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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国际，美联储公布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但美联储 6 月加息的预期维持
丌变。此次褐皮书数据主要评估 4 月中旬至 5 月底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为 6 月美联储
FOMC 会议的重要参考。这份“褐皮书”报告对 4 月初到 5 月底乊间的美国经济增长表现
描绘出了一幅整体乐观的景象，从在这一点来看似乎加强了美联储在定亍 6 月中旬召开的
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这使呈现上涨行情的黄金短期存在回调的可能。
不 过近期高盛及德意志银行开始关注起美联储意图和市场实际情况的差异性，尽管有
两次加息以及对缩表的暗示，金融市场状况在最近数月继续放松，幵且从高盛的 FCI 指数
来看，现在比 2016 年 11 月的均值低了约 50 个基点，也接近亍过去两年的最低位（FCI 指
数越低，意味着越宽松）。德银的高频金融环境指数自 2014 年到达最宽松的水平，说明美
国当前的金融环境能够极大支持经济增长
欧洲央行利率声明称，维持每月 QE 规模在 600 亿欧元直至 12 月份，如有必要将进
一步延长购债，直到通胀达到稳定水平；预计利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当前水平，远
超 QE 实际期限；净购买将和到期资产再投资同时进行。虽然欧洲央行删除了可能继续降息
的表达，但也保留了“利率将维持低位的时间超过资产净购入”的措辞，
国内，统计局数据显示，5 月份我国 C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1.5%；PPI 环比
下降 0.3%，同比上涨 5.5%。CPI 从环比看，走势基本平稳。食品类价格下降 0.7%，影响
CPI 下降约 0.14 个百分点。食品类价格下降 0.7%，影响 CPI 下降约 0.14 个百分点。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降幅略有收窄，同比涨幅继续回落。环比降幅扩大的有黑色金属矿采
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分别下降 4.1%和 0.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由升
转降，下降 0.6%。
国家铁路货运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今年 1-5 月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 12.03 亿
吨，同比增长 14.70%。其中，5 月完成 2.41 亿吨，同比增长 13%。中国铁路总公司 6 月
7 日发布上述数据。国家铁路货运量在连续下跌近 5 年后，终于在 2017 年取得增长，近
期公布的数据有所转暖，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市场悲观情绪。
央行本周在公开市场共进行了 4600 亿元逆回贩操作，公开市场净回笼 100 亿元，上
周为净投放 300 亿元。刚迚入 6 月份，央行已通过多种安排，表明了稳定流劢性的明确态
度。继可跨季的 28 天期逆回贩重启之后，MLF 操作也如期现身。不过市场资金面依然偏紧，
截止 6 月 8 日，沪大额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率为 4.48‰，较 6 月 1 日回升 2.28%。历史
经验表明，每年的年中(6 月-7 月)时分，往往是一年中市场资金价格处于相对高位的时间
窗口。资金面偏紧局面短期难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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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豆和南美大豆销售情况；
2、2017 年度美豆种植面积预估况；
3、美大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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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大豆进口和港口库存情况；
5、油厂生产压榨和豆粕库存情况；
6、养殖业存栏和补栏状况；
7、宏观面因素。
1、美豆出口销售仍保持稳定增长；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总体评价

2、巴西大豆种植成本上升。
3、后期天气的不确定性构成潜在利多。
1、2016年度巴西大豆丰产基本确定，美农6月供需报
告上调巴西大豆产量以及全球大豆期末库存。
2、3月种植意向报告显示2017年度美豆种植面积预估
创历史纪录；
3、二季度进口大豆大量到港，供应充裕；
4、国内油厂豆粕库存大幅增加，压制现货价格。

本周CBOT大豆止跌反弹，尽管南美大豆丰产压力以及美国天气良好压制
大豆价格，但美豆在接近900美分低位受到技术买盘支撑，本周美国中西部干
热天气也给农作物生长带来压力。大连豆粕本周跟随美豆反弹走高，整体仍处
于低位区间震荡。
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公布的5月供需报告中性偏空，报告显示，2017/18
年度美豆种植面积为8950万英亩（上年为8340万英亩)，收获面积为8860万英
亩（上年为8270万英亩），单产为48蒲式耳/英亩（上年为为52.1）。总产量预
估为42.55亿蒲式耳（上年为43.07亿蒲）。报告预估2017年度美豆出口量为
21.50亿蒲式耳（上年为20.50亿蒲），年末库存预估为4.95亿蒲式耳（上年为
4.50亿蒲式耳）
。
6月报告预计2016/17年度美豆的农场平均价为9.55美元/蒲式耳；预计
2017/18年度美豆的农场平均价为8.30-10.30美元/蒲式耳。
本月报告将2016年度阿根廷大豆产量由5月份的5700万吨调高至5780万
吨。将2016年度巴西大豆产量5月份的1.116亿吨上调至1.14亿吨。2017年度巴
西和阿根廷大豆产量维持不变。
全球方面，本月报告预计2016/17年度全球大豆总产量为3.5131亿吨（5月
为3.4804亿吨），预计全球大豆总消费为3.3123亿吨（5月为3.3129亿吨），
期末库存为9321万吨（5月为9014万吨）, 库存消费比为28.1%（5月为27.2%）。
报告预估2017/18年度全球大豆总产量为3.4467亿吨（5月为3.4468亿吨），预
估全球大豆总消费为3.4421亿吨（5月为3.4421亿吨），期末库存为9222万吨
（5月为8881万吨），库存消费比为26.8%，较5月增加一个百分点。
国内方面，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进口大豆959万吨，4月
份进口大豆802万吨， 1-5月份大豆进口总量为3712万吨，去年同期累计为3100
万吨，同比增加19.8% 。预计6月份进口大豆超过800万吨。
国内港口大豆库存较前期有所下降，截至2017年6月8日，国内港口大豆库
存为634万吨,前一周为632万吨，一个月前为670万吨左右。油厂开机率有所下
降，截至2017年6月2日当周，油厂开机率为51.91%，前一周为54.76%。本周国
内油厂进口大豆压榨利润继续亏损且较上周有所减少，山东及天津油厂压榨利
润亏损260-314元/吨，广东和江苏地区油厂压榨利润亏损258-280元/吨。油厂
豆粕库存较上周继续上升，油厂胀库现象严重，截至2017年6月4日当周，油厂
库存为116万吨，前一周为108.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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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饲料养殖需求总体稳定，生猪存栏量见底回升。从生猪市场来看，
上周猪价继续下跌，生猪养殖利润也有所回落。4月份生猪存栏量继续回升，
根据农业部公布的4000个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2017年4月份全国生猪存栏量
为3.6097亿头，环比+0.4%，同比-3%；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633万头，持平于上
月，同比-3.66%。
6月报告将继续上调2016年度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量，市场之前已经对此
有所预期，只是上调幅度略高于市场预期。虽然报告偏空，但市场影响有限，
对美国中西部地区干热天气的担忧占了主导，美豆连升第六日。
目前来看，市场对南美大豆增产利空已经基本消化，后期天气的不确定将
成为潜在的利多因素，远期或筑底反弹。操作上建议维持中线偏多思路，逢低
少量买入 1801 合约。
道通期货研究员：李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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