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急剧收缩

棉花面临重新定价

——中国棉花市场月报（2022 年 4 月）
2022 年 4 月份以来，国际棉价逆势飙升至 150 美分/磅以上，创 2011 年 5
月份以来高位，东南亚纺织乏力已现，5 月北半球棉花播种面积增加将逐渐落定，
国际棉价上涨是否能持续，国内棉价下一步行情走势如何，本期月报将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 行情回顾
一、国际棉花价格振荡冲高
2022 年 4 月份以来，国际棉价振荡中攀升，呈现“W 型”态势。4 月初，随
着原油价格下跌，美国公布意向植棉面积增长，国际棉价逐渐下跌至 130 美分/
磅；4 月 13 日，印度宣布从 4 月 14 日起至 9 月 30 日对棉花进口实行关税豁免，
资本借机助推国际棉价攀升，4 月 18 日，ICE 棉价最高攀升至 144.78 美分/磅，
创下近 11 年来新高。东南亚纺织生产难以承受高价原料压力，国际棉价一度出
现转弱迹象。4 月底，资本再次放大炒作，借助粮食上涨可能抑制棉花播种面积
预期，以及印度可能对棉花实施临时出口禁令传言，再次推升 ICE 棉价触及涨停，
与前期炒作中国配额发放和印度对棉花进口实施关税豁免类似。截至 2022 年 4
月底，ICE 棉花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 145.63 美分/磅，较 3 月底上涨 5.61%；代
表进口棉中国主港到岸均价的国际棉花指数（M）164.45 美分/磅，折 1%关税人
民币进口成本 25464 元/吨（不含港杂和运费），较 3 月底上涨 6.2%。
二、国内棉花价格高位盘整
时至 4 月，棉价高位运行与下游走弱持续背离，国内纺织行业持续降温态势
进一步加剧，叠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扩散，清明节过后，部分纺织企业延长放假
时间，减产、停产成为普遍现象，我们在 2021 年 9 月初的《中国棉花市场周报》
中曾提到，“下游棉纱价格开始松动，旺季不旺的特征将逐渐显现。”正如我们

预期，2021 年纺织“金九银十”旺季落空，年底进一步转淡，2022 年春节后降
温更加明显。当前国内棉价走势整体呈现弱于国际，强于下游的态势。截至 2022
年 4 月底，代表内地标准级皮棉市场价格的国家棉花价格 B 指数为 22387 元/吨，
较 3 月底下跌 0.84%，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为 21655 元/吨，
较 3 月底下跌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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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1 年以来国内外棉花期货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

第二部分 分析与展望
一、全球棉花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
（一）世界各棉花产销国动态
1、2021 年度北半球棉花销售进度较快，2022 年新棉开始播种
2021 年度美棉完成既定销售目标。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止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1 年度美棉累计签约 344 万吨，超出 USDA 预测年度出口量 23.4 万吨，
完成销售目标的 107.2%，较过去四年提高 5.5 个百分点。
印度对棉花进口实行关税豁免至 9 月底。由于印度国内棉价涨势超过国际棉
价，其国内纺织业不堪重负，行业不断呼吁政府免税进口棉花。2022 年 4 月 13
日，印度财政部宣布，4 月 14 日起至 9 月 30 日对棉花进口实行关税豁免。

2022 年度北半球新棉播种顺利展开。印度北部植棉窗口期为 4 月 15 日-5
月 15 日，当地棉农植棉热情高涨，截至 2022 年 4 月 19 日，旁遮普邦的棉花已
播面积为 2500 公顷。巴基斯坦棉区天气适宜，早播棉田苗情也表现良好。截至
2022 年 5 月 1 日，美国棉花播种进度为 16%，比去年同期增加 1 个百分点，所有
产区均已开始播种。全球棉价持续上涨将刺激下年度种植面积扩张，据国际相关
机构预测，2022 年度美国、印度、巴基斯坦意向植棉面积同比将分别增长 9%、
2%、5%。
2、海外纺织生产需求恢复后又陷入高棉价困境
截至 3 月海外特别是美国服装消费强势增长，推动东南亚出口增加。据 wind
数据，2022 年 3 月美国服装服零售额 269.4 亿美元，创月度历史新高，较上年
增长 7.3%，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0%。2022 年第一季度，越南出口美国纺织品服
装占比达 50.3%，同比增长 24.2%。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局在一份报告中称，
孟加拉国在 2022 年度可能从美国进口 23 万吨棉花，因其国内使用量比去年增加
43%。（2012-2015 年度孟加拉国进口美棉量年均在 3.8-4.8 万吨间，2016-2020
年度均值增加到 18 万吨左右。）
近期东南亚纺织市场暴露疲弱迹象。面对国际棉价暴涨，4 月中旬开始，海
外纺织下游由旺转弱。有报道表示，部分东南亚纺织生产陷入困境，当前海外部
分纺织厂利润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印度部分纱厂缩减产能应对高棉价，巴基斯
坦部分原料充足的纺织企业售卖前期采购的棉花获利。
（二）“当前全球棉花市场格局及态势”1
本期月报在此引用冯梦晓《当前棉花市场态势及印度棉花政策动向思考》对
2021 年度全球棉花市场供求关系评价部分的内容。
若后期不发生大的突发事件，2021 年度实际供求关系同上年持平或宽松的
概率较大，全球棉花需求被高估。美国农业部 4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度，
全球棉花消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达 2701 万吨，产量创近 8 年来新高 2617 万吨，
期末库存消费比为 67.20%。一方面，剔除疫情及救助政策影响严重的 2019-2020
特殊年份，2021 年度全球棉花供求水平与 2016-2018 年度基本持平。另一方面，
考虑到近年来棉花库存结构态势，当前自由贸易市场上的棉花供给相对充裕。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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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认为多种因素不支持 2021 年度全球棉花消费量增加。一是美欧等
发达国家早已停止给予居民消费补贴，二是大幅飙升的通胀势必抑制消费意愿，
三是股市下跌将削弱消费能力，四是全球经济增速及前景明显下滑，中期消费预
期动力不足。近期，全球主要终端服装库存开始增加。wind 数据显示，2022 年
2 月份，美国零售服装店库存达到 2020 年 4 月份以来最高，库存销售比达到 2020
年 3 月份以来最高。预计欧洲市场情况类似。若后期不发生大的突发事件，我们
预计 2021 年度全球棉花消费量在 2630 万吨左右，库销比约为 71.7%，较上年扩
大 0.14 个百分点。
二、国内棉花供给充裕，下游消费降至冰点，新棉持续难销
（一）2021 年度国内棉花供求关系大概率宽松
2021 年度，国内棉花产量 580 万吨，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完成销售 264.2
万吨，尚有 338.4 万吨新棉待售，全国棉花商业库存 503.2 万吨，如果加上 2022
年 4-8 月棉花进口量保守预计 50 万吨，4-8 月供给量将达到 553.2 万吨。2021
年度国内棉花消费量按 824 万吨（月均消费量 68.6 万吨）测算，2022 年 4-8 月
国内消费量为 343 万吨。至本年度末（2022 年 8 月底）国内仍剩余 210.2 万吨
棉花(553.2-343)，高于上年同期 17.7 万吨。即使储备棉不轮出，年度内棉花供
求关系也相当宽松。假如当前纺织市场低迷态势持续，消费将向下修正，本年度
供需关系将更加宽松。

图 2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新棉周度销售进度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
（二）国内棉花消费疲态延续
下游纺织市场持续走弱，产业链运行陷入困境。2021 年 5 月国内纺织市场
已出现降温迹象，高成本新棉加剧市场压力，2022 年春节后纺织市场进一步降
温，2022 年 2 月份我国棉花进口连续 7 个月同比减少，棉纱进口连续 5 个月下
降。疫情加剧消费低迷形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3 月份，国内限额以上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同比大幅下降 15.0%。在海外订单减少和国内订单下降以及
原料成本居高不下情况下，国内纺织企业以减产、停产方式减少亏损成为普遍现
象，据调查，4 月初全国纱产销率创 2020 年 5 月以来新低，纺织企业原料库存
降至 15 个月以来最低。企业反映，当前市场冷清程度十年罕见。
（三）2022 年度国内新棉播种面积将稳中有升
据中国棉花网报道，截至 5 月 5 日，2022 年新疆棉花播种基本结束，南疆
大部分地区棉花出苗率已过半，棉农对今年棉花丰产预期较强。据国家棉花市场
监测系统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中国棉花意向种植面积 4398 万亩，同比增加
1.8%，其中，新疆意向植棉面积为 3639 万亩，同比增加 2.3%。
三、环境分析
（一）全球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海外通胀屡刷新高，中国经济面临多层压
力
1、国际方面。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调。世界贸易组
织预计俄乌冲突导致今年全球贸易增速较先前预测值下降近一半。经合组织的最
新评估报告，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因为俄乌冲突下降一个百分点。4 月 19 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 2022 年全球经济 0.8 个百分点，为 3.6%，较 2021 年增
速下降 2.5 个百分点。
海外通胀飙升失控，货币政策进入收紧阶段。在 3 月加息基础上，5 月美联
储加息 50 个点，并宣布将启动一项缩表计划，从 6 月开始，每月从 9 万亿美元
资产负债表中减少 475 亿美元资产负债，三个月后，每月将减少 950 亿美元。欧
洲央行表示计划加息，将对此进行讨论，并可能会在 6 月的会议上采取行动。
2、国内方面。2022 年 3 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5%，继 2021 年 10 月份
后再次回落至临界点以下，当前政策意在纾困实体和提振经济。近两年央行多次

降准旨在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帮助产业链下游需要控制成本的中小微企业发
展。从目前看，降准不足以激励资金全部流向期望领域，存在流入原材料市场，
进一步引起原材料上涨的情况，后期引导资金合理流向可能更为重要。近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明确煤炭领域经营者四种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标准，
公告同时明确，煤炭中长期交易销售价格，超过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上限的，
以及煤炭现货交易销售价格，超过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上限 50%的，一般可
视为哄抬价格行为。棉花市场同样需要警惕哄抬价格的风险。
煤炭哄抬价格行为认定标准与棉花市场相应风险
发改委明确煤炭领域哄抬价格行为认定标准
一是捏造涨价信息。虚构货源紧张或者市场需
求激增信息，虚构其他经营者已经或者准备提
价信息，虚构购进成本以及其他可能推高煤炭
价格预期的信息。

棉花市场相应风险
2021 年度，为了抢购棉花资源，10 月
份新疆棉收购成本同比上涨约 63%，国
内棉花现货均价同比上涨 52%。

2021 年度以来，不乏有收储等不实消息
散布，通过酝酿预期诱导其他经营者推
高棉花价格，进一步加剧下游纺织企业
用棉成本压力。
三是囤积居奇。未及时销售生产或者购进煤炭， 截至 2022 年 5 月 5 日，全国累计加工
无正当理由明显超出正常的数量或者周期存
皮棉 580 万吨，累计销售皮棉 287.7 万
储。
吨，同比减少 279.1 万吨。
四是无正当理由大幅度或者变相大幅度提高价
格。在煤炭生产、购进成本未明显增加的情况
下，大幅度提高价格或者明显超过正常年份加
价水平对外销售煤炭；通过关联方大幅度提高
截至 2022 年 5 月 6 日，国棉现货价格
价格出售煤炭；以供应紧张为由，强制或者诱
指数较 2020 年疫情爆发后低点上涨
导销售对象委托其采购高价煤炭；通过不合理
100.96%，郑棉期货价格上涨 114.8.56%。
提高运输费用或者不合理收取其他费用等方
式，变相大幅度提高煤炭价格；在销售中长期
交易煤炭的同时，通过强制高价销售现货煤炭，
变相大幅度提高煤炭价格。
二是散布涨价信息。散布捏造的涨价信息，散
布信息号召或者诱导其他经营者提高煤炭价格
以及散布其他可能推高煤炭价格预期的信息。

（二）“疫情防控内外差异，大宗商品价格高位上涨，中国传统制造业国
际竞争优势显著弱化”2
疫情防控内外差异，大宗商品价格高位上涨，中国传统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
显著弱化。一方面，在新冠病毒阿尔法、德尔塔等病毒毒性较强阶段，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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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大力度经济救助政策，股市大涨，居家消费火爆，但其疫情管控成效明显弱
于中国，供应链运行不畅，不少企业生产甚至难以推进，经济成本大幅增加。中
国制度优势明显，疫情控制效果好，生产、加工及物流顺畅等优势彰显，生产制
造成本相对优势显著。2021 年中国出口金额达 33634.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9%，
创 2011 年以来新高。2021 年末，疫情进入奥密克戎变异毒株阶段，中外防疫成
本急剧变化。西方抓住奥密克戎病毒特性，对社会经济的管控全面放开，供应链
全面修复，生产和消费成本显著下降。中国疫情防控坚持严格要求，传统制造业
产业链运行整体成本增加，相对优势弱化。另一方面，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
背景下，土地、劳动力等市场要素较低的国家，其消化或容忍原材料成本具有优
势。国际贸易订单更容易流入海外成本洼地。
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海外通胀飙升，全球经济滞涨问题突出，经济衰退风险加
大。全球棉花消费难以独善其身。眼下全球棉花具备整体供需平衡的条件。最近，
海外纺织已暴露由旺转弱迹象，国际棉价连续大幅下跌。为控制通胀，近期美国
重新评估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后期进展需要时间。在高通胀背景下，消费
者对商品价格较为敏感，中国与东南亚在纺织品生产方面的竞争有增无减，中国
纺织出口形势有待观察。目前国内消费低迷态势继续，棉价与下游消费之间仍有
待衔接。美棉销售已完成既定目标，北半球棉花播种面积大概率增加将逐渐尘埃
落定。朝前看，若不出现大的灾害，不发生大的突发事件，下年度鉴于全球棉花
产量可能增加、消费或将下降，供求关系走向宽松。棉价步入重要窗口期。随着
5 月份美联储加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全球汇市大幅波动，股市下跌
加剧，传统工业类大宗商品价格疲弱，资本市场收缩及重新定价的风险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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