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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需求不振，棉价难上行 

-----2019年 6月棉花期货市场展望 

2019 年 5 月 23 日 

要点提示： 

1、 USDA:新年度全球产量大幅调增 

2、 国储如期抛售，竞拍热度趋于下降 

3、工商业库存高企，现货购销清淡 

4、棉花进口量同比显著增长 

5、下游淡季特征凸显，纱线价格疲软 

6、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比下降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本月美国农业部发布新年度全球棉花展望，全球棉花产量预计增长 6%，全球

期末库存连续第六年下降，但中国以外的库存将升至历史新高。基本面的利空使

得 ICE 期价承压下行。目前，由于美国主产棉区天气持续不佳，新棉播种进度大

幅落后于往年给与市场一定支撑。但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中美互加关税使得市场

悲观情绪浓重，宏观面的不利因素将持续压制棉价走势。ICE 期价短期缺乏上涨

动力，预计将继续震荡筑底。 

国内方面，储备棉于 5月 5 日起开始投放，每个交易日安排 1万吨挂牌销售。

目前棉花工商业库存高企，叠加进口配额的发放以及国储抛售，市场供应仍显宽

松。进入 5 月份后，下游纱线市场淡季特征逐渐明显，纺织企业订单跟进不足，

纱线走货不畅。纺企原料采购积极性不高，多随买随用，皮棉现货购销平淡，库

存压力尚需时间缓解。本月郑棉在多方面利空因素集中释放下遭遇重挫，主力合

约跌至 14000元/吨下方调整。外盘走弱、国内供应压力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国内市场整体氛围仍较偏空，预计短期郑棉较难上行。后市仍需持续关注中美贸

易问题走向以及谨慎产区天气炒作对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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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月行情回顾 

本月上旬，受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以及USDA报告利空影响，ICE期价大幅下挫。

中旬由于美国部分棉区持续暴雨致新棉播种进度缓慢，以及美棉出口的恢复，ICE

期价于70美分/磅下方止跌调整。在中美贸易争端、外盘大跌以及国内供应宽裕等

多重利空因素下，本月郑棉价格遭遇重挫。截止5月21日，郑棉主力1909合约收盘

较月初跌1685元/吨至13915元/吨，月内跌幅10.8%。国内现货购销清淡，现货报价

随期价下调明显，截止5月21日，棉花3128B价格指数为14859元/吨，较月初跌783

元/吨。 

图 1：5月内外棉走势 （截止 5 月 21日）              图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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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全球产量大幅调增    

本月美国农业部发布了首份2019/20年度全球产需预测，从报告数据来看， 

2019/20年度，全球库存下降、产量和消费量增加。全球植棉面积为7年来最高，主

产棉国单产普遍恢复，全球总产预计增加152.9万吨，达到2731.5万吨。美国产量

增幅最大，其次是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中国产量同比持平。全球消费量预计增

长2.6%，达到2741.8万吨，略微高于2006/07年度的前期历史高点。全球棉花进口

量同比增加，中国进口量预计增加。全球期末库存预计下降17万吨，为1647.9万吨，

库存消费比为60.01%。中国期末库存降幅较大，中国以外地区库存同比增加，达到

新高。2018/19年度，全球棉花产量和消费量均下调大约10万吨，期末库存基本没

有变化。美国农业部新年度预测给市场带来较大压力，美国和全球产量同比大增且

超市场预期引发大量抛售，ICE期货持续大跌，各合约全部收于70美分以下，创下

新低。 

表1：5月USDA全球棉花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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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储如期抛售，竞拍热度趋于下降 

本年度储备棉轮出从 5月 5 日启动，至 9月 30日结束，每个法定工作日轮出

中央储备棉 1万吨，总量安排 100 万吨左右。截止 5月 21 日，已累计出库销售储

备棉 14.37 万吨，实际成交 13.27 万吨，成交率 92.49%。在我国棉花产不足需的

背景，储备棉轮出有效地满足了市场供给，缓解了供应结构矛盾，降低了企业生产

成本。轮出首周，储备棉轮出竞拍活跃，企业拍储加价也相对积极，储备棉连续多

个交易日 100%成交。随后，受中美两国互加关税等利空因素影响，国内外棉花价

格均大幅下跌，储备棉竞拍逐渐趋于理性。由于国家增发棉花滑准税进口配额、下

游消费持续低迷等多方面因素，纺织厂补库谨慎，储备棉成交量及成交价格均有回

落趋势。目前棉花现货购销清淡，市场观望情绪浓厚。郑棉期货价格跌至低位，国

储棉价格或将成为新的定价风向标。 

2.3 工商业库存高企，现货购销清淡 

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截至 5 月 17 日，全国已累计加工皮棉 606.5

万吨，同比增加 9.8万吨；累计销售皮棉 417.1万吨，同比减少 32.4万吨，新棉

销售率约为 68.8%。截止 4月底，国内工商业库存约 450万吨水平，供应宽松的局

面仍有待时间来改变。进入 5月后，纺织行业逐渐进入淡季，下游需求低迷，也使

纺织企业对市场的态度维持谨慎。国储棉有序抛售，国内棉花资源供应结构也有所

改变，由于储备棉价格比同等级现货市场价低，且可纺性较高，纺织企业原料采购

多有调整，市场皮棉购销更趋于清淡。目前，疆内新棉询价、出库较 4 月明显减

少，现货市场观望态度浓厚。阿克苏、喀什等地 3129 级（断裂比强度 29cN/tex 及

以上）兵团机采棉报价普降至 14800-14900 元/吨，而地方棉企“双 28”报价降

至 14500-14700 元/吨，降幅 300-400 元/吨。本月由于利空集中释放，期市恐慌

情绪明显，郑棉也遭遇重挫，期现背离，基差表现持续偏强。 

图 3：国内基差走势 （截止 5月 21日）               

4月预测 5月预测 调整 

期初库存 2320.8  1962.2  1740.3  1756.9  1758.0  1.1 1658.1  

产量 2093.6  2322.3  2695.0  2589.4  2578.6  -10.8 2731.5  

进口 771.7  820.7  891.1  916.4  915.1  -1.3 987.4  

总供给 2865.3  3143.0  3586.1  3505.8  3493.7  -12.1 3718.9  

消费 2465.6  2529.4  2668.8  2682.0  2671.7  -10.3 2741.8  

出口 753.8  825.2  890.9  916.3  915.1  -1.2 987.3  

出口+消费 3219.4  3354.6  3559.7  3598.3  3586.8  -11.5 3729.1  

期末库存 1966.7  1750.6  1766.7  1664.4  1664.9  0.5 1647.9  

库存消费比 79.77% 69.21% 66.20% 62.06% 62.32% 1.1 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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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棉花进口量同比显著增长 

2018/19年度（2018.9-2019.3），我国已累计进口棉花125.61万吨，同比增长

56.9万吨，同比增幅82.9%。棉花4月进口量目前尚未发布，但随着中美互加关税，

外棉价格暴跌导致内外棉价差已扩大至2000元，进口棉报价目前普遍低于80美分，

价格优势凸显，纺织企业已开始提前预支配额。由于美棉加征高关税，纺织厂的采

购可能转向巴西棉、澳棉甚至印度棉，随着后期80万吨滑准关税配额下发，外棉进

口量预计仍将延续扩大之势，高性价比外棉将挤占部分国内市场份额。 

图4：进口棉花数量图                                 图5：内外棉花价差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国内纱线淡季特征明显，多数纱支价格下行，棉纱内外价差逐渐收窄。从清关

外纱报价来看，C32包漂印度纱、越南纱的人民币价格集中在22800-23000元/吨，

而江浙粤等轻纺市场国内中型纺企C32S的报价在23000元/吨左右，内外纱价基本持

平。2019年1-3月我国棉纱线进口约47万吨，同比增加2.17%。4月下旬以来各港口

进口纱销量明显下滑，保税区、物流区进口纱库存累积，4月份纱线进口量预计将

维持在低水平。 

图6：进口棉纱数量图                                图7：内外棉纱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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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5 下游淡季特征凸显，纱线价格疲软 

进入五月，棉纱市场的淡季特征明显，纺织企业销售订单接连下降，棉纱库存

增加。下游采购趋于清淡，仅有少量询价。根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

5月初,被抽样调查企业纱产销率为 95.1%，环比下降 10.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9.2

个百分点，库存为 21天销售量，环比增加 0.8天，同比增加 6.6天，纺织纱线库

存有累积之势。由于销货不畅，纯棉纱价格普遍下调，目前气流纺 10支报价 14030

元/吨，较月初降幅约 100 元/吨，普梳棉纱 32 支报价 22670 元/吨，精梳棉纱 40

支报价 26050元吨，均较月初降幅近 300元/吨。对于生产中低支纱的纺企而言，

储备棉基本可以满足生产需求，且储备棉价格优势明显，可降低纺企原料成本、促

进纱线利润回升。但由于适逢行业淡季，以及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下游市场短期

预计难有起色。  

2.6 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比下降 

2019年4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194.60亿美元，环比增长7.03%，同比减

少9.43%。其中，纺织品（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为97.89亿美元，同

比减少6.90%；服装（包括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为96.71亿美元，同比减少11.85%。

本月美国于5月10日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中方不得

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将于2019年6月1日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

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中美贸易谈判波澜再起，市场对于美方将剩

下商品全部增加关税的预期增强，市场避险情绪骤起，下游对输美纺织品服单订单

接单谨慎。中国对美纺织品服装贸易出口额约占总额的17%，美国增税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入美步伐，对国内棉花消费造成一定影响，后市仍需密切

关注中美贸易问题的走向， 

图8：出口金额: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当月值           图9：出口金额:服装及衣着附件:当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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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总结及后市展望 

本月美国农业部发布新年度全球棉花展望，全球棉花产量预计增长6%，全球期

末库存连续第六年下降，但中国以外的库存将升至历史新高。基本面的利空使得ICE

期价承压下行。目前，由于美国主产棉区天气持续不佳，新棉播种进度大幅落后于

往年给与市场一定支撑。但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中美互加关税使得市场悲观情绪浓

重，宏观面的不利因素将持续压制棉价走势。ICE期价短期缺乏上涨动力，预计将

继续震荡筑底。 

国内方面，储备棉于5月5日起开始投放，每个交易日安排1万吨挂牌销售。目

前棉花工商业库存高企，叠加进口配额的发放以及国储抛售，市场供应仍显宽松。

进入5月份后，下游纱线市场淡季特征逐渐明显，纺织企业订单跟进不足，纱线走

货不畅。纺企原料采购积极性不高，多随买随用，皮棉现货购销平淡，库存压力尚

需时间缓解。本月郑棉在多方面利空因素集中释放下遭遇重挫，主力合约跌至14000

元/吨下方调整。外盘走弱、国内供应压力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国内市场整体

氛围仍较偏空，预计短期郑棉较难上行。后市仍需持续关注中美贸易问题走向以及

谨慎产区天气炒作对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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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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