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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周市场大事件 本周市场大事件 本周市场大事件 本周市场大事件 & AGRITEL近期活动安排 <近期活动安排 <近期活动安排 <近期活动安排 < 

►  12月02日美国作物调查报告 

►  12月05日欧盟和美国农产品出口数据 

►  12月10日美国农业部月报 

►  12月Agritel 期货期权策略应用及市场走势解读讲座 (巴黎，瑞典，上海) 

> 聚焦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聚焦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聚焦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聚焦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 

美国将在感恩节过后的一周发布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数据，值得市场参与者关注。实际上，这些经济数据有可能会对美联储

货币政策的调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十一月新增就业岗位数据（分析机构预测美国十一月份新增18万5000个就业岗位）。美国良好的

就业形势将会反应出经济的复苏，从而促使美联储逐渐缩减购买资产规模。 

欧洲通胀率同样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参数。欧洲十月份的通胀率曾引发欧洲陷入紧缩的担忧。为了给经济复苏增添活

力，欧洲央行早先将再融资利率从0.5%下调至0.25%这样一个历史低值。我们预期欧洲通胀率在十一月份会轻微反弹，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欧洲央行短期内进一步下调利率的概率。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圣诞节折扣季在本周开始。如果销售数据良好，金融市场将会获得一定的上行动力。� 

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 与经济参数本身相比，市场越来越看重美

联储对于经济参数如何解读。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的威

胁牵动着整个市场的神经。全球主要股市在短期内应当会表

现出一定上行势头，欧元兑美元汇率预计会企稳。� 

> 宏观经济形势指数宏观经济形势指数宏观经济形势指数宏观经济形势指数 

看跌看跌看跌看跌 看涨看涨看涨看涨 

> 股市及汇率变化股市及汇率变化股市及汇率变化股市及汇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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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人民币 美元/人民币

法国法国法国法国CAC40 4286 -0,4% -0,1%

道琼斯道琼斯道琼斯道琼斯 16009 -0,4% +2,4%

日经日经日经日经

15663 +1,0% +10,3%

上证综指上证综指上证综指上证综指

2207 +1,0% +2,7%

欧元欧元欧元欧元

8,248 +0,2% +0,1%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6,09 +0,0% -0,1%

乌克兰元乌克兰元乌克兰元乌克兰元

0,741 -1,1% -0,6%

马来西亚令吉特马来西亚令吉特马来西亚令吉特马来西亚令吉特
1,899 +0,3% -1,1%

> 汇率汇率汇率汇率  (外币外币外币外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

12/02/13
指数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 股市股市股市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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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采购大豆兴趣浓厚中国采购大豆兴趣浓厚中国采购大豆兴趣浓厚中国采购大豆兴趣浓厚 

美豆在过去一周明显上涨，强劲的出口数据提供了重要支撑。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单周出口了140.5万吨大豆，优

于此前市场预期。中国对美豆采购积极，单周采购了99.2万吨美豆。Agritel分析师预计中国在未来几周的采购活动将保持

活跃。分析机构Oilworld预测中国2013/14年度将进口7000万吨大豆，与上一年度相比净增长1000万吨。在当前阶段，

我们认为中国本年度大豆进口增幅要低于Oilworld的预测数值。美国2013/14年度大豆期末库存应当会维持在低位（在1

亿4000万到1亿5000万蒲式耳区间内）。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在十一月份预计会增长4%左右，不过当月出口数据应该很

难维持十月份的水平。在Jakarta油籽大会期间，Dorab Mistry修正了他十一月中旬对棕榈油价格的预期。他预计棕榈油

价格在2014年第一季度有望升至3000令吉特/吨，高于他此前在广州油籽大会上对棕榈油价格的作出预测（2600-2800

令吉特/吨）。在未来几周，不同国家生物柴油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这值得市场参与者关注。生物柴油添加比例的增高应

当会拉高全球棕榈油消费量（增长幅度有可能会达到250万吨）。 

Agritel分析师预计2013/14年度欧洲油菜产量增至2100万吨左右，这将一定程度上减少欧洲的进口需求。欧洲2013/14

年度油菜籽的进口量将会下降约5%至320万吨左右。在黑海地区，油籽的收获已接近尾声。国际买家对于乌克兰葵花籽油

的需求旺盛：中国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周内大约从乌克兰进口了约两万吨葵花籽油。在欧洲，冬季已经来来临，企稳平稳下

降，目前对油菜籽造成损伤的风险不大。在乌克兰，夜间温度开始低于零度，今后气温的变化需要密切关注。� 

> 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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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

-0,1% +4,4%

巴西港离岸价

(Paranagua)
510,40

美元
/
吨

+0,7% -9,3%

阿根廷港离岸价

548,00
美元

/
吨

+3,2% +3,8%

美湾离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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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

+0,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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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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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7,8%

阿根廷港离岸价
532,48

美元
/
吨

+0,0% +4,0%

> 
豆粕豆粕豆粕豆粕

12/02/13
报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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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elle)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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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

+0,2% +1,8%

乌克兰离岸价
 (Odessa) 500

美元
/
吨

+0,0% +1,0%

加拿大离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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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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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3%

澳大利亚离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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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

+1,1% -3,9%

> 葵花籽葵花籽葵花籽葵花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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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3
报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 
油菜籽油菜籽油菜籽油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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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棕榈油和芝加哥大豆价差走势马来西亚棕榈油和芝加哥大豆价差走势马来西亚棕榈油和芝加哥大豆价差走势马来西亚棕榈油和芝加哥大豆价差走势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吨吨吨吨) 

马来西亚棕榈油和美豆价差在十

一月份呈现出震荡走势。该价差

自月初375美元/吨位置开始下

滑，下跌将近50美元/吨后开始

震荡反弹。当前价差在340美元/

吨位置附近，在短期内有很大的

可能性越过350美元/吨这一位

置。印尼、马来西亚和巴西有可

能会增加棕榈油在生物柴油领域

的使用，棕榈油在当前价位仍然

保留着不错的上涨空间。� 

> 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价格指数 

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 美豆的出口在未来几周应当可以保持很好的活力，这将持续支撑油籽市场。在2013/14年度，美国大

豆市场将依然处于偏紧状态。不过在当前价位，市场参与者应当要警惕潜在的获利回吐操作带来的压力。� 

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 根据Agritel油籽市场价格指数显示，油籽价格短期内应当可以继续保持上涨势头。� 

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

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

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

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

季节因素季节因素季节因素季节因素

期权因素期权因素期权因素期权因素

本周 上周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看跌看跌看跌看跌 看涨看涨看涨看涨

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

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

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

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

季节因素季节因素季节因素季节因素

期权因素期权因素期权因素期权因素

本周 上周

豆油豆油豆油豆油

看跌看跌看跌看跌 看涨看涨看涨看涨

马来西亚棕榈油 811 美元/吨 -0,4% -0,9%

美湾豆油 921 美元/吨 -1,0% -2,6%

阿根廷豆油 942 美元/吨 +0,0% -0,5%

巴西豆油
903

美元
/
吨

+0,0% +0,0%

鹿特丹菜籽油
1030

美元
/
吨

+0,9% +0,9%

鹿特丹葵花籽油 991 美元/吨 +0,4% -0,9%

阿根廷葵花籽油 940 美元/吨 +0,0% +0,0%

乌克兰葵花籽油
 

(Odessa)
915 美元/吨 +0,0% -1,6%

12/02/13
报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 植物油植物油植物油植物油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9/11/2012 19/02/2013 19/05/2013 19/08/2013 19/11/2013

美元/吨

美湾豆油 马来西亚棕榈油 西欧菜籽油 阿根廷豆油

巴西豆油 西欧葵花籽油 阿根廷葵花籽油 乌克兰葵花籽油



 

 

> 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保持坚挺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保持坚挺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保持坚挺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保持坚挺 

欧洲小麦价格在过去一周升穿关键阻力位置，在本周有望获得更多的上行动能。在当前阶段，欧洲和美国是仅剩的两个仍

然具有重要小麦出口潜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当前小麦出口报价处于接近水平。阿根廷政府近期将本国小麦产量下调至

850万吨。Agritel分析师认为，阿根廷政府此次下调产量数值更多的是为了减少本国小麦出口，以便更好地确保本国供

应。Agritel分析师认为阿根廷小麦的真实产量应当在950万吨左右。截止到上周，欧盟已累计颁发了1120万吨的小麦出口

配额，明显高于上一年度同期数值（730万吨）。德国和罗马尼亚本年度小麦出口表现优异，压缩了法国小麦出口空间：

法国小麦目前只占欧盟累计出口的27%。在玉米市场，多个主产国2013/14年度玉米产量增长明显。在美国，玉米产量有

望达到3亿5600万吨。市场参与者仍然对玉米价格持悲观情绪，不过当前的大豆玉米比价将使得农户更倾向于种植大豆。 

在乌克兰，玉米出口继续保持良好的活力。在截止到十二月1日当周，乌克兰总共出口将近90万吨玉米，与前一周出口量

相比小幅下降7万吨。在当前阶段，埃及、日本和韩国为乌克兰玉米的主要买家。乌克兰今年出口到亚洲的玉米量激增：本

年度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达到230万吨，是上一年度同期数值的10倍。自2013/14年度开始以来，乌克兰已经出口了大约

350万吨玉米，即乌克兰本年度20%的玉米出口目标。在当前阶段，乌克兰小麦可出口量下降明显，单周仅出口约12万吨

小麦。在俄罗斯，制粉小麦与饲料用途小麦价差逐渐扩大，目前价差已经超过了30美元/吨。总体来看，乌克兰和俄罗斯到

十月底的累计谷物出口量均在1300万吨左右。在乌克兰，超过90%的作物目前处于优良状态。� 

> 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  

法国离岸价 

(Rouen)
287

美元
/
吨

+0,6% +3,5%

美湾离岸价
283

美元
/
吨

-0,4% -1,6%

乌克兰离岸价 

(Odessa)
281

美元
/
吨

+0,0% -0,4%

阿根廷离岸价
340

美元
/
吨

+0,0% +12,4%

加拿大离岸价
200

美元
/
吨

-1,1% -8,2%

澳大利亚离岸价
270

美元
/
吨

+2,0% +1,3%

12/02/13
报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 小麦小麦小麦小麦

美湾离岸价
215

美元
/
吨

+0,9% -4,2%

阿根廷离岸价
201

美元
/
吨

-0,5% -0,2%

乌克兰离岸价

(Odessa)
200

美元
/
吨

+0,0% -2,4%

法国离岸价

(Bordeaux)
247

美元
/
吨

+2,1% +7,0%

12/02/13
报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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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小麦欧洲小麦欧洲小麦欧洲小麦和玉米价差走势和玉米价差走势和玉米价差走势和玉米价差走势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吨吨吨吨) 

欧洲玉米价格维持震荡走势；小麦

价格则在过去一周突破208欧元/

吨这一关键阻力位置，本周有望获

得更多上行动能。小麦和玉米价差

在上周进入35-40美元/吨区间，

短期内可能继续上探至45美元/吨

位置。价差在触及这一位置后将会

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在十一月上

旬，价差曾在触及这一位置后，迅

速回落至32美元/吨位置附近。� 

> 价格走势指数价格走势指数价格走势指数价格走势指数 

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 谷物市场在2013年底有可能会引来一波上涨行情。除了基金仍持有大量的空头风险敞口需要平仓，国

际买家对小麦积极的采购同样会给谷物市场提供支持。玉米市场的充足供应形势使得美国玉米价格仍然处于下行通道。� 

> 主要农产品出口国至中国海运费主要农产品出口国至中国海运费主要农产品出口国至中国海运费主要农产品出口国至中国海运费  

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 根据Agritel谷物市场价格指数显示，小麦价格在本周有望保持上涨势头。� 

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

即时资讯因素即时资讯因素即时资讯因素即时资讯因素

技术因素技术因素技术因素技术因素

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

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

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

本周 上周

看跌看跌看跌看跌 看涨看涨看涨看涨

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

即时资讯因素即时资讯因素即时资讯因素即时资讯因素

技术因素技术因素技术因素技术因素

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

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

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

本周 上周

看跌看跌看跌看跌 看涨看涨看涨看涨

美湾至中国
47

美元
/
吨

+9,0% +1,7%

巴西至中国
56

美元
/
吨

+9,0% +1,7%

阿根廷至中国
60

美元
/
吨

+8,8% +1,6%

乌克兰至中国
50

美元
/
吨

+1,3% +2,3%

马来西亚至中国
38

美元
/
吨

+0,0% +0,0%

12/02/13
报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 
海运费海运费海运费海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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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市场依然承压糖市场依然承压糖市场依然承压糖市场依然承压 

糖价格在过去一周继续走弱。当前能给价格提供有力支撑的因素稀缺，糖价格仍然呈现下滑的趋势。对于2013/14年度全

球期末库存升至历史高位的预期使得糖市场继续承受一定压力。在纽约市场，原糖2013年三月主力合约朝着17美分/磅这

一关键支撑位置继续下跌。该合约在过去的十一月份下挫将近六个百分点。 

在巴西中南部地区，十一月上半月频繁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甘蔗的收获和压榨。工厂在这段时间内仅仅压榨了约

3200万吨甘蔗，与十月份下半月压榨量相比下降了19%。受益于未来一周相对晴朗的天气状况，这一地区甘蔗的收获作

业应当会得以提速。由于在2013年压榨季，与用甘蔗来制糖相比，工厂明显地更加倾向于用甘蔗来生产乙醇，到目前为

止，该地区的糖产量仅仅比2012年同期增长1%，明显低于甘蔗产量的增幅（12%）。该地区目前只有27家工厂已经停

止了甘蔗的收割和压榨，大大低于去年同期停止作业的工厂数目（45家工厂）。 

在印度，工厂和农户之间就甘蔗的收购价格在过去的周末达成了部分一致，这有利于甘蔗收获作业在未来一段时间提速。

需要注意的是，本年度印度甘蔗压榨已经比正常年份晚了好几周，进一步的拖延有可能会影响印度最终的糖产量。截止到

十一月底，印度仅仅有208家工厂处于运作状态，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数据（400家工厂）。� 

> 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现货价格变化  

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市场走势点评: 糖市场在短期内应当会继续处于震荡走弱的阶段。市场需要更多地关注印度甘蔗收获的进展。如果压

榨遭受进一步拖延，印度本年度的糖产量有可能会被下调，这将给糖价格提供一定反弹动力。� 

巴西离岸价

(Santos)
459 美元/吨 -0,1% -6,1%

泰国离岸价 461 美元/吨 -0,6% -4,2%

> 原糖原糖原糖原糖

巴西离岸价 

(Santos)
368 美元/吨 +0,2% -5,2%

泰国离岸价 398 美元/吨 -1,0% -8,0%

12/02/13
报价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基本面因素

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基金仓位因素

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价位因素

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波动率因素

季节因素季节因素季节因素季节因素

期权因素期权因素期权因素期权因素

本周 上周

原糖原糖原糖原糖

看跌看跌看跌看跌 看涨看涨看涨看涨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19/11/2012 19/02/2013 19/05/2013 19/08/2013 19/11/2013

美元/吨 白糖巴西港 原糖巴西港 白糖泰国港 原糖泰国港

> 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价格指数点评: 根据Agritel糖市场价格指数显示，糖价格继续表现出一定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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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行业研讨会安排近期行业研讨会安排近期行业研讨会安排近期行业研讨会安排   

尽管美国软红冬麦期货价格在

过去的十一月份大幅下挫，小

麦港口溢价却始终保持在高

位。当前美国软红冬麦港口溢

价报价为1.15美元/蒲式耳，是

2010年秋天以来最高水平。在

2010年，俄罗斯在国际出口舞

台的缺席使得美国小麦的出口

激 增 （ 埃 及 采 购 了 大 量 美

麦），美国小麦港口溢价也创

下了历史高位。当前来看，美

麦在国际小麦出口市场上保持

着很好的出口竞争力。� 

> 美国软红冬麦港口溢价走势美国软红冬麦港口溢价走势美国软红冬麦港口溢价走势美国软红冬麦港口溢价走势（（（（美分美分美分美分////蒲式耳蒲式耳蒲式耳蒲式耳))))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大宗农产品市场，掌握专业的知识和

技能迫在眉睫。Agritel 依托自身在大宗农产品市场和金

融市场十多年来的专业技能和从业经验，成功举办了众多

行业讲座/研讨会，帮助农业和农用食品行业的客户群体

掌握大宗农产品市场动态，运用期货市场（期货合约、期

权合约等）有效控制价格波动风险。讲座/研讨会的设置

紧密结合客户实际情况，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切实需求。

与此同时，Agritel 频繁受邀参加国际知名的大宗农产品

市场峰会（比如在芝加哥和日内瓦举行的全球谷物大会、

在乌克兰基辅举行的黑海谷物大会等等），作为演讲嘉宾

分享我们对大宗农产品市场走势的研究和有效控制价格波

动风险的心得，为行业内客户独到细致地解读大宗农产品

市场走势: 

� 研讨会主题兼收并蓄，阐述欧洲农业现状和发展趋

势，解读黑海产区区对于全球大宗农产品贸易的重

要性 

� 深入分析欧元区和全球当前经济形势以及经济形势

对大宗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 全方位解读大宗农产品市场供求平衡形势 (大豆、

玉米、棕榈油、小麦 ……) 

� 专业预测新季度农产品产量 (大豆、玉米、棕榈

油、小麦 ……) 

� 专业技术分析大宗农产品价格走势 (大豆、玉米、

棕榈油、小麦 ……) 

� 聚焦市场热点: 重大天气题材，压榨利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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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富民路83号 

巨富大厦2楼，      

中国法国工商会，

200040                                                    

+(021) 6132 7194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contact@agritel.com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021) 6132 7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