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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平衡偏宽松，上涨动力看消费 

-----2020 年棉花市场展望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要点提示： 

1、全球棉花供应宽裕。 

2、消费低迷或打击植棉积极性。 

3、棉花社会库存仍然压力较大。 

4、化纤替代效应增加。 

5、纱、布库存持续偏高。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带来的影响，2019 年国际棉花价格

整体走势较弱，导致棉花种植收益萎缩，对各国棉农种植积极性都有一定打击，从

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2020 年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大主产国棉花种植面积预计均

有所下降，在天气不出现大问题的条件下，下一年度棉花产量预计小幅下降，为棉

价提供一定支撑。在全球经济影响下，纺织品消费增速放缓，在供应宽松的背景下，

消费才是拉动棉价上涨的关键因素，未来对国际棉花价格需报以谨慎看涨的观点。 

从国内棉花供需平衡表看，近几年均处于去库存中，国储库存从 1200 万吨左

右降至目前的 150 万吨左右。除非出现较大的减产，否则按照目前的社会库存来看，

2020 年国内棉花供应相对充裕。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国内棉花消费萎缩，而

化纤价格大幅走低对棉花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受消费低迷影响，国内纱线、坯布

库存持续处于高位，而纱线进口量也有所下降。虽然目前中美贸易磋商取得进展，

但是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棉花消费触底、企稳、回暖还需时日。 

操作上建议长线布局多单，也可买入棉花看涨期权。 

 

6、纺织服装行业销售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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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行情走势回顾  

2019年郑棉主力合约波动较大，价格在12000-16000点之间运行，重心不断

下移。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年初至4月中旬）稳中走强，第一季度棉花库存持续降低，且美棉

销售数据较为强劲，带动郑棉走高，传统的金三银四旺季里，下游纺企刚需补库，

棉花需求较好，郑棉价格从15000点上行至16000点。 

第二阶段（4月底至9月）持续下跌，5月上旬，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特朗

普称将中国输美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郑棉由此破

位下行，与此同时国储棉轮出工作自5月初持续至九月底，为市场增加了近一百万

吨的棉花供应，整个棉市看空氛围浓重。而后在棉花生长季中，部分地区减产的消

息令市场出现短暂的反弹，但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棉花生长状况总体较为正常，

棉市整体呈现供应过剩，消费疲弱的格局，仍令棉价步步走低，重心不断下移，郑

棉价格从16000点下跌至12000点。 

第三阶段（10月至12月）缓缓上涨，中美贸易关系自九月开始出现缓和迹象，

且籽棉收购价格走高导致皮棉加工成本上升支撑棉花价格，储备棉轮出工作结束，

新棉集中上市，供应端压力未令棉花价格大涨，只是缓步上移，12月传出中美达

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消息，令市场从悲观转为谨慎乐观的情绪，郑棉价格从

12000点上涨至13000点左右。 

总体看来，2019年棉花市场在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下整体呈现供应充裕但消

费萎靡的格局，市场看空气氛浓郁，在此基调下郑棉不断下行。 

图 1: 2019 年内外盘棉花走势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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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需分析 

2.1 全球棉花供应宽裕 

表1：全球棉花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产量 2093.7 2322.6 2695.1 2571.3 2636.8 

进口 771.7 820.8 895.9 922.3 934.1 

出口 755.5 824.1 903.9 900.1 966.7 

消费 2465.4 2529.5 2672.8 2619 2618.6 

期末库存量 1962.8 1748.1 1760.1 1735 1748.8 

库存消费比 79.61% 69.12% 65.85% 66.24% 66.78% 

缺口与过剩 -371.7 -206.9 22.3 -47.7 18.2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自2010/11年度开始，全球棉花连续五年供给过剩，造成库存累积，这种格局

持续至15/16年度才转变为供小于需，进入去库存。根据最新的美国农业部供需报

告，2019/20年度全球棉花预计再次供给过剩，库存消费比略有增加。 

从全球产量贡献方面来看，印度、美国增产幅度大，巴西与往年持平，中国、

巴基斯坦及其它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减产；在消费方面，受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中

国的棉花消费较前一年度下降约21.8万吨，印度增加10.9万吨，其它国家基本与往

年持平。 

 

2.1.1 美国棉花市场 

表2：美棉供需平衡表（单位：百万包，480磅/包）  

 2017/18 2018/19 2019/20 

11月预测 12月预测 

期初库存 2.75 4.2 4.85 4.85 

产量 20.92 18.37 20.82 20.21 

出口 16.28 14.76 16.5 16.5 

消费 19.5 17.74 19.5 19.5 

期末库存量 4.2 4.85 6.1 5.5 

库存消费比 21.54% 27.34% 31.28% 28.21%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美国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生产国、第一大棉花出口国，2019/20年度，美棉产量

预计439.9万吨，出口359.2万吨，棉花产量占全球的16.68%，出口量约占全球棉

花出口总量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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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美国棉花产量（百万包）                        图3：美棉周度出口（包）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2019年美棉生长状况总体较为正常，虽然种植面积较前一年度下降2.4%，但

总产预计增加10%。美国东南、中南产区棉花生长天气较好，棉花质量较高，但

德州受炎热天气影响导致棉花减产约25%-30%，新花质量受影响。 

从出口情况来看，受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前两个季度美棉出口数据同比下滑

较大，自第三季度开始，出口情况开始好转，近期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

达成一致，中国签约不断。截至12月5日当周，美棉出口净销售27.71万包，完成

年度预估出口量的20.77%，去年同期为20.05%，出口进度正逐渐加快。 

据调研数据显示， 2020年美棉面积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到1100万英亩以下，同

比减少300万英亩。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给美国棉花行业带来不利影响，美棉在中

国的市场份额从两年前的45%下降到2018/19年度的18%，而巴西的市场份额则从

7%上升到2018/19年度的23%，市场份额的下降导致美棉出口整体下降，给美国

棉花价格带来压力。中美贸易争端导致棉花需求明显下降且长期低迷，可能有更多

的出口合同在2019/20年度取消或者转移到2020/21年度执行。即使中美贸易问题

在2020年结束，中美经贸关系也只是开始修复而不是立刻回到原来的状态，棉花

市场需要长时间修复，因而美棉播种面积预计将有所下降。 

 

2.1.2 印度棉花市场 

印度是世界第一大棉花生产国，也是仅次于中国的棉花消费大国。印度棉花协

会预计，2019/20年度印度棉花产量同比增长13%，和美国农业部预计的增幅一致，

今年棉花增产的原因是棉花大幅扩种、单产提高以及季风雨充沛。 

据美国农业参赞的最新报告，2019/20年度印度棉花种植面积为1300万公顷，

政府上调MSP收购价格促使印度植棉面积扩大，但由于今年棉价下跌，棉农的收

益恐将减少，因此明年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可能会大幅减少。 

 



棉花期货年度策略报告  
 

 

图4：印度棉花Shankar-6现货价（印度卢比/坎地）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Wind 

中美贸易争端导致印度对中国的纱线出口减半，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免税协议

以及印巴的地缘政治问题也让印度棉纱出口雪上加霜。同时，印度国内纱线销售也

遭到低价进口纱线的冲击，下游布厂转向采购越南、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纱线。 

 

小结：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带来的影响，2019年国际棉

花价格整体走势较弱，导致棉花种植收益萎缩，对各国棉农种植积极性都有一定打

击，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2020年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大主产国棉花种植面积

预计均有所下降。 

近几年国际棉花产量趋于稳定，但在全球经济影响下，纺织品消费增速放缓，

使得棉花供应较为宽松。在天气不出现大问题的条件下，下一年度棉花产量预计小

幅下降，将为棉价提供一定支撑。虽然目前中美贸易磋商取得了积极进展，不过宏

观经济多项指标并不乐观，而在供应宽松的背景下，消费才是拉动棉价上涨的关键

因素，未来对国际棉花价格仍需报以谨慎看涨的观点。 
 

2.2 国内棉花供需 

表3：中国棉花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同比 

期初库存 1209.3 1035.4 797 660 628.45 -4.78% 

产量 521.6 511.7 612 610.5 584.3 -4.29% 

进口量 96.1 111 132.16 202.86 156.66 -22.77% 

消费量 759.3 822.1 856.89 798.83 758.89 -5% 

出口量 2.4 1.4 3.57 4.83 2.92 -39.52% 

期末库存 1035.5 797 660 628.45 575.33 -8.45% 

库存消费比 135.96% 96.79% 77% 78% 76% -3.42% 

缺口与过剩 -237.7 -310.4 -244.19 -188.33 -174.59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中国棉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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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棉花去库存进展较快，产量总体趋于稳定，消费受中美贸易争端的

影响出现显著下降，根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的预测数据，2019/20年度棉花消

费较前一年度下降约5%，进口量下降约22.77%，中美贸易问题已经在我国棉纺产

业链上有所反映。随着消费下降，产量趋稳，棉花供应缺口有所减小，但库存下降

较快，导致库存消费比有所下降。 

  

2.2.1 消费低迷或打击植棉积极性 

根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测算，2019年全国棉花实播面积4794.3万亩，同

比减少30.8万亩，减幅0.6%。其中新疆实播面积为3531.3万亩，同比上升2.2%，

占比全国73.66%。 

虽然2019年是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三年实施期的最后一年，但是在目标价格补

贴的保障下，新疆棉种植面积呈稳中小幅增加态势。另一方面，新疆兵团实行团场

改革，提高了棉农的种植积极性，且由于机采棉成本低于人工采摘，2019年新疆

机采棉的种植面积同比增幅较大。同新疆对比，2019年内地播种面积下降，主要

原因是植棉成本涨幅较大，超过了籽棉价格上涨幅度，棉农收益减少。除此之外，

内地植棉较零散，集约化管理程度低，加上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令棉花种植积极

性更加低迷。 

根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的调查结果，2019年中国棉花总产量预计为584.3

万吨，同比减少26.2万吨，减幅4.3%。由于长江以及黄河流域在棉花生长期持续

干旱、降雨较常年偏少，棉花整体单产低于上年，品质受到一定影响；新疆部分地

区棉花苗期有效积温不足，棉花生长缓慢，也造成单产下降，不过由于疆棉种植面

积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单产下降的影响。 

虽然近两年棉花种植从面积和产量上看总体趋于稳定，但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

统的调查结果显示， 2020年中国棉花意向种植面积4587.5万亩，同比减少206.8

万亩，下降4.3%，其中两河流域的意向植棉面积降幅较大，新疆地区为3.1%。主

要原因是后续新疆棉花价格政策尚不明朗，且受消费低迷的影响，棉花价格一直低

位徘徊，对棉农的种植积极性造成一定打击。 

 

2.2.2 籽棉收购及皮棉 

受棉花品质的影响，本年度籽棉收购价较往年下降，收购价格低于棉农心理预

期，惜售心理强烈，轧花企业在收购初期提价收购，但随着籽棉上市量的增加，皮

棉市场交投依旧冷清，令轧花厂开始压价收购，令籽棉价格不断走低。而后随着疆

棉减产的市场消息传出，籽棉收购价格有所回暖，但相较于往年仍然偏低。受籽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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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影响，本年度皮棉价格较往年也处于低位，虽然自2019年10月份以后，中美

贸易谈判乐观气氛推动棉纺织市场气氛略有好转，但皮棉现货市场采购仍然冷清。 

图5：3128B籽棉收购价格（元/500克）                 图6：白棉三级市场价（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2.3 棉花社会库存仍然压力较大 

自2014年开始执行新疆直补试点后，在每年阶段性轮出政策下，储备棉库存

从最高的1100-1200万吨的量逐步消化，2019年5月-9月储备棉计划轮出116.2万吨，

实际成交99.62万吨，平均成交率85.73%左右，剩余储备棉差不多150万吨左右。 

为了补充国储库存，时隔多年之后，中国又开始重建储备棉库存，计划轮入

50万吨高等级新疆新棉。不过由于交储棉花质量和包装方式要求严格，部分企业

加工出的棉花无法达到交储标准，导致市场参与积极性不高，交储竞价企业集中在

大型贸易商，轧花企业很少。同时南疆部分企业手摘棉收购价格高，导致皮棉成本

高，交储优势不明显，这也限制了轮入数量。 

图7：国储棉成交情况                               图8：国内棉花商业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11月底中国棉花商业库存为449.67万吨，同比增23.37万吨，处于近5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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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水平。从工业库存来看，11月为72.32万吨，同比下降14.33万吨。事实上自

2019年5月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以来，受市场悲观情绪的影响，多数纺企都是随用随

采，我国棉花工业库存一直处于近三年低位。按照这两块推算，国内棉花社会库存

在521.99万吨左右，同比增加9万吨，库存压力较大。 

2.2.4 棉花进口市场 

据海关统计，2019年前11个月我国棉花进口169万吨，同比增加24.26%。 

我国棉花进口实行配额制，除WTO规定的89.4万吨的1%关税配额外，今年4

月我国政府对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增发了80万吨的配额。不过配额落地之后，对外

棉进口的刺激作用并不是很大。 

近半年来我国月度进口棉数量同比缩水近一半，因为一方面滑准税下的外棉同

新疆棉对比而言优势已不存在，国内棉花价格普遍低于进口棉，另一方面，国内棉

花资源供给十分充足，高中低等级全覆盖，纺企没有大幅采购外棉的动力。 

图9：我国棉花月度进口量（吨）                       图10：滑准税下内外棉花现货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2.5 化纤替代效应增加 

国内棉纺行业基本分为三大板块：涤纶、粘胶和棉花。目前涤短行业相对成熟，

整体占比相对稳定，而棉花和粘胶的替代性较强。近年来棉花的消费增速明显下降，

其中粘胶对棉花的替代作用不可忽视，而随着下半年以来化工板块的走弱，导致化

纤的价格进一步走低，棉价与化纤的价差呈上升态势，令粘胶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 

虽然目前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在经过长达一年半的中美贸易争端

后，纺织产业链已受到显著影响，本年度棉花消费也预计出现负增长。未来如果棉

价与化纤的价差继续扩大，则棉花消费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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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国内棉花消费量（万吨）                        图12：棉花、涤短、粘胶现货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2.6 纱、布库存持续偏高 

本年度国内纺织企业的纱线、坯布的库存持续处于高位，纺企所接订单数量较

往年减少许多，中小织厂库存严重滞销，开机率较往年同期也偏低。 

2019年受中美贸易关系不确定性影响，纺织产业链生产放缓，行业利润下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1-10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

增速较上年同期增加0.3%；1-10月全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30.8亿元，

同比下降6.4%，上年同期增速为3.7%。不过随着纺织业产业结构调整，落后产能

将逐渐被淘汰，市场加速洗牌，现阶段纺织业生产和利润增速趋势将有所放缓。 

图13：国内纱线库存天数（天）                        图14：国内坯布库存天数（天）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2.7 进口纱市场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我国棉纱线进口总量为179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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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吨，降幅6.28%。五月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突然降温，国内外棉花棉纱价格大

幅跳水，且自5月初开始储备棉轮出，价格也比现货低了不少，令内外棉纱价格不

断缩小甚至出现倒挂，对我国进口纱市场造成打击，进口量也大幅缩水。 

纺织品服装的全球增长乏力趋势短时较难改变，联合国《2019年贸易和发展

报告》指出，世界经济正在走向困境，贸易摩擦、汇率变动、企业债务、无协议脱

欧和收益率倒挂等情况都提出了警示。2019年全球需求疲软，加上美国政府的单

边关税行动，全球贸易增长将严重减缓。我国作为纺织大国，对纱线、坯布等原材

料的需求自然也受波及。 

图15：我国月度进口棉纱量（吨）                      图16：内外棉纱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2.8 纺织服装行业销售下滑 

图17：月度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金额（亿美元）   图18：月度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据海关总署统计，2019年1-11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额为2469.41亿美

元，同比下降3.09%，其中纺织品累计出口额为1092.92美元，同比持平；服装累

计出口额为1454.3亿美元，同比下降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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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持续一年半多的中美贸易争端对我国纺织产业链的影响较为显著，不仅棉

纺厂接单出口单积极性不高，国外采购商发单也很谨慎。虽然当前中美贸易磋商取

得进展，但全球经济形势不会因此而发生大的改变，棉花消费触底、企稳、回暖还

需时日，而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在中美贸易谈判一波三折的同时，美国又开始

对第二大经济体欧盟发难，再加上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棉市的发展仍需拭目以待。 

 

小结：从国内棉花供需平衡表看，近几年均处于去库存中，国储库存从1200

万吨左右降至目前的150万吨左右。除非出现较大的减产，否则按照目前的社会库

存来看，2020年国内棉花供应相对充裕。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国内棉花消费

萎缩，而化纤价格大幅走低对棉花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 

受消费低迷影响，国内纱线、坯布库存持续处于高位，而纱线进口量也有所下

降。虽然目前中美贸易磋商取得进展，但是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棉花消费触底、

企稳、回暖还需时日，操作上建议长线布局多单。 

三、2020年市场展望与操作策略 

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带来的影响，2019年国际棉花价格

整体走势较弱，导致棉花种植收益萎缩，对各国棉农种植积极性都有一定打击，从

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2020年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大主产国棉花种植面积预计均

有所下降。 

近几年国际棉花产量趋于稳定，但在全球经济影响下，纺织品消费增速放缓，

使得棉花供应较为宽松。在天气不出现大问题的条件下，下一年度棉花产量预计小

幅下降，将为棉价提供一定支撑。虽然目前中美贸易磋商取得了积极进展，不过宏

观经济多项指标并不乐观，而在供应宽松的背景下，消费才是拉动棉价上涨的关键

因素，未来对国际棉花价格仍需报以谨慎看涨的观点。 

从国内棉花供需平衡表看，近几年均处于去库存中，国储库存从1200万吨左

右降至目前的150万吨左右。除非出现较大的减产，否则按照目前的社会库存来看，

2020年国内棉花供应相对充裕。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国内棉花消费萎缩，而

化纤价格大幅走低对棉花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 

受消费低迷影响，国内纱线、坯布库存持续处于高位，而纱线进口量也有所下

降。虽然目前中美贸易磋商取得进展，但是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棉花消费触底、

企稳、回暖还需时日，操作上建议长线布局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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