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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观点
◆ 棉花：震荡运行
据 USDA 月报显示，或因旱情持续不见好转，西南棉区预期弃耕率较高等影
响，美国 2022/23 年度产量大幅调减，同比减幅在 5.8%，加之出口预期显著调
增，期末库存大幅减少，同比减幅达 14.7%。
市场销售疲软，维持刚需，订单稀少，整体库存压力仍然较大，缓慢去库中。目
前棉价处于外强内弱的格局下，国际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处于高位，近期美棉高
位剧烈震荡。国内消费不旺，纱线市场惨淡，但内外棉价差倒挂，期货倒挂，下
跌空间有限，但近期疫情和宏观市场多变，预期棉价仍以震荡运行为主，价格区
间在 20000-23000。
操作上，皮棉加工企业，提前做好对冲套保准备，可在 2209 合约
21600-22000 以上进行套保；纺织用棉企业，结合自身库存，可进行反向套保；
投机者，建议 2209 合约区间交易，在 21000 以下逢低买入，22000 以上逢高做
空。
◆

PTA：逢低试多

现货方面：PTA 现货价格收跌 52 至 6785。国内宏观不佳，商品整体下挫，叠加
原油稍疲及需求跟进不足，市场风险偏好降低，今日 PTA 绝对价格受累下挫，交
易日内，贸易商及工厂均有出货，聚酯买盘零星，市场交投一般，基差继续小幅
走弱，主港主流货源基差 09 合约+85 元/吨。
成本方面：PX 收跌至 1285.33 美元/吨，PTA 加工区间收涨至 242.71 元/吨；
供需方面：昨日 PTA 开工负荷为 74.81%，下游聚酯开工负荷为 81.55%；
总结：原油价格高位震荡，PTA 前几日上涨后价格略有回落，下游聚酯跟进不足，
基差小幅走弱，叠加宏观氛围不佳，市场有消化涨幅需求，但中长期涨势未改。
◆ 乙二醇：区间震荡
开工：总开工 53.28%（稳定）非煤开工 55.42%（稳定）恒力负荷下调；煤化工
稳定 49.37%
港口库存方面，5 月 16 日，中国华东主港乙二醇样本库存量：115.11 万吨，较上
周期跌 1.05 万吨，环比跌 0.90%。本周主港发货有所好转，港口实际到货偏少，
库存小幅去化。
总体来说，成本端原油持续高位支撑较强，而未来石化减产预期对市场形成支撑。
但供需来看短时间暂难好转，短期缺少持续向上动力，仍将维持低位震荡走势。
◆ 短纤：区间震荡
成本：PTA 现货价格涨 38 至 6790，MEG 跌 5 至 5005，折合聚合成本涨 30.8
到 7482；涤纶短纤基准价稳于 8400，现货加工费空间缩减 30.8 到 917.9。（单
位：元/吨）
涤纶短纤现货供货仍偏紧，但需求疲软、叠加成本端继续下滑，日内短纤价格继
续回吐。总体而言短纤市场呈供需双低的态势。
后期来看，市场或供增需减，价格存一定下滑压力。但考虑到短纤行业亏损压力
高企，且部分头部工厂现货供应偏紧，短期价格仍跟随成本波动。
◆ 白糖：逐步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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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半球的增产，市场预期下年度全球糖供应过剩，虽然巴西当前压榨情况
不佳，但美糖持续回调。不过 18 美分原糖有明显的基本面支撑，同时国内糖
价倒挂明显，进入纯销期，国内糖价底部坚实，建议看涨为主。
◆

纸浆：高位震荡

供应端依然上游逐步缓解，外盘报价止涨；库存端，全球库存均在下滑，对价
格形成支撑；国际市场，下游纸品强势以应对纸浆价格高企。国内下游受成本
影响，逐步上调价格，但接受度不高，依然处于亏损局面。大宗商品的价格维
持高位，但美联储缩表加息，近期国内疫情严重，下游物流不畅，纸浆价格下
游接受度不强。后市纸浆预期高位震荡。
◆

苹果：高位震荡

据统计，截止到 2022 年 5 月 19 日全国冷库目前存储量约为 266.64 万吨，本周
全国冷库出库量约为 26.24 万吨，冷库去库存率约为 70.73%。本周冷库出库环
比上周降低 8.34 万吨，单周出库不及上周，出货速度远不及去年同期。
产区价格方面，山东烟台产区库存果农货 80#一二级价格在 3.8 元/斤左右；洛川
果农库存货 70#以上半商品价格在 3.5-3.6 元/斤，产区库存货交易速度不快，目
前多以固定档口客商按需补充市场为主。
销区方面：随着应季水果接连上市，很多客商陆续转向时令鲜果交易，前去产区
调货的客商减少。
总体来说，随着鲜果种类及上市量增加，苹果销售量有所下滑，但因目前库存货量
偏少，多数市场苹果交易价格相对稳定。新季苹果方面，本年度化肥价格上涨与劳
动力成本偏高导致种植成本增加、种植面积减少的可能性有所增加，目前处于苹果
坐果期， 减产预期的利多因素还需要等带 6 月底套袋完成才能知晓。临近端午假
期，重点关注节日备货情况。操作方面产业客户可根据自身成本逢高套保，投机客
户 2210 建议逢低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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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重点信息
◆

国家发改委发文称，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通胀高企的背景下，我国 PPI 涨幅持续回落，成绩
来之不易，充分彰显了保供稳价工作成效。展望后期，随着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我国 PPI 涨幅有望
延续回落态势。

◆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14 日当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 2.1 万人至 21.8 万人，为 1 月以来
的最高水平，市场预期为 20 万人。截至 5 月 7 日当周，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至 132 万人，为 196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各品种基本面信息跟踪
棉花：
1.

5 月 19 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至 22166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调 51 元/吨。5 月 19 日棉纱指数
（CY Index C32S）价格为 28855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持平。

2.

据美国农业部（USDA），5.6-5.12 日一周美国 2021/22 年度陆地棉净签约 25174 吨（含签约 29324 吨，取
消前期签约 4150 吨），较前一周大幅增加 303%，较近四周平均增加 3%；装运 2021/22 年度陆地棉 77837
吨，较前一周减少 6%，较近四周平均减少 11%。净签约本年度皮马棉 522 吨，较前一周增加 10%；装运皮马
棉 2336 吨，较前一周增加 25%。新年度陆地棉签约 5761 吨，皮马棉签约 612 吨。当周中国对本年度陆地棉
净签约量 2654 吨（含新签约 4105 吨，转签出 907 吨，取消前期签约 544 吨）；装运 23043 吨，较前一周减
少 5.6%。签约本年度皮马棉 295 吨，未装运本年度皮马棉。未签约下年度陆地棉及皮马棉。

3.

3 月希腊出口棉花 2.0 万吨，环比（3.0 万吨）减少 1 万吨，减幅在 33.2%，为 2021 年 9 月以来最低单月出口
量。从当月出口目的地来看，土耳其（1.1 万吨）占比最高，约为 54.9%；其他主要包括孟加拉（1962 吨）占
比 9.8%，印度尼西亚（1408 吨）占比 7.0%，西班牙（1188 吨）占比 5.9%和埃及（1028 吨）占比 5.1%。
2021/22 年度希腊棉花累计出口近 26 万吨，同比（28 万吨）减少 7.7%。其中土耳其是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占
出口总量的 62.6%；其次是埃及，占比约 15.5%，其他出口目的地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占比约 5.3%，孟加拉
占比约 4.7%。

PTA:
1.

PTA 开工负荷回升至 70.87%；聚酯负荷继续下降至回升至 81.64%；PTA 现货价格收跌 76 至 6470 元/吨，现
货均基差收跌 5 至 2209+85；今日 PX 收涨至 1212.17 美元/吨，加工区间收跌至 347.86 元/吨；

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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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 5 月 9 日，华东主港地区 MEG 港口库存总量 115.32 万吨，较上一统计周期涨 1.19 万吨。

2.

本周主港发货有所恢复，到港量偏多，华东主港库存小幅累积。国内总开工 54.66%（+0.4%）；非煤负荷 57.55%
（稳定）；煤制负荷 49.37%（+1.13%）。

短纤：
1.

聚酯开工回升至 81.64%，PTA 现货价格跌 76 至 6470，MEG 跌 10 至 4875，折合聚合成本跌 68 到 7165；
涤纶短纤基准价跌 50 至 8250，现货加工费空间涨 18 到 1085。

白糖：
1.

据泰国蔗糖产业办公室和制糖企业官方数据显示，自 2021 年 12 月开始的泰国 2021/22 榨季，截至 4 月 27
日，泰国制糖企业累计压榨甘蔗 9200 万吨，高于上榨季(2020/21 榨季）的 6670 万吨，累计产糖 1013 万吨，
其中原糖 744 万吨、成品白糖 228 万吨、其他精制糖 41 万吨。

2.

4 月 22 日,随着广西田林和平糖业有限公司顺利收榨，标志着广西 2021/22 年榨季生产圆满结束。本榨季广西
甘蔗入榨总量 5019.41 万吨，同比增加 98.41 万吨；产混合糖 611.94 万吨，同比减少 16.85 万吨；产糖率
12.19%，同比下降 0.59 个百分点。截至 4 月底，全区累计销糖 273.97 万吨，同比增加 0.38 万吨；产销率
44.77%，同比增加 1.26 个百分点。

纸浆：
1.

据 UTIPULP 数据显示，2022 年 2 月份欧洲化学浆消费量 94.99 万吨（针叶浆 31.50 万吨、阔叶浆 62.23 万
吨、本色浆 1.26 万吨），同比增加 1.48%。2022 年 2 月欧洲化学纸浆库存量 62.77 万吨（针叶浆 23.11 万吨、
阔叶浆 38.73 万吨、本色浆 0.93 万吨），同比下降 21.48%。库存天数 19 天，较去年同期下降 7 天。

2.

芬兰造纸工会一致批准芬欧汇川所有五个业务运营的和解提议，作为新的公司特定集体协议。芬欧汇川的业务
部门也接受了和解。达成的解决方案涵盖所有芬欧汇川纸业联盟成员。新协议有效期为四年，从 2022 年 4 月
22 日至 2026 年 4 月 21 日。加薪遵循行业一般的 2+2 年模式，即两年后重新协商加薪。

苹果：
1.

据统计， 截止到 2022 年 5 月 19 日全国冷库目前存储量约为 266.64 万吨，本周全国冷库出库量约为 26.24
万吨，冷库去库存率约为 70.73%。本周冷库出库环比上周降低 8.34 万吨，单周出库不及上周，出货速度远不
及去年同期。

2.

现货产区方面，山东烟台产区库存果农货 80#一二级价格在 3.8 元/斤左右，80#统货 2.8-3.3 元/斤左右；洛川
果农库存货 70#以上半商品价格在 3.5-3.6 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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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种重要数据跟踪
图 1：棉花价格走势

图 2：棉纱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图 3：内外棉价差缩小

图 4：内外棉纱价差缩小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图 5： PTA 现货价格走势

图 6： PTA 现货加工费走势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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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TA 负荷趋势图

图 8： PTA 聚酯负荷趋势图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图 9：乙二醇港口合计走势

图 10：乙二醇华东地区市场中间价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图 11： 进口糖加工价格走势

图 12： ICE 基金原糖持仓数据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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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下游纸品价格走势

图 12：纸浆社会库存数据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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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
为无效。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报告内容的局限性，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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