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8月19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8月19日）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85.39 85.13 0.26 0.31

商品期货指数

1035.19 1036.16 1039.39 1032.33 1035.65 0.51 0.05

农产品期货指数

859.15 858.42 861.57 855.41 858.78 -0.36 -0.04

油脂期货指数

475.77 473.57 477.96 471.08 475.77 -2.2 -0.46

粮食期货指数

1195.13 1184.87 1197.3 1182.18 1195.1 -10.23 -0.86

软商品期货指数

771.26 773.19 773.38 770.25 771.01 2.18 0.28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85.84 1088.51 1092.39 1083.39 1086.2 2.31 0.21

能化期货指数

628.86 635.72 635.88 628.72 628.53 7.19 1.14

钢铁期货指数

1331.05 1328.42 1344.13 1316.74 1330.47 -2.04 -0.15

建材期货指数

1081.63 1093.35 1093.83 1079.46 1082.41 10.94 1.01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17.76 920.85 915.75 919.44 -1.24 918.76

易盛农基指数

1205.47 1209.75 1202.81 1205.6 -3.32 1206.64

猪价涨猪股跌 分化背后玄机大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19日，在A股大涨的背景下，前期耀眼

的明星板块—————猪肉股却“哑火”了。 最

近一段时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上涨，但同

期猪肉股却“逆逻辑”表现疲软。

为何这个前期明星板块上涨动能减

弱，与强劲的猪价出现分化？ 未来是否还

具有投资潜力？ 在后市投资中，如何能更

好地从商品价格变动中提前把握股市板

块良机？

前期明星板块逆市下行

19日A股表现强劲，当日上证指数和深

证成指分别上涨2.10%和2.96%。 但此前表

现抢眼的猪肉股表现不佳，Wind猪产业指

数微涨0.80%，表现在Wind统计的152个A

股概念指数中位居倒数第二，仅略好于当日

下跌0.13%的黄金珠宝指数。

猪产业指数的成分股中，跌幅居于首位

的是牧原股份，收跌4.99%，盘中一度触及

跌停。 正邦科技收跌2.62%，温氏股份收跌

2.20%，唐人神收跌0.81%。

猪肉股表现疲软已有一段时日。 Wind

统计显示， 最近10日上证指数上涨2.18%、

深证成指上涨3.83%，而同期猪产业指数则

下跌4.73%。

今年以来，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猪产业

指数分别上涨15.61%、28.86%、73.64%，猪

产业板块中更是牛股频出， 仅以19日下跌

的4只股票为例，今年以来牧原股份累计上

涨148.38%，正邦科技累计上涨223.14%，温

氏股份累计上涨53.13%， 唐人神累计上涨

117.92%。

商品股价缘何不同步

值得关注的是，猪肉股走软伴随的并不

是猪肉价格走软。 恰恰相反，近期猪肉价格

持续走强，并屡屡刷新前期新高。

农业农村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8

月16日，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

格为28.27元/公斤，比一星期前每公斤上涨

9.66%，比7月31日每公斤上涨15.11%。

为何二者之间出现背离？市场人士解释

称，主要原因是猪肉股前期涨幅过高，部分

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出于对前景的不

确定性开始“左右摇摆” 。

以19日跌幅最高的牧原股份为例，

Wind监测统计显示，当日机构对于该股票

分歧巨大，卖出和买入并行。当日，深股通专

用席位在卖出该股3.43亿元的同时，又买入

该股2.26亿元； 三家机构卖出该股1.77亿

元，另有三家机构买入该股1.89亿元。

中泰证券分析师陈奇表示，8月以来，

猪价基本上是三天上一个台阶，继突破历史

高点后，又不断创造新高。 对于生猪养殖股

而言，虽然生猪价格屡创新高，各大猪企头

均盈利均突破1000元， 但当前猪价新高对

股价的提振已经有限。究其原因，首先，猪肉

股价持续走强实际上整体是一个维持和修

正交替的过程，此前猪肉股过高涨幅实际上

剥夺了小幅修正的权利。对于当前的生猪养

殖股而言，虽然近期生猪价格与各大企业头

均盈利屡创新高，但这种新高的“持续性”

有待事后验证；其次，目前各大公司股价从

历史回溯来看均处于相对高位，所以面对不

少“利润兑现” 的不确定性，包括生猪销售

均价、出栏量、完全成本等；再次，投资者目

前对于涨幅过高的猪肉股已经开启了 “赔

率思考模式” ，投资模式已经与一些基本面

事实相脱节。

能否重回“同步强势”

对投资者而言最关心的是，当前猪肉股

仅是一轮小幅回调， 未来可能重回强势，还

是彻底告别了此前的耀眼表现？

多数分析师对该板块持相对看好的态

度，并认为未来股价、猪价可能同步走强。

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霍雅文指出，当前

猪肉市场供给仍偏紧， 屠企采购难度加大，

养殖端挺价情绪高涨，市场情绪仍可能带动

猪价超预期上涨，特别是立秋后消费或趋增

也将带来利好。

霍雅文强调，本周虽然疫情有继续好转

的趋势，但生猪一般从出生到出栏需要6至

7个月左右，截至今年8月，生猪出栏受去年

年底疫情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生猪存栏量

大量下跌。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7月生

猪存栏量环比下降9.4%，同比下降32.2%；7

月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8.9%， 同比下

降31.9%。 此外，非洲猪瘟疫情虽然得到了

一定控制，但仍然严峻，供应量收紧或支撑

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德邦证券分析师刘敏也表示，目前缺猪

情况还在恶化， 产能恢复需要至少2轮周

期。 上周生猪价格继续保持快速上扬，从最

新数据来看，最重要的生猪存栏、能繁母猪

存栏两项重要指标环比分别大幅下降，显示

缺猪严重度扩大。 未来看，能繁母猪环比下

降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停止，主要是临时替代

的三元母猪数量上升。高性能的二元母猪培

育需要经过原种猪、纯种猪、二元猪三个阶

段，至少需要2个生产周期，即22个月以上。

建议继续配置养殖类企业。

陈奇表示， 生猪养殖行业兼具周期

逻辑与成长逻辑， 本轮周期价格景气高

度与持续时间均超过往轮， 未来龙头企

业具有明确且广阔的市占率提升空间，

出栏量在300万-1000万之间的二线龙

头企业兼具较高的成长性。 生猪养殖股

的长期投资逻辑并不会被 “单月出栏量

不及预期、疫苗传言、生猪销售均价偏低

等因素” 打乱节奏。

陈奇强调， 目前生猪价格景气上行依

旧，2019年第3-4季度乃至2020年价格持

续新高相对比较确定。当前生猪养殖股行情

已经步入“价格新高转向利润兑现” 的时

期，即市场向行业要利润的时期，量增逻辑

是未来股价的主要驱动力，目前仍然是投资

生猪养殖股的较好窗口期。

欧佩克减产独木难支

原油价格“上不去、下不来”

□

本报记者 马爽

8月以来， 大宗商品龙头品种原油价格

跌宕起伏。 NYMEX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

整体维持在50美元/桶-58美元/桶区间运行。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欧佩克减产挺价

意愿强烈，缓解了需求悲观预期给原油市

场带来的利空影响，但因美国存在增产预

期，且随着俄罗斯供应的增加等，油价走

势仍将承压。 短期来看，原油价格恐将陷

入“上不去、下不来” 的尴尬局面。

减产托底油价

继8月7日下探至50.52美元/桶的阶段新

低后，NYMEX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便迎

来反弹，8月13日一度上摸至57.47美元/桶上

方，但随后回落，目前基本维持在55美元/桶

一线附近运行。

“近期长短期美债收益率持续倒挂，

宏观扰动事件反复， 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

观， 需求取代供给成为原油走势的主导因

素。 ”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能源化工研

究员表示， 虽然主要能源机构纷纷下调全

球原油需求增长预期， 导致悲观情绪持续

发酵， 但从微观指标来看， 布伦特原油和

NYMEX原油期货价格近来跨月价差现企

稳迹象， 表明全球原油库存或将继续维持

去化势头。此外，在沙特阿美将要首次公开

募股（IPO）的背景下，沙特减产挺价意愿

强烈，限制了油价下行空间。

从欧佩克减产情况来看， 由于沙特旨在

阻止油价下跌，产量进一步下降。美尔雅期货

数据显示，7月沙特原油产量减少13.4万桶/

天至970万桶/天；欧佩克成员国原油产量减

少24.9万桶/日至2960.9万桶/日， 产量为五

年来最低值。

“在国际油价进入低位震荡区间时，沙

特与其他产油国正考虑采取所有选项阻止

油价下跌，最直接的选项就是减产。但沙特

的主动减产并未带动油价上涨， 在原油需

求减弱的大背景下， 预计沙特将保持主动

减产姿态， 产量将维持在980万桶 /日附

近。 ” 美尔雅期货化工分析师黎磊表示。

美国增产预期强烈

尽管欧佩克减产对油价形成一定支撑，

但美国增产预期、 俄罗斯供应增加等仍可能

会对油价走势形成压制。

黎磊介绍，美国方面，上半年原油钻机

数下滑限制了美国原油产量增速，美国原油

产量在达到1240万桶/日的历史高位后，失

去进一步增产的动力。7月受飓风影响，美国

原油产量大降，但随着飓风退去，产量恢复

至1230万桶/日的水平。三季度，二叠纪盆地

至湾区的管道运力增加148万桶/日，随着原

油管道的投产， 美国9月原油产量将增加至

1270万桶/日，冲击国际原油市场。

俄罗斯方面，7月9日， 由于出口问题，

俄罗斯尤甘斯克石油公司将原油产量削减

一半，导致俄罗斯产量下降26万桶/日。 随

后该公司的出口问题解决，7月俄罗斯原油

出口增加15万桶/日至538万桶/日，原油产

量恢复至1115万桶/日，接近目标产量1118

万桶/日。

经合组织（OECD）商业库存大增也显

示减产效果并未体现。数据显示，6月OECD

商业石油库存总量增加3180万桶至29.55亿

桶，高于五年均值。全球石油库存连续3个月

增加，欧佩克减产效果并未体现，导致国际

油价在大跌后进入震荡区间。

黎磊表示， 目前进入减产与需求减弱的

博弈阶段，原油市场面临下方有减产支撑、上

方受需求减弱的限制，油价将陷入“上不去、

下不来”的尴尬局面。

“猪粮比”红色预警

玉米价格难获提振

□

本报记者 马爽

进入8月以来， 在全国生猪价格不断拾阶而上的同时，作

为饲料配料之一的玉米价格整体走势欠佳，导致猪粮比价升至

10:1上方的红色预警区域。“猪粮比”越高往往意味着生猪养

殖利润越大，养殖户补栏积极性越高，进而刺激玉米需求。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目前各地陆续出台鼓励生猪补栏的措施，

长期来看将会对玉米消费带来一定利多支撑。但目前在玉米市场供

应宽松、需求前景不佳的背景下，后市玉米价格仍将趋于走低。

“猪粮比” 进入预警区

8月以来生猪价格加速上涨。 猪e网数据显示，截至8月19

日，全国生猪出栏价为24元/公斤，月环比上涨27.7%。

“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2019年7月生猪存栏信息来看，生猪

存栏同比下降32.2%，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31.9%，最重要的

是两项指标环比分别下降9.4%和8.9%， 表明缺猪严重度进一

步扩大。 ”德邦证券农林牧渔行业分析师刘敏表示。

作为养殖饲料配料之一的玉米价格近期则表现欠佳，截至

8月19日，玉米批发价格为2.02元/公斤，整体走势变化不大。

在近期猪肉价格持续大涨，玉米价格表现相对平稳的背景

下，现阶段“猪粮比”已达到10：1上方水平，为11.9：1。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缓解生猪

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国家发改委2015年第24号公

告)规定，猪粮比价预警值分别为5.5∶1和8.5∶1。 若猪粮比价

高于9.5∶1或低于4.5∶1时，就意味着猪粮比进入红色区域(价

格重度上涨或重度下跌)。

为了减缓猪肉价格波动对市场的影响， 有关部门也在积

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据央视财经报道，国家发改委表示为应

对猪肉价格大幅波动，今年4月以来，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启

动了价补联动机制， 共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超过20亿元。 目

前，国家出台了财政、金融和土地等多项扶持政策，重点支持种

猪场、规模养殖场恢复和扩大产能。

玉米供应趋于宽松

随着目前各地陆续出台鼓励生猪补栏的措施，长期来看将

会对玉米消费带来一定利多支撑。是否会带动新季玉米价格出

现反转呢？

以上周国内玉米拍卖情况来看，南华期货研究所分析师李

宏磊介绍，8月15日国家临储玉米竞价交易继续进行， 拍卖数

量400万吨，标的是2014年、2015年的黑龙江玉米和2015年吉

林、辽宁和内蒙古的玉米。 从成交情况看，成交量为51.8万吨，

成交率为13.08%，最高价为1820元/吨，最低价为1600元/吨，

平均价为1684元/吨。 整体来看，本次拍卖成交率维持低位。

“从近六周国内玉米拍卖情况来看，成交率均不足20%，

反映市场购销清淡、供应宽松。 ” 中粮期货谷物畜产品板块分

析师张大龙表示。

现货方面，盛达期货分析师表示，因贸易无利可图，北港集

港量明显下降； 南方需求因两广生猪去库存较彻底而相当萎

靡，南港库存出现连续下降，降至低位的库存并未带来价格明

显好转。此外，玉米市场季节性收获压力不容忽视，比如即便在

2015年冬季，临储收购达到天量的1.25亿吨，也没挡住秋冬季

玉米现货和期货季节性大幅走低。

上述分析师表示，今年6、7月玉米饲用需求较以往年份更

差，预计秋冬季新季玉米收获期，现货价格低点同比将有所下

降。而需求明显下滑造成价格低点下移以及季节性因素将是玉

米价格后期下跌的双核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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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轨合一” 推动

利率债收益率料加速下行

□

本报记者 罗晗 赵白执南

Wind数据显示，19日具有代表性的10年

期国开活跃券和10年期国债活跃券收益率双

双下行。 业内人士认为，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利率债行情，后

续若进一步调降MLF等利率， 将进一步推动

各期限利率债收益率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

有望加速探底至2.85%。

利率并轨利好债市

日前央行明确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的有

关方案， 实际贷款利率和市场化利率 “两轨合

一”加速推进。

中信建投证券宏观固收首席分析师黄文涛

指出，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利率并轨带来贷款利

率下行预期，总体利好金融资产价格。 “考虑到

利率并轨后，央行可能下调公开市场利率以降低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银行间市场利率预期下行将

对国债利率产生直接影响，相对股市而言，利率

并轨将更加利好债券市场。 ”

8月19日，具有代表性的利率债收益率如

期下行。 Wind数据显示，10年期国开活跃券

品 种 190210 收 益 率 下 行 1.77 基 点 ， 报

3.3925%；10年期国债活跃券品种190006收

益率下行0.27基点，报3.0175%。此外，近来表

现较好的30年期国债活跃券品种190010收益

率下行1基点，报3.6050%。

也有市场人士认为，此举对于债市收益率的

实际影响有限。市场这一矛盾心理或反映在国债

期货走势上：19日国债期货高开后走弱， 午后反

弹，最后收红，走势曲折。 截至收盘，10年期主力

合约涨0.12%，5年期主力合约涨0.10%。

收益率下行空间或打开

华创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周冠南认为，

机制变动“降成本” 的方向或利好债市情绪，但

LPR类似于“非对称降息” ，银行负债成本并未

压降，难以带来银行资产端收益下行，从而限制

债市下行空间。

周冠南表示，LPR形成机制变革落地后，后续

调降政策利率的可能性加大， 政策利率调降或带

来收益率曲线短端下行，从而打开长端下行空间。

在民生证券研究院分析师樊信江看来，LPR

形成机制改革将强化MLF等政策利率对市场的

调节作用。 如果后续对作为定价锚的MLF进行

调整， 将进一步加速各期限利率债收益率下行。

当前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底部应在2.85%附

近，此次LPR形成机制改革有望催化国债收益率

进一步加速探底。

从银行配置资产角度来看， 周冠南认为，

贷款收益率下行使得债券相对配置价值增强，

债券和信贷类资产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对比

信贷利率和债券到期收益率的相对比价关系，

以二季度末5.94%的贷款利率水平来看， 其比

价和债券仍有优势。

长江证券首席宏观债券研究员赵伟认为，债

市利多因素正加速显现，基本面、信用环境、资金

风险偏好、“资产荒” 下的再配置压力及外资持

续流入等，均有利于利率债和高评级信用债。 转

债配置价值凸显，建议关注存量低价券和新券。

对于后期利率债走势，黄文涛表示，继续

维持10年期国债收益率2.6%-2.7%、10年期国

开债收益率3%-3.1%的判断，三季度仍然是交

易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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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粮比”红色预警 玉米价格难获提振

□本报记者 马爽

进入8月以来，在全国生猪价格不断拾阶而上的同时，作为饲料配料之一的玉米价格整体走势欠佳，导致猪粮比价升至10:1上方的红色预警区域。 “猪粮比”越高往往意味着生猪养殖利润越大，养殖户补栏积极性越高，进而刺

激玉米需求。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目前各地陆续出台鼓励生猪补栏的措施，长期来看将会对玉米消费带来一定利多支撑。 但目前在玉米市场供应宽松、需求前景不佳的背景下，后市玉米价格仍将趋于走低。

“猪粮比”进入预警区

8月以来生猪价格加速上涨。 猪e网数据显示，截至8月19日，全国生猪出栏价为24元/公斤，月环比上涨27.7%。

“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2019年7月生猪存栏信息来看，生猪存栏同比下降32.2%，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31.9%，最重要的是两项指标环比分别下降9.4%和8.9%，表明缺猪严重度进一步扩大。 ”德邦证券农林牧渔行业分析师刘

敏表示。

作为养殖饲料配料之一的玉米价格近期则表现欠佳，截至8月19日，玉米批发价格为2.02元/公斤，整体走势变化不大。

在近期猪肉价格持续大涨，玉米价格表现相对平稳的背景下，现阶段“猪粮比”已达到10：1上方水平，为11.9：1。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国家发改委2015年第24号公告)规定，猪粮比价预警值分别为5.5∶1和8.5∶1。 若猪粮比价高于9.5∶1或低于4.5∶1时，就意味着猪粮比

进入红色区域(价格重度上涨或重度下跌)。

为了减缓猪肉价格波动对市场的影响，有关部门也在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据央视财经报道，国家发改委表示为应对猪肉价格大幅波动，今年4月以来，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启动了价补联动机制，共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超过20

亿元。 目前，国家出台了财政、金融和土地等多项扶持政策，重点支持种猪场、规模养殖场恢复和扩大产能。

玉米供应趋于宽松

随着目前各地陆续出台鼓励生猪补栏的措施，长期来看将会对玉米消费带来一定利多支撑。 是否会带动新季玉米价格出现反转呢？

以上周国内玉米拍卖情况来看，南华期货研究所分析师李宏磊介绍，8月15日国家临储玉米竞价交易继续进行，拍卖数量400万吨，标的是2014年、2015年的黑龙江玉米和2015年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玉米。 从成交情况看，成交

量为51.8万吨，成交率为13.08%，最高价为1820元/吨，最低价为1600元/吨，平均价为1684元/吨。 整体来看，本次拍卖成交率维持低位。

“从近六周国内玉米拍卖情况来看，成交率均不足20%，反映市场购销清淡、供应宽松。 ”中粮期货谷物畜产品板块分析师张大龙表示。

现货方面，盛达期货分析师表示，因贸易无利可图，北港集港量明显下降；南方需求因两广生猪去库存较彻底而相当萎靡，南港库存出现连续下降，降至低位的库存并未带来价格明显好转。 此外，玉米市场季节性收获压力不容

忽视，比如即便在2015年冬季，临储收购达到天量的1.25亿吨，也没挡住秋冬季玉米现货和期货季节性大幅走低。

上述分析师表示，今年6、7月玉米饲用需求较以往年份更差，预计秋冬季新季玉米收获期，现货价格低点同比将有所下降。 而需求明显下滑造成价格低点下移以及季节性因素将是玉米价格后期下跌的双核驱动。

欧佩克减产独木难支

原油价格“上不去、下不来”

□本报记者 马爽

8月以来，大宗商品龙头品种原油价格跌宕起伏。 NYMEX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整体维持50美元/桶-58美元/桶区间运行。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欧佩克减产挺价意愿强烈，缓解了需求悲观预期给原油市场带来的利空影响，但因美国存在增产预期，且随着俄罗斯供应的增加等，油价走势仍将承压。 短期来看，原油价格恐将陷入“上不去、下不来” 的

尴尬局面。

减产托底油价

继8月7日下探至50.52美元/桶的阶段新低后，NYMEX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便迎来反弹，8月13日一度上摸至57.47美元/桶上方，但随后回落，目前基本维持在55美元/桶一线附近运行。

“近期长短期美债收益率持续倒挂，宏观扰动事件反复，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需求取代供给成为原油走势的主导因素。 ” 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能源化工研究员表示，虽然主要能源机构纷纷下调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预期，

导致悲观情绪持续发酵，但从微观指标来看，布伦特原油和NYMEX原油期货价格近来跨月价差现企稳迹象，表明全球原油库存或将继续维持去化势头。 此外，在沙特阿美将要首次公开募股（IPO）的背景下，沙特减产挺价意愿强

烈，限制了油价下行空间。

从欧佩克减产情况来看，由于沙特旨在阻止油价下跌，产量进一步下降。 美尔雅期货数据显示，7月沙特原油产量减少13.4万桶/天至970万桶/天；欧佩克成员国原油产量减少24.9万桶/日至2960.9万桶/日，产量为五年来最低

值。

“在国际油价进入低位震荡区间时，沙特与其他产油国正考虑采取所有选项阻止油价下跌，最直接的选项就是减产。 但沙特的主动减产并未带动油价上涨，在原油需求减弱的大背景下，预计沙特将保持主动减产姿态，产量将维持

在980万桶/日附近。 ”美尔雅期货化工分析师黎磊表示。

美国增产预期强烈

尽管欧佩克减产对油价形成一定支撑，但美国增产预期、俄罗斯供应增加等仍可能会对油价走势形成压制。

黎磊介绍，美国方面，上半年原油钻机数下滑限制了美国原油产量增速，美国原油产量在达到1240万桶/日的历史高位后，失去进一步增产的动力。 7月受飓风影响，美国原油产量大降，但随着飓风退去，产量恢复至1230万桶/日

的水平。 三季度，二叠纪盆地至湾区的管道运力增加148万桶/日，随着原油管道的投产，美国9月原油产量将增加至1270万桶/日，冲击国际原油市场。

俄罗斯方面，7月9日，由于出口问题，俄罗斯尤甘斯克石油公司将原油产量削减一半，导致俄罗斯产量下降26万桶/日。 随后该公司的出口问题解决，7月俄罗斯原油出口增加15万桶/日至538万桶/日，原油产量恢复至1115万桶/

日，接近目标产量1118万桶/日。

经合组织（OECD）商业库存大增也显示减产效果并未体现。 数据显示，6月OECD商业石油库存总量增加3180万桶至29.55亿桶，高于五年均值。 全球石油库存连续3个月增加，欧佩克减产效果并未体现，导致国际油价在大跌后

进入震荡区间。

黎磊表示，目前进入减产与需求减弱的博弈阶段，原油市场面临下方有减产支撑、上方受需求减弱的限制，油价将陷入“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局面。

2019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猪肉平均批发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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