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油期货交割标准基准 

交割品：符合《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用菜籽油标准》的四级菜油。 

替代品及升贴水：一级、二级、三级菜油可以替代交割，不升水。 

交割品出入库规定：菜油质量指标中色泽黄 35 红、酸值和过氧化值按表 1 执行，其他

质量指标按表 2 规定执行。 

 

 



 

 



 

 

 

 

 

 

 

 

 

 

 

 

 

 

 

 

 

 

 

 

 

 

 



第一部分 菜油现货基本知识 

一、菜油概况  

菜籽油俗称菜油（以下称菜油），是以油菜籽（以下简称菜籽）压榨所得的透明或半透明

状液体，色泽棕黄或棕褐色。菜籽含油率高，可达 35％-45％，其主要用途是榨油。菜油在

世界四大植物油中居第三位，是我国生产的最大的植物油，也是我国消费的第三大植物油。 

 

健康的植物油：菜油是最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食用油之一。双低菜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只

有 7%，在所有油脂品种中含量最低，饱和脂肪酸含量高易使胆固醇升高，患心脏病的危险

增大。双低菜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 61%左右，仅次于橄榄油，而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

低低密度脂肪蛋白胆固醇、减少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研究证明，食用双低菜油人群的胆固醇

含量较常规饮食人群低 15%-20%。加拿大每年消费菜油达 100 万吨，而消费动物油只 2.5

万吨。美国人以前主要食用大豆油，很少食用菜油，近年来，双低菜油在美国的消费量每年

以 10%-20%的速度增加。 

 

 

良好的生物柴油原料：菜油凝固点在-8℃～-10℃，远低于其他油脂，是良好的生物柴

油原料。近几年，菜油转化为生物柴油的比例逐年增加，其中，欧盟菜油消费的 60%以上

用于生物菜油。 

我国菜油主要是食用，占我国消费量的 90％以上。我国菜油的加工、贸易、储藏和消

费以四级油为主，四级菜油贸易量占菜油现货贸易量的 80％以上，国家储备和地方储备的

菜油也都是四级油。四级菜油既可以直接消费，也可以精炼成一级菜油（原国标色拉油）消

费。四级菜油的价格是现货市场菜油的基准价格。 



菜粕蛋白质含量高达 36%-38%，是良好的精饲料，广泛运用在淡水养殖业中。 

二、国内菜油供给与需求 

1．菜籽种植区域 

我国分为冬油菜（9 月底种植，5 月收获）和春油菜（4 月底种植，9 月底收获）两大产

区。冬油菜面积和产量均占 90%以上，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春油菜集中于东北内蒙古海

拉尔地区和西北青海、甘肃等地区。一般情况下，冬菜籽收割时间是 5 月前后，春油菜籽是

9 月底。 

 

 

 

 

2、菜籽种植面积和产量 

2000-2005 年，我国菜籽种植面积保持在 700 万公顷左右，产量在 1100-1300 万吨以上，



2004 年种植面积创最高记录 780 万公顷，产量达 1318 万吨。随后由于种植菜籽比较收益较

差，农民种植菜籽的积极性下降，2005、2006、2007 年连续三年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下降，

2007 年种植面积为 560 万公顷，为 1995 以来的最低点。2008 年由于菜籽种植比较收益提高，

种植面积开始恢复性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我国菜籽产量最大的省是湖北，其次是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苏、贵州、江西、

内蒙、重庆、新疆、甘肃、青海、陕西、云南、浙江等。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菜籽含油率比大豆、棉籽的要高，我国生产的菜籽含油率一般要达到 35%以上左右，

出粕率在 58%-60%之间，而大豆、棉籽的出油率分别仅有 16-18%、15%。 

菜籽在我国油料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油菜籽含油率高且基本全部用于榨

油，我国菜籽加工生产的菜油占国产油料加工获得的总油量的比重在 42%以上，可见我国

菜籽占据了国产油料生产油的半壁江山，因此，要想提高我国自身油料供给能力，解决油脂

安全，菜籽将成为最需要大力发展的品种。 

3、菜油的产量及加工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菜油生产国，同时菜油也是我国国产油料里榨油产量最大的油种,

占国产油脂的 42%。近年来菜油产量波动很大，主要是国内菜籽播种面积和产量变化很大。

1993 年至 2000 年度为上升阶段，我国菜油总产量从 1993 年的 218 万吨上升至 2000 年度的

477 万吨。2000 年后出现连续两个年度的下降， 2002 年度降到 357 万吨；2003 年度菜油产

量开始恢复增长，到 2005 年度恢复至 458 万吨；2006 年后菜油产量持续减少，2007 降到

378 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08 年为预测数字 

长江流域既是冬油菜的主产区，也是菜油的加工区和主要消费区域，长江上中下游沿岸

各省加工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90%以上，其中长江中下游加工产业最为集中。 

我国菜籽加工行业特点 

一是菜籽供应时间短，收购、加工、销售时间比较集中。由于我国菜籽是季节性的生产，

菜油加工企业一般在 6-9 月份集中加工菜籽，多数小型工厂只生产 2-3 个月，只有大型菜油

加工企业可以保持全年生产。 

二是国内菜籽加工业布局分散，加工厂规模小、数量多。据统计，我国工商注册的菜籽

加工企业有 2500 家左右，这还不包括各菜籽主产区星罗棋布的小型菜籽作坊企业。我国小

型菜籽加工企业规模多在 100 吨/日以下，加工能力超过 100 吨/日的数量极其有限。 

三是菜油加工企业利润微薄，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低。一般菜籽收购加工半径在 150 公里

左右，超过这个距离很难保障压榨利润。 

四是菜油加工企业加工能力过剩。据估计我国菜油加工能力是产量的 2 倍，加工能力过

剩导致原料不足，企业在菜籽上市季节竞相抢购。没有原料无法生产，有了原料担心价格风

险，因此，我国菜油行业保值需求异常强烈。 



 

 

 

中国菜籽加工企业 2007 年油菜籽收购量前 100 强中，菜籽收购量分布最大的仍为湖北

省，其收购量占总量的比重为 34%，其次为江苏 23%，第三位为安徽 10%，之后为陕西、

四川等地。菜籽的收购量的分布可以间接反应出 2007 年不同省份菜籽加工企业的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油菜籽网 

 

4、菜籽及菜油的进出口 

我国菜籽产不足需，以进口为主，极少出口。1997 年之前，我国菜籽进口一直处于较

低的水平。随后，由于国内菜籽价格持续高于国际菜籽价格，再加上国内市场对菜油的需求

相对强劲，我国进口油菜籽的数量逐年上升，并于 2000 年达到 296.9 万吨的历史最高值。

之后，由于国际菜籽成本较高，国内菜油行情不足以支撑高成本的进口菜籽，菜籽进口开始

逐年减少，2003 年菜籽进口仅有 16.7 万吨，2005 年 29.6 万吨，随后逐年上升，2007 年我



国进口 83.3 万吨菜籽。 

 

 

数裾来源：中国油菜籽网 

我国菜油也主要以进口为主，少量出口。近年来由于国际菜油到岸价格高于国内菜油价

格，进口菜油相对缺乏竞争力，因此进口量不大，菜油进口逐渐转为菜籽原料进口。2007

年我国进口菜油 37 万吨。 

 

数裾来源：中国油菜籽网 

加拿大一直是我国菜籽、菜油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2003 年以来我国 90％以上菜籽、

菜油进口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曾一度也是我国油菜籽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家之一，但近年来

澳大利亚菜籽产量呈下降态势，基本上退出了菜籽出口市场。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植物油进口配额管理，加入 WTO 后实行关税配额，2007

年 1 月 1 日后取消关税配额，只征收 9％的单一进口关税。 

5、菜油的消费 

我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菜油消费国，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26%左右。2001 年以前，

菜油在我国植物油消费总量中居第一位，其后，随着大豆、豆油、棕榈油进口量的增加，菜

油国内消费量已退居第三位。2007 年我国菜油消费量约 410 万吨左右，占植物油消费总量

的 19%。 



 

注：中国菜籽油市场年度为当年 6 月至次年 5 月。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尽管菜油在中国植物油市场的消费量比重有所下降，但由于菜油是最有利于健康的食用

油之一，而且我国居民向来具有消费菜油的饮食习惯，因此，未来我国菜油的总消费量将继

续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6、我国菜油产业政策 

目前我国油料供应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油料生产有限的问题，

2007 年 10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了《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指出要着力培

育长江流域“双低”（低芥酸、低硫苷）油菜，恢复种植面积。同时从 2007 年起，在长江流

域“双低”油菜优势区（包括四川、贵州、重庆、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

江苏、浙江），实施油菜良种补贴，中央财政对农民种植油菜给予每亩 10 元补贴，鼓励农民

利用冬闲田扩大“双低”油菜种植面积。积极引导一批生产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油脂加工

企业，在主产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与农户签订产销订单，开发低芥酸菜油。积极支持“企

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支持国内油脂和油料生产、加工、贸易企业参与

期货市场交易。引导企业和农民利用期货交易进行套期保值。稳定企业和农民生产收益，促

进油料产业健康发展。 

 

三、世界菜油供给与需求 

菜油在世界植物油生产和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世界菜油产量和消费量均呈现



上升态势。在世界植物油贸易中，菜油贸易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资料来源：USDA   

 

1．世界菜油产量 

菜油产量仅次于棕榈油和豆油，在植物油中居第三位，比重基本保持在 13％-16％之间。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2006/07 年度菜油产量为 1769 万吨，占植物油总产量的 15%

左右。 

世界菜油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1994/95 年度，菜油产量仅有 1001 万吨，2006/2007 年

度菜油产量就增长至 1769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4.9％。 

 

 

 

欧盟、中国、印度、加拿大是世界菜油四大主产国（地区），2005/06 年菜油产量分别占

世界总产量的 36%、29%、13%、8%，四国（地区）产量之和占世界菜油总产量的 86%。

其他如日本、墨西哥、美国、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孟加拉国等六国产量之和占世界总产量



的 14%。 

 

 

数据来源：USDA 

 

2．世界菜油消费量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菜油总消费量达到 1000 万吨以上，并保持着逐年上

升的趋势。近年来，世界菜油用量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物燃料行业的需求增加。 

 

 

数据来源：USDA 

欧盟、中国、印度、美国及加拿大是世界菜油的主要消费国家，其消费量占全球消费量

的比重分别为 36%、28%、13%、5%、3%，五国合计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 86%

左右。美国菜油产量在世界中排第七位，其消费量却列居世界第四。 



 

数据来源：USDA 

近年来欧盟等地区运用菜油生产生物柴油工业的迅速发展，菜油的工业需求势头持续强

劲，使得世界菜油的总消费量增长速度快于食用消费的增长。2006/07 年度，欧盟将消耗菜

油 689.8 万吨，其中工业消费 443 万吨，工业消费占比 64.22%。而在 1999/00 年度，欧盟菜

油工业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还只有 15.71%。6 年来，欧盟菜油工业消费年均增速 35.17%，

从 1999/00 年度的 58.3 万吨增加至 2006/07 年度的 443 万吨，推动欧盟菜油总消费 371 万吨

增长至 689.8 万吨，年均增幅维持在 9.46%，如此高的消费增长远超过同期其他国家菜油消

费增长。 

 

 

数据来源：USDA   

 

3．世界菜籽、菜油进出口情况 

近年来菜籽、菜油进出口量波动较大。1994/95-2002/03 年度，世界菜籽、菜油的出口

量总体都呈现下降的态势，菜油从 1997/98 年度的 200 万吨下降到 91 万吨；随后，菜籽、

菜油出口量出现缓慢回升，2007/08 年度，世界菜籽出口量达到 770 万吨，菜油的出口量达

到 196 万吨。 



 

数据来源：USDA   

菜籽、菜油主要出口国是加拿大。近年来加拿大出口量占世界整个出口量的 70%。。欧

盟曾是第一大菜油出口地区，但受生物柴油需求增加的影响，近年欧盟菜油出口大幅减少，

对国际出口市场基本影响不大。 

 

 

数据来源：USDA   

日本、墨西哥、中国、美国、欧盟和巴基斯坦是世界菜籽主要进口国。美国、欧盟、中

国、墨西哥是菜油的主要进口国。美国菜籽产量较少，每年需进口量 50-70 万吨的菜籽和菜

油。欧盟受生物柴油需求强劲的影响，菜油进口大幅增加，并由净出口地区转变为净进口地

区。 



 

四、我国菜油价格走势回顾（1998 年 1 月－2008 年 5

月图见附录） 

第一阶段：菜油价格大幅下跌阶段（1999 年 1 月－2000 年 10 月） 
1999 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紧缩和菜油、豆油产量的提高，我国油脂市场价格呈现

大幅下跌态势。1999 年 1 月份四级菜油价格高达每吨 8037 元，随后一路下跌，2000 年 10

月跌至每吨 4517 元。相对年初价格下跌幅度达到 56.2％。 
第二阶段：菜油小幅下跌和低价波动阶段（2000 年 11 月－2002 年 7 月） 
2000 年 10 月－2002 年 7 月，我国菜油基本在低价位波动，波动区间在 4440－4700 元。

受新菜油上市的压力，2001 年 6 月，菜油跌至最低 4400 元左右。 
第三个阶段：菜油价格大幅上涨阶段（2002 年 8 月－2004 年 3 月） 
2002 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粮油市场回暖，加之我国菜油产量大幅下降（2001

年产量为 418 万吨，2002 年产量为 357.5 万吨），8 月份，新油上市不久价格便大幅上涨。

2002 年 7 月份，菜油价格仅为每吨 4780 元，到 2003 年 6 月份，价格达到每吨 6257 元，上

涨幅度为 30.9％。2003 年 7 月新菜油上市后，由于市场供给增加，8 月份菜油价格回调至每

吨 5916 元，随后又出现急剧大幅上涨行情。2004 年 3 月份，菜油价格最高达到每吨 7300

元。 
第四阶段：菜油价格再次下跌阶段（2004 年 4 月－2005 年 10 月）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紧缩和豆油产量、进口量增加，我国菜油价开始大幅回落。2004 年 4

月份，我国菜油价保持在每吨 7000 元以上，6 月底新菜油上市前，价格下跌至每吨 6150 元

左右。7 月份菜油上市后，价格继续下跌至每吨 5750 元。2005 年双节临近，菜油价格一度

反弹至每吨 6100 元，随后价格继续下跌，至 6 月份，菜油价格最低下跌至每吨 5150 元左右。

2005 年 7 月份，由于新年度菜籽产量下降，菜油价格回升至每吨 5250 元左右，8 月份以后，



随着菜油供给量的增加，菜油价格开始小幅度回落，截至 10 月中旬，价格跌至每吨 5100

元左右。 
第五阶段：菜油跌后趋稳阶段 （2005 年 11 月－2006 年 8 月） 
随着菜油逐渐进入消费旺季，四级菜油价格基本扭转下跌趋势，菜油价格在低价位保持

稳定。200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5 月份，四级菜油的平均价格基本稳定在每吨 5160 元附近。

受新年度菜籽减产和菜油出口的影响，2006 年 6 月份，国内菜油价格开始出现上涨态势，

菜油价格达到每吨 5450 元。 
第六阶段：菜油价格大涨阶段 （2006 年 9 月－2006 年 12 月） 
2006 年 9 月份，国内菜油市场终于在低谷中呈现反弹，爆发出一轮较为迅猛的上升行

情。自夏收菜籽登场上市以后，由于预期产量下降，菜籽收购价格上涨，在成本价格连续几

次攀升的推动下，部分主产区菜油价格终于冲至 8400 元/吨大关，从而突破了 2003 年以来

7500 元/吨的历史最高记录。 
9 月份，由于夏收菜籽货源难觅、收购价格持续攀升，加上“双节”临近国内小包装（精

炼）油脂厂备货积极，菜油需求转旺，都给后期菜油市场带来积极的利好因素。另外食品厂

陆续开工，纷纷加大了对菜油市场的采购量，菜油市场利多优势不断呈现递增。节日对油脂

需求的利好提振，给国内菜油市场价格继续上涨带来上升动力。 
2006 年菜籽产量下降，很多油厂收购量只有上年的一半甚至不到，部分油厂由于菜籽

收购数量偏低开机时间缩短，货源供应紧张，以及成本价格的不断提升，都是造成为 9 月份

以后国内菜油价格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国际市场，欧盟生物柴油需求菜油量增加，加剧了

世界菜籽和菜油价格上涨。12 月份，受到内、外盘期价相继下跌以及国内豆油价格冲高回

落的影响，部分主产区价格在冲至 8400 元/吨的关口受到阻力，开始呈现高位盘整的态势。

由于前期菜油价格上涨过快，来势汹涌，部分经销商都选择持币等待和观望，市场成交量并

没有伴随价格的突飞猛进而有所放大。由于外盘相关期货价格的下跌对国内市场形成打压，

多数地区豆油价格出现回调，使得 12 月份菜油价格也无力在续前期升势，在需求难以得到

提升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在高位上呈现盘整，部分地区并略有回落。 
第七阶段：菜油价格巨幅波动阶段（2007 年 1 月－2008 年 5 月） 
全球经济通涨、美元贬值，美国大豆减产，油脂第一大消费国中国菜籽连年减产，石油

价格上涨，生物能源需求增加等多种因素，推动全球植物油价格急剧飙升。 
2007 年初，新菜油上市前，受储备油抛售影响，菜油价格回落到 7400 元/吨。5 月份新

菜籽上市后，由于产量下降幅度较大，菜籽收购价一路上升，在成本的推动下，菜油现货价

格迅速上涨到 8400 元/吨以上。随后，菜油价格在 8500－9000 元/吨左右波动，10 月下旬菜

油进入消费旺季，价格开始大幅上扬。11 月初达到 10000 元/吨以上，12 月超过 11000 元/

吨。2008 年 1 月，由于中国南方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雪害，国内外预期中国油料作物将大

幅减产，全球油脂油料价格一路飙升，2008 年 3 月份，菜油价格达到 16000 元/吨。中国菜

籽产量大幅减少谎言破灭，美国次级债导致国际商品期货基金破产，美国大豆种植预期增加，

国内外油脂油料价格急剧大幅下跌。随后，阿根廷罢工，生物柴油等题材，使全球油脂价格

有所回升，3 月下旬以来，菜油价格回落到 11500－13000 元/吨波动。 
 

五、菜油期货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近几年来，影响我国菜油价格的因素日益增多。我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国内菜籽种植

面积和菜油产量波动较大；入世后，我国油脂和油料进出口量逐年增加，菜油价格受国际市

场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石油价格急剧上涨，菜油转化为生物柴油的比例逐年增加，生物柴

油需求对我国菜油价格影响日益增大。 



1、我国菜籽供应和价格 
菜油作为菜籽加工的下游产品，其价格受菜籽价格影响很大，而菜籽价格又受油菜种植

面积、产量、供求关系决定。 
（1）我国油菜种植面积 
油菜种植面积主要受农民种植油菜意愿影响。农民是否愿意种油菜主要看：(1)上年菜

籽收购价格及油菜种植收益；(2)小麦、棉花等其他争地农产品种植收益。近年来由于油菜

种植比较收益较低，又加上菜油种植劳力消耗大，农民种植油菜积极性有所下降。2007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加大了对油菜种植的扶持力度，首

次给予油菜种植 10 元/亩补贴。随着国家对我国油脂供给安全问题逐步重视，扶持力度加大，

对扩大油菜种植面积尤其是长江流域冬闲田的开发利用将起到积极作用。 
（2）天气状况和单产 
我国菜籽种植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影响菜籽最终产量的是单产，而单产受天气影响巨大。

菜籽在生长过程中，受冻害、干旱、低温、洪涝影响较大，尤其在生长后期和收割、脱粒、

整晒期，如果遇到遭遇灾害性天气，将会使菜籽品质降低，单产下降，出油率降低。如 2002

年我国菜籽产量有预期的丰收逆转为减产，主要原因就是在临近收获时长江流域长期（连续

20 多天）阴雨天气影响了最终收成。2008 年菜籽南方云南、贵州等地受到大雪和低温冻害

天气的影响，但在菜籽生长后期天气较为理想，部分弥补了前期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因此

需要特别关注菜籽生长及收获过程中的天气变化。 
（3）菜籽收购价格 
菜籽收购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菜油的生产成本和压榨效益。压榨效益是决定菜油供应量

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加工厂的压榨效益一直低迷，那么，一些厂家将会停产，从而减少菜

油的市场供应量。每年 6 到 10 月份菜籽收购价格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收购价格取决于农

民出售心态和油厂对后市油价走势的预期。如果市场预期减产，则会导致农民在收购初期进

行观望乃至惜售，收购价格上涨，产需矛盾加剧，在部分地区和一定阶段出现油厂抢购和囤

积。因此，密切关注菜籽的收购价格及进度是分析菜油价格的重要一环。 
2、菜油的供求关系 

（1）产量 
菜油当期产量是一个变量，它受制于菜籽供应量、菜籽压榨收益、生产成本等因素。一

般来讲，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菜油的产量与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菜油产量

增加，价格相对较低；菜油产量减少，价格相对较高。 
（2）消费量 
近年来随着豆油、棕榈油进口的不断扩大，对长江流域传统的菜油消费区域的消费习惯

起到一定的改变作用，不少传统的菜油消费区域也逐步接受了豆油消费。但尽管如此，菜油

传统消费市场依然存在，一旦菜油减产幅度较大，而进口菜籽也不能弥补国内的供应缺口，

则菜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也就较为突出。 
（3）季节性规律 
菜油年度内价格变化的一般规律是：5－6 月新菜籽逐渐上市，菜油价格开始回落；7－

8 月份菜油供应增多，价格最低；9 月底双节临近需求增大，价格开始回升；10 月份以后，

气温下降，棕榈油消费减少，菜油消费增加，价格进一步上升；12 月到次年 1 月份，菜油

进入需求旺季，价格攀高，并保持高价到新菜籽上市。近年来，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其他

植物油供求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菜油季节性价格变化规律更加复杂，甚至出现反季节性变化。 
（4）进出口量 
菜籽的进出口量主要取决于国内外菜籽、菜油的价格。近年来我国菜籽和菜油的进口量

一直不高，占国内消费量的比例不到 10%，主要原因是国际成本较高，无法进口。2005 年



以来国内很多厂商密切关注进口菜籽行情，一旦国内外价格合适，菜籽进口将会大幅提高。

从目前的趋势看，随着我国人均油料消费的不断增长，国内菜油供求缺口不断加大，我国菜

籽和菜油进口总量有望增加。 
（5）菜油库存 
菜油库存是构成供给量的重要部分，库存量的多少体现着供应量的紧张程度。在多数情

况下，库存短缺则价格上涨，库存充裕则价格下降。由于菜油具有不易长期保存的特点，一

旦菜油库存增加，菜油价格往往会走低。我国菜油库存除了商业库存外，还有国家储备。国

家储备主要在浙江、安徽和四川，每年都要轮换 50％，数量较大，因此投资者需要关注国

家储备轮换时间、进度和流向。 
（6）生物柴油的需求 
原油市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2006 年生物柴油产量的大幅提高，是全球植物油价格上

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也波及到我国菜油价格。在欧盟各国政府通过免税等优惠政策的扶

植，使得以低芥酸菜油为原料制取生物柴油已经实现规模化，并已经成为其能源安全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2006 年以来，欧盟地区生物柴油的菜油消耗量占总菜油消耗量 63.7％，而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3、相关及替代商品价格影响 
（1）菜油与菜粕的比价关系 
菜油是菜籽的下游产品，每吨菜籽可以压榨出大约 0.38 吨的菜油和 0.6 吨的菜粕。菜油

与菜粕的价格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菜粕主要用于淡水养殖业，其他品种的油粕很难替代菜粕

的使用。如果我国淡水养殖业效益较好，菜粕用量就会放大，菜粕价格就会回升，就会拉动

菜籽的收购价格，油厂开工率增加，菜油供应增加，价格会出现下跌；菜粕出现滞销的时候，

油厂会降低开工率，菜油产量就会减少，菜油价格往往会上涨。 
（2）菜油与其他油脂的价格 
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作为一个油脂板块，豆油、菜油、棕榈油之间互相影响、密切联动。

在国内，不同油脂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如果菜油价格过高，精炼油厂或者用油企业往往

会使用其他植物油替代，或者进行掺兑，从而导致菜油需求量降低，促使菜油价格回落。因

此，要把菜油放到整个油脂板块中去分析，密切关注三大油脂间的市场题材和价差变化。 
4、国际市场相关油脂的供求及价格 
世界油料生产形势特别是美国大豆生产进展状况、马来西亚棕榈油供应形势、加拿大菜

籽生产形势以及主要进口国进口需求状况是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受世界植物

油各品种供求不定和菜油自身供求因素的共同影响，近年菜油价格波动频率增加，价格风险

剧增。 
5、油厂综合成本的变化因素 
油厂综合成本如利息、税金、煤价、溶剂油、员工工资、修理用材料等要素的提高或降

低都会对菜油价格产生波动。 

 



 

 

 

 

第二部分  菜油期货交割规定及

流程 

一．仓单注册 

1、交割预报：卖方发货前必须向交割仓库提交《交割预报单》，待交割仓库批准回复后，

再向交割仓库缴纳 20 元/吨的交割预报定金（已经在库的菜油申请注册仓单不需缴纳交割预

报定金）。在预报批准后的四十天内，按实际到货量返还交割预报定金。 
2、入库检验：入库菜油必须出具加盖生产厂家公章的《产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和

《食品卫生许可证》（复印件）以及随货同行的产品化验单。货到后由仓库进行检验，质量

检验和菜油掺伪检验等由交割仓库负责。 
3、注册仓单：菜油入库检验完毕后，交割仓库向交易所申请注册标准仓单。交易所在

7 个工作日内予以注册。 
自交割月第 5 个交易日下午 3 时起，交易所不再受理交割仓库提出的用于当月交割的标

准仓单注册申请。该日下午 3 时以后的注册申请所形成的标准仓单可以参与当月标准仓单的

征购及后续月份交割。 
 

二．菜油期货交割(仓单交割) 

1、配对日：自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最后交易日的前一交易日，买卖双方同时申请

交割的配对（仅有一方提出不配对）。最后交易日闭市后，计算机按照数量取整，最小配对

原则对所有未平仓的合约配对（同一客户持仓自动平仓，不配对）。 
2、通知日：配对日后的下一日为通知日，买卖双方在通知日通过会员服务系统确认《交

割通知单》。 
3、交割日：配对日后的第三日为交割日，交易所收取买方会员全额货款，并于当日将

全额货款的 80%划转给卖方会员，同时将卖方会员的仓单交付买方会员。余款在买方会员

确认收到卖方会员转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结清。 
4、增值税专用发票：自交割日（不含该日）起七个交易日内，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增

值税专用发票。迟交一至十日（公历日）的，卖方会员应当每天支付货款金额 0.5‰的滞纳



金；超过十日（公历日）仍未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视为不交增值税专用发票，卖方会员应

当支付货款金额 13%的违约补偿金。 
5、交割结算价：期货合约配对日的结算价。 

 

三．期货转现货 

期货转现货是指持有同一交割月份合约的交易双方通过协商达成现货买卖协议，并按照

协议价格了结各自持有的期货持仓，同时进行数量相当的货款和实物的交换。 
1．期货合约自上市之日起到该合约最后交易日期间，均可进行期转现。 
2．期转现分为标准仓单期转现和非标准仓单期转现。用标准仓单进行期转现，可由交

易所进行货款划转。用标准仓单以外菜油进行期转现时，应当提供相关现货买卖协议。货物

交收和货款划转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确定，由此产生的纠纷自行解决，交易所对此不承担责

任。 
3．持有同一交割月份合约的买卖双方达成协议后，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 2 时 30 分之前

到交易所办理期转现审批手续。交易所批准后，对买卖双方持有的期货头寸按其约定的平仓

价格平仓。 
4．期转现申请批准后的下一交易日，交易所为平仓成功的期转现买卖双方办理仓单过

户。 

 

四．仓单注销和出库 



1.仓单注销申请与办理（结算部）。标准仓单注销应当通过会员向交易所结算部门提交

标准仓单注销申请及相应的《标准仓单持有凭证》。 

2.《提货通知单》办理（交割部）。结算部门根据会员申请及交割仓库的标准仓单情况

开具标准仓单注销相关单据，同时收回原《标准仓单持有凭证》；如有剩余，开具新的《标

准仓单持有凭证》。会员持结算部门开具的标准仓单注销相关单据到交易所交割部门开具《提

货通知单》。  

3.办理提货手续（交割仓库） 

客户应自交易所开出《提货通知单》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持《提货通知单》（原件）、提

货人身份证、提货人所在单位证明到交割仓库确认所提货物质量，对货物质量无异议后，办

理提货手续，确定运输方式、申明到站、去向、收货人，并预交各项费用。  

规定期限内客户未确认货物质量，或未办提货手续的，按现货提货单处理，交割仓库不

再保证全部菜籽油质量符合期货标准。 

4. 菜油出库：汽车、轮船、火车运输，原则上客户提供或申请运输工具；客户也可以

委托交割仓库申请运输工具；铁路相关费用客户承担； 

发货时间规定：委托交割仓库，交割仓库若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汽车、船舶十日；火车

二十日）发出货物的，免收仓储费；客户提供运输工具，运输工具到达交割仓库之日起，交

割仓库开始发货，并停止收取其后相应的仓储费。   

 

五．其他相关注意事项 

1．自然人客户不允许交割：不能交付或者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户不得交割。 

进入交割月前，不得交割的客户应当将交割月份的相应持仓予以平仓。自进入交割月第

一个交易日起，自然人客户不得开新仓，交易所有权对自然人客户的交割月份持仓予以强行

平仓。不得交割的持仓被配对的，交易所对其处以合约价值（按配对日交割结算价计算）10%

的违约金，违约金支付给对方，终止交割。 

2. 仓单通用：客户可根据《标准仓单持有凭证》中的标准仓单数量在一个或几个交割

仓库提取菜籽油。  

3. 标准仓单有效期：每年 5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前注册的标准仓单，客户应在该工作

日之前全部办理标准仓单注销手续。规定期限内未办理的，交易所可将其标准仓单注销，由

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持有标准仓单的客户承担。  

 

六．菜油期货交割费用 

1、菜油交割手续费为 1 元/吨。 

2、菜油仓储费（包括储存费、保管损耗）收取标准为 0.5 元/吨天。 

3、菜油的入库费用：浙江、江苏为 30 元/吨，其他地区为 25 元/吨。 

4、入库检验费用：无 

5、出库费用：无 

 

 

 

 

 



 

 

 

 

 

第三部分  菜油期货风险管理制

度 
 

 

 

注：表中期货公司会员的持仓限额为基数，交易所可根据净资产和经营情况调整其限仓数额。 

 

三．结算制度 

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是指每日交易结束后，交易所按当日结算价结算所有合约的盈亏、

交易保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相应增加或减少会员

的结算准备金。 

 

四．涨跌停板制度 

涨跌停板是指期货合约允许的日内价格最大波动幅度，超过该涨跌幅度的报价视为无

效，不能成交。 



菜油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 4%。  

某期货合约在某一交易日（该交易日称为 D1 交易日，以下几个交易日分别称为 D2、

D3、D4 交易日）出现单边市的，D1 交易日结算时该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标准在原交易保

证金标准基础上提高 50%；D2 交易日该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在原涨跌停板幅度基础上扩大

50%。 

D2 交易日该期货合约未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D3 交易日的交易保证金标准和涨跌停板

幅度恢复到调整前水平；D2 交易日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当日结算时和 D3 交易日维持提

高后交易保证金标准不变，D3 交易日涨跌停板幅度维持提高后的涨跌停板幅度不变。 

D3 交易日该期货合约未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D4 交易日交易保证金标准和涨跌停板幅

度恢复到调整前水平；D3 交易日该期货合约仍出现同方向单边市的（即连续三个交易日出

现同方向单边市），D4 交易日该期货合约暂停交易一天。 

特殊情况下交易所将根据市场情况采取风险控制措施。 

 

五．强行平仓制度 

当会员、客户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交易所有权进行强行平仓： 

1、结算准备金余额小于零并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补足的； 

2、持仓量超出其限仓规定的； 

3、进入交割月份的自然人持仓； 

4、因违规受到交易所强行平仓处罚的； 

5、根据交易所的紧急措施应予强行平仓的； 

6、其他应予强行平仓的。 

 

 

 

附录 2：进口菜籽与国产菜籽价差计算 

关税税率：9％，增值税率 13％，其他杂费：150  进口完税价格=（CIF 价格×汇率+



关税+增值税）+代理费+检验费+港杂费+包装费。例：CIF 价格 750 美元/吨，进口完税价格 

=750*7.1514*1.09*1.13+200＝6812 元（2008 年 2 月 19 日报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