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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刚刚过去的中国春节，全球农产品市场可谓是豆粕独

领风骚，由于天气、汇率和技术、需求（美国基金由空转

多、中国厂商扎堆“点价”）等因素的共振作用，美盘 CBOT

大豆期货价格涨至近一年来的相对高位（较节前反弹 5%

左右），美盘豆粕合约“一鸣惊人”触及近 19 个月来的最

高点（周度涨幅高达 11%）。显然，对于中国大豆压榨企

业而言，2017 年“黑天鹅之年”的采购风险（成本波动）

仍在不断“发酵”，也考验着包括上下游环节以及涉足期

现货交易的相关厂商应对风险之能力。 

 

本文立足于简要回顾去年我国油籽压榨行业尤其是

大豆榨油领域的重大事件——全年国内进口大豆总量达

到历史性的近 1 亿吨，“中国需求”彰显我国油籽蛋白加

工行业产能继续稳步扩张之势，但是天量级别的进口大豆

市场未来增速可能出现“负增长”趋势。此外，更值得企

业、商人和农户日益重视的是，金融创新、风控扩盈、灵

活策略已经成为当今农产品市场各类主体急需“保驾护

航”的“定心丸”。 

 

中长期来看，JCI 资讯认为，进入 2018 年，由于全

球宏观经济、气象周期包括地缘政治都处在一个充满不确

定性的时代当中，“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正

如本网油脂市场年度报告中所阐述的，“未雨绸缪方能避

险，从容抓住市场之商机”，因为农业气象不确定、中美

关系不确定包括基金行为的不确定（技术面不确定性），

风控对粮油人、饲料人和养殖人而言均如是。 

 

关键词： 进口大豆  亿吨“小目标”  压榨产能  分布格局 

进口植物油  人均肉类消费  增速下滑  中美关系  豆粕期权 

 

1、市场需求——我国进口大豆再创历史纪录 

2017 年对于全球大豆贸易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年份，我国进

口大豆总量水平达到创纪录 9,500 万吨以上，如同有一本书《谁来

养活中国》中描述的前景那样，“中国需求”已经成为当今世界

农产品包括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中最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2018 年春节之后，美

盘 CBOT 大豆期货涨

至近一年来的高位，

美豆粕涨势更甚并突

破近 20 个月的高点。 

2017 年国内进口大豆

总量达到历史性的近

1 亿吨，“中国需求”

彰显我国油籽蛋白加

工行业产能继续稳步

扩张之势。 

去年对于全球大豆贸

易而言是一个历史性

的年份，我国进口大

豆总量水平达到创纪

录 9,500 万吨以上。 



22 

 

 

 

上海汇易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定制电话：021-68751628  
传真：021-68752578  E-mail: Emma@chinajci.com_ 

 

2  

 

1.1 去年进口大豆市场再创天量水平 

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12 月我国进口

大豆数量为 955 万吨，略高于之前 950 万吨的预估值，较前一个

月的 868 万吨增加 87 万吨（约合 10.02%的环比升幅）；去年 12

月大豆进口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55.39 万吨（+6.16%）。至此，去

年全年我国进口大豆市场再创新的历史记录，中国需求不仅在进

口飞机、进口原油和进口矿产等资源性商品，业内普遍预期的中

国采购亿吨大豆之“小目标”可谓是近在咫尺。 

 

来自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份

中国进口大豆 848 万吨，“中国需求”在新的一年里再续辉煌、

势头良好。同样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1-12 月我国总

共进口大豆 9,554 万吨，同比增加 13.9%，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

录，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第一大买家。 

 

1.2 全年进口油脂市场呈恢复性增长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7 全年国内进口三大植物油（豆油、

菜油、棕榈油）总量达到 637.39 万吨，较 2016 年全年的 570.18

万吨增加 67.21 万吨，同比增幅为 11.79%。2018 年 1 月份我国食

用植物油进口量为 57 万吨，较 2017 年 12 月的 65.5 万吨减少 8.5

万吨，约合 12.98%的降幅，今年首月植物油进口数量与去年同期

的 64.15 万吨相比也下滑了 11.15%。 

 

 

2017 年我国进口植物

油市场力排“天量”

进口大豆压力，彰显

全球油、籽牛市特征。 

去年对于全球大豆贸

易而言是一个历史性

的年份，我国进口大

豆总量水平达到创纪

录 9,500 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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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表 2 清晰可见，据 JCI 综合统计数据显示，如果加上

我国传统消费食用油品种——花生油和新兴的葵花籽油，2017 年

国内进口五大植物油总量达到 716.7 万吨，较上一年同期增长近

50 万吨（约合 7.46%的升幅），创下近三年来的次新高水平。究

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方面主要由于 2016 年之后国际大豆、油脂包括原油等大宗

商品价格振荡筑底，其间受到天气、政策和汇率等因素的提振作

用，农产品市场进入此轮大牛市通道运行，提振中国、印度等主

要进口国家的采购需求； 

另一方面，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油、籽加工国，随着饲料生

产工业化、粮油加工国际化以及畜禽养殖规模化、“三农”领域

金融化的升级发展进度明显加快，国内生产商、经纪商对于进口

原料的采购需求呈现扩张式增长的良好势头。 

 

2、压榨能力——我国大豆压榨需求继续扩容 

2001 年 11 月 10 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随着国内

粮油产业的不断开放、国外资源产品对华出口的不断丰富，加之

近五年来“金融立国”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国家战略之一，中

国大豆等粮油加工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期。 

 

2.1 去年我国大豆加工产业保持攀升格局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新增大豆压榨产能预计达

3.85 万吨/日，约合 1270 万吨/年。新增压榨产能包括中储粮东莞

二期工程 3000 吨/日，中粮东莞 3000 吨/日，沈恒粮油 2000 吨/日，

江苏泰州汇福二期 5000 吨/日，中海粮油 5000 吨/日，河北嘉好粮

油 5000 吨/日，辽宁汇福 5000 吨/日，中储粮盘锦 5000 吨/日，湖

南道道全 1500 吨/日，四川北部湾集团 3000 吨/日，中纺粮油 1000

吨/日，上述项目多数已投产。沈恒粮油为大豆、菜籽双榨生产线。 

 

 

 

2017 年国内进口五大

植 物 油 总 量 达 到

716.7 万吨，较上一年

同期增长近 50 万吨，

创近三年来次新高。 

2017 年我国进口植物

油市场力排“天量”

进口大豆压力，彰显

全球油、籽牛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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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相关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国内大豆压榨设计产能

首次突破 1.30 亿吨，不过，随后的近两年里，由于畜禽养殖周期

性的影响，包括我国政府不断加大“青山绿水”生态农业的监管

与整治力度，这也使得国内大豆等油籽压榨行业的产能增幅显著

放慢，直至 2016 年达到 1.70 亿吨峰值。时至今日全球大豆贸易总

量也仅在 1.60 亿略高的水平，“中国需求”占比之高不言而喻。 

 
    2017 年 6 月份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7 年修订)》取消了外资对大豆压榨领域的投资限制，加上国

内蛋白消费需求旺盛，2017 年大豆加工产能预计增逾 1000 万吨。 

 

2.2 全国大豆压榨产能分布“南强北弱” 

众所周知，我国大豆压榨产业的原料供应主要依赖进口渠道，

相关榨油企业产能超过 80%集中在“三沿”（沿河、沿江、沿海）

口岸地区，豆类加工企业原料供给环节的对外依存度逾 80%。随

着养殖区域转移，东北和西南成为大豆压榨产能扩张的重点地区。 

 

因此，汇易网资讯认为，上述行业现状引发“瓶颈”困境： 

其一，我国油籽压榨产能分布呈现典型的“南北差异”，关

外地区榨油厂全年开工周期不足一半，关内地区开工率则显著偏

高（部分大豆/油菜籽“双榨”生产线更可以全年无休），国产非

转基因油料作物的生产周期偏短，市场份额萎缩严重。 

 

其二，“中国需求”背后缺乏“中国定价”的话语权，2006

年大商所豆油期货上市，标着我国大豆压榨行业终于进入“全产

业链”金融时代；2014 年大商所推出部分期货品种的夜盘交易，

进一步活跃豆类等大宗商品交投的活跃度。 

 

我国大豆压榨产能布

局循序渐进，南北差

异特征依旧、对外依

存度仍突出，行业金

融化需求有增无减。 

去年 6 月份中国商务

部发布了《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 (2017

年修订)》取消外资对

大豆压榨领域的投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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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值得提示的是，2017 年 3 月 31 日，豆粕期权上市成

为我国“三农”现代化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不仅能够显著降

低加工厂、饲料厂和经纪商的风控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拓展衍生

品市场“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工具属性。 

 

2.3 未来国内榨油需求将进入稳增长周期 

曾几何时，2001 年全国大豆日压榨能力不足 7 万吨，年加工

能力仅为 2,000 万吨左右，截止至 2017 年年底，日加工大豆（部

分沿海油厂为大豆/油菜籽共用生产线）1,000 吨的企业就有 152

家，日压榨大豆总量（设计产能）已经突破 49 万吨，折合年压榨

量 1.70 亿吨，近 20 年以来翻了几番，大型企业稳居市场主导地位。 

 

我国对于粮油、蛋白、饲料和肉品的采购需求逐年大幅增长，

对美进口市场更是屡创纪录高点，对于中美两国贸易领域的相对

平衡（削减美对华贸易的逆差缺口）起到压舱石的关键作用！“两

种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性陡增，进口亿吨大豆即为重要佐证。 

 

3、中国速度——我国大豆压榨需求稳步增长 

我国业内专家观点认为，中国的豆粕和豆油需求在将来 10 年

或者 20 年不能保持年均 5%的增长，国内压榨行业面临的挑战是

产能利用率仍然会偏低。去年我国取消了外资对大豆压榨领域的

投资限制，加上国内蛋白消费需求旺盛，大豆进口增幅预计超过

1000 万吨，未来还将持续增长，大豆压榨产能扩张的步伐将加快。 

 

3.1 未来我国大豆进口增速或趋于下降 

 

 

持续的“中国需求”

呼唤“中国定价”话

语权，我国粮油产业

竞争将趋于白热化。 

持续的“中国需求”

呼唤“中国定价”话

语权，我国粮油产业

竞争将趋于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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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对比来看，相对于目前我国 1.70 亿吨的大豆压榨产能，

2017 年创纪录的进口大豆“天量”，也仅仅是提升 1 个百分点的产

能利用率而已。中长期而言，随着国内生猪养殖业告别过去三年

的高盈利周期转而进入微利时代（市场主体规模化），加之进口肉

品大幅增长对国产蛋白饲料需求增速的抑制作用，进口大豆市场

增幅也将由升转降，难以维持 2014-2017 年近 10%的年均增速。 

 

3.2 我国植物油库存供应总体依旧充裕 

JCI 视角解读，近三年来全球大豆、油菜籽等主要油料作物

迎来增产周期，库存结转供应量总体充裕，加之 2017 年中性过渡

的气象周期利于东南亚油棕树复产，共同造成豆油、菜油包括葵

花籽油等价值偏高的油脂品种始终徘徊于大牛市中的底部箱体。 

 

同时，如前文所述，近年我国进口大豆市场迎来疯狂扩张的

“井喷”阶段，国内相关油籽压榨行业动辄千万吨级别的年度增

幅也令植物油市场价格持续承压。在此市场背景之下，我国主要

供应区域的植物油（豆油、棕榈油）商业库存重返近两年来高点。 

 

3.3 全球大宗油籽供需基本面相对宽松 

    来自美国农业部（USDA）今年 2 月供需报告预测数据显示，

2017/18 年度全球主要油籽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578 万吨以上，较

前一个月的估值调降140多万吨，年度比增长610万吨（约合1.07%

的升幅）。其中，新作年度全球大豆总产量有所下滑，接近 3.47

亿吨的估值略低于 2016/17 年度创下的纪录最高点--3.51 亿吨。 

 

 

2017/18 年度遭遇“拉

尼娜”事件的严重影

响，大豆丰产格局恐

落空，单一品种（系

列）价格反弹如期显

现。全球油籽丰产格

局仍将施压。何时结

束，将是全球大豆市

场的重要风向标。 

我国口大豆市场增幅

也将由升转降，难以

维持 2014-2017 年近

10%的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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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易网资讯认为，中国需求占据全球大豆贸易量的“半壁江

山”，2017 年我国进口大豆市场接近 1 亿吨的基数，远远超过

2017/18 年度美国大豆 6,055.5 万吨的出口量，巴西 6,550.0 万吨的

出口量，阿根廷出口量 850.0 万吨更是小巫见大巫。相应地，这也

意味着我国进口大豆等油籽市场对外依存度达到空前的比重，外

盘波动长期主导国内植物油价格，也将继续考验迎来“战国年代”

的我国粮油生产商、经销商和饲料厂商等市场主体。 

 

 

结束语： 

 

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最大的。特

朗普呼吁降低美中贸易逆差，但也需要在一些事情上获得中国的

合作（例如亚洲外交方面的半岛朝核问题、农业贸易领域的大豆

谷物对华出口等……），因此自一年前上台以来，特朗普不得不

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我们要采取的是互惠税政策，”特朗普

曾在白宫举办的基础设施主题活动上表示。“你会在本周和未来

几个月听到这方面消息。”显然，美国 2018 年的外贸政策重点是：

中国！而我国粮油人、饲料人和养殖人，应当运用好金融工具赋

予的风控扩盈之市场功能。因为，在我国“三农”领域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胜者为王” →“剩者为王”→“圣者为王”成为中

国油籽压榨产业发展历程的关键词，中国企业如果想从海滩走向

“黄水”进军“绿水”乃至远航“蓝水”，应当主动掌握期权工具。 

 

    对今年我国大豆进口、国内豆粕贸易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不少企业已成功地融入到市场的新境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风险控制是我国粮油饲料企业永

不能忘的生存法宝，马拉松式的行业竞争背景，包括原料供应、

采购成本波动的多元化趋势，忘记风险管控、漠视行情波动如同

盲目放飞自我，必然会被市场所淹没……今年上半年全球油脂油

料市场如期产生一轮强劲反弹行情，汇易资讯将继续与您同行！ 

 

 

豆粕期权的上市交

易，为我国粮油厂商

提供急需的重要风控

工具，在 2018 年春节

市场因美豆合约的突

破升势而“大放异

彩”！ 

2017 年我国进口大豆

市场接近 1 亿吨的基

数，远远超过美国大

豆6,055.5万吨的出口

量，巴西的 6,550.0 万

吨，以及阿根廷出口

量 85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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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易节日重大豆粕行情回顾】： 

旺年已至，新年吉祥。首先恭贺各位节日期间收到 CBOT 大豆市

场送来的大红包：距 JCI1 月 19 日（建仓 1.5-2 个月库存）、2 月

1 日（战略建仓）所发豆粕重大行情消息，当时期货入市价格区间

已大涨 150~200 元/吨，鉴于此轮行情主要推动因素如阿根廷干旱

天气、人民币趋于贬值及中美贸易战等依然存在，目前豆粕期权、

现货持仓/库存较高者，应坚决实施高抛低吸、保留中期的较高库

存之策略，节后豆粕价格冲高后市场将趋于震荡，但行情还将延

续下去，期权市场“保险”功能将进一步显现（参）。 

 

【汇易数字资讯中心】：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隆重推出《中国汇易数字资讯中心》平台，

集信息（饲料、养殖、压榨、深加工、贸易、文库、标签、列表

等）、资讯（政策、法规、评论、报告、气象、经济、金融、现

货、期货、交易、基差、考察、案例、顾问等）、数据（统计、

图表、平衡、库存、利润、船期、开工、销售、港口、运费、标

准、品质、排名、基金、仓单、气候、会议等）、工具、行情及

采购与贸易管理等与一体的大资讯，打造行业内顶级全覆盖的数

据中心平台，敬请台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