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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9 月 13 日-9 月 20 日当周，国内棉纱棉花期现货价格小幅上涨，国际

棉价横盘震荡，进口棉花棉纱小幅下跌。 

     表 1 主产区白砂糖现货价格本周变动  单位：元/吨 

项  目 
9月 

13日 

9 月 

20 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中国棉花价格指数：328 15957 15972 +15  +0.09% 

郑棉 CF1801合约收盘价 15500 15630 +130 +0.84% 

进口棉价格指数：1%配额港口提

货价 13272 13257 -15 -0.117% 

纽约棉花期货 12月合约收盘价 69.15 69.27 +0.08 +0.11% 

中国纱线价格指数 C32S 23230 23380 +150 +0.65% 

棉纱 CY1801合约收盘价 23155 23385 +230 +0.99% 

进口棉纱港口提货价：印度 C32S 23400 23300 -100  -0.43% 

进口棉纱港口提货价：巴基斯坦

C21S 21350 213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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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棉陷入震荡走势 

美国佐治亚州大学棉花专家表示，飓风“艾尔玛”给该州的所有棉田

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坏，每英亩皮棉减产 120 磅-700 磅，待收地区和准待收

地区平均减产 300 磅。经过实地调查，仅“艾尔玛”就使佐治亚州减产大

约 10%，棉农损失大约 1 亿美元。专家表示实际损失可能会超过预期，即

使恢复烂铃问题也会很严重，具体要看倒伏的棉株能有多少恢复过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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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目前另一个 5 级飓风正在横扫加勒比岛国，但移动方向开始向北，至

少不会给美国东南棉田带来直接冲击。。 

9 月 19 日印度气象部(IMD)表示，本周印度中部棉花主产区将迎来降

雨，缓解了干旱天气对市场带来的担忧情绪。印度气象部首席执行官拉梅

什表示，虽然目前印度中部和东部棉花产区降雨量仍然低于平均水平，但

预计未来几天的降雨量将大幅增加。 

澳大利亚农业资源经济研究局（ABARE）将 2017/18 年度澳棉产量调

增至 95.6 万吨，同比增长 2%，主要原因是单产提高 33%抵消了面积下降

23%带来的损失。单产大幅提高的原因是灌溉田比重显著增加。 

小结：飓风对美棉棉花生产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但印度天气好转，

澳大利亚棉花单产预期增加，全球棉花增产预期制约国际棉价，短线 ICE

期棉陷入震荡走势。 

（2）籽棉收购进度缓慢，储备新疆棉投放数量增加，短线郑棉或有震

荡反复 

新棉采摘开秤情况：中棉协数据显示，截止 9 月 19 日，长江流域棉花

采摘进度为 20%左右，交售价格为 3.02 元/斤，交售进度仅为 1.5%。目前

各地开秤收购棉花企业较少，大部分地区还未开秤。9 月以来气象条件较

好，有利于棉花吐絮采摘，黄河流域棉花品质较前期有所提高。截止 9 月

19 日，该流域棉花采摘进度为 39.12%左右，交售价格为 3.16 元/斤，交售

进度为 7.15%。该流域除河南大部棉区未开秤外，其余各省均有商贩零星

收购，商贩对棉花品质要求较高，收购价格在 2.9-3.5 元/斤不等，棉农普

遍惜售。目前甘肃棉区进入吐絮初期，预计 9 月中旬开始采摘，国庆节前

后进入高峰期。 

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中储棉花信息中心举办 “2017 年新疆棉花

产量调研及供需活动”。调研显示，六师收购价 7.0 元/公斤（衣分

38.5%，长度 28mm），每增加一个长度加价 0.05 元/公斤，增加一个衣分

加价 0.1 元/公斤，高于去年同期价格。八师目前定价，机采 7 元/公斤

（含补贴），手摘 7.15 元/公斤（含补贴）。今年和去年情况很大不同在

于棉籽价格不同，今年棉籽价格在 1.8-1.9 元/公斤，去年价格在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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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斤左右，两者差价较大，今年籽棉收购价格应该低于去年。 

储备棉成交情况：9 月 14 至 9 月 20 日，储备棉计划轮出 13.27 万

吨，实际成交 12.31 万吨，成交率 92.77%，其中新疆棉投放 9.07 万吨。

截止 9月 20日，储备棉累计成交 301.79万吨。 

下游需求：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抽样调查显示，截止 9 月 12 日，被

抽样调查企业纱产销率为 92.5%，环比持平，产销率止跌企稳；准备采购

原料的企业占 78%，环比提高 7个百分点，同比增加 20日百分点。 

小结：目前新疆籽棉收购价格坚挺，对郑棉带来一定支撑；但新棉购

销进度缓慢，市场观望情绪较浓，储备棉仍是市场主要供应来源。本周储

备新疆棉投放数量增加，市场供应较为充足，短线郑棉或有震荡反复，后

期重点关注新棉收购情况。 

3、仓单数量继续下滑 

本周棉花期货仓单继续流出，截止 9 月 21 日，郑商所棉花期货仓单数

量 883张，较 9月 14日减少 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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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棉花买棉纱套利继续持有 

本周棉纱棉花价差扩大，截止 9 月 21 日，主力合约 CY1801 与 CF1801

价差最高扩至 7810点，卖棉花买棉纱套利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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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9 月 15 日-9 月 21 日当周郑棉期货宽幅震荡，主力合约 SR1801 周一探

底回升，期价止跌企稳，周二周三震荡反弹，周四重回弱势， 9 月 21 日

收盘报收于 15415元/吨，较前一周四微涨 0.36%。 

2．趋势分析    

从郑棉主力日 K 线图上看，期价整体仍未摆脱上市以来的震荡区间，

短线陷入 15500 附近震荡反复。若有效跌破 15500 一线，期价将下探

15000寻求支撑。 

从美棉指数日 K 线图上看，期价重回底部震荡区间，短线陷入 69 美分

横盘震荡。 

图 2 CF1801日线图 

 

图 3 ICE期棉指数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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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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飓风对美棉棉花生产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但印

度天气好转，澳大利亚棉花单产预期增加，全球棉花增产预期制约国际棉

价，短线 ICE期棉陷入震荡走势。国内方面，目前新疆籽棉收购价格坚

挺，对郑棉带来一定支撑；但新棉购销进度缓慢，市场观望情绪较浓，储

备棉仍是市场主要供应来源。本周储备新疆棉投放数量增加，市场供应较

为充足，短线郑棉亦陷入震荡反复走势，棉纱与棉花价差仍有走扩空间。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CF1801 空单逢低止盈观望，多 CY1801 空 CF1801 套利继续

持有； 

激进操作：观望。 

止盈止损：CF1801 空单 15500 下方止盈；价差缩至 7650 之下，多

CY1801空 CF1801套利考虑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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