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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10月12日美国农业部报告预览
10月美国农业部世界农业供求关系预测月报(WASDE)预测
的美国大豆产量可能略高于9月报告的49.9蒲式耳/英亩。该
预测基于好于生产商预期的之前产量报告。过去四年，种子
技术大幅提升了产量潜力。但由于过去45天中西部天气干
旱，截至9月25日只收割10%的大豆作物，因此我们无法排
除美国农业部将会下调产量预测（从而导致产量下降）的可
能性。伊利诺斯州、密苏里州、密苏里州及阿肯色州的30天
总降雨量占正常降雨量的50%或以下，且许多地区的总降雨
量仅占正常降雨量的25%。 

美国作物生长期以干旱结束
8月4日至9月24日，芝加哥遭遇史上第二干旱的天气，降雨
量只有1.06英尺。最干旱的年度是1933年，其降雨量只有
1.05英尺。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
州南部及爱荷华州东部的30天总降雨量占正常降雨量的75%
或以下。作物巡视在9月报告前结束，当时在产量上存在很
多争论，主要问题是豆荚发育。许多作物侦查员指出，检查
的豆荚往往小而平。但美国农业部9月作物产量报告显示，
平均豆荚重量非常大，达到0.340克，而去年为0.327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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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年一样，去年的生长期末气温比正常气温低，但去年玉
米产区遭遇1895年以来降雨量第四高的8月和9月，降雨量达
到9.72英尺，而平均降雨量为6.59英尺。9月作物产量报告显
示，今年的豆荚数量为过去17年来第四低，每18平方英尺的
豆荚数量仅为1,678个，而去年为1,870个。如果美国农业部
将豆荚重量预测下调至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0.320克）， 
同时保持豆荚数量预测不变，将会导致平均产量下降。目
前，分析师的产量预测范围从0.1至2.8蒲式耳/英亩，低于美
国农业部的9月数据。

需求旺盛
产量争论依然阴云密布，但显然出口市场及国内最终用户
的需求十分强劲。美国油籽加工商协会最近公布的8月压榨
量较1.424亿蒲式耳的平均预测高近500万蒲式耳，且远高
于上年度的1.318亿蒲式耳。这表明美国农业部可能最终将
2016/17年压榨量预测从目前的18.95亿蒲式耳上调，这将会
降低2017/18年年初库存。  

过去几周有许多亮眼的大豆出口销量数据，每周出口销量报
告亦显示销量增长。这让市场意识到，中国对大豆及大豆粉
的需求十分强劲。9月5日以来，亮眼的销量公告显示近340
万吨大豆出售给中国或“未知”目的地（通常是中国）。  

9月14日出口销量数据为233.8万吨，为2016年10月27日以
来最高单周销量。在接下来的一周，净销量合计290万吨，
为史上最高的单周销量。截至9月14日，累积大豆销量依然
仅占美国农业部2017/18销量年度预测的36.4%，而历史同
期的5年平均为51.9%。从季节性角度看，收割期间的销量将
继续保持强劲，直至1月。 

9月最后一周发布的中国8月进口数据显示，大豆进口总量
为844.7万吨，较2016年8月增长10%。7月数据为1008万
吨。1月至8月总销量为633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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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来源截至公布日期被认为可靠和准确，但未经独立验证，我们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观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本报告不应解释为请求参与任何涉及购买或出售期货合约和/或商品期权而产生的交易。交易期货合约或商品期权的损失风险巨大，
投资者应根据其财务状况仔细考虑相关投资的内在风险。未经The Hightower Report的明确书面同意，严格禁止任何复制或传输本报告。
违反者将被处以每次15,000美元的罚款。

免责声明

谷物库存报告带来意外惊喜  
9月29日谷物库存报告带来意外惊喜，其中9月1日大豆库
存为3.01亿蒲式耳，而报告中的平均贸易预测为3.39亿蒲
式耳。这亦低于3.21亿蒲式耳的预测下限。库存减少令
2017/18年初库存从3.45亿蒲式耳下降至3.01亿蒲式耳。  

10月美国农业部报告中如果每英亩产量下降1蒲式耳（至
48.9蒲式耳），将会导致2017/18年底库存达到3.39亿蒲式
耳，较9月预测的4.75亿蒲式耳下降。要是每英亩产量下降2
蒲式耳至47.9蒲式耳，将会导致年底库存下降至2.49亿蒲式
耳。这将会使库存占使用量比率下降至5.7%，为2015/16年
以来最低。如由于生长期以干旱结束，产量报告开始下调之
后种植大豆的产量预测，则期初库存下降可能会导致贸易商
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从充足的供给到略有收紧的供给。

即将出现拉尼娜现象？
美国气候预测中心最近将10月至明年1月出现拉尼娜现象的
概率提高至60%。在生长期，拉尼娜现象可能会导致巴西及
阿根廷的天气比正常天气更干旱。巴西天气已经极度干旱，
这已经促使生产商推迟种植，直至出现所需降雨。 

建议交易策略：以0.21美元买入1月大豆9.70美元看涨期权，
目标价0.46美元。风险是可能较进入时合共下跌0.09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