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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市场回暖，棉价重心上移 

-----2019年 4月棉花期货市场展望 

2019 年 3 月 27 日 

要点提示： 

1、USDA: 全球产量和库存小幅增加 

2、新棉加工基本结束，市场购销有所恢复 

3、棉花、棉纱进口量同比增长 

4、棉纺行业缓慢复苏，下游订单回暖 

5、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环比下降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本月美国农业部小幅调增全球产量并继续调增期末库存，基本面仍无改观。

市场对此已有所消化，报告公布后盘面反应平淡。中美贸易战仍是可能改变中国

棉花进口和全球棉花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将影响中长期棉价走向。目前美方推

迟加征关税时间，中美双方即将开展第八轮谈判，贸易磋商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给市场带来一定支撑。但中美贸易谈判协议签署尚未“落地”，后市仍存在不确定

性，需持续密切关注。 

国内方面，新棉收购加工基本结束，新疆棉加工量已超 500 万吨。棉花工商

业库存处于历史同期高位，市场供应宽裕。目前下游纺织厂节后皮棉库存多已消

耗殆尽，补库量陆续增加，棉花现货市场较前期回暖，成交量同步上升。下游纱

线走货转好，订单情况向好，采购积极性有明显提高。在阶段性库存高企的压力

下，郑棉延续区间震荡，但在消费预期向好下底部支撑明显。2019年的储备棉轮

出尚未安排，中美贸易磋商不断释放利好消息，随着“金三银四”逐步跟进，郑

棉重心预计继续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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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月行情回顾 

本月上旬，受中美贸易磋商影响，ICE期价于73.5美分/磅一线震荡反复。3月

12日，美方再度与中方通话落实协议细则提振市场信心，ICE期货合约站至75美分/

磅上方。郑棉期价在阶段性库存高企和消费预期向好下，上下两难，整体走势延续

窄幅震荡。截止3月26日，郑棉主力1905合约收盘较月初涨20元/吨至15225元/吨，

月内涨幅0.13%。国内现货购销回暖，现货报价稳中有涨，截止3月26日，棉花3128B

价格指数为15625元/吨，较月初涨113元/吨。 

图 1：3月内外棉走势 （截止 3 月 26日）              图 2：3月国内期现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 基本面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2.1 USDA: 全球产量和库存小幅增加    

根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3月份全球产需预测，美国2018/19年度供需预测没有变

化。2018/19年度，全球棉花产量小幅调增9.5万吨，主要是由于巴西植棉面积扩大，

产量调增7.6万吨。全球棉花贸易量调减，其中巴西出口量和印度尼西亚进口量调

减。全球期末库存环比调增12.9万吨，至1656.6万吨，同比减少110.1万吨。由于

本月美国农业部供需预测未有显著调整，市场反应较为平淡，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

的美棉出口仍是市场关注点。从近几周美棉出口数据来看，2018/19年度美棉出口

签约量显著转好，其中，中国对美棉新增签约量名列前茅。目前中美双方继续保持

通话，并将于3月底至4月初开展新一轮磋商，市场预期中美或将签订贸易协定，ICE

期价支撑明显。 

表 1：3月 USDA全球棉花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月预测 3月预测 调整 

期初库存 2170.5  2320.8  1962.2  1740.3  1757.0  1759.0  2.0  

产量 2595.7  2093.6  2322.3  2695.0  2579.1  2588.6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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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棉加工基本结束，市场购销缓慢恢复 

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截至 3月 22日，全国累计加工皮棉 588.6万

吨，同比增加 6.3万吨，其中新疆加工皮棉 501.0万吨；累计销售皮棉 325.8万吨，

同比减少 11.5万吨，其中新疆销售皮棉 264.9万吨。目前，全国新棉加工基本结

束，新棉销售率约为 55%，市场供应压力仍然较为突出。时至 3月中下旬，各地纺

织厂开工陆续正常，下游纺织厂节后皮棉库存多已消耗殆尽，补库量陆续增加，部

分轧花厂订单加工，资金周转加快。各地皮棉报价略显参差，但整体均有不同程度

上涨，目前 “双 28”新疆手摘棉主流报价 15800-16100 元/吨，同级别新疆机采

棉主流价格 15400-15500元/吨，地产新棉 15000-15400元/吨。随着籽棉资源量的

不断下降和皮棉库存的进一步减少，预计皮棉现货价格易涨难跌格局仍将持续。 

2.3 棉花、棉纱进口量同比增长 

据海关统计，2019年2月我国棉花进口量为23万吨，较上个月环比减少18%，同

比增加124%。2019年我国累计进口棉花51万吨，同比增加116%。考虑到10-12月滑

准关税进口外棉成本偏高，2018年增发的滑准关税棉花进口配额延期至2019年2月

底前使用,这也导致了2月适逢春节假期但棉花进口量仍同比大增。目前随着ICE棉

花期货主力合约上行至75-77美分/磅，美棉、澳棉、巴西棉等外盘报价也持续呼应

跟涨，国内纺织厂、进口企业询价采购持续放缓，预计后期进口棉压力将有所缓解。 

图3：进口棉花数量图                              图4：内外棉花价差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进口 785.2  771.7  820.7  891.1  921.1  918.3  -2.8  

总供给 3380.9  2865.3  3143.0  3586.1  3500.2  3506.9  6.7  

消费 2443.6  2465.6  2529.4  2668.8  2692.1  2691.0  -1.1  

出口 781.2  753.8  825.2  890.9  921.4  918.3  -3.1  

出口+消费 3224.8  3219.4  3354.6  3559.7  3613.5  3609.3  -4.2  

期末库存 2326.6  1966.7  1750.6  1766.7  1643.7  1656.6  12.9  

库存消费比 95.21% 79.77% 69.21% 66.20% 61.06% 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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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我国棉纱线进口约12万吨，环比下跌25%，同比提高30.32%。2019

年1-2月我国棉纱线共进口约28万吨，同比下跌2.72%。从2018年9月份开始，进口

纱线价格指数显著下调，国产纱价格优势减弱。目前棉纱内外价差持续在200元/

吨以上水平。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美棉进口受阻，中国对棉纱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棉纱进口也仍将持续影响国内纱消费。 

图5：进口棉纱数量图                                图6：内外棉纱价差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4 棉纺行业缓慢复苏，下游订单回暖 

进入 3月份后，纺织市场整体缓慢复苏，纱线走货加快。根据国家棉花市场监

测系统数据显示，企业布库存为 34.8天，环比减少 0.1天，同比减少 15.1天，处

近三年来较低水平。纺织纱线库存呈下降之势，纺企压力也得到一定缓解。目前中

美双方磋商不断取得新进展，美方推迟原本计划在 3月 1日增加的关税。下游布厂

信心有所增加，敢于下单接货，促进了棉纱销货的好转。纺织厂订单较 2月份增加，

相比往年持平或略好，成交量价都频频有所提涨，给予市场一定支撑。目前 C32S

纱线报价 23150元/吨，JC40S价格稳中有涨至 26430元/吨。 

3-4月从季节性来说是棉花消费旺季，虽然下游棉纱销售市场复苏缓慢，纱价

上涨也还在试探性阶段，但坯布企业询价采购明显增加，棉纱出货较前期加快成为

不争的事实。订单情况逐渐畅通，纺企保持着低原料库存、高订单的良好状态。加

上中美贸易摩擦缓和、企业降负政策等积极因素发酵，短期下游纺企备货积极性有

望提高。 

2.5 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环比下降 

2019年2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130.76亿美元，环比下降47.83%，同比

下降35.72%。其中，纺织品（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为59.59亿美元，

同比下降33.17%；服装（包括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为71.16亿美元，同比下降

37.71%。2019年首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迎来开门红，但2月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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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环比下降幅度较大，这可能是受春节放假及企业为规避加征关税的风险影响。

目前美国延后原定于3月1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中美磋商前景偏乐观，短

期出口下行或并未反映近期真实出口情况，棉纺业外销情况仍需密切关注后期出口

数据。 

图7：出口金额: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当月值           图8：出口金额:服装及衣着附件:当月值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总结及后市展望 

本月美国农业部小幅调增全球产量并继续调增期末库存，基本面仍无改观。市

场对此已有所消化，报告公布后盘面反应平淡。中美贸易战仍是可能改变中国棉花

进口和全球棉花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将影响中长期棉价走向。目前美方推迟加征

关税时间，中美双方即将开展第八轮谈判，贸易磋商不断释放积极信号，给市场带

来一定支撑。但中美贸易谈判协议签署尚未“落地”，后市仍存在不确定性，需持

续密切关注。 

国内方面，新棉收购加工基本结束，新疆棉加工量已超500万吨。棉花工商业

库存处于历史同期高位，市场供应宽裕。目前下游纺织厂节后皮棉库存多已消耗殆

尽，补库量陆续增加，棉花现货市场较前期回暖，成交量同步上升。下游纱线走货

转好，订单情况向好，采购积极性有明显提高。在阶段性库存高企的压力下，郑棉

延续区间震荡，但在消费预期向好下底部支撑明显。2019年的储备棉轮出尚未安排，

中美贸易磋商不断释放利好消息，随着“金三银四”逐步跟进，郑棉重心预计继续

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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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研究所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

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

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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