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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年份美国中西部降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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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与2012年天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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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豆：干旱行情分类 

过去48中，重度干旱出现在1974、1976、1980、1983、1988、2003
六个年份，中度干旱出现在1984、1995、1999、2002、2008、2011
六个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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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
干旱 

中度
干旱 



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持续下降 

今年6月以来，美国中西部地区天气状况持续恶化，高温少雨的天气使得
大豆优良率连续下降，从6月初的60%下降至7月15日的34%，成为
1988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天气因素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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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豆单产推算 

 作物优良率是测评美国大豆单产的最主要指标，2012年当前的优良率指标处
于1988年和2003年之间，这两年的美国大豆单产是与趋势单产差距最大的年
度，中西部产区在夏季都经历了极为严重的干旱，只不过略有不同的是，
1988年是在6月份遭遇严重干旱，而2003年是在8月份遭遇严重的干旱。
1988年美国大豆的最终单产为27蒲式耳/英亩，与趋势单产差距达到5.9蒲式
耳/英亩；2003年美国大豆的最终单产为33.9蒲式耳/英亩，距离趋势单产达
到5.4蒲式耳/英亩。 

 由于本年度的优良率处于2003年和1988年之间，所以这两年的单产水平对于
评测今年美国大豆的单产极具有参考价值。今年USDA在5月份公布的趋势单
产为43.9蒲式耳/英亩，与1988年和2003年趋势单产的差距分别为11蒲式耳/
英亩和4.2蒲式耳/英亩。如果2012年美国大豆优良率在后期一直保持当前的
水平，那么根据1988年和2003年的大豆单产水平进行核算，2012年美国大
豆单产的最终值的最低水平应为38蒲式耳/英亩。7月份USDA公布的美国大
豆单产预估为40.5蒲式耳/英亩，距离估计值还差2.5蒲式耳/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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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豆：供需平衡表预测 

一般来说，七月底至八月期间是大豆生长最为关键的灌浆期，若降雨情
况大幅改善，单产值将有所恢复，若干旱加剧，单产值将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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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走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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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豆：单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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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考虑到今年六、七月份的降雨量分布与1988年时最为相似，但绝对数
值好于1988年，因此，若干旱加剧，降雨量得不到改善，那么今年或将成为
1988年以来最为干旱的一个年度，单产有可能下降到38蒲/英亩的十年最低
水平，对应的产量将达到2835MB（百万蒲）。在此情况下美豆价格的上涨
将打压部分出口和消费需求，总消费量将略有回落。期货价格将继续上行，
18.5美元/蒲的价格或指日可待。 

 

情况二：若降雨量在七月底至八月初恢复至正常水平，那么最乐观的估计，单产
也将降至40.5蒲/英亩，届时产量将下降至3050MB，期末库存将下降至
100MB附近。在此情况下，期货价格将测试16.6美元/蒲。 

 

情况三：若降雨量在七八月份略有恢复，前期大豆生长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难以
完全性回补，那么预计单产将下降至39蒲/英亩，产量将下降至2909MB。届
时美豆价格将测试17.5美元/蒲的高位。 



中国大豆：供需平衡表 

受美豆价格大幅上涨拖累，中国2012/13年度大豆进口量可能小幅降至
5800万吨，再结合国内大豆种植面积的减少，中国大豆的期末库存有可
能降至1065.8万吨，库存消费比为14.3%。 

这将致使国内大豆和其产品豆粕、豆油的价格维持相对高位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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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豆类市场：豆粕一枝独秀 

 在豆类商品中，近期的强势品种为豆粕，主要受到国内饲料需求以
及前期厂商在大豆采购方面踏空所致，现货市场短期内供需关系极
为紧张。 

 

 目前，豆粕1301合约已经涨至3952元/吨附近，距离2008年7月高
点相差477元/吨，但是结合人民币升值比例，2008年高点4227元/
吨（1301合约）所对应的当前高点价格应为3960元/吨。豆粕价格
正在测试3900-4200元的压力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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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豆粕市场：当前下游需求充沛 

据商务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生猪定点屠宰量达1827万头，环比
上涨0.7%，同比上涨4.2%；同时，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均大幅增加
，生猪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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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豆粕市场：下游需求季节性分析 

从季节性价格指数走势来看，1~5月份，猪肉价格走势呈现下滑态势，
于5月份触底，6、7月份跌势减缓，于8月份大幅拉升，随后价格进入高
位震荡区间。从今年猪肉价格走势来看，未脱离历史规律，依旧呈现
1~5月份下跌，6、7月份底部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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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豆粕市场：未来走势分析 

 目前猪粮比价已经达到5.5:1，猪料比价下跌至4.5:1，若豆粕价格继续上涨，
养猪利润将亏损，养殖户增加存栏的意愿减弱，现货市场需求将难以为继。 

 相反，如果为保护养殖户的正常利润，抬高猪肉价格，将势必引发CPI数据再
次快速抬升，这并非政府希望见到的。 

 因此，虽然美国豆粕价格已经高于2008年的高点，甚至在天气因素助推下可
能继续强势运行，但是国内豆粕价格在3960-4100元/吨将是较为重要的阻力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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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原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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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地点现货价格与同种商品期货合约价格间
差额 定义 

• 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 公式 

• 基差≠价差 差异 

• 该商品所对应的期货合约 基准 

实质 • 基差为测速器 
          ——测试现货价格相对期货价格的变化 



基差原理—报价方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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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价 远期 基差 

货权明确 
价格固定 
一次性付款 
占用资金多 
无信用风险 
操作流程简单 
无盯市作价 
抗价格风险弱 

 
 
 

货权明确 
价格固定 

15-20%定金 
占用资金少 
违约风险 

操作流程简单 
无盯市作价 
抗价格风险弱 

 

货权明确 
价格不固定 
无定金需求 
占用资金少 
无信用风险 
操作流程严谨 
需盯市作价 
抗价格风险强 

 
 
 



基差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运费：运输市场供求关系，天气因素 

资金：现货资金利息成本，商品金融属性 

仓储、转运：仓储及存储管理（码头、站台情况） 

质量：与期货交割标准的品质差异（含水量、残损状况） 

供求：商品产量，汇率因素，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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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套保原理 

套期保值阶段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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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保值收益曲线 
单一商品套期保值收益曲线 

组合套期保值收益曲线 

纵观套期保值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阶段，同品种、相近数量、方向相反，解决了系统性风险问题； 
第二阶段，品种相同（相关）、相近数量、方向相反，融入基差， 
部分解决价格波动风险； 
第三阶段，品种不尽相同、数量不等、方向相反，融入基差和价差（综合价差）， 
基本解决价格波动风险； 
随着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要求越来越细，水平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好， 
套期保值理论也不断创新升级，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与企业的需求。 



基差套保原理 

融入基差的套期保值理解 

中粮期货   忠良品格 19 

基本理念： 
    将基差视为采购或销售的现货价格，分析基差波动，计算所存在锁定成
本或利润的基差投资机会，套期保值行为伴随发生。 

采购或销售价格＝期货价格＋基差 

商品价格绝对值波动风险转化为基差波动风险 

国内企业现阶段可操作模式： 
     将期货价格+基差视为财务的采购或销售现货价格，基于风险核算， 
分析基差波动趋势，计算出套保比例，期现结合操作。 
 



基差套保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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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的流程         

套期保值需要价格运行趋势研究和基差波动分析！ 

套保模式选择：利润锁定 

套保的市场选择 

套保相关品种的选择 

套保合约月份的选择 

  套期保值比例的控制 

 

 

基差分析 

趋势分析+投机的艺术 



基差套保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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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地区玉米入厂价基差波动与大连玉米期货主力合约走势对比图 

造成期货价格与基差 反向走势的因素主要为： 
     期货价格受商品整体供需格局的影响，基差受地域性供需环境影响更为明显； 
另外，商品的金融属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基差套保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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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波动对套期保值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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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套保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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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波动对多头套期保值行为的影响 

后期 期货价格 现货价格 基差 实际售价 

情况一 2500 2300 -200 2400 

情况二 2300 2100 -200 2200 

情况三 2500 2500 0 2400 

情况四 2300 2300 0 2200 

假设条件：忻州玉米贸易
企业以2300元签订销售
合同，同时买入大连玉米
期货价格为2400多单，
基差为-100元。 



基差套保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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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波动对空头套期保值行为的影响 

假设条件：忻州玉米加工
企业以2300元签订采购
合同，同时卖出大连玉米
期货价格为2400的空单，
基差为-100元。 

后期 期货价格 现货价格 基差 实际采购价格 

情况一 2300 2300 0 2200 

情况二 2500 2500 0 2400 

情况三 2300 2100 -200 2200 

情况四 2500 2300 -200 2400 



局部
市场 

运行
结构 

整体
格局 

基差运行趋势分析—重点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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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运行趋势的判断 



基差运行趋势分析—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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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地区玉米基差7年走势的季节性 

2012年基差走势 

 
 
 
 
 
 
 
 

农民秋季售粮 

 
 

农民春季
售粮 

 
 
 
 
 
 
 
 

需求拉动 



基差运行趋势分析—波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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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地区玉米基差7年走势 

      石家庄地区玉米基差走势显示，其主体波动区间在（-300,100）， 
中心点在-100。 



基差运行趋势分析—波动周期 

中粮期货   忠良品格 28 

石家庄地区玉米基差7年走势 

        石家庄地区玉米基差强势运行的时间周期一般为5-7个月， 
基差低点多出现在2月份。 



基差运行趋势分析—整体格局 

商品供需

格局 

供给 

产量 进口 

需求 

消费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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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运行趋势分析—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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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豆库存消费 比率与美湾大豆基差年度均值对比 

衡量供需关系的重要指标——库存消费比率，与基差整体的运行重心呈现反比关系 



基差运行趋势分析—局部市场 

当地 

基差 
资金成本 

仓储费用 

运输 

局部供给 

局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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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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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豆CIF基差报价 

美国公司大豆到中国港口基差报价 

美湾大豆7月到岸基差=70（CIF）+10（转运）+133（海运费）=213SN 



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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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豆产区示意图 



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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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豆自产区至港口装船示意图 



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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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天 

45天 

25天 

中国大豆采购海运示意图 



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销售计划 

采购

计划 

确定

船期 

压榨

利润 

分析

行情 

比较

产地 

采购

时机 

各家

询盘 

确认

条款 

确定

价格 

跟踪

合同 

执行 调整船期

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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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采购大豆流程 



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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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运输  仓储  加工  销售 

历时3个月 

期间有庞大的管道库存，包括： 

工厂库存 在途库存 

国际市场 期货市场 国内市场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联动 



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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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湾基差季节性走势图 

8月份后基差走强，主要因素来自7-11期货合约换月所影响 



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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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湾基差与CBOT大豆期货价格走势对比 

2011年，有两个较为明显中国大豆采购机会： 
      一个为年初，当时美湾大豆CIF基差在50之下，CBOT大豆期货价格
1430美分/蒲附近。 
      另一个为9月中旬，当时美湾大豆CIF基差下探至10美分附近（维持了8
个交易日），大豆期货价格在1350时附近。 



基差套保案例—中国大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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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与小结 

       2011年1月19日，美湾大豆基差为47H美分/蒲，当日在1425美分/蒲对一船
大豆进行转单，中国采购商持有大豆空单404张（55000吨）。 
       CBOT大豆三月合约进入交割月前，期货价格最低至1298美分/蒲，假设在
1325附近进行点价，平期货空单；同期美湾大豆基差为69美分，进行洗船，则每
蒲式耳大豆获利100+22美分。 
       本次操作一船大豆获利1.22×36.7433×55000＝246.5万美元。 

      2011年9月中旬，美湾大豆基差为10X美分/蒲，当日期货价格为1350美分/蒲
附近采购大豆，同时进行转单操作，后期在1180美分/蒲进行点价，中国大豆进口
商采购成本为1195美分/蒲，核算进口成本为3772元/吨（汇率按6.4计算，海运
分为51.96美元/吨）。 
      2011年CBOT大豆11合约到期前低点为1152美分/蒲，当日基差为45X美分/
蒲，假设在期货价格最近点进行采购、点价操作，中国大豆进口商采购价格为1202
美分/蒲，核算进口成本为3792元/吨（汇率按6.4计算，海运费为51.96美元/吨）。 
       由于价差波动较小，一旦出现大幅度下跌，对于中国采购商则是极好的采购时
机，其相较单一追踪价格低点，更易操作且成本可能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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