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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国际：美联储在 6 月 14-15 日的利率会议上决定上调联邦基金利率 25 个基点至
1.00-1.25%。同时宣布年内或将启动缩表计划，缩表将采取循序渐进方式，逐步提高每月缩
表规模直到达到每月缩减 300 亿美元国债、200 亿美元 MBS 为止。
市场充分预期下，美联储加息对市场影响较小，但市场此次对加息的耐受性略低于上一
次。此前市场对 6 月加息已经形成了一致预期，加息目前主要影响短期利率，受通胀表现的
压制，目前短期利率尚难以传导到长端利率。市场目前关注焦点也并不在加息，而是特朗普
政策推进，但此次市场对加息的耐受性与上次相比略弱。
美联储表示今年已来经济和就业持续温和扩张，家庭支出和商业投资在上升，短期通胀
稍微低于 2%，但是预计在中期将会稳定在 2%这一目标水平上，联储会紧盯通胀发展。耶伦
表示若经济进展符合预期，可能会“相对较早”实施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计划。联储和耶伦的
表态总体而言较为积极，对经济增长和中长期通胀复苏乐观，态度偏鹰。由于联储此次在缩
表计划方面表现出更加明确和积极的态度，且初期缩表规模并不太大，我们预计缩表极有可
能在 9 月份开始实施。而考虑到经济温和扩张和短期通胀落后预期的事实，下一次加息可能
在 12 月，影响未来加息节奏的关键在于通胀的复苏状况。
国内，3 月联储加息后，国内央行迅速跟进，上调逆回购，MLF 和 SLF 利率。但这一次
预计国内央行不会追随美联储，但不排除下半年出现这种做法的可能。一方面当前中美利差
回升至 140bp 远高于 3 月份的 90bp。而 5 月份以来，尤其是汇率报价模型加入逆周期因子
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涨幅超过 1%。利差和当下人民币汇率走强为国内提供了一
个应对美元加息的安全垫。另外，年初换汇购汇需求大，外汇流出压力大，而目前外汇储备
连续 4 个月上升。受金融监管影响，目前国内流动性环境偏紧，若再加息，也会加剧流动性
紧张。
2017 年 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5%，与 4 月份持平。采矿业增长
再次重回正区间，制造业增长企稳，多数行业保持良好上涨态势，工业增长整体保持平稳。
投资同比增长 8.6%，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各项投资均有回落。基建继续下
滑，但仍保持了 20%以上的增速。整体来看，除投资受地产拖累表现欠佳外，工业消费平稳
增长。
央行公布 5 月金融数据，新增人民币贷款 11100 万亿元，前值 11000 万亿元；社融增量
10600 万亿，前值 13900 万亿 M1 货币供应同比 17.0%，前值 18.5%，M2 同比 9.6%，前值 10.5%。
房贷及对公贷款拉动下，5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11 万亿，超市场预期。受表外和债券
融资向表内信贷转移影响，贷款维持高位，叠加低基数，社融累计同比小幅回升至 12.9%。
非银存款增速大幅回落以及财政存款超预期高增共同影响，M2 同比回落至历史新低的 9.6%。
展望未来，去杠杆高压下，银行对非银债权以及非银存款均将面临收缩压力，金融缩表大背
景下，M2 将步入比过去增速低一些的新常态。考虑到政策面有意通过宽信贷对冲金融去杠
杆对实体的冲击，尤其是影子银行信贷的大幅收缩，社融预计仍有支撑。
金融监管看似稍缓和，但实质需要加紧警惕，目前而言，预计监管的工作节奏分大致为
“自查——督查——整改——新老划断”四个阶段。自查截止日期是 6 月中到 7 月中，督
查截止日期是 7 月底到 8 月中，督查结束之后的整改持续到 11 月底，我们推断新老划断在
整改结束之后开始。从自查开始到新老划断的 4-6 个月，可能就是之前所说的“4-6 个月缓
冲期”。整改方案建立在自查和督查的结果上，开始整改也就意味着监管进入了深水区。 目
前金融监管推进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以对冲为主，流动性操作长短结合，后期进展和改变
需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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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方面，本周指数虽有调整，但市场的赚钱效应反而明显上升，存量博弈中，市场本
身的赚钱效应或亏钱效应，有强化市场趋势作用。当前市场略有复苏，主要原因在于，维稳
政策信号先行，年中流动性担忧缓解，市场下跌动能减弱构筑底部，且月度经济走势依然平
稳，联储加息基本落在市场预期之内，MSCI 事件亦即将落地，市场由此积攒反弹动力。总
的看来大盘蓝筹指数的持续回调，使得中小盘指数有了喘息的机会，近期资金风格有所转变，
但在增量资金有限的背景下，中小盘指数出现持续性的快速回升难度较大。 随着 MSCI 纳入
A 股的决定日益临近，市场表现或将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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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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关注重点

7、宏观面因素。
1、美豆出口销售仍保持稳定增长；

近期影响
因素分析

3、美豆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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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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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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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评价

本周CBOT大豆探低回升，尽管南美大豆供应充足，大豆需求依然坚挺，
美豆在低位受到技术买盘支撑。大连豆粕本周跟随美豆走势，整体仍处于低位
区间震荡。
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公布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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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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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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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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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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万吨。
国内港口大豆库存较前期有所下降，截至2017年6月15日，国内港口大豆
库存为649万吨,前一周为641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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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49元/吨，广东和江苏地区油厂压榨利润亏损248-261元/吨。油
厂豆粕库存较上周小幅下降，油厂胀库压力有所缓解，截至2017年6月11日当
周，油厂库存为113万吨。
目前中国饲料养殖需求总体稳定，生猪存栏量再次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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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生猪存栏量再次下降，
根据农业部公布的4000个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2017年5月份全国生猪存栏量
为3.5556亿头，环比-1.5%，同比-4.9%；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604万头，环比
-0.8%，同比-4.15%。
目前来看，市场对南美大豆增产利空已经基本消化，后期美豆主产区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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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