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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生猪供应能力不减，标猪供应持续增加。养殖户为降低养殖成本，

淘汰低效能繁母猪，力求减供增效。但是淘汰了低效母猪并没有淘汰高

效母猪，总体生产效率并未显著降低。仔猪供应持续增加。

生猪现货市场销售压力仍然存在。标猪压栏意愿减弱，供应充足。

需求淡季大背景下，猪肉消费不足。消费低迷将成为限制猪价反

弹主要因素。开学季，中秋，十一国庆三个消费时间段即将来临。养殖

场寄望于消费提升。

意外灾害减少消费者外出消费，使得猪肉需求下滑。

发改委再次强调猪价下跌过快，可能启动托市计划。

结论及操作建议：生猪供应充足，猪肉消费低迷，猪价有下行风

险。操作上建议区间逢高做空远月。

风险因素：发改委托市收储；新冠疫情复发，各省封城限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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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略概述

生猪供应持续增加。但是消费仍然是限制猪价上涨的重要因素。能繁母猪（含后备）

数量减少，经产母猪数量减少，淘汰加速。据了解，淘汰的是生产效率低下的母猪，生产

高效的母猪并未受影响。8 月实际仔猪出生和生猪存栏数量监测好于模型预期。窝产仔猪

数量整体上涨，体现母猪减量增效目标逐步实现。母猪配种率维持在低位，因为猪价低迷。

市场认为 2021 年第四季度的生猪供应持续增加。猪粮比走低，养殖企业不再压栏，这增加

了标猪的供应，减少了后期抛售牛猪的压力。今年 2月份疫情可能造成今年 9月份商品猪

供应减少，但是消费下滑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端午节消费没有明显提升，市场寄望于中秋

节，十一和开学季消费提振。如果不及预期将造成市场更加绝望心态。下游反馈鲜品走货

率随价格上涨而迅速走低，下游企业企冻品库存居高不下，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市场

“缺猪不缺肉”，类似 2019 年 4 月的行情。发改委鉴于最近迅速下滑的走势，重申要启动

生猪托市的政策，猪价暂时稳定。但是近月猪价稳定，远月猪价仍然有较大的下行空间。

03/05 生猪期货价格可能低于今年 7、8月份价格。

策略建议：操作上建议逢高做空远月。生猪 LH2111 合约价格预测在 13,500 至 14,500

之间离场。空单 05 合约目标价格在 11,500-13,000 之间。风险方面需要密切新冠疫情封城

带来的消费崩盘以及发改委托市对于价格造成的波动。

2.策略逻辑

2.1.收储短暂支撑猪价，但是无法改变向下趋势

商品猪出栏价格反弹后开启下一轮跌势。生猪现货出栏价格自 7 月份上旬反弹受阻后

开起流畅下跌。四川地区迫于出栏和猪瘟疫情，降价增加出栏量，屠宰数据好转，但是价

格一路低迷。外购仔猪利润持续为负，自繁自养利润从 0 转负。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在于：即便牛猪抛售压力大大减小，标猪和淘汰母猪两个因素共同压制猪价，供应端压力

不减。7月 7日、7 月 14 日，7月 21 日三批中央储备收储后，政策市红利消耗殆尽。缺少

消费的支持，猪价则一路持续下滑。生猪消费依旧低迷。现货销售压力不减。周末企业尝

试提价失败。南方现货稳定，北方现货继续跌价。黑龙江生猪跌破 13 元/公斤价位。据悉，

养殖企业 8 月出栏计划确定未能完成，部分出栏任务推迟到 9 月。目前养殖企业寄希望于

开学季，中秋节和十一国庆来带动消费。9 月的每一次提价尝试都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

时，玉米价格继续承压，新粮上市，东北玉米跌幅扩大，将使得来年的猪粮比中粮食的价

格下跌。因此即便猪粮比不变，当粮食价格下滑，猪价的下限同样将下滑，突破市场的底

线。有鉴于此，03/05 生猪期货价格可能低于今年 7 月份价格。

http://www.qihuo168.com.cn


HTTP://WWW.QIHUO168.COM.CN 4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table_page]东海策略

图 1 全国生猪价格和猪粮比 图 2 养殖利润

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牛猪出栏达到高位后开始下降。从图 3-6 可以看出，各地出栏生猪中 150kg 体重以上

大猪占比到达高位后继续下降，广西，河南，四川均出现类似情况。目前屠宰均重维持在

120-130kg 标准体重。大猪基本上已经不是市场重点。平均出栏体重稳定，没有疫情影响

造成的大面积抛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前低猪价，高粮价的背景下，养大猪不再是

理性经济的行为。

图 3 广西生猪出栏体重占比 图 4 四川生猪出栏体重占比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图 5 辽宁生猪出栏体重占比 图 6 河南生猪出栏体重占比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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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22年第二季度后生猪供应可能减少，近月生猪供应压力依旧

能繁母猪(含后备)数量继续下降。据样本观测点数据调研，能繁母猪（含后备）增幅

连续两个月下滑，养殖户大量淘汰低效母猪的影响开始显现，通过调整母猪的数量来减少

生猪的出生数量。大量的后备母猪开始进入配种序列，使得生产效率提高（该情况可以从

图 11 看出）。如果该行为持续，对于远期，也就是 2022 年第二季开始，当前淘汰母猪的

影响会逐步显现，即新生仔猪数量减少。

近月仔猪实际监测生产数量高于模型预期。母猪配种率降低，母猪数量减少。模型预

估仔猪数量应当减少。但是实际观测到的仔猪出生数量，以及与市场沟通结果显示，仔猪

出生数量高于模型预期，说明生猪供应还是在一个上涨的过程中。即便母猪大量淘汰，这

种趋势还是没有改变。

就近月而言，生猪供应压力依旧较大。在和养殖场的负责人沟通后，他们多表示，今

年年 9/10/11 每个月的出栏都将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都是增加。处于业绩考核的压力，季

度、年度出栏均需要完成上市公司的考核指标。即便个别月份出栏计划可以延后，但是总

量不可以降低。因此庞大的出栏计划终将成为压垮猪价的稻草，成为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图 7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含后备） 图 8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变化（仅经产母猪）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青松牧业；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图 9 全国仔猪季节性平均价格 图 10 母猪配种率抽样调查

资料来源：青松牧业；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青松牧业；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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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窝产仔猪数量

各区域母猪窝产仔猪数量

资料来源：青松农牧；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8 月生猪预估模型中维持了 7月份的仔猪和生猪存栏数量，（参考图 12，图 13），对

于今年第一季度的疫情造成了仔猪出生数量和母猪存栏数量的评估需要修正。模型预测结

果和与养殖企业沟通结果不一，需要注意模型数据源，样本不同带来的偏差。

图 12 仔猪出生头数和预估 图 13 生猪存栏数量

资料来源：青松牧业；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青松牧业；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3.消费持续低迷

猪价上涨，屠宰量明显下滑。8 月份，现货市场反馈销售压力巨大。养殖企业提价的

尝试遭遇较大的阻力。消费低迷限制了猪价的进一步上涨。在和屠宰企业沟通的过程中，

企业反馈，当前的利润主要集中在终端，而屠宰和养殖均面临不同程度的亏损。9 月份开

学季来临，又有中秋节，国庆节加持，养殖端满怀信心，认为好转的需求将立刻来临。因

此有意愿将 8 月部分生猪出栏转移至 9 月份。但是每一次提价的失败都带来了更加绝望的

心态。虽然屠宰量上涨，但是却依然没有缓解供应端带来的压力。消费能否好转，关乎每

个养猪人的心情。

http://www.qihuo168.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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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辽宁、山东日度屠宰数量 图 15 四川、广东日度屠宰数量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图 16 河南、河北日度屠宰数量 图 17 冻肉总供给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图 18 食品企业冻品库存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冻品企业冻肉去库存艰难。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反而矛盾愈加凸显。从上面数

据可以看出，东北地区食品企业补库存积极，库存迅速上升。在猪价下跌的环境下，

食品企业更加愿意多采购便宜生猪，做分割品冷冻并且减少进口猪肉的采购。从 5 月

份开始，进口猪肉价格持续倒挂，给冻品贸易商带来了巨大的亏损。企业库存过多，

http://www.qihuo168.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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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时间消化。因此猪价上涨后，冻品出库会加速，抑制活猪的需求，因此猪价的上

涨将持续受到压制，上行空间受阻。

2.4.难以预见的因素也在拖累消费

各种发生的灾难也在抑制需求的恢复。这其中包括水灾，比如郑州，鹤壁，呼玛

河，南宁等地的水灾，和新冠疫情的暴发，比如在郑州，南京，扬州，瑞丽，大连，

株洲，张家界等卫健委已经公开报道的地区。所幸的是这些高风险地区已经逐步转为

低风险地区，城市封禁也逐步放开。但是因为封禁导致的商户破产仍然在持续产生后

续影响。倒闭的店面将限制消费的恢复。而考虑到新冠肺炎在冬季可能更加活跃，是

否会有下一轮的封禁也是养殖户需要考虑的问题。

3.结论及操作建议

结论：八月份牛猪抛售压力减轻，但是标猪供应依然较多。当前，能够支撑猪价

上涨的主要因素并非供应，而是需求。但是源源不断的供应以及低迷的需求造成了供

大于需的局面，猪价有压力持续下滑。即便有发改委托市护价，能够短期让价格止跌，

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猪价颓势。同时，各种灾害也有可能限制需求的恢复，因此需要

特别关注

操作建议：操作上建议逢高做空远月。生猪 LH2111 合约价格预测在 13,500 至

14,500 之间离场。空单 05 合约目标价格在 11,500-13,000 之间。

风险因素：发改委托市、因新冠肺炎导致的区域封城降低消费。

风险因素：中美贸易关系，产区天气，国内外新冠疫情，油厂大面积停产限产。

http://www.qihuo168.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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