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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T大豆期货65个交易日大跌三成

对冲基金砸盘“砸” 痛了谁

□本报记者 王朱莹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大

豆期货始自今年5月22日以来的持续

大跌背后创造了八年来罕见的纪

录———短短65个交易日， 该品种跌幅

高达30.76%，其背后是对冲基金经理

连续五周大手笔做空芝加哥大豆期

货，创下了自2006年10月以来的最长

净空头纪录。

受美豆下跌带动，国内豆粕、豆油

期货也双双下挫，空头大获全胜。业内

人士给中国证券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照即期进口（两个月前进口的在港

大豆）的美豆成本计算，油厂仍处于

亏损状态，每吨亏损额约300-400元。

但如果按照当前美豆盘面点价， 约定

两个月左右后到港， 油厂压榨利润处

于平水边缘， 对应的豆粕盈亏成本则

在3300元/吨左右。

对于油粕后市， 与持续砸盘的对

冲基金一样，多数业内人士并不看好。

他们普遍认为，在空头怒吼之下，弱势

格局难改，多头抄底宜谨慎。

对冲基金罕见持续做空

美 国 商 品 期 货 交 易 委 员 会

（CFTC）数据显示，截至8月12日，芝

加哥大豆期货和期权净空头合约达

11704张，较一周前的14613张有所下

滑， 空头合约下滑数量超过了多头合

约的下滑数量。 多头合约数量已跌至

2012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基金连续五周做空， 显然说明其

对大豆后市并不看好。 中信期货分析

师王聪颖指出， 和商业类基金操作风

格不同，对冲基金顺势操作，一般对行

情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全球豆类市场面临大幅增

产，宽裕程度预计进一步增加。全球豆

类库存消费比的提高有望打开价格下

行空间。 产业链上的生产和商贸企业

可能在此时选择买入套保， 而基金则

刚好充当了对手盘的角色。 产业链企

业可以在产业链下游找回利润， 而对

冲基金则单纯从盘面价差中获得利

润。两者是对手又相辅相成，共同演绎

了市场价格的变化。

王聪颖指出， 目前美豆价格实际

上达到了美豆生产成本线， 市场对此

关注度自然提升， 对冲基金的介入力

度也会增强。 不过判断行情只能把对

冲基金持仓当做验证的指标， 毕竟对

冲基金的操作风格为快进快出， 更多

表现为对行情的跟随。

安信期货分析师李青表示，8月份

通常是美豆生长的关键期， 囿于今年

的厄尔尼诺天气影响， 美豆多数主产

区降雨丰沛， 优良率逼近过去20年来

的高位。 接下来大豆供给预计比较充

足或为基金做空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依据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作

物生长报告显示，截至8月17日，美豆苗

情优良率为71%， 比去年同期高9个百

分点，比5年均值高14个百分点。 Pro-

Farmer、Lanworth等机构依据美豆调

查数据预估，美豆单产水平均高于US-

DA8月供需报告预估值。 除此之外，美

豆与玉米价格比值偏高，或预示着在新

年度美豆的播种面积仍将趋于增长。

而在美豆下跌的影响下， 国内豆

粕、豆油期货双双下挫，大连豆粕期货

前主力合约M1409自6月3日的高点

3863元/吨跌至最新3539元/吨， 跌幅

为8.17%；连豆油前主力合约Y1409则

自6月25日高点6880元/吨跌至最新的

5800元/吨，跌幅为15.23%。

“油粕双跌， 主要因为上游大豆

增产。而豆油表现更弱，主要是油料增

产格局下，整个油脂板块疲弱。基金在

大豆价格走势中并不具有决定作用，

大豆价格走势仍以基本面供需为基

础，不过对冲基金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因其资金雄厚， 以及和商业资金做对

手方，其对价格的影响也较大，主要表

现增强价格波动率和价格变动幅

度。 ”王聪颖说。

油厂盈亏线上苦苦挣扎

据华东地区某压榨企业负责人介

绍，截至上周，我国山东日照、江苏张

家港、 辽宁大连地区油厂压榨利润分

别在-208.65、-130.25、-950.4元/吨。

沿海地区油厂压榨收益走稳； 东北油

厂延续巨亏局面。

“按照盘面计算， 国内油厂压榨

处于亏损。 但由于现货贸易通常采用

基差合同销售的模式，且目前基差为

正，油厂实际销售豆粕、豆油价格高

于盘面，因此油厂尤其是成本控制比

较好的大油厂，并不会出现盘面计算

的亏损，反而盈利相对较好。” 王聪颖

指出。

山东地区一位油厂采购经理给中

国证券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照即期

进口 （两个月前进口的在港大豆）美

豆成本计算，油厂仍处于亏损状态，大

概每吨亏损300-400元， 但如果按照

当前美豆盘面点价， 两个月左右后到

港，油厂压榨利润处于平水边缘，对应

的豆粕盈亏成本在3300元/吨左右。

据业内人士介绍， 美豆价格下跌

至1050美分/蒲式耳附近时，激发了国

内油厂较高的买盘兴趣， 毕竟在种植

成本支持下，继续大跌的概率较小，这

一点从近几周美国农业部出口销售报

告中可以获得佐证。 但豆价的下跌导

致油脂的作价成本显著下滑， 由于终

端需求异常疲软、库存被动增加，当前

油厂焦点在豆粕方面， 因为压榨利润

的修复需要豆粕价格的相对坚挺来实

现， 这也是当前豆粕价格较美豆盘面

折算价高出近10%左右的原因之一。

李青表示，最近两个月，我国各地

油厂开工率总体较高， 油脂库存进一

步积累。中间市场上，国内四级豆油价

格比进口毛豆油到港完税成本低约

1000元/吨，价格与进口成本倒挂比较

严重。 终端市场上，消费远未转暖，豆

油零售价格周比继续下调。

豆粕方面，豆粕价格跟随性走低，

但畜禽养殖前景看好， 市场对粕价看

降预期并不强烈。 美国主产区当前气

温偏低，早霜风险不能排除，未来一个

月仍存在天气炒作题材， 预期豆粕现

货价格走势可能呈现震荡盘整格局。

粕类期价相对油脂坚挺， 油厂或存在

挺粕抛油的意向，然而，眼下正值夏末

秋初，加之临近中秋节假日，油粕终端

需求或逐渐转好， 油厂开机率料将维

持高位。

目前油厂仍倾向于挺粕。 王聪颖

指出， 目前下游豆粕和豆油的消费存

在差异，主要表现为豆油仍受到“三

公” 消费收缩的影响而表现低迷，增

幅有限； 而豆粕可能伴随全国畜牧养

殖修复而有所好转。 2014年上半年的

肉鸡和蛋鸡养殖补栏积极， 主要也是

因为3月份禽类养殖利润达到历史新

高，比如当时蛋鸡养殖利润高达3.2元/

羽。猪价在5月份有过反弹，7月以来持

续走高。 尽管近期的旱情导致玉米价

格攀升提高了饲料价格， 侵蚀了养猪

户部分利润， 但总体上猪肉供应能力

处于历史低位， 预计后期猪价还会持

续上涨。 这也将为养殖户打开利润空

间， 预计仔猪和母猪补栏积极性会逐

步提升，也为后期生猪存栏扩大、豆粕

需求走好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油厂

保证其利润最大化， 会选择有基本面

支撑的豆粕来挺价。

但油厂挺价也需要基本面的配

合， 当前养殖下游的修复和餐饮消费

的低迷对比明显，油厂保证利润，会积

极采取挺粕的策略， 根据下游订单情

况和豆粕的库存，调整开工率。王聪颖

指出， 由于油厂前期累计的豆粕未执

行合同较多， 预计油厂会在近期保持

稳定的开工率，高于50%。

美国丰产 油粕多头慎抄底

“后续油厂挺粕是必然， 但需要

结合下游养殖情况看挺价的强弱情

况。油脂市场似乎我们无能为力，因为

需求缓解有限， 高库存压力显著，豆

油、菜籽油都基本上维持平水，终端采

购意愿依然疲弱不堪， 高端油价格涨

不动，低端油价格只能受压抑。 ”前述

油厂采购经理表示。

宝城期货分析师沈国成表示，豆

油依然处于寻底状态， 跌破2008年的

历史底部概率很大， 因此不可逆势抄

底。豆粕可能没有趋势性行情，在现有

题材（如养殖需求、天气炒作）难有变

动的情况下，上下空间都不会太大。

而目前压制豆油、 豆粕最主要的

因素无疑来自美国主产区风调雨顺下

的丰产预期。 目前美豆和油脂的弱势

基于市场对美豆和全球大豆市场增产

的预期。美国天气较好，美豆生长状况

也达到20年来的最佳水平， 预计45.2

蒲/英亩的单产预估下调幅度不会太

大。 而其他油料，如棕榈油、菜籽油的

供应也相对充裕， 奠定了整个油脂市

场的弱势。 “预计美豆、豆粕、豆油价

格仍处于长期下行通道， 而板块内部

存在分化，主要是豆粕强于豆油。豆粕

需求在三、 四季度会有下游养殖回暖

的支撑， 而豆油可能受到政策影响仍

延续弱势。 ” 王聪颖表示。

但李青认为，8、9月份包括美国在

内的北半球大豆整体处于青黄不接阶

段， 市场以消化库存为主。 随着温度走

低， 油粕终端消费有望走出最清淡的阶

段。鉴于此，对美豆类行情短期抱持区间

调整思路，9、10月份或存在反弹预期。

尽管仍然弱势， 但并不代表市场

没有机会。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一位不

愿具名的人士表示， 后续可关注以下

条件酝酿的油脂油料机会：其一、虽然

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增长， 生长状况良

好，但大豆产量仍未最终确定；其二，

厄尔尼诺现象对油脂的影响；其三，中

国大豆压榨行业经过今年的大幅亏损

之后， 下一个年度能否支撑国际市场

大豆需求仍值得商榷。

基本面因素主导菜粕大幅下跌

□万达期货 葛欢娜

菜粕期货近三个月坐了回过山车：

5月27日1409合约菜粕报价最高达到

3118元/吨，8月20日1409合约最低成

交价2497元/吨，3个月内菜粕下跌超

过600元/吨。 蛋白原料之首大豆供应

逐步超预期，2014/2015年度进口菜籽

同比增加弥补国产菜籽的减产，豆粕与

菜粕的低价差以及2014年水产旺季不

旺严重抑制菜粕消费，是本轮菜粕大幅

下跌的主要因素。

首先，2013/2014年度远高于玉米

的种植收益刺激美国农民在2014年度

大豆种植面积扩张10%，截至目前，美

国中西部大豆主产区完美的天气，使

得大豆的单产预期不断的攀升， 进而

使得美国新大豆的供应量同比超过

15%； 这还不包括南美大量的大豆库

存以及新大豆面积继续扩张。 全球大

豆供应快速增长， 使得芝加哥11月大

豆期货价格从5月底最高1279美分/蒲

式耳， 下跌至最低的1035美分/蒲式

耳，跌幅19%。

其次，2014年1-9月国内菜粕供

应量依然同比增加。 3月至5月底，菜粕

价格大幅上涨主要是国产菜籽减产的

推动。 而实际上综合国储的收购以及

实地调研，2014年菜籽产量同比减少

不到50万吨，其中湖北、湖南、安徽、江

苏等地菜籽减产10-25%不等，而四川

等地的菜籽产量同比增加；同时1-9月

份菜籽的进口预期同比增加140万吨；

导致1-9月份实际的菜粕供应依然同

比增加。

第三， 今年饲料企业备货提前，

库存较大。 从微观层面调研，饲料企

业吸取了2013年上半年菜粕供不应

求的教训，进入2014年相关饲料企业

冬储菜粕备货量明显增加，同时进口

菜粕的合同库存明显增加，而今年实

际上菜粕使用比例的下调使得这部

分库存的使用周期从一个月延长至

了两个月。

第四，2014年菜粕实际需求大幅

萎缩，相比于豆粕菜粕缺乏使用价值。

从1月份开始豆粕与菜粕的价差在

550-950元/吨， 而去年的豆粕与菜粕

的价差在800-1750元/吨； 当豆粕与

菜粕的价差低于800元/吨， 禽料中基

本不用菜粕， 水产料中的菜粕比例也

逐步的下调， 当豆粕与菜粕的价差达

到700元/吨以下，甚至600元/吨，水产

料中菜粕使用比例放到最小极值。 即

去年水产料中菜粕的使用比例在

20-40%，而今年水产料中的菜粕使用

比例下调至10-20%。即如果按照同样

的水产料产量， 菜粕的实际用量近几

个月同比减少50%。

最后，2014年菜粕实际需求大幅

萎缩，水产料明显的旺季不旺。 自6月

份起， 水产将逐步步入旺季，7-8月份

的水产料是一年当中需求量最大的月

份。 正常年份从4月份开始，水产料的

销量会以30%的环比增速增加；而根据

相关协会统计7月份水产料产量环比6

月份增幅不到4%，部分企业7月份水产

料同比下降。 进入8月份，水产料市场

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今年华东、华中

地区低温多雨对水产料需求非常的不

利，这与油厂菜粕库存高企，提货速度

慢相互印证。

原油跌势趋于放缓

□广发期货 张卉瑶

6月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延续下行

趋势， 从两个市场原油指数来看，

Brent原油指数从最高点113美元滑落

至102美元/桶，WTI原油指数跌幅则

为12美元/桶。国际原油供应充足，以及

市场需求增速放缓，是导致此次原油价

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展望后市，原油继

续大幅下挫的可能性较小，Brent原油

和WTI的强支撑区间分别为99-100美

元和89-90美元。

首先， 地缘局势缓解背景下的供应

增加是令原油价格承压的主要原因。 持

续升温的地缘事件一度脉冲性地推高了

油价， 包括俄乌冲突以及伊拉克北部地

区的武装冲突。 但对原油价格有核心影

响的中东、 北非等地的地缘冲突格局已

经缓解， 前期骚乱的地区正在陆续恢复

原油产出。 相关数据显示，7月份OPEC

原油产量创下5个月以来的最高，利比亚

部分油田的出口导致OPEC产量上升，

OPEC7月原油产量上涨16.7万桶至

2990万桶/天，其中利比亚产量增加20万

桶/天。 利比亚全国最大港口已经开始恢

复出口原油， 国内最大的油港在经过长

达一年的关闭后已恢复石油出口。

而俄乌事件以来，美国在全球能源

体系中的地位急剧上升，俄罗斯则相对

下降，如欧盟考虑部分替换俄罗斯进口

能源。 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和农产品

的走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对于价

格的控制对加深欧洲、 日本对美的依

附、削弱中东国际地位、放缓欧日经济

复苏、 加速俄罗斯衰落等有多重影响，

因此，俄乌冲突之后，原油价格一路走

跌。 后市，预计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

冲突争端将会慢慢平缓。 一方面，欧盟

核心利益欧元的扩张可以不要选择乌

克兰为首选目标，毕竟欧元区和俄罗斯

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 另一方

面，乌克兰是欧盟和俄罗斯双方实力缓

冲的一个重要地带，俄罗斯拥有军事上

的优势， 欧盟拥有经济实力上的优势，

维持乌克兰目前局势对双方来说都是

一个不差的选择， 预计9-10月份乌克

兰危机或将进一步缓解。

其次，需求不振则是打压原油价格的另

外一个重要因素。 8月欧元区民间企业

活动增长步伐放缓程度仍超出预期，同

时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速亦减慢。数据显

示， 欧元区8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初值降至52.8，低于预期

值53.4，7月终值为53.8。 5-9月

是美国的驾车出行旺季，其间炼

厂也调节装置将汽油的产率调

升至最高。 但今年包括美国、亚

洲和欧洲在内的主要市场，汽油

裂解价差持续回落，亚洲地区在

8月初甚至达到了年内最低。 炼

厂调降开工率，因此亚洲对原油

的需求量减少。预期后市美国经

济进一步好转将会支撑原油价

格底部， 市场预计美国经济增长率在

2015年将达到3%至3.2%的水平。 美国

就业市场也在持续改善，美国失业率已

降至近6年的低位；年初至今，美国新

增非农就业人数月均超过20万人，经

济进一步好转将会有效支撑原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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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77 1033.30 1027.72 1033.09 7.84 1030.97

易盛农基指数

1119.47 1121.02 1110.32 1116.61 1.52 1115.04

服务实体经济

大商所首选黑色产业链品种做专题培训

□本报记者 王朱莹

8月23日，大商所2014年期货学院

期货分析师煤焦矿产业培训班正式启

幕，来自国内期货市场和现货企业的近

900名学员报名参加本次培训。

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焦煤、焦

炭、 铁矿石期货品种的相关产业与国民

经济紧密相连，产业地位非常突出，随着

产业升级步伐的进一步加快， 煤焦钢产

业原料和产品的价格波动更加激烈，企

业迫切需要利用期货工具管理价格风

险。但由于传统企业对期货比较陌生，非

常需要期货公司专业的指导和服务。 而

这些品种上市时间较短， 期货分析师对

相关产业的专业知识储备不足， 造成期

货公司的产业服务水平无法很好满足产

业客户的需求。今年根据市场需求，大商

所首次选择了黑色产业链品种做专题培

训， 邀请来自现货产业和期货行业的专

家，逐个品种传授相关知识，更好地为产

业客户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据了解， 大商所期货学院组织2014

年煤焦矿分析师产业培训班， 培训时间8

月23日至9月27日，周六全天授课。从本次

课程设置来看，不但涵盖了煤焦矿产业的

现货市场运行趋势、 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运行特点和行业数据收集分析，还囊

括了下游钢铁产业的企业运行、 发展趋

势，钢铁企业的运行特点等，覆盖了产业

的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条。课程还设置了套

期保值、航运风险管理等多个专题。

生意社：大宗商品或现下跌第二浪

□本报记者 官平

大宗商品数据商生意社发布最新数

据显示，2014年8月第三周大宗商品市场

依然跌多涨少，两极分化，所跟踪的58种

大宗商品中，与上周环比，60.34%的品种

下跌，29.31%的品种上涨。

生意社报告称，虽然从产品涨跌数

量上来说上周市场基本无变化，但从涨

跌品种和涨跌板块上来说，上周市场已

经有了改变，环比上升的商品主要集中

在农副板块和化工板块，而上周则集中

在有色板块和农副板块，化工板块已退

居二线。

有色板块本周迅速取代了化工的位

置，以铜、锌为首的基本金属普涨，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铜，上周不仅将跌幅收回，还以

3.20%的涨幅蹿升至涨幅榜的亚军位置。

生意社首席分析师刘心田认为，“稳

定” 的涨跌比例恰恰说明8月以来大宗商

品市场正“匀速”下跌，这也印证了此前其

对2014年大宗商品下跌第二浪到来的预

测。 匀速的成因很多，主要原因有两点：一

是以能源、钢铁为代表的多数板块8月保持

低迷下行态势，也奠定了整体市场的近期

基调；二是农副、有色板块行情的轮番上

阵，8月第一周农副以鸡蛋、 生猪为代表

现强势上涨，第二周农副略有减速，但有

色以锡、镍为代表的品种开始“冒泡” ，

第三周则是有色的铜铝铅锌基本金属抢

过上涨接力棒。 对于后市，刘心田预期8

月最后一周乃至9月上旬商品市场或仍

持续匀速下跌状态，不排除更多板块、品

种加入下跌队伍。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 涨跌 涨跌幅

(%)

商品综合指数

77.99 77.82 0.17 0.22

农产品期货指数

903.50 905.40 906.18 903.36 903.71 1.69 0.19

油脂指数

600.07 600.64 601.99 599.26 600.49 0.15 0.02

粮食指数

1426.59 1429.65 1431.49 1425.74 1426.64 3.00 0.21

软商品指数

776.77 776.48 776.88 772.18 773.56 2.92 0.38

工业品期货指数

812.71 816.53 818.09 811.93 812.55 3.98 0.49

能化指数

762.11 760.77 766.12 759.52 761.24 -0.47 -0.06

钢铁指数

586.67 587.97 591.89 586.34 586.67 1.30 0.22

建材指数

688.38 689.16 690.23 686.81 688.51 0.65 0.09

新华社图片 合成/刘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