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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在完全/部分封锁或其他形式的

限制行动指导下，我们特此温

馨提示所有人：请注意安全，

严肃对待，坚持到底。 

 

请坚信，我们在世界各地，在

目前处于最高/最紧迫风险的核

心区域，时刻挂念着您的安

危。 

 

如果您现在处于疫情爆发的中

心 - 美国，位于生活陷入混乱

的欧洲，或是处于完全封锁的

印度，您只需想想，北亚和东

南亚国家是如何应对第一波感

染的，中国甚至已经战胜了第

一波感染。正如我们所见：如

果我们齐心协力，这是可以做

到的（也将会做到！）。祝您

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希望疫情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

内结束，通过遵守政府的指

导，你们所做的努力正在帮助

其他人保持健康，甚至保护生

命。 

 

尝试通过新的交流方式来保持

您的理智和商业头脑，并帮助

那些现在可能没有得到太多关

注的人。 

 

我们的工作方式将发生永久改

变，远程雇佣或将成为新的常

态，因为我们调整了供应链，

并有更具体的需求来控制您的

书面工作和商业交易。 

对替代解决方案、可追溯性和

可审计性的需求很可能会增

加，而在那里的平价投机者将

会被遗漏，甚至更多。 

 

也许这是一个好时机，让我们

重新思考我们是什么，我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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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我们想

生活或工作在什么样的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至少在 PRETB，我们更经常

地给父母、亲戚、朋友和公司

合伙人打电话。我们甚至尝试

谈论除市场以外的其他事情，

并专注于为未来几个月做好准

备！ 

 

如果您想进行类似的讨论，并

愿意开始思考“Covid19 后”时

期，请随时通过 

paul.bloemendal@pretb.net 

或 www.pretb.net 网站联系我

们，因为我们的行业将变化、

机遇和风险并存。 

 

此致， 

 

Paul Bloemendal 

PRETB Pte Ltd  

首席执行官 

新加坡 

  

mailto:paul.bloemendal@pretb.net
http://www.pret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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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概述 

本周价格变化。 

 

 

由于担心供应链可能会因几乎

所有地方的封锁而受到影响，

谷物和油籽市场相比于上周收

高。再加上原油价格上涨和中

国一直在购买美国产品的消息，

推高了市场。我们现在可以说，

谷物和油籽可能已经脱离了与

外部金融市场的联系，认识到

它们属于基本的食品供应链，

无论封锁情况如何，这一供应

链都将继续运作。在某些情况

下，鉴于未来几个月的不确定

性，我们可能会看到需求增加，

各国现在都在寻求建立战略储

备。 

 

流动性在金融市场是一个重要

问题。希望美国的 2 万亿刺激

计划和美联储的无限制量化宽

松政策能让市场平静下来。美

元流动性仍然是一个问题；然

而，随着美联储开始与一些央

行进行互换，情况应该会有所

改善。供应链对非必需品的影

响也可能波及到食品，例如，

集装箱的使用或移动也可能影

响食品。 

 

下周我们将收到三月份预期种

植报告。这份报告标志着交易

新作物资产负债表的第一个数

据点。然而，市场的焦点仍然

是 COVID-19。 

 

在撰写本报告时，全球感染病

例数超过 60 万，是上周同期的

两倍。数字和增长率表明，在

好转之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

糟。 

Price Change Change% 30 Day Low 30 Day High

Soybeans 885.25 20.50 2.37% 830.50 915.25

Soybean Oil 27.22 1.28 4.93% 25.34 30.05

Soybean Meal 319.7 5.30 1.69% 296.5 324.6

CBOT Wheat 557.25 21.50 4.01% 499.50 567.75

Corn 351.75 2.25 0.64% 341.75 386.25

Kansas Wheat 491.5 19.00 4.02% 431.00 504.75

Crude Oil 28.13 2.20 8.48% 23.22 47.55

Dollar Index 98.537 -4.96 -4.80%  94.870 103.605



 

 
 

星期一 2020年 3 月 30 日  

 

 
 
 
 
 

        
 
 

 

 

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期，对农产

品的影响通常是有限的。随着

美元流动性的改善，来源国的

货币变化现在已经稳定下来，

尽管与之前的交易水平相比要

高得多。 

 

 

对货币疲软的原产地的通常影

响是，会增加农民的销售，然

而这一次，则是在港口将如何

运作方面，出现不确定性；价

格影响仍存疑问。 

 

 

南美洲有些地区的产量表现不

太好；越来越多的人说，南里

约的收成低于先前的估计。如

果这一说法正确，我们可以看

到一些需求会早于平时恢复。 

 

各方面管制资金头寸再次出现

变动。基金增加了玉米的空头

头寸，增加了大豆、豆粕和小

麦的多头头寸。基金可能持有

小麦多头，普遍预期是小麦可

能会出现一些囤积。小麦的管

制资金头寸通常是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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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 

关于小麦的评论没有重大变化。

从根本上说，我们正进入全球

小麦产量敏感的关键阶段。美

国和中国 4 月份的炎热干燥天

气，以及黑海和加拿大  

 

5 月/6 月份的温暖干燥天气将

对产量产生负面影响。北半球

的大部分数据 

 

小麦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有消

息称，中国购买了 34 万吨 

HRW 新产小麦。未来几个月

天气的演变情况仍将是关键所

在。 

 

与上周相比，小麦基本面的唯

一变化是俄罗斯市场对旧作物

供应的紧张程度。国内价格上

涨增加了出口将受到限制的传

言。然而，新作物继续表现良

好。 

 

芝加哥和堪萨斯的价差较低，

如果价差收于止损水平以下，

我们将退出。 

 

小麦需要出现不利的春季天气

事件来证明其当前交易的隐含

波动率。目前的长期预测并没

有暗示我们会目睹这样的事件。 

 

COT Report Managed Money Positions as of 

Position Change Max Long Max Short Average

Corn (109) (17) 429 (322) 84

Soybean Meal 39 23 134 (77) 27

Soybean Oil (1) (2) 127 (110) 14

Soybeans (2) 28 254 (169) 62

Wheat 18 23 67 (162) (44)

23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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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基本面也没有变化，但中

国对 12 批美国玉米的购买又在

周中增加了一些支 

 

 

撑。鉴于对新作物大面积种植

的预期，玉米基本面仍然十分

悲观。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相

当大的种植面积。反过来，整

体而言，这将更加悲观。 

 

除了 COVID-19 对全球价格的

影响之外，玉米价格应该很难

回升，预计新作物的库存将超

过 26 亿蒲式耳。尽管我们可能

会在天气恐慌和由此产生的基

金空头回补上获得短期反弹。 

 



 

 
 

星期一 2020年 3 月 30 日  

 

 
 
 
 
 

        
 
 

油籽复合物 

大豆价格继续被拉高，原因是

担心阿根廷港口将无法运营，

以及缺乏 SBM 供应。阿根廷

是 SBM 的主要供应商，来自

阿根廷的任何供应中断都将导

致 SBM 价格上涨。然而，我

们没有听说过在从阿根廷装船

时有任何问题。 

 

从长期来看，大豆价格下跌可

能会更加乐观，以防这导致农

民在未来的新作物中减少大豆

的种植。按照目前的种植面积

预期，我们预计将库存将低于 

4 亿蒲式耳，而由于价格进一

步下跌而导致的种植面积下降，

只会使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更加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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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农作物产量可能会更

低，因为关于格兰德河流域农

作物产量的报道相互矛盾。 

油籽价格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波

动。我们认为，在我们涵盖的

所有商品中，大豆的资产负债

表最为紧张，未来几周的任何

天气事件都可能推高价格。 

 

交易建议 

小麦利差：我们继续保持这一

立场：卖出 CBOT 小麦，买入

堪萨斯小麦。 

小麦隐含波动率：在我们看

来，小麦隐含波动率标价过

高，为 24%。我们建议卖出看

涨期权，德尔塔中性，也就是

说，目前没有平价头寸。当前

波动率为 28%。我们建议继续

保持这一头寸。 

 

 

 

大豆波动率：寻求在 14% 以

下买入大豆波动率。德尔塔中

性。当前波动率已回升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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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来源 

 

迄今为止，我们使用的最好的 

Covid19 资源通常可以在 

Visual Capitalist 上找到。这里

将列出几个很好的网站： 

• https://www.visualcapitali

st.com/7-best-covid-19-

resources/ 

• https://www.visualcapitali

st.com/the-math-behind-

social-distancing/ 

• https://www.visualcapitali

st.com/covid-19-cities-

commuter-activity/ 

• https://www.visualcapitali

st.com/coronavirus-

lockdowns-emissions/ 

 

商业建议 

在 PRETB Pte Ltd，除了研究

我们的农业市场，我们还致力

于在风险管理和战略变革方面

帮助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 

 

在这个黑暗而复杂的时期，我

们可以帮助您为未来做好准

备。 

 

思考以下我们可以帮助您的一

些主题，这些主题可能会决定

贵公司的发展结果： 

 

• 场景规划：从现在开始会

发生什么？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7-best-covid-19-resources/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7-best-covid-19-resources/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7-best-covid-19-resources/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the-math-behind-social-distancing/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the-math-behind-social-distancing/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the-math-behind-social-distancing/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ovid-19-cities-commuter-activity/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ovid-19-cities-commuter-activity/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ovid-19-cities-commuter-activity/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oronavirus-lockdowns-emissions/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oronavirus-lockdowns-emissions/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oronavirus-lockdowns-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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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连续性规划。 

 

• 供应链变化，它应该从哪

里来，我现在如何降低风

险？ 

 

• 极端波动时期的价格风险

管理，我们如何将其转化

为机遇？ 

 

• 对冲策略，我们如何在我

的产品组合中嵌入更多的

期权、期货和现金类产

品？ 

 

• 战略性就业变化，哪些角

色至关重要，哪些角色已

被证明是过时的？ 

 

• 集中式或分布式团队，基

于这种经验，对我的公司

来说什么是最好的？ 

 

• Covid19 如何影响我的团

队沟通方式？我们是否有

所有的系统来处理像现在

这样的时期？ 

• 如何管理和跟踪采购和交

易对手风险？ 

 

• 融资与金融，我应该参与

这个行业吗？ 

 

• 信贷和结构性贸易融资，

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 并购，现在是买入、卖

出、合并或合作的时机？ 

 

• 未来发展应该在哪里？ 

 

所有这些问题，可能会突然成

为您日常谈话的一部分，而这

正好属于 PRETB Pte Ltd 及其

合作伙伴的专业领域。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

充满挑战的时期，需要你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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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关注，所以要保持警

惕，注意安全，要照顾好您的

家庭和健康，因为这两者是最

重要的，而您的企业/公司排在

第三位。 

 

如果/当事情开始正常化，我们

将在这里帮助您提供咨询建

议、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以及其

他形式的支持，帮助您恢复正

常运营。但在此之前，我们应

该讨论如何为此做计划，并准

备好路线图。 

 

请务必联系我们，让我们利用

这个交易减少、波动加剧的时

刻，在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里

做好准备、计划和应对一切。 

 

第一步是向 

paul.bloemendal@pretb.net 发

送电子邮件。 

 

保重，注意安全。 

 

Paul 

 

 

  

mailto:paul.bloemendal@pret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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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和重要披露 

 

本报告中的信息仅供参考，不

应被视为任何特定投资的买入，

卖出或其他交易的建议。本文

件的目的仅在于协助您进行

PRETB 的讨论。请注意，本报

告作者可能有多名，就此报告

反映的观点，在过去 12 个月中

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可能

相反。大量的观点正在随时产

生，并立即变更。任何估值或

基本假设都是基于作者的市场

知识和经验。此外，本报告中

的信息并未按照旨在促进投资

研究独立性的法律要求进行准

备。所提供的资料可能会发生

变化，尽管我们认为依据的资

讯可靠，但不保证其准确性或

完整性。PRETB 相信本报告中

的信息已公开于公众网络。本

材料并不旨在用作投资的一般

指南或作为任何具体投资建议

的来源。投资者就此简报提及

的产品适用性问题，应咨询财

务顾问和税务顾问。  

 

本材料不构成对任何未授权此

类邀约或招揽的司法管辖区内

的任何人的邀约或招揽。拥有

本文件的人员必须告知自己遵

守此等限制。  

 

本文件为保密的。未经 PRETB 

Pte Ltd 的明确书面同意，不得

复制，分发或传播本文件，

PRETB Pte Ltd 保留所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