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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策略日报
产业服务中心

棉纺团队

2022-6-30

简要观点

◆ 棉花：震荡偏弱

供应方面：截止 6 月 21 日，美国棉花播种进为 96%，作物优良率为 40%，前值

为 46%，干旱影响优良率连续两周下降。印度播种面积增加约 12%，但干旱天气

下产量再次下调 83 万包。巴西棉花收割顺利进行，产量符合预期。国内棉花处于

蕾期，长势良好，产量有望增加，但近期将面临高温天气，需加强棉田管理。需

求方面：全球通胀上升，经济衰退风险加剧，美国出口销售仍处于年度低位，印

度、越南纺织业开机率下滑，原料采购意愿降低。

国内方面，皮棉库存保持高位，下游需求未见起色，国内订单匮乏，外需订单受

疆民禁令干扰出口压力增加，产成品库存持续累积，截止 24 日，纱线原料库存为

21.29 天，成品库存为 37.85 天，织厂原料库存为 6.89 天，成品坯布库存为 40.08

天，中小织厂开始停产或降低开机率来止损，原材料采购积极性低。

展望后市：临近 8 月，轧花厂还贷压力增加，下游淡季终端消费改善有限，内需

订单复苏缓慢，外需订单受疆棉禁令影响较大，外贸企业转向港口清关棉或地产

棉，疆棉成交整体不佳，市场预期收储政策存在大不确定性。整体来看，鉴于国

内棉市供需双弱，加之外棉大幅下挫，短期棉价难言可观，但不排除快速下跌后

的剧烈反弹。

操作上，皮棉加工企业，提前做好对冲套保准备，可在 2209 合约 17500-18000

对冲套保；纺织用棉企业，结合自身库存，可进行库存套保；投机者，建议逢高

做空。

◆ PTA：震荡运行

原油方面：七国集团会议计划对俄实施更多制裁，且利比亚供应不稳定性延续，

国际油价继续上行；

现货方面：PTA 现货价格收跌 121 至 6755 元/吨，现货均基差收涨 5至 2209+

215；PX 收跌至 1260.67 美元/吨，PTA 加工区间收涨至 374.97 元/吨

供需方面：逸盛新材料开工 8成，PTA 整体负荷下滑至 75.90%；下游聚酯开工

回升至 85.68%。

总结：原油价格高位震荡，成本支撑仍在，市场传言聚酯大厂 7 月降负，担心

需求下滑，因此期价下行。

◆ 乙二醇：震荡偏弱

供需方面：国内乙二醇总开工 49.06%（-2.15%)，一体化 51.73%（-0.91)

聚酯开工升至 85.68%。

港口库存方面累库延续，截止 6 月 27 日，华东主港地区 MEG 港口库存总量

123.7 万吨，较上一统计周期跌 1万吨。本周市场持续下跌，低价买气回升，华东

主港库存小幅去化。

总体来说，原油价格高位震荡，供需整体偏弱，港口库存高位，下游聚酯需求难有

起色；但目前乙二醇整体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估值偏低，下方空间有限，因此短期

仍以震荡偏弱对待。

◆ 短纤：震荡偏弱

成本方面：PTA 现货价格跌 121 至 6755，MEG 跌 83 至 4364，折合聚合成本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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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到 7237；涤纶短纤基准价跌 70 至 8470，现货加工费空间涨 61 到 1232。

（单位：元/吨）

开工方面：聚酯开工回升至 85.68%；中国直纺涤纶短纤工厂产销大幅上涨。原

油持续反弹下成本支撑增强，市场偏空情绪有所消化；叠加局部货源偏紧，整体

入市积极性提升明显。截至 15：30 工厂总体产销在 145.42%，较上一交易上涨

65.42%；

总体来说，市场悲观情绪释放，原油价格仍处高位，成本支撑偏强，7月降负预

期较强，昨日跟跌 PTA，且考虑到 7月装置重启较多，上方压力加大，预计短期

震荡运行。

◆ 白糖：震荡筑底

国内方面，内外价差大幅倒挂，将减少进口，本年度进口量同比也是持续减少。

进口成本也对国内期价形成一定支撑。国内新榨季产量预期下调，进口减少，

供需形势好转，国内压榨进入尾声，后期将进入去库存，将支撑期现货价格震

荡走高。短期来看，6月国内前期补库的现货需要一定时间消化，期价回调空

间预计基本到位，但仍需时间震荡磨底，暂时观望为宜。

◆ 纸浆：震荡偏弱

供应扰动减弱，国际供应面突发消息减少、国产浆厂结束年度检修恢复正常运

行，交易逻辑由供应驱动切换为需求驱动，需求端，延续弱格局，生活用纸价

格疲软，开始下跌，下游原纸全线回落，利润继续走弱，开工维持低水平。目

前需求依然疲弱态势，生活用纸价格也开始走弱，下游维持低利润低开工高库

存格局，期价或震荡偏弱走势为主。

◆ 苹果：震荡运行

截止到 2022 年 6月 23 日全国冷库存储量约为 184.77 万吨，本周冷库出库量

为 13.07 万吨，冷库去库存率约为 79.72%。本周冷库出库环比上周增加 1.27

万吨，单周出库略优于上周，但未明显增加，出货速度远不及去年同期。

产区价格方面，山东栖霞和陕西洛川产区价格较前期持平。陕甘产区剩余库存

货源不多，以存货商自行出货为主，多数交易转向时令鲜果;山东产区调货客商

不多，整体成交量一般，买卖以质论价，议价成交为主。

销区市场，从交易来看，当前客商卖货心态平稳，均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暂无

低价抛货情况。但到产区拿货比较谨慎，基本以保住下游客户为主，主销品种

多以转向时令鲜果。

总体来说，时令水果量大冲击苹果销售市场，产区实际成交有限，库存富士走货

不快。新季苹果套袋基本结束，预计后期补袋或偏少，据了解新季苹果果袋量销

售同比去年同期仍有较大的差距，需动态关注套袋量；同样需重点关注影响苹果

质量、产量的影响因素。目前苹果库存偏少，供应偏紧，后期销售压力有限。操

作方面产业客户可根据自身成本逢高套保，投机客户 2210 建议短期逢低少量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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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重点信息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 2022 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指出，要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明确要求，统筹抓好稳就业和稳物价，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稳健货币政策

实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主动应对，提振信心，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八次排除延期清单，对《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

关税商品第六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21〕9号）中的相关商品，延长排除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1日至 2023 年 2月 15 日，继续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各品种基本面信息跟踪

棉花：

1. 6 月 29 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价格为 18341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上调 16 元/吨。6 月 29 日棉纱

指数 （CY Index C32S）价格为 27790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调 35 元/吨。据郑州商品交易所，2022 年 6

月 29 日棉花仓单总量 16228（-84）张,其中注册仓单 15335(-24）张，有效预报 893（-60）张。

2. 巴基斯坦总理上周五宣布，巴基斯坦拟对包括纺织行业在内的关键行业征收 10%的超级税，以提高财政收入，

政府表示这些税收将被用于消除贫困和稳定国民经济。相关人士表示，纺织行业已经缴纳了 29%的税，进一步

增加税收将严重损害行业发展，并进一步导致经济放缓。对纺织行业加征重税的政策加重了市场担忧情绪，巴

基斯坦棉花价格持续下跌，目前信德省的成交价目前在 18000-19500 卢比/莫恩德，旁遮普省棉花成交价格在

18500 卢比/莫恩德上下。周二卡拉奇棉花协会（KCA）现货报价再度下调 500 卢比至 18800 卢比/莫恩德。各

地籽棉收购价格同样下调，目前根据质量不同收购价在 7000-8500 卢比/莫恩德。

3. 近日国际棉价大幅下挫，印度棉价随之大幅回调至 10 万卢比一线以内，目前 S-6 现货报价在 97000 卢比/坎

地左右。但由于市场对棉纱及其他下游产品需求疲软，印度棉花市场购销冷清。印度当地组织表示，目前远期

合约的价格正在为进入新年度进行季节性调整，供需偏紧格局已趋于缓解，未来三个月印度棉价或仍将逐步下

降。近期印度市场上已有较高等级棉花报价在 90000 卢比/坎地左右，较低等级棉花报价 75000 卢比/坎地。但

据市场反馈，因本年度棉花品质较差，较低等级棉花无法满足下游生产需求，并不会有纺企进行采购。此外，

因 2212 合约价格持续下挫，有贸易商要求纱厂降低纱线价格，纱厂表示即便以目前价格售出仍有部分亏损，

并且纱厂不能以未来的棉价来调整纱线价格。

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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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TA 现货价格收涨 123 至 6876 元/吨，现货均基差收涨 2 至 2209+210；PX 收涨至 1292 美元/吨，PTA 加工

区间收跌至 347.95 元/吨；

2. PTA 整体负荷略降至 77.97%；聚酯开工提升至 85.28%；

乙二醇：

1. 截至 6 月 27 日，华东主港地区 MEG 港口库存总量 123.7 万吨，较上一统计周期跌 1 万吨。本周市场持续下

跌，低价买气回升，华东主港库存小幅去化。

2. 供应国内乙二醇总开工 49.06%（-2.15%)，一体化 51.73%（-0.91)。

短纤：

1. PTA 现货价格涨 123 至 6876，MEG 涨 28 至 4447，折合聚合成本涨 114 到 7369；涤纶短纤基准价涨 90 至

8540，现货加工费空间跌 24 到 1171。（单位：元/吨）。

2. 据海关数据统计，2022 年 4 月涤纶短纤（55032000）共出口 8.9 万吨，同比增长 10.1%，环比增长 7.9%，

分国别来看，越南、美国和土耳其是前三大出口国，共占我国涤纶短纤出口的 33%。

白糖：

1. 北方邦是印度第二大产糖邦，由于糖转化为乙醇生产和作物虫害，21/22 榨季食糖产量有所下降（上榨季产糖

量为 1105.9 万吨）。随着甘蔗压榨渐入尾声，糖厂已经支付 2691.2 亿卢布的蔗款，占总蔗款的 76.62%。入

榨甘蔗 10147.6 万吨，产糖 1024.8 万吨。

2. 2021/22 年榨季广西全区共入榨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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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31 日，广西累计销糖 336.45 万吨，同比增

加 10.90 万吨；产销率 54.98%，同比增加 3.21 个百分点。其中，5 月单月销糖 62.48 万吨，同比增加 10.52

万吨；月度累计工业库存 275.49 万吨，同比减少 27.75 万吨

纸浆：

1. 进口针叶浆周均价 7253 元/吨，较上周下跌 0.58%，同比上涨 16.37%；进口阔叶浆周均价 6627 元/吨，较

上周下滑 0.48%，同比上涨 36.14%。

2. 据卓创资讯数据监测统计，6 月第 3 周，青岛港、常熟港、高栏港、天津港及保定地区纸浆库存量较上周下

降 3%，各港口出货速度不一。

苹果：

1. 据统计， 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23 日全国冷库存储量约为 184.77 万吨，本周冷库出库量为 13.07 万吨，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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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库存率约为 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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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8 元/斤左右，80#统货 2.3-2.8 元/斤左右；

洛川果农库存货 70#以上半商品价格在 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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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图 3：内外棉价差缩小 图 4：内外棉纱价差扩大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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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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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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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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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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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资料来源：WIND 长江期货棉纺产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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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卖出或买入期货、期权合约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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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和信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员工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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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期货投资咨询资格。长江期货系列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

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本报告所载资

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在本报告所载明日期的判断，本公司可随时修改，毋需提前通知，投资者应当自行关

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公司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代表

对期货价格涨跌或市场走势的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的买卖出价，投资者据此

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本公司及作者在自身所知情范围内，与本报告中所评价或推荐的

交易机会不存在法律法规要求披露或采取限制、静默措施的利益冲突。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

引用或再次分发他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

出处为“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公司保留追究相

关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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