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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  花  

后期存在较强的补库需求，逢低点可博弈波段反弹 
 

 

 

 
 

    

 

 
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本周国内棉花现货基本保持稳定，期货价格小幅反弹；美棉期价

反弹带动进口棉价格小幅回升；棉纱期货小幅回升，棉纱现货稳中略

有回落。 

     表 1 主产区白砂糖现货价格本周变动  单位：元/吨 

项  目 
11月 

2日 

11 月 

9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中国棉花价格指数：328 16002 16009 +7 +0.04% 

郑棉 CF1801合约收盘价 15050 15170 +120 +0.80% 

进口棉价格指数：1%配额港口

提货价 12994 13017 +23 +0.18% 

纽约棉花期货 12月合约收盘价 68.31 68.80 +0.49 +0.72% 

中国纱线价格指数 C32S 23375 23300 -75 -0.32% 

棉纱 CY1801合约收盘价 23015 23055 +40 +0.17% 

进口棉纱港口提货价：印度

C32S 23080 23080 0  0% 

进口棉纱港口提货价：巴基斯

坦 C21S 21250 21200 -50  -0.23% 

数据来源：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WIND资讯 

2.行业信息评述 

（1）短线 ICE 期棉难改低位震荡格局 

据巴基斯坦轧花厂协会统计，截止 11 月 1 日，巴基斯坦新棉累计

上市量累计达到 138.3 万吨，同比增加 17.1%；新棉加工量 114.6 万

吨，去年同期为 96.6 万吨；新棉累计销售 105.1 万吨，去年同期 87

万吨。 

 

 

 

期货研究所 

软商品分析师 

张伟伟 

执业资格号：F0269806  

投资咨询证：Z0002792  

电话：0516-83831165 

电邮: 

zhangweiwei@neweraqh.com.cn 
中国矿业大学理学硕士，郑商所

高级分析师，主要负责棉花、白

糖、天胶等软产品的分析研究工

作，精通产业链，善于结合基本

面与技术面把握商品运行趋势和

节奏。 

  

 

mailto:zhangweiwei@neweraqh.com.cn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特别声明 

 

   美国德州告别不利天气，收割进度加快。截止 11 月 5 日当周，美

国棉花收割率为 54%，上周是 46%，略低于去年同期和五年均值的

55%。上周美国出口销售数据强劲，远超过 USDA 出口预估所要求的周

度数值。10 月 26 日止当周， 2017/18 年度美国陆地棉出口净销售

20.95万包，2018/19 年度陆地棉 4.71万包。 

小结：北半球新棉大面积上市，市场供应增加，制约国际棉价反

弹；但美棉销售依旧旺盛，棉价下方支撑亦较强。上有压力，下有支

撑，近期 ICE期棉难改低位震荡格局。 

（2）短线郑棉将逐步完成筑底阶段 

新棉采摘交售情况：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调查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3 日，全国新棉采摘进度 85.7%，同比增加 5.4 个百分点，较过

去四年均值加快 3.2 个百分点，其中新疆采摘 87.8%；全国交售率

83.3%，同比增加 5.7 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加快 7.2 个百分点，

其中新疆交售 93.8%。但皮棉销售市场却表现低迷，内地棉几无销

售，截止 11 月 3 日，累计销售皮棉仅有 34.0 万吨，同比减少 4.1 万

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减少 53.0万吨，其中新疆销售 27.8万吨。 

政策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公告 2016 年第 9 号有关

安排，今年新棉上市期间（目前至明年 2 月底）原则上不安排轮入，

2018 年储备棉轮出销售将从 3 月 12 日开始，截止时间暂定为 8 月

底，每日挂牌销售数量暂按 3 万吨安排。如一段时期内国内外市场价

格出现明显快速上涨，储备棉竞价销售成交率一周有三日以上超过

70%，将适当加大日挂牌数量、延长轮出销售期限，或采取其它措施，

保证市场供应。 

消息方面：近期市场传言兵团开会初步定销售指导价为 15700 元/

吨，公定结算，南北疆按各师局在不低于此价格前提下可做出灵活调

整。这个消息如果确定，将对棉花期现货市场带来较强的支撑作用。 

小结：新棉大面积上市，供应压力增加；但随着纺织企业库存的

逐渐消化，后期存在较强的补库需求，棉价下方支撑亦较强，短线郑

棉将逐步完成筑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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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棉注册仓单数量增加 

本周新棉注册仓单数量增加，截止 11 月 9 日，郑商所棉花期货仓

单数量 751 张，较前一周四增加 146 张；有效预报 191 张，较前一周

四减少 46张。 

图 1 郑商所棉花期货仓单（单位：吨） 

 

数据来源：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WIND资讯 

4、棉纱棉花价差小幅收窄 

本周棉花价格震荡反弹，而棉纱相对疲软，棉纱棉花价差小幅收

窄，截止 11 月 9 日收盘，CY1801 与 CF1801 价差为 7850 点，较前一

周四缩小 100点。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郑棉期货小幅反弹，主力合约 SR180 周二最高上探至 15260

元/吨，但期价暂时承压 60 日均线，周三周四窄幅回调，11 月 9 日收

盘报收于 15170 点，较前一周四微涨 0.80%。棉纱期货亦先扬后抑，

主力合约 CY1801 周三最高上探至 23165 元/吨，随后震荡回落，11 月

9日收盘报收于 23055 点，较前一周四微涨 0.17%。 

2．趋势分析    

从中长期来看，郑棉主力 CF1801 整体延续该品种上市以来的

14600-16400 震荡区间走势；短期来看，期价突破 9 月 6 日以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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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线，短线技术面反弹，关注 60日均线压力。 

从美棉指数日 K 线图上看，期价陷入横盘震荡走势，短线或延续

67-70美分区间整理。 

图 2 CF1801日线图 

 

 

图 3 ICE期棉指数日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上有压力，下有支撑，国内外棉价陷入宽幅震荡走势。 

短期来看：新棉大面积上市，供应压力增加；但随着纺织企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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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渐消化，后期存在较强的补库需求，棉价下方支撑亦较强，短线

郑棉将逐步完成筑底阶段。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CF1801 低位多单谨慎持有； 

激进操作：逢调整加持多单。 

止盈止损：多单 1500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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