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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1701 合约多单逢高获利了结，逢回调分批买入。 高位震荡
橡橡胶价格目前维持弱势，技术受 5 日均线压
制，上游产量增加期即将到来。 一般投资者应
谨慎操作为主，轻仓短单，以偏弱震荡应对，
设好止损，警惕加速回落出现。
操作方面:
多单暂时观望，等待底部确认
空单以 5 日均线附近为防守，谨慎操作，获利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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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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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财富，成就梦想

焦点关注：
焦点关注：
国际，美联储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的会议纪要“引爆”了市场。根据政策会议的纪
要文件,决策者们认为,如果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长加快,6 月再度加息可能是合适的。与此同
时,纽约联储宣布出售国债的行动也令投资者浮想联翩。至此,市场对美联储 6 月加息的概
率预期也从此前的 19%上升至 34%。
在当前国内经济复苏依旧乏力的情况下，美元加息步伐提前，人民币资产投资收益率将
进一步下滑，由此带来更大的资本外流压力。若美元加息步伐加快，会有更多中国资本投向
海外追逐美元项目，令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失血，导致人民币资产项目投资回报率以更快速
度下跌。若资本加速外流，或进一步拖累本就乏力的经济复苏进程。
国内，在经历了短暂回升之后，2016 年前 4 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回
落。 2015 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长虽然也放缓了脚步，但仍保持在 10%以上的较高增长水平。
然而进入 2016 年，1 至 2 月份的数据从 2015 年的 10.1%径直下降到 6.9%，一季度数据
进一步下滑至 5.7%。最新数据显示，这种下滑的态势并没有要刹车的意思，前 4 月民间投
资同比仅增长 5.2%，增速比一季度再度回落 0.5 个百分点，相较于去年底，已接近“腰 斩”。
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连续出现下滑。1 至 4 月，该比重
为 62.1%，比去年同期降低 3.2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依然在持续，并引起高层
重视。国务院近日已专门启动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调研，以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民
间投资的探底期待过剩产能的出清、整体经济环境的好转，也需要在 PPP 和专项建设基金
等方面，为民资的参与创造更多条件。
但民间投资何时见底，长期看仍取决于整体经济环境何时向好。民间投资不同于政府投
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指令性行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效果并无显著作用，民间投资依靠的是投资
人对经济形势、项目前景的判断和利润的追逐。只有民间投资能启动，民间投资占比有所提
升，才能够说明中国经济真正的复苏。
综合前期数据，4 月各项金融数据均大幅下滑，与“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
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扩张办法给经济打强
心针”一致。政府的目标重新变为供给侧改革，货币宽松刺激经济暂时又不再成为政策选项。
近期，在高层的经济论断上，我们认为目前的高层对于经济的走向和政策的看法存在了
较大分歧，因此，目前的政策趋向空白。这也将导致近期市场的政策预期和经济预期出现明
显扰动而呈现不稳定性，目前的真空状态将让市场在夹缝里运行,多反复。

豆粕
品种
豆粕

近期影响
因素分析

策略建议
1701 合约多单逢高获利了结，逢回调分批买入。

近期关注重点

方
高位震荡

推荐
★★

1、美豆销售情况；
2、南美大豆收获上市进度；
3、中国大豆进口和国内港口大豆库存情况；
4、油厂生产压榨情况；
5、养殖业存栏和补栏状况；
6、宏观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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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总体评价

1、USDA5月报告大幅调低了2015/16年度美豆和全球
大豆期末库存，2016/17年度美豆产量预估同比下降，
期末库存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全球大豆供需缺口较
大，期末库存大幅减少；
2、生猪养殖继续盈利，有利于提高养猪户补栏积极
性，生猪存栏量开始增加；
3、2015/16 年度南美产量仍有调整可能；
4、巴西总统弹劾在参议院投票通过，巴西雷亚尔汇
率坚挺，巴西大豆出口成本上升。
1、美元短期反弹，中国高层表态未来不会出台大规
模刺激政策，数据显示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
“中性”，交易所修改规则限制投机，短期对市场影
响偏空。
2、短期国内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饲料养殖需求维
持低位。
3、国内港口大豆库存维持高位，后期进口大豆到港
量庞大，供应较充裕；
4、美豆价格大幅上涨可能导致 2016 年度美豆种植面
积高于预期。

本周CBOT大豆高位震荡,美豆粕和豆油走势分化，粕强油弱格局明显，美
豆短期在高位受到部分获利了结压制，近期美元走强也对价格带来利空影响。
本周大连豆粕冲高回落，短期维持高位震荡走势。
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公布的5月供需报告较市场预期利多。美国农业
部（USDA）最新公布的5月供需报告显示，维持美国2015/16年度大豆产量预估
不变为39.29亿蒲（约1.0693亿吨）,报告将2015年度美豆的出口数据上调3500
万蒲至17.4亿蒲式耳，并将压榨量上调1000万蒲式耳，因此2015年度美豆年末
库存下调至4亿蒲式耳，上月预估为4.45亿蒲，此前市场平均预期为4.26亿蒲。
本月报告将2015/16年度巴西大豆产量下调100万吨至9900万吨，阿根廷大
豆产量下调250万吨至5650万吨，此前市场平均预期为5550万吨。本月报告预
计2015/16年度全球大豆总产量为3.1586亿吨，较4月份下调429万吨，预计全
球大豆总消费为3.1817亿吨，较4月份上调182万吨，因此期末库存下调477万
吨至7425万吨，此前市场平均预期为7628万吨。
5月报告公布了首次2016/17年度全球大豆预估数据，报告预计2016/17年
度美豆种植面积为8220万英亩，收获面积为8140万英亩，单产为46.7蒲式耳/
英亩，总产量为38亿蒲式耳（约1.034亿吨），预计2016年度美豆期末库存为
3.05亿蒲式耳（约829万吨），较市场平均预计的4.05亿蒲低1亿蒲。
报告预估2016/17年度全球大豆总产量为3.2420亿吨，全球大豆总消费为
3.2796亿吨，期末库存下降至6821万吨。
国内方面，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进口大豆707万吨，较3
月份增加97万吨，较去年同期则增长33.1%。4月份大豆进口平均成本为337.3
美元/吨，为2014年6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底回升。数据显示，1-4月份大豆累计
进口2333万吨，同比增加237万吨，即11.4%。，5、6月份预计将增至820万吨。
国内港口大豆库存维持高位，截至2016年5月18日，国内港口大豆库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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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万吨,前一周为682万吨。上周油厂开机率小幅下降，截至5月13日当周，油
厂开机率为50.18%，前一周为52.77%,国内油厂进口大豆压榨利润维持高位，
江苏及山东地区油厂压榨利润为200元/吨左右。油厂豆粕库存小幅下降，截至
2016年5月15日当周，油厂库存下降至70.46万吨，前一周为74.32万吨。
目前中国饲料养殖需求总体稳定。从生猪市场来看，猪价继续维持高位，
生猪养殖利润继续增长。生猪存栏量开始企稳反弹，根据农业部公布的4000个
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2016年4月份全国生猪存栏为37223万头，环比增加0.6%，
同比下降3.8%；能繁母猪存栏为3771万头，环比增加0.29%，近32个月以来首
次出现环比上涨，同比下降5%。
目前大豆豆粕期价快速上涨或已消化5月报告利多，而美国新豆正在播种，
美豆价格大幅上涨有可能为大豆争取更多种植面积，此外，美联储4月会议纪
要偏鹰派显示6月份加息可能性上升，美元反弹走强，短期国内豆粕供应仍然
宽松，大连豆粕近期以高位震荡整固为主，市场后期将关注6月底美农种植意
向报告，宏观上将关注美联储6月份议息会议，操作上建议豆粕等待回调分批
买入，低位多单可少量持有，可逢高沽空豆油进行套利对冲。
道通期货研究员：
道通期货研究员：李金元

天胶
品种

天胶

策略建议

方向

橡橡胶价格目前维持弱势，技术受 5 日均线压制，
上游产量增加期即将到来。 一般投资者应谨慎操作
为主，轻仓短单，以偏弱震荡应对，设好止损，警
惕加速回落出现。
操作方面:
偏弱震荡
多单暂时观望，等待底部确认
空单以 5 日均线附近为防守，谨慎操作，获利为主。

推荐

★★

橡胶 1609 参考区间：10400-11300
近期关注重点
近期影响
因素分析

总体评价

美联储利率倾向，原油价格，政策影响

利多因素

1, 货币宽松
2， 原油价格回升

利空因素

1, 美联储加息倾向
2，现货成交不足，下游需求不利
3，美国轮胎双反

宏观面，美联储政策压制市场信心。供求方面，供应增长，需求有所减少。替
代品价格下跌同时带来压力，天胶价格受到压制。
橡橡胶价格目前维持弱势，技术受 5 日均线压制，上游产量增加期即将到来。
一般投资者应谨慎操作为主，轻仓短单，以偏弱震荡应对，设好止损，警惕加
速回落出现。
操作方面:
多单暂时观望，等待底部确认
空单以 5 日均线附近为防守，谨慎操作，获利为主。
橡胶 1609 参考区间：10400-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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