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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消费，棉价暂难涨

-----2020 年 3 月棉花展望

2020 年 2 月 26 日

要点提示：

1、全球库存略有增加。

2、储备棉轮入量增加，支撑作用有限。

3、内外棉价差缩小，外棉竞争力下降。

4、纺企延迟复工，库存增加过快。

5、进口棉纱交易略有好转。

6、受疫情冲击，上半年国内棉花消费预计大幅减少。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USDA 论坛展望全球棉花消费有望增加，而供应减少，令全球棉花价格得到支撑，

但新冠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有爆发的趋势，利空国际棉价，预计短期国际棉价以

震荡为主；纺企复工之后，进口棉交易略有好转，但受疫情影响，国内对进口棉的

需求预计有所下降。

纺企虽然复工，但接单情况并未好转，当前国外疫情越来越严峻，后市仍需观

望。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国内棉花消费预计大幅减少，棉花上涨动力不足。但

长期来看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对国内棉花消费具有积极和长远的影响，待

疫情影响消除之后，棉价终将柳暗花明。

操作上，短线建议 12500-13500 区间操作，长线建议布局郑棉多单或购买以

CF2009 为标的的看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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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月行情走势回顾

2月ICE棉花主力合约自低位反弹，受肺炎疫情的影响，外棉在春节期间大幅走

低，随着市场担忧渐减，叠加美棉出口需求旺盛，ICE棉逐渐走高，但2月下旬新冠

肺炎有在全球扩散的趋势，ICE美棉暴跌至66美分/磅的低位；郑棉主力合约重心上

移，2月3日开盘当天，包括棉花在内的众多大宗商品跌停，次日CF2005合约创下了

12130点的低位，不过郑棉就此低开高走，缓步回升，并于17日因印度蝗灾而涨停，

随后在疫情的担忧下重心逐渐下移。

图 1: 内外盘棉花期价 图 2: 棉花期现市场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供需分析

2.1 全球库存略有增加

表1：全球棉花供需平衡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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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预测 2月预测

产量 2093.7 2322.7 2695.1 2591.2 2623.1 2641.7

进口 771.7 820.8 895.9 922.3 954.4 948.2

出口 755.5 824.1 901.6 897.6 954.7 948.1

消费 2465.4 2529.5 2672.9 2617.7 2617.5 2591.2

期末库存量 1962.8 1748.1 1762 1757.6 1732.9 1788

库存消费比 79.61% 69.11% 67.31% 67.14% 66.2% 69%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2月份全球产需预测，2019/20年度全球棉花产量预估为

2641.7万吨，较上月增加18.6万吨；消费预估为2591.2万吨，较上月减少26.3万吨；

期末库存预估为1788万吨，较上月增加55.1万吨；库消比预估为69%，较上月增加

2.8%。受消费减少的影响，全球棉花整体供应仍然较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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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需报告的预测结果不大一致的是2月21日USDA展望论坛预计,2020年美国

棉花种植面积为1250万英亩,同比减少9%，产量同比减少3%。全球植棉面积预计为

3310万公顷，同比减少4%，产量同比下降2.3%，而消费增长1.7%，库存下降3.3%。

总体来看，本次论坛预计全球棉花供应减少，而消费有所增加，且由于中国棉花去

库存效果显著，将导致全球库存终结连续四年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的改变将为国

际棉价提供支撑。

虽然新冠病毒疫情使市场对宏观经济产生担忧，但美棉出口连续数周保持旺盛

增长势头，在中国以外地区的采购和成交情况良好，说明全球消费旺盛，尤其是南

亚地区。

印度农业部预计本年度棉花产量同比增加25%，事实上自新棉上市之后，其国

内棉价就一路走低，导致MSP收购量也较大，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因棉价太低，印

度棉花公司已开始商业化收购。不过目前印度新棉的日上市量有所下降，棉价或有

回升的可能。

伴随北半球春耕时节的临近，全球棉花库存水平逐渐降低，出口需求的亮眼表

现也为美棉价格带来较强支撑。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

但韩国、意大利等国病例的猛增令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有爆发的趋势，利空国际

棉价，预计短期国际棉价以震荡为主。

图3：1%关税下国际棉花进口成本（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2 储备棉轮入量增加，支撑作用有限

春节之后为稳定棉市，储备棉轮入量增加，在2月7日、10日达到最高点18000

吨，由于郑棉期价较低，市场参与积极性很高，成交量较节前明显增加，节后一周

的成交总量甚至超过前两个月，对市场棉价起到一定的支撑。随着棉价回升，轮入

量也从2月12日恢复至7000吨/日，成交量重新走低。

距离本轮收储工作结束还剩一个多月，在疫情平息前为棉价大幅震荡留有缓冲

时间，但由于收储数量所限，其对棉市的影响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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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储备棉轮入情况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3 内外棉价差缩小，外棉竞争力下降

图5：我国月度进口棉花量（吨） 图6：1%关税下内外棉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海关总署;Wind

海关统计， 2019年我国累计进口棉花184.92万吨，同比增长17.57%。2019/20

年度，我国累计进口棉花41.50万吨，同比减少30.18%。

受疫情影响，2月中上旬国内防控措施严格，棉纺产业链上下游交投活动一度

停滞，近期港口物流开始复工，巴西棉、澳棉有零星成交。随着纺企复工，下游采

购需求将渐有起色，进口棉市场也将开始活跃，但因国际棉价持续偏强，导致近期

内外棉价差缩小，外棉竞争力有所下降。

18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

工作，包括美棉，以履行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举利好美棉进口。不过

就目前来看，疫情对纺织服装行业造成的冲击较大，国内棉花消费恐受影响，虽然

有望扩大对美棉的进口，但进口棉总量预计将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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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USDA论坛展望全球棉花消费有望增加，而供应减少，令全球棉花价格得

到支撑，但新冠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有爆发的趋势，利空国际棉价，预计短期国

际棉价以震荡为主；纺企复工之后，进口棉交易略有好转，但受疫情影响，国内对

进口棉的需求预计有所下降。

2.4 纺企延迟复工，库存增加过快

根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测算，截至2月初全国棉花工业库存约112.5万吨，

环比增加69.6%，同比增加14.1%。被抽样调查企业纱的库存为33.3天销售量，环比

增加13.6天，同比增加11.7天，比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高16天；布的库存为60.7

天销售量，环比增加17.1天，同比增加 25.8天，比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1天。

图7：国内棉花工业库存（万吨） 图8：纱线库存（天）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受疫情影响，纺企复工时间较往年推迟约大半个月，且物流和疫情防控措施导

致整个产业链流通不畅，棉纺原料库存增加过快。虽然自2月中下旬开始各地棉纺

企业复工率有所提高，但疫情防控使人员流动受限，企业开机率仍不乐观。而已开

工的企业，新增订单稀少，预计只有当疫情影响解除，棉纺产业才会回暖。

图9：坯布库存（天） 图10：328棉花现货价对郑棉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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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5 进口棉纱交易略有好转

2019年我国累计进口棉纱195.28万吨，同比下降5.39%。由于春节放假、新冠

疫情及下游因复工延迟而采购大幅推后的影响，1月中旬至2月下旬前，中国各主港

虽然外纱抵港、入保税库数量波动不大，但清关、出货却不理想。

据棉纱贸易商反映，随着沿海地区纺企复工，进口棉纱询价、看货、成交较2

月上旬明显反弹。但从调查来看，下游企业仍以完成春节前订单为主。目前国内疫

情形式得到有效控制，但国外疫情形式渐渐严峻，3、4月份接单形势能否大幅好转

有待观察。

图11：我国月度进口棉纱量（吨） 图12：内外棉纱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6 受疫情冲击，上半年国内棉花消费预计大幅减少

新冠状病毒的爆发为鼠年的开始平添了几分悲情。有专家预测，如果防控及时

得力，疫情持续时间较短，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局限在一季度，预计一季度全国GDP

增速为4%，全年GDP均值保持在5.2%左右。

在宏观经济承压的背景下，春节之后第一个交易日郑棉合约大多以跌停完成鼠

年首秀。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许多行业人士对棉市的看法由乐观转为悲观。因而

在节后的首周里，储备棉成交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前两个月的成交总量，尤其是挂牌

量不断增加，仍难以满足交储需求。

重挫棉价的罪魁祸首是疫情，因为疫情导致棉纺企业停工，采购停滞，需求减

少。疫情之下，我国棉花消费究竟受到多少影响？

1、从纺企的角度来看，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抽样调查显示，2月初被抽样调

查企业纱产销率为73%，环比下降25.6%，同比下降18.6%，比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

下降24%；布的产销率为63.3%，环比下降31.4%，同比下降32.6%，比近三年同期平

均水平低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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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纺织企业纱、布产销率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中国棉花网

目前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棉纺企业于2月中下旬陆续复工。由于开工推迟，棉

花等原料采购相应推迟，导致产销率大幅下降，对棉花的需求也远不如往年同期。

且疫情爆发后，生产全面停滞，必然有部分订单取消或者转移，使棉花消费减少。

2、从进口商角度来看，当前最大的变数是已经签订的近月合同能否执行。主

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一月下旬以来内外棉花价差收窄，外棉竞争力下滑。其次，

受疫情影响，纺企延迟开工，且运输交通极其不便，部分买家主动要求暂缓合同执

行。最后，春节以来下游消费变差，纺企资金压力较大，同时由于疫情产生隔离，

导致务工人员变动与流失的情况较频繁，对合同顺利执行产生重重阻碍。

据了解，有的买家已通知销售方推迟15-30天交货，但疫情一日不结束，履约

风险就一日居高不下，利空棉花消费。

3、从机构预估数据来看。二月美农供需报告在考虑疫情的影响下，预估2019/20

年度中国棉花消费将减少21.7万吨，天下粮仓预估为20万吨，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

疫情可以在短期内结束。

虽然目前棉纺织行业陆续复工，但笔者认为疫情带来的影响在短期内无法消

除。2020年上半年国内棉花需求预计将大幅下滑，而且中国纺织业对东南亚等国的

棉纱、坯布进口也将下降，短期棉价难上涨。

2.7 中美贸易向好背景下，棉价终将柳暗花明

中美签订的第一阶段协议暂时缓解了贸易争端，本应为全球棉花消费增长带来

积极影响，但疫情可能造成中国棉花消费减少，导致棉市的不确定性增加，抵消了

一部分利好，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关系缓和带来的将是贸易管控趋于放松，

虽然短期这一利多会被疫情冲淡，长期来看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全球的棉花消费，都

有积极影响，棉价也终将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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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综合以上因素可知，纺企虽然复工，但接单情况并未好转，当前国外疫

情越来越严峻，后市仍需观望。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国内棉花消费预计大幅减

少，棉花上涨动力不足。但长期来看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对国内棉花消费

具有积极和长远的影响，待疫情影响消除之后，棉价终将柳暗花明。

三、后市展望与操作策略

操作建议：

USDA论坛展望全球棉花消费有望增加，而供应减少，令全球棉花价格得到支撑，

但新冠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有爆发的趋势，利空国际棉价，预计短期国际棉价以

震荡为主；纺企复工之后，进口棉交易略有好转，但受疫情影响，国内对进口棉的

需求预计有所下降。

纺企虽然复工，但接单情况并未好转，当前国外疫情越来越严峻，后市仍需观

望。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国内棉花消费预计大幅减少，棉花上涨动力不足。但

长期来看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对国内棉花消费具有积极和长远的影响，待

疫情影响消除之后，棉价终将柳暗花明。

操作上，短线建议12500-13500区间操作，长线建议布局郑棉多单或购买以

CF2009为标的的看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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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79-82375678

大连会展路营业部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A座3305、3306、2210号

联系电话：0411-84806562

杭州营业部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688号明豪大厦503室

联系电话：0571-85180091

长春营业部

地址：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以东、公平路以南民丰地块二（上东.城市之光）第5

幢0单元610-611号房

联系电话：0431-8130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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