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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简述 

上周连鸡蛋价格再度走强，主力合约达到

了1.65%的升幅。此轮鸡蛋的上涨，期货和

现货价格起到了一个互相推波助澜的做用。

因今年中秋节提前，因此备货期提前带动了

这波鸡蛋的上涨，不过本周注意在现货利好

的前提下注意多头出逃的风险，不建议追多。  

 

本周重点关注 

1、主产区价格，主销区价格变化 

 

2、相关产品猪肉的价格拐点 

 

3、产销区天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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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盘面简述： 

 

图 1：鸡蛋现货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禽病网 

 

 

图 2：连鸡蛋 K 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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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情况： 

   主产区：河北周一到周三稳定为主，个别地区有上

涨趋势，均价维持在 4.6 元/斤左右，周四开始上涨地区增

多，且上调步伐较大，均价随之上涨至 4.7 元/斤，周五与

周六上涨地区不减，唯有邯郸部分地区走货变慢，且有小幅

度下调，均价为 4.78 元/斤左右；河南本周稳占多数，周一

到周六上涨地区逐步递增，上涨明显阶段为周二与周五两

天，均价由周一的 4.69 元/斤涨至 4.85 元/斤，走货速度

较好；山东与河北相似，周一到周三几乎稳如泰山，均价保

持在 4.75 元/斤，周四唯有济南与德州有明显上调，其他地

区稳定，周五与周六开始大面积上调，部分地区有缺货现象；

江苏地区在震荡中偏强整理，周一几乎全线进入上行渠道，

涨幅在 0.03 元/斤-0.1 元/斤，均价随之提升 0.05 元/斤，

周二和周三少数区域继续上扬，个别地区则开始回落，均价

基本没有发生变动，周四和周五基本恢复平静，周六则跟随

上海的步调，继续发力上扬，均价再次提升 0.08 元/斤；安

徽地区稳中持续有涨，其中周五均价均价涨幅高达 0.05 元/

斤，周二均价则略涨 0.01 元/斤，而周六均价较周一上调

0.15 元/斤；东北三省一路奋力冲高，其中黑龙江地区一直

保持上涨态势，其中周一均价涨幅高达 0.07 元/斤， 周四

均价则小幅提高 0.03 元/斤，而周六均价较周一提升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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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斤，吉林地区除周二和周五较为稳定外，持续强势上行，

其中周三均价涨幅高达 0.08 元/斤，而周六均价较周一提高

0.23 元/斤，辽宁地区一直处于上行通道，后期上涨步伐加

大，其中周四均价涨幅高达 0.07 元/斤，周一均价则略涨

0.01 元/斤，而周六均价较周一提升 0.23 元/斤；内蒙古地

区前半周价格较为稳定，周四周五周六稳中有涨，均价较周

一上调 0.23 元/斤；天津地区周一价格上涨，均价上调至

4.60 元/斤，周二周三全线维持稳定，周四周五周六打破稳

定趋势开始上调，周六时均价上调至 4.80 元/件；陕西地区

本周基本以涨为主，周六均价较周一上调 0.19 元/斤 ；山

西周一周二以涨为主，个别地区出现小幅下降，均价在 4.60

元/斤左右徘徊，周三开始大幅度上调，上涨地区每天都有

所增加，而周六均价较周一上调 0.08 元/斤；浙江地区前半

周上涨，周三保持稳定，后半周稳中有涨，周六均价达到

5.18元/斤 ；湖南地区周一周二全线上调，均价上涨至 4.84

元/斤，周三周四恢复稳定，后半周稳中有涨，均价较周一

上调 0.03 元/斤；湖北周一以降为主，周二个别地区有所回

暖，下半周以涨为主，上调地区增多，周六时均价已上调至

5.05 元/斤。 

    主销区：北京地区前半周以稳为主，周四开始发力，

价格全线上调；上海地区周一周二上调，周三周四周五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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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稳定趋势在周六时被打破，价格开始出现上调，周六

均价上调至 5.12 元/斤；福建周一全线维持稳定，周二周三

稳中有涨，周四全线开始上调，周五周六恢复稳定趋势；广

东周一周二稳中有涨，均价上调 0.03 元/斤，周三价格下降，

均价下跌至 5.08 元/斤，周四周五周六稳中有涨，周六时均

价已上调至 5.20 元/斤。 

7 月鸡蛋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进入伏季，现货价格将继续推高 

每年现货价格的高点是出现在 9 月份。进入 7 月，将迎

来小暑和大暑节气，7 月 18 日将迎来“入伏”，进入伏季在

产蛋鸡进入“歇伏期”，产蛋率将明显下降。因为成本考虑，

养殖户将陆续淘汰老鸡，导致供应偏紧，出现短缺，所以每

年 7 月初开始现货蛋价开始进入伏季上涨周期。加之秋季开

始，学校开学，以及节日需求提高等因素影响，所以蛋价在

每年 9 月初出现高点。从往年数据推断，9 月蛋价要高于 5

月蛋价 0.6-0.9 元左右。 

（二）、淘汰老鸡将加速，利润驱动补栏新鸡 

蛋价高企时候，淘汰鸡价格更高，说明淘汰老鸡速度放

缓，以保证鸡蛋供应；蛋价回落时淘汰老鸡开始加速，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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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价格明显出现较大回落。进入 5 月，蛋鸡养殖利润明显增

大，新鸡补栏必然成为养殖企业首选，各地新建养鸡场开始

增多。 

蛋鸡从雏鸡到开始产蛋最快需要 20 周，既 5 个月左右

时间。今年 3-5 月鸡蛋价格上涨，正是养殖户补栏高峰期。

7-9月新鸡陆续进入产蛋期，此部分增加的供应量不可小觑。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大号蛋仍占主流，随着新鸡开始下蛋，小

号蛋将逐步增多。这与前期鸡蛋上涨时的供应结构完全不

同。 

综上，未来市场的供应结构决定于今年年初的补栏情

况，3-4 月初鸡苗价格的上涨，已经预示今年春季补栏是超

过往年的。随着秋季补栏新鸡进入产蛋高峰期，预计 1501

合约届时，蛋价将大幅回落至往年正常值。 

（三）、9 月合约移仓换月，高位有隐忧 

预期 9月现货价格应该在 5月基础上高 0.6元-0.9元，

目前近月合约最高价在 5390 元，基本符合之前预期

5300-5500 内。也就是说 9 月合约可能已经提前到达预期

目标价位，（但不排除进入交割月，交割带来的价格变化。）

7 月 2 日出现了多头资金集体撤离，当日减仓 7.8 万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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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了这一观点。9 月合约开始移仓换月，资金的撤离很难

再次推动期价上行。期价升水当前现货价格 1000 点左右，

现货处于 7 月的上涨周期内，现货价格企稳回升，有向期货

靠拢的可能，主要应该参照往年现货货价格的情况加以趋势

判断。据此分析 JD1409 合约基本到达目标位，后市将以

冲高后高位震荡为主，多头主力主要以移仓换月为主。 

鸡蛋后市展望及操作策略： 

今年中秋节较往年提前，而食品厂一般会提前 45 天开

始集中采购，推算 7 月中旬中秋节的备货采购就将开始，预

计鸡蛋现货价格 7 月中旬就将加速上涨，并将提前达到今年

顶峰值。这也符合今年鸡蛋价格运行周期提前的特点，鸡蛋

期货价格领先于现货价格正是提前反应现货市场 9 月价格

预期。相关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可以采取相

应行动，因地制宜做好销售企业未来远月卖出套保；和采购

企业逢低提前低价锁定买入套保。 

由于大量补栏，未来远月供应结构将发生根本变化，投

机者可以在现货高价到来时逢高在期货市场投机远月空单

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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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建议 

  综合以上因素得出结论：现货 7-9 月进入上涨周期。

而 JD1409 合约可能提前到达目标位，主力移仓换月将是

主基调。JD1501 合约是 1 月份交割的鸡蛋合约，应该以往

年 1 月份的蛋价作为参照，近期现货进入上涨周期，对 1501

合约中长期趋势无关，但是短期会对 1501 提供支撑。 

操作策略：JD1409 合约少量参与，日内短线为主。 

JD1501 合约等待现货价格进一步上涨后，逢高做空。 

套利交易策略：JD1409 合约多单和 JD1501 合约空

单套利。    

前期 4 月份提示的套利价差在 260 点以内，6 月最大价

差在 450-480 点之间。未来可以持有到 8 月份，或价差扩

大至 500-600 点择机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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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中融汇信期货有限公司的立场。中融汇信可发出其它

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未经中融汇

信授权许可，任何引用、转载以及向第三方传播的行为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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