糖期权 1909的行权价格在 5100，白糖的历史波动率有所下降，

60日波动率为 14.61%，波动率在不断走低，20日波动率下降至 8.42%，

白糖波动率在这一周较为下降。 

 

图 15：白糖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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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3、玉米 

  玉米期权 1909的行权价格在 1880，玉米的历史波动率有所上扬，

60 日波动率为 10.35%，波动率在不断走高，20 日波动率上升至

10.87%，玉米波动率在这一周有所上扬。 

 

图 16：玉米波动率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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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建议 

1、豆菜粕类 

  国内油粕主力合约全面完成迁仓 1909 合约。需持续关注中美贸易

磋商、与持续发展的非洲猪瘟疫情、南美大豆上市与北美的竞争等，

本周将迎来中美第九次贸易谈判，前景偏乐观，但协议达成的时间可

能延后，协议关税也可能是渐进式取消，对盘面的提振边际效应递减。

上周，美国农业部发（USDA）布了 2019 年美国农作物的种植意向报

告及季度库存报告，后期将转向天气炒作，今年厄尔尼诺天气可能造

成降水过量，威胁产量，进一步影响国内豆粕市场价格。意味着豆粕

市场天气炒作拉开了序幕，今年国内豆粕饲用需求被动减少或超预

期，长期基本面走弱的逻辑没有改变，连粕主力 1909合约短期 2700

元/吨之下走势仍偏弱，继续关注天气及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指引。而

菜粕方面，受于中美贸易战，原料供应转紧预计短期难有好转，饲料

企业存在减少菜粕用量的可能，从盘面上来看，本周收于一个十字形

态，可能后市横盘震荡整理，不建议菜粕追涨。而期权方面豆粕期权

市场情绪较为稳定，建议构造卖出宽跨式期权组合。 

2、玉米 

  供应方面，基层余粮已基本见底，但前期贸易商囤粮偏多，港口玉

米库存高企，玉米供应趋松。进口方面，3-4月期间，进口乌克兰玉

米约有 70 万吨将陆续到港，对玉米市场形成压制。不过当前玉米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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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费持续疲软继续抑制玉米价格。政策方面，临储拍卖延期、东北

一次性收储以及中储粮网起拍价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玉米价格。整体而

言，预计短期内玉米期价陷入横盘整理阶段。而玉米期权方面，建议

以卖出看涨期权为主的单一策略。 

3、白糖 

  由于巴西中南部开榨在即，预计将对原糖形成拖累。加之印度生产

进度较快，产量或高于预期，但要关注印度出口情况；泰国产糖量同

比大增。国内糖市：广西糖厂挺价观望，云南产区价格持稳，市场整

体交投气氛依旧惨淡，现货市场缺乏大单交易，内外倒挂已经持续较

长时间，从目前情况来看，政策扰动较多，叠加消费淡季，郑糖上方

仍存压力。技术上，郑糖 1909 合约短期期价或震荡偏强。操作上建

议短期郑糖主力日内高抛低吸。而白糖期权方面，建议以单一的买入

看涨期权或卖出看跌期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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