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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预期变差，棉价难有起色 

-----2020 年 4月棉花展望 

2020 年 3 月 26 日 

要点提示： 

1、全球库存抬升，北半球春播开始。 

2、轮入将结束，棉花进口贸易不乐观。 

3、原油下跌拖累棉价。 

4、消费低迷，库存将保持高企。 

5、纱、布产销率创3年最低。 

6、疫情蔓延下，棉纺出口不容乐观。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受疫情影响，USDA下调全球棉花消费预期，棉花库存有所增加；北半球进入春

播季，但由于棉价低位徘徊，美棉种植意向或出现下滑，国内公布新疆棉目标价格

水平依然是 18600 元/吨，新疆种植面积或与上年持平；国外疫情爆发严重影响棉

花需求，纺企所接订单大幅下降，当前低迷的消费暂时无法改变，棉价也暂难摆脱

困境。 

国外疫情肆虐，多国采取封锁边境、要求居民在家隔离的措施抗击疫情，既不

利于物流运输，也对棉纺产品的消费造成打击，纱、布产销率创三年最低，产成品

库存保持高位，而外销订单预计将继续缩减，消费预期持续恶化利空棉价，棉价难

有起色。 

操作上，鉴于目前棉花价格处于低位，下方空间有限，建议 CF2009 合约在

11000-12000区间进行逢高做空短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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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月行情走势回顾  

ICE棉花主力合约本月大幅下跌，因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及原油暴跌，引

发市场对棉花需求以及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超大规模支持计划

后，ICE棉止跌反弹；郑棉主力合约本月也大幅下跌，因国外疫情愈加严重令纺企

外销订单大幅减少，对棉花消费大幅下降的担忧推动郑棉期价不断走低。 

图 1: ICE 棉花期价（美分/磅）                         图 2: 郑棉期价（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供需分析 

2.1 全球库存抬升，北半球春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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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预测 3月预测 

产量 2093.7 2322.7 2695.1 2591.2 2641.7 2647.4 

进口 771.7 820.8 895.9 922.3 948.2 948.7 

出口 755.5 824.1 901.6 897.6 948.1 949.3 

消费 2465.4 2529.5 2672.9 2617.7 2591.2 2572.7 

期末库存量 1962.8 1748.1 1762 1757.6 1788 1815.8 

库存消费比 79.61% 69.11% 67.31% 67.14% 69% 70.58%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根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3月份全球产需预测，2019/20年度美国棉花产量和期末

库存环比下调。美棉产量调减6.6万吨至431.1万吨，消费量和出口量没有变化，期

末库存调减6.6万吨，至111万吨。 

全球方面，2019/20年度全球棉花产量和期末库存上调，消费量环比调减18.5

万吨，其中中国调减21.8万包，孟加拉国和土耳其小幅调增。全球产量调增大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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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增加主要来自巴西、乍得和塔吉克斯坦，美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产量调减。

全球期末库存环比调增27.8万吨，同比增加70.1万吨。 

3月国际棉花价格大幅下挫，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的影响，引发市场

对未来棉花消费的悲观预期，另一方面由于沙特与俄罗斯之间的石油价格战，拖累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重挫棉花价格。事实上美棉的出口需求一直较好，而伴随ICE

棉走低，质量本就较高的美棉在贸易中竞争力更强，但在疫情利空题材的笼罩下，

这一利多被忽视，目前ICE棉有止跌企稳的迹象，因美国国会通过了超大规模支持

计划，未来如果美棉出口可以保持高速增长，国际棉价重新走高指日可待。 

目前处于北半球春播季节，美国东南部产区已开始播种，部分产区有一定干旱。

2月份美国国家棉花总会曾预计美棉意向种植面积为1300万英亩，同比下降5.5%，

但是近一个月来美棉价格大幅下跌，或打击棉农种植积极性。国内新疆地区春耕也

将全面展开，日前国家公布2020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水平为18600元/吨，在政策的

激励下，新疆地区种植面积预计与上年持平。 

虽然棉市利空重重，市场对未来消费的悲观情绪占据主导，但要注意的是，中

美两国棉花种植即将进入天气市，天气题材的风吹草动或将为棉市带来转机，投资

者对产区天气需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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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入将结束，棉花进口贸易不乐观 

近一个多月国内棉花价格持续下跌，为稳定棉市，中储棉提高单日收购量至

15000吨，在3月24日甚至达到20000吨，企业参与积极性较高，3月平均成交率达到

60%以上。受疫情的影响，内外棉价格齐跌，3月出现了两次因内外价差过大而导致

轮入工作暂停的情况。而本轮新疆棉轮入工作于3月底结束，收储对棉价影响有限。 

图4：储备棉轮入情况                                图5：1%关税下内外棉价差（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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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海关总署;Wind 

据海关总署统计，1-2月份我国棉花进口量为41万吨，同比下降19.58%。港口

3/4/5月船外棉、保税棉及清关棉报价持续下跌。事实上自从国外疫情爆发以来，

因ICE棉下跌过快导致内外棉价差拉大，但即便如此，进口棉竞争力也只是略有增

强，对比国内现货来说优势并不是很大，因进口棉基差货源交易量占比小，港口贸

易商多为单边固定价操作，低价销售情况较少，而随着国内棉价不断下跌，许多棉

花贸易商、棉企选择观望，进口棉销售进度依旧缓慢，出货处于半停滞状态。 

国外疫情肆虐对消费品以及棉花需求的打击十分严重，零售商从批发商再到服

装制造商的采购订单大幅下降，我国纺织行业受到牵连，当前低迷的消费暂时无法

改变，棉价暂难摆脱困境。 

 

2.3 原油下跌拖累棉价 

图6：原油期货价格（美元/桶）                        图7：棉纺原材料现货价（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海关总署;Wind 

石油作为工业的血液，受石油主产国增产的影响，原油一度跌至20美元/桶附

近，价格暴跌拖累了大宗商品市场，化纤价格也不断创新低，作为棉花替代品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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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价格持续走低利空棉花价格。不过目前原油有了暂时企稳的迹象，对棉花而言是

是一个好消息。 

 

小结：受疫情影响，USDA下调全球棉花消费预期，棉花库存有所增加；北半球

进入春播季，但由于棉价低位徘徊，美棉种植意向或出现下滑，国内公布新疆棉目

标价格水平依然是18600元/吨，新疆种植面积或与上年持平；国外疫情爆发严重影

响棉花需求，纺企所接订单大幅下降，当前低迷的消费暂时无法改变，棉价也暂难

摆脱困境。 

 

2.4 消费低迷，库存将保持高企 

截至3月初全国棉花工业库存约72.18万吨，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下降10.81%。

根据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被抽样调查企业纱的库存为32.9天销售量，环

比减少0.4天，同比增加11.4天，比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高14.5天；布的库存为53.4

天销售量，环比减少7.3天，同比增加18.6天，比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高13.9天。

纱、布库存为2018年来的高点。 

图8：国内棉花工业库存（万吨）                       图9：纱线库存（天）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Wind;中国棉花网 

疫情肆虐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国外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多国采

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经济活动受到重大限制。随着管控趋严，国外纺织服装消费将

大幅下滑，外销订单出现大量违约、取消的情况，导致国内纺企产成品库存上升，

内需订单的恢复很难弥补这部分损失，预计棉纺产品库存将继续保持高位。 

图10：坯布库存（天）                                图11：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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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棉花网 

 

2.5 纱、布产销率创 3年最低 

根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测算，3月初，被抽样调查企业纱产销率为81.9%，

环比上涨8.9%，同比下降15.2%，目前纱、布产销率为近三年最低。2月中下旬以来，

国内棉纺行业复工复产进度较快，但紧随其后的是国外疫情的全面爆发，越来越多

的国家开始封城封国，导致经济活动受到重大影响，受此波及，海外纺织品服装订

单被大幅削减，许多纺企面临复工却难复产的局面。 

图12：纺企纱、布产销率变化（%）                   图13：内外棉纱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中国棉花网 

进口纱价格大幅下滑，许多生产商以及贸易商表示近一个月来进口棉纱合同违

约情况较多。一方面由于ICE棉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国外纱厂棉纱报价大幅低于签

约价格，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违约发生；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全球运输、贸易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棉纱生产、装运有延迟，部分企业被迫违约或延期履约。 

随着疫情在全球持续发酵，许多纺企反映订单萎缩甚至停摆，有的企业复工不

久又面临停产，或意向裁员。疫情对全球纺织服装消费的冲击仍在继续，新接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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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短期内难有好转。 

 

2.6 疫情蔓延下，棉纺出口不容乐观 

图14：月度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金额（亿美元）   图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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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

298.35亿美元，同比下降20.0%。其中，纺织品（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

口额为137.73亿美元，同比下降19.9%；服装（包括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为160.62

亿美元，同比下降20.0%。 

随着海外疫情爆发，预计近几个月出口数据不容乐观，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

是多国开始采取封锁边境的隔离措施抗击疫情，停航、停船对货物运输造成了不便

利；其次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欧美）开始关停实体商店、生产工厂，而欧美

地区正是我国棉纺产品的重要客户，疫情对我国棉纺产业链的冲击正逐步显现。 

小结：综合以上因素可知，国外疫情肆虐，多国采取封锁边境、要求居民在家

隔离的措施抗击疫情，既不利于物流运输，也对棉纺产品的消费造成打击，纱、布

产销率创三年最低，产成品库存保持高位，而外销订单预计将继续缩减，消费预期

持续恶化利空棉价，棉价难有起色。 

 

三、后市展望与操作策略 

操作建议： 

受疫情影响，USDA下调全球棉花消费预期，棉花库存有所增加；北半球进入春

播季，但由于棉价低位徘徊，美棉种植意向或出现下滑，国内公布新疆棉目标价格

水平依然是18600元/吨，新疆种植面积或与上年持平；国外疫情爆发严重影响棉花

需求，纺企所接订单大幅下降，当前低迷的消费暂时无法改变，棉价也暂难摆脱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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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疫情肆虐，多国采取封锁边境、要求居民在家隔离的措施抗击疫情，既不

利于物流运输，也对棉纺产品的消费造成打击，纱、布产销率创三年最低，产成品

库存保持高位，而外销订单预计将继续缩减，消费预期持续恶化利空棉价，棉价难

有起色。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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