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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市场回顾 

 

2017 年棉花期货行情的走势，虽然称不上有多么凌厉的单边大趋势出现。但 14600 元/吨至 16500 元/

吨上下两千点几个来回的宽幅波动也算是蔚为壮观。上半年，棉花价格围绕着国内棉花的上市以及抛储的影

响使得国内棉花价格在美国出口强劲的背景之下，仍然受到压制，几次试图上攻都被阻挡。后续随着美国以

及国际市场对于 2017-2018年度棉花丰产的预期，叠加国内抛储的延长，价格逐步承压下挫。随着市场焦点

逐步转换为新年度美国出口定价阶段，以及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受到一定程度的灾害影响。价格整体持稳在前

期宽幅波动区间之内，不过波动性相对有所降低，区间收敛。等待迈入新一轮的市场博弈。 

当前棉花市场仍然围绕着几条主线波动：一是对于全球市场来说，17-18 年度棉花仍然是属于一个丰产

格局，供应相对偏宽松，虽然近期报告对于全球过剩情况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下调；二是，全球市场后续焦点，

较倾向于关注美国棉花的出口状况；三是，对于国内市场来说，当前同样处于一个新花上市供应充裕的阶段，

且本年度国储不安排轮入以及 18 年延续抛储的动作，对于上半年市场来说，应该是相对较大的一个压力所

在。下面我们就具体相关情况，稍作数据上的分析印证。 

棉花全球供需持稳 

对于全球棉花产量来说，产量自从 15-16 年度大幅下挫至 2100 万吨的水平之后，延续上升态势。17-18 年度

全球棉花产量增加 300 万吨至 2620 万吨的水平。随着产量水平的恢复，全球棉花需求量也在不断攀升，尽

管全球期末库存仍然在 1920 万吨水平的高位，库存消费比却呈现逐步下滑的态势。整体来看，当前全球棉

花仍然属于一个供应稍松的格局，相对中性。那么市场将更多的寻求结构性的机会，以及新进市场驱动。鉴

于我国棉花市场的政策的壁垒，国内棉花市场表现相对独立。国际国内拆分来看，也许更为明了。 

图 1：全球棉花供需表（百万吨） 图 2：供需图示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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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结构存异，除中国外市场相对宽松 

从各国产量上来看，各主产国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对于增量显然是属于美国增产最多为 427 万

包，印度增长 250 万包，我国增加 225 万包的水平。如果刨除国内影响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外库存有

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与之相伴随的库存消费比也在进三年不断攀升。 

图 3：各主产国棉花产量 图 4：外围市场供需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全球库销比的下降事实上主要归功于我们国内的一个棉花去库存的情况。

对于外围市场来说，供应压力其实还是相对偏高的。但是不是对于内外盘价格表现上就一定会呈现内强外弱，

这倒未必。毕竟虽说国内供应存在缺口，但是临储的不断拍卖足以给予弥补，国内暂时看不到主动趋强的基

础。不过当前市场存在一个预期，毕竟随着国储的不断拍卖，库存水平不断下降。后续供应缺口将必然依靠

进口给予补足，进口配额制度也许会给予转变，这是其一；另一方面，随着国储库存水平的不断下降，市场

也对 18-19 年度作物进行轮入的预期也是可观存在的。所以对于 18 年后半年的市场将会是另一番天地。 

美国年度产量增幅较大，库存抬升  

做为主导外围定价的国家，分析国际市场价格走势，还是非常有必要看下美国国内的一个供需情况。 

图 5：美国棉花供需 图 6：美国库存消费比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对于美国国内市场来说，先前咱们已经提到，17-18 年度美国棉花产量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产量

增至 467 万吨，较去年大幅增加 93 万吨的水平。虽然产量大幅增加，但是对于新年度的一个出口预期却并

未同步调增，整体上和去年相当且略微下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从下表数据中并不难看出问

题。由于美国国外市场产量的同步提升，虽说整体需求仍在扩张，但是供应缺口显然是比之去年进一步缩窄，

意义也就是对于美国棉花的一个出口需求相对趋弱。所以，个人愚见，这也是为什么 17-18 年度美国出口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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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并未继续调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 7：除美国供应缺口 图 8： 美国周度出口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综合来看，美国产量大幅增加，出口的持平，自然也就使得美国的国内库存大幅增加至 126万吨，较去

年来看属于一个倍增的幅度，库存消费比大幅攀升自不必提。所以，针对于此，后续美国棉花的一个出口销

售进度显然是影响外盘棉花价格走势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对于我们跟踪市场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此就不对此需要时刻关注的，通过影响短期价格不断左右市场价格的指标再做表述。 

美国新年度种植面积仍有增长空间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个美国棉花的外部需求情况，影响明年棉花价格走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就是

18-19年度棉花的一个产量水平。但是我们对于此又一无所知，只能届时再做判断，包括从种植面积的角度，

以及棉花单产水平的角度。不过我们可以对过往的情况做一下了解，以期做到心中有数，届时能够从容应对。 

图 9：美国棉花种植面积 图 10：棉花价格优势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从过往种植面积的水平上来看，显然对于美国棉花的一个种植面积还是存在一定的继续增加的空间，距

离 07年之前的 500万公顷的水平还有 10%的一个增加的潜力。同时从近些年棉花与大豆和玉米的种植收益比

值上可以看出，棉花的一个种植效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偏好的状态，所以说对于明年棉花的一个种植面积我

们可能并不能过多的期望有所下调，从而进行提振价格上行。所以从这点来说，18年上半年棉花市场应该难

以见到强有力的上扬驱动，逢高沽空的方向判断仍具有较高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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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美国棉花单产水平 

 
数据来源：USDA  中辉期货 

对于单产水平显然我们无从说起，毕竟决定单产要看天气具体的表现。不过从近几十年单产水平上来看，

1000公斤/公顷貌似已经达到瓶颈。18年单产水平的具体增减，将对下半年棉花价格走势造成直接影响。 

对于美国市场综合来看，整体显弱，能否在行情发展的过程中主动扭转格局，重点关注 18-19年的天气

产量问题。 

我国结构调整接近尾声，政策寻求退出 

国内棉花在经历过收储政策之后，伴随着国内抛储的不断进行，政策正在不断引导棉花市场回归到市场

引导价格的轨道上来。当前国内临储棉花库存经过两年大幅的无轮入抛出，临储库存已经下降到 500万吨左

右的水平。未来预期政策影响将逐步退出市场，而其节点已经临近。 

观察近些年国内棉花的供需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自从 14 年取消收储之后，国内棉花产量开始有所下

滑，在 15 年产量创下低点 480 万吨之后，国内产出开始缓步抬升，跟随消费端的温和扩张。就目前看，国

内产量结合国内需求以及临储的抛售外加进口配额的政策，整体形成了一个新的均衡。相较以前的格局，整

体属于产量缺口从靠进口弥补到通过临储拍卖来弥补的状态。但现在来说，国储库存下降过半，预期经过 2018

年抛储之后，库存将降至 200-300 万吨之间的水平。至此可以说，国储库存已经降到合理水平。届时国内的

供求以及相关政策将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对于 18-19年棉花是否安排轮入的问题，个人预期将有较

大概率，对于轮入与后续的轮出量暂且不论，一旦进行轮入可以确定的是国内 18-19年度棉花上市期间对于

市场供应的冲击将大大降低，棉花上市期间价格趋弱的形势会有所转变；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储不足以弥

补产出缺口的情况下，国内进口政策的改变。进口配额制度转变与否将直接关系内外盘棉花价差水平。个人

预期，进口政策的调整将本着有利国内棉纺业竞争力的方向行进，原材料价格与国际接轨，打破进口壁垒将

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最终国内棉花同国际接轨将成为必然趋势。 

图 12：我国供需 图 13：国内储备情况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信息来源：网络整理  中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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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棉花产能转移，产量难以激增 

当然，届时国内产出的缺口会否会依靠国内自身产量的扩张来进行弥补。这个长期来看，难以定论，不

过就生产惯性，近两年之内想要实现国内产量的大幅跃升显然也不太现实。从种植面积的发展态势上可见端

倪。 

图 14：我国种植面积 图 15：新疆产量占比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自 2011 年后，内地棉花种植面积开始连续下滑，新疆棉花的种植面积则有所增加。国内对于棉花种植

结构的调整整体实现了优质棉花产能对于质量相对较差的内地棉的取代，当然量上并非完全对等。从种植面

积上来看，新疆种植面积的扩张暂时难以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对于内地，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种植端也

难以大幅抬头。2017年 12月，中国棉花协会棉农合作分会对内地 12省和新疆自治区 20个地区共 2290户棉

农首次进行 2018年植棉意向面积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植棉意向面积为 4419.08万亩，同比增长 0.13%；

其中，新疆植棉意向面积同比增加 3.12%，预计意向面积为 2986.98 万亩。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比分别减

少 2.21%和 9.2%，种植面积预期分别为 730.16 万亩和 634.75 万亩。可以看出 2018 年我国棉花的种植面积

几乎持平，所以后续国内棉花供需所面临的产出缺口短时间之内难以通过自身产量的扩张给予弥补，通过进

口补足将是必然事件。 

所以对于明年整体格局，上半年如不出意外，国内棉花仍将处于一个供应宽松的格局当中，一方面国内

的库存将不断供应下游市场消化，期间还有临储的抛售给予市场边际需求的调整。但此期间需要着重关注外

围市场棉花的种植生长情况，18-19年度外围棉花的产量的重要性将远超过往，因为 19年国内恰好处于需要

外围市场给予弥补国内供应缺口的时点。联动性的增强，将在国际市场棉花产量出现下滑的时候，国内价格

跟随国外同步上行。 

至于明年后半场则主要关注国内政策的具体变动预期，根据前面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基本面情

况将趋于好转。届时国内棉花走势由弱转强的概率相对偏高，国内外市场将实现再均衡，在此转折点，棉花

价格料不会波动性加大。 

当前国内棉花库存偏高 消化仍需时日 

国内棉花库存当前仍然处于高位，12月份商业库存统计在 420万吨左右的水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

前棉花工业库存较往年处于相对偏高的水平，下游采购意愿受到抑制，并不十分强烈；二是，18年仍存的抛

储政策，使得下游厂家后顾之忧衰减。归根结底，还是当前国内市场整体供应充足，市场氛围较弱，这种市

场普遍相对悲观的心态存在。将使得下游处于一个相对观望的境地，表现出来则是出货减慢，成交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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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国内棉花库存 图 17：棉纱季节产量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信息来源：WIND  中辉期货 

进一步看，工业库存的维持高位，也与下游需求有一定关系。从纱线产量的季节性走势上我们可以看出，

今年四季度传统的棉花需求旺季，纱线产量的增速趋势较为平滑。截止到 11 月纱线产量水平甚至还没有突

破 6 月份高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下游需求的放缓也是棉花采购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会否这种偏淡的状况一直延续，显然也不太现实。毕竟供应缺口放在那，尽管有临储棉花的抛售给予

补足，但是由于棉花的质量问题，下游的生产配置新旧棉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当棉花价格回落到一定程度，

随着棉花库存的消化，外加年中的一次需求高峰，赶在此之前下游主动累库存，增加需求进而抬升棉花价格

的阶段性行情也是可以期待。但需要在合适的时点给予配合。 

主要变量 

列出一些明年市场较大的变量，或者说潜在的焦点以供参考。 

上半年： 

1. 国内棉花的库存消化情况，下游主动累库存的节点把握 

2. 美国棉花的出口状况，所影响的国内外价差进而对国内进口的节奏的扰动 

3. 国内外新年度棉花种植面积的调整 

下半年： 

4. 天气状况对于棉花单产的影响，以及最终的新年度棉花产量 

5. 国内棉花政策的调整倾向 

6.  受政策调整影响的国内供需结构的重塑，市场博弈性增强，交易机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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