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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利空不改棉花供需 ,粘胶短纤有望长期受益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政策利空降温棉花期货火爆行情：面对棉花期货暴涨的行情，6 月 5

日中国棉花协会发声：“中国棉花协会经过调查并与有关部门沟通，目

前我国有充足储备库存保障轮出需求，还可以通过增发进口棉配额等

其他措施增加市场供应，供给数量不存在短缺问题。”郑棉指数降温，

开始高位回落。 

 

棉花供需格局难以改善：近期异常天气引起的棉花期货市场的火爆只

是供需反转前的借题发挥。近年来全球棉花产量逐年下降，需求较为

平稳，全球各地异常的天气更是加速了供需失衡的进度。而国内棉花

产量下降更为明显，进口受限，需求保持坚挺下供需缺口有扩大趋势，

而库存也即将下降到安全库存，棉花价格有望进入上升通道。 

 

成本上升支撑棉花价格长期看好：国内日渐高涨的人工成本和供给侧

改革以来化肥农药价格的大幅上升，是国内棉花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

原因。虽然中国棉花协会声明可以通过增发进口棉配额等其他措施增

加市场供应，但是由于我国实行滑准税制度，使得进口国外价格较低

棉花的实际价格向国内棉花价格看齐。在棉花供需面临反转的背景下，

供给侧改革持续进行,棉花价格长期看好。 

 

棉价上涨下粘胶短纤的投资机会：粘胶短纤与棉花可相互替代，国内

供给侧改革使得粘胶短纤新增产能受限，部分或落后产能开工率受到

影响，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在棉花价格上升的背景下，作为替

代品的粘胶短纤的价格有望同步上行。 

 

粘胶短纤龙头受益明显：我们重点推荐三友化工（50 万吨+20 万吨）

和中泰化学（49 万吨），粘胶短纤价格每上涨 1000 元，其对应 EPS

分别增厚 0.22 和 0.07。 

 
[Table_CompanyFinance] 重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重点公司 现价 
EPS PE 

评级 
2017A 2018E 2019E 2017A 2018E 2019E 

三友化工 20.21 0.92 1.20 1.33 11 9 8 买入 

中泰化学 10.96 1.15 1.25 1.47 10 9 7 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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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于大势 
 上次评级： 优于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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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0.65% -2.14% 3.19% 

相对收益 -1.23% 2.16%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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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极端天气引爆棉花期货 

从 5 月 7 日开始，新疆就迎来的了极端天气，全疆遭遇雨雪降温大风天气，北

疆部分棉苗出现冻伤，随后气温回升情况有所缓解。仅过了一周时间，新疆第六师

50 团又遭遇了冰雹袭击，上万亩棉田受到损失；南疆巴州尉犁地区则遭遇大风天气，

十万多亩棉花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上千万元；5 月 16 日，巴州尉犁县局部地区遭

遇大风天气，预计超过 30%的农户需要进行补种；5 月 20 日，阿克苏第一师部分团

场再次遭遇冰雹袭击。 

新疆作为我国主要的棉花生产区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0%，极端天气影响

棉花的正常生长，带来对未来棉花产量下降的预期。随着极端天气的频发，郑棉期

货价格也迎来的一波暴涨行情，创近年来的新高。 

而在世界的另一半美国，自 4 月以来主产区德克萨斯州降雨不足，持续干旱对

处于关键生长期的棉花影响较大。美国德州棉花种植窗口期即将关闭，而热带风暴

Alberto 即将登陆美国带来洪水影响，棉花期货也迎来了大幅的上涨。 

全疆当前棉花种植已结束，棉花出苗情况好，但部分地区受灾情况不容乐观。

但是新疆灾害性天气年年有，天气问题对新棉产量影响有限。从媒体调查的棉花出

苗与长势来看，2018 年新疆棉花受灾情况处在往年正常范围之内，当前的灾情不会

对今年棉花单产、总产造成严重损失。 

图 1：郑棉期货收盘价（元/吨）  图 2：CTN18E 2 号棉花期货结算价（美分/磅）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6 月 2 日为限制棉花期货的暴涨，发布限制贸易商参与抛储政策之后，6 月 5

日中国棉花协会发布行业预警声明：“中国棉花协会经过调查并与有关部门沟通，

目前我国有充足储备库存保障轮出需求，还可以通过增发进口棉配额等其他措施增

加市场供应，供给数量不存在短缺问题。”郑棉指数降温，开始高位回落。 

2. 供需格局难以改善，棉花价格长期看好 

棉花种植面积大幅萎缩。2013 年以来，全球棉花种植面积就呈现下降趋势，从

3572 万公顷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2972 万公顷，下降幅度达到 20%。而主要棉花产地

中国的种植面积更是出现大幅降低，从 2011 年的 5.04 万公顷下降至 2017 年的 340

万公顷，下降幅度达到了 56%。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下降，棉花产量也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下降。得益于单亩产量的上升，中国近年来产量维持在 500 万吨左右，占全

球产量的 20%，全球棉花产量维持在 2500 万吨附近。 

根据中国农业部的预测，2018/19 年度中国棉花播种面积进一步减少，为 3187

千公顷，较上年度减少 4.9%。播种面积减少主要由于近些年植棉比较收益低且劳动

力短缺，新疆棉农植棉积极性有所下降；另外，内地棉区受植棉收益较低、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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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高以及棉花卖难等因素也导致内地植棉面积继续萎缩。 

图 3：全球、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百万公顷）  图 4：全球棉花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由于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产能，棉花消费量近年来稳定在 800 多

万吨，占全球棉花消费量的 31%。而国内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的逐年下降，使得

棉花进口成为了补充国内棉花短缺的主要手段，2017 年国内棉花进口量达到 115 万

吨。受全球经济影响驱动，USDA 预测 2018 年全球棉花消费量预计增长 3.89%，将

超过 2731.1 万吨。 

图 5：中国棉花进出口量（吨）  图 6：全球棉花消费量（万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自 2012 年以来，我国棉花进口量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国家队进口棉花的限

制。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将对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对关税配额外进

口一定数量的棉花继续实施滑准税，并适当调整税率，主要是当棉花进口价格过低

时，适用税率有所提高。而《2018 年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公布

2018 年棉花进口关税配额量为 89.4 万吨。 

 限制棉花进口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提升国内的棉花种植积极性和棉花产量。由

于国内日渐高涨的人工成本和供给侧改革以来化肥农药价格的大幅上升，国内棉花

种植成本进一步提高，农户收入微薄，甚至入不敷出。所以国家对农户种植棉花进

行补贴，2017/18 年新疆地区籽棉补贴金额为 0.63 元/公斤，1 吨籽棉约产生 400kg

皮棉，所以吨皮棉补贴金额约为 1500 元，而国内外棉花价差近来年维持在约 3000

元/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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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新疆棉花种植补贴（元/kg）  图 8：国内外棉花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新闻资讯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在产量萎缩，进口受限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棉花的正常需求，消耗库存成了

几乎唯一的选择。近年来国内棉花库存下降迅速，每年消耗 200 多万吨，截至目前

国内棉花库存约 800 万吨。以目前每年 500 万吨产量，100 万吨进口量和 800 多万

吨的消费量来说，每年存在约 200 万吨的缺口。且国内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萎缩，

势必加大对库存的消耗，国内棉花供不应求的状况将愈发严重，预计未来两年左右

的时间国内棉花库存将达到警戒位臵。 

图 9：6 月棉花期初库存（万吨）  图 10：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ICAC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根据美国农业部 5 月份估计，由于全球棉花播种面积下降以及美国、印度干旱，

全球棉花产量将下降1.03%；受全球经济影响驱动，全球棉花消费量预计增长3.89%；

全球期末库存预计下降 5.06%，全球库存消费比将达到 0.67。全球整体棉花产量也

逐渐下降，带动库存消费比进一步减少，在国内外棉花去库存的周期即将结束的情

况下，全球棉花价格或将持续上行。 

所以，天气因素导致的棉花期货大幅拉升只是基本面改变下对事件的炒作结

果，也反应了人们对未来棉花价格上行的判断。虽然棉花协会发表声明，称可通过

提高进口配额等措施来满足国内需求，但是全球范围内棉花的供不应求，或将使得

国内棉花的供应变的紧张。 

除此之外，国内逐渐提升的人力成本和种植成本是国内棉花价格居高不下的重

要原因，虽然国外棉花价格较低，但是由于我国实行滑准税制度，使得进口棉花的

实际价格向国内棉花价格看齐。而在全球供给收缩、需求提升的背景下，国内棉花

种植面积逐步萎缩，库存下降迅速，棉花将面临供需反转的时点，将促使棉花价格

走入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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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棉价上涨下粘胶短纤的投资机会 

“粘胶短纤”俗名“人造棉”，属再生纤维素纤维，与棉花、涤纶短纤一起被

称为三大纺织原料。棉浆粕、溶解浆均可制得，其外形及产品特性，与棉花较为相

似。棉花纤维受制于产量及人们日益个性化生活中对纺织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升，

粘胶短纤产品逐步发展壮大。 

表 1：棉花和粘胶短纤对比 

产品 吸湿性 透气性 牢固度 防起皱变形 纤维抱合力 

粘胶短纤 优 优 差 差 优 

棉花 良 良 良 良 良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卓创数据 

由于粘胶短纤为化工纤维，不会受到气候等的影响，我国粘胶纤维产能不断扩

大，2017 年国内粘胶短纤产能达到 398 万吨，产量为 359 万吨，而且随着需求的不

断提升，粘胶短纤的开工率也维持在 90%附近的高位。2018 年国内会有多个新产能

投放，预计产能将达到 468 万吨。 

图 11：国内粘胶短纤产能、产量及开工率（千吨）  图 12：粘胶短纤进出口数据（千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卓创数据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卓创数据 

 

棉花与粘胶短纤的用途相似，自 2009 年以来国内棉花和粘胶短纤的需求合计

约为 1100 万吨左右。2015 年之前，随着棉粘价格的扩大和粘胶短纤的兴起，粘胶

短纤产量上升迅速，棉花的市场份额逐渐被粘胶短纤所替代。而 2015-2017 年间棉

粘价差逐渐为负，粘胶短纤需求保持小幅增长，棉粘迎来较为同步的价格上行。整

体来看棉花和粘胶短纤有所联动，在总需求平稳的情况下，根据价格的高低保持需

求的此消彼长；在棉粘需求保持平稳的情况下，棉粘的价格则较为同步。 

图 13：国内棉花、粘胶短纤表观需求量（万吨）  图 14：粘胶短纤和棉花价差（元/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卓创数据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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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开始，粘短价差不断扩大，目前棉花-粘胶纤维价差已经扩大到约 2200

元/吨。而国内棉花产量、库存不断下降，虽然国家可以通过调节进口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供需缺口，但是全球范围内的产量和库存消费比的下降，或将抬高全球范围内

的棉花价格。 

    2017 年 9 月 1 日工信部出台的《粘胶纤维行业规范条件(2017 版)》和《粘胶纤

维行业规范条件公告管理暂行办法》指出，严禁新建粘胶长丝项目。严格控制新建

粘胶短纤维项目，新建项目必须具备通过自主开发替代传统棉浆、木浆等新型原料，

并实现浆粕、纤维一体化，或拥有与新建生产能力相配套的原料基地等条件。鼓励

和支持现有粘胶纤维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优势企业并购重组，提升产

业集中度和整体竞争能力。 

供给侧改革使得粘胶短纤的产能扩展受到限制。在棉花价格上行、供给减少的

周期中，粘胶短纤新增产能受限，使得粘胶短纤并不能通过扩大产量来满足需求的

提升和供需的缺口，或将促使粘胶短纤价格与棉花价格同步。 

图 15：粘胶短纤 CR4 行业集中度  图 16：粘胶短纤利润图（元/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卓创数据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卓创数据 

我国近年来粘短行业持续扩能，行业集中度逐渐提升，但是由于竞争的加剧，

粘短厂家盈利愈加艰难，行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17 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要求

企业需迁入符合要求的化工园区，且对环保、安检等方面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将

进一步促使落后产能出清。虽然行业依然有新增产能，但是严厉的环保使得部分企

业难以正常生产。同时长期处于微利状态叠加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成本上升，使得粘

胶短纤企业盈利变得更加困难。而优质的粘短行业龙头，拥有完善的环保措施和一

体化的生产装臵，拥有较低的生产成本，能够进一步提升市占率和行业话语权，享

受到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红利。 

我们重点推荐三友化工（50 万吨+20 万吨）和中泰化学（49 万吨），粘胶短纤

价格每上涨 1000 元，其对应 EPS 分别增厚 0.22 和 0.07。 

4. 推荐标的 

4.1. 三友化工 
公司是我国纯碱和粘胶短纤的双料龙头企业，业务涉及化纤、纯碱、氯碱、有

机硅等四大板块，以及热电、原盐、碱石、物流、国际贸易等辅助配套的循环经济

体系。目前公司分别拥有年产 50 万吨粘胶短纤、340 万吨纯碱、43 万吨 PVC、

53 万吨烧碱、20 万吨有机硅单体的产能规模，高标准新建的 20 万吨差异化粘胶

短纤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中建成投产。公司各项业务产业协同效应显著，使得公司

拥有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效的资源利用、更高的环保处理水平。 

公司通过多年的内生式发展，已经掌握了竹代尔纤维、莫代尔纤维、超细旦纤

维、着色纤维、阻燃纤维、可冲散纤维等系列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粘胶短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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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生产技术，公司在粘胶短纤的差别化率居于行业第一，是国内首家通过欧洲

一级生态纺织品质量认证的粘胶生产企业。公司投资 23.2 亿元建设年产 20 万吨/

年功能性、差别化粘胶短纤项目，一方面将使得公司产能迈入 70 万吨的世界一流

粘胶短纤企业的行列，跻身于与奥地利兰精、印度博拉的世界级一流梯队，另一方

面公司进一步拓展粘胶短纤高端化市场，差异化竞争优势更将明显。 

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4.83 亿元、27.50 亿元、

28.89 亿元，对应 PE 9X、8X、7X，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公司产品价格下降，产能释放不及预期的风险。 

 

4.2. 中泰化学  
公司地处新疆，拥有完整的煤炭—热电—氯碱化工—粘胶纤维—粘胶纱上下游

一体化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目前主营氯碱化工与纺织工业两大业务板块，聚氯乙

烯树脂（PVC）、离子膜烧碱、粘胶纤维、粘胶纱等四大产品，配套热电、电石、电

石渣制水泥等循环经济产业链。依托新疆地区丰富的煤炭、石灰石、原盐资源，建

立稳定、廉价的上游原料基地，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化工行业的成本洼地。 

公司在粘胶短纤领域拥有合计 49 万吨产能，包括新疆富丽达的 36 万吨，阿拉

尔富利达的 8 万吨和天泰纤维的 5 万吨。同时公司还有 20 万吨的粘胶短纤在建产

能，预计今年年底前建成投产，届时公司粘胶短纤产能将达到 69 万吨，最终完成

公司在疆内 90 万吨粘胶纤维的布局。 

同时公司还拥有 236 万锭的纱锭产能，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控股的金富

纱业和富丽震纶为其直接下游纱线生产厂商，新疆富丽达生产的粘胶短纤优先保证

对金富纱业和富丽震纶生产所需粘胶短纤的供应，减少了整个产业链的物流运输成

本，延伸了下游产业，同时稳固了公司烧碱产品的市场。 

新疆是我国棉花的主产地，国家对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掀起了纺织服装企业来疆投资发展的热潮。现阶段新疆地区主要以纺织为主，

逐渐往纱、面料、印染、服装等方向发展延长产业链，最终形成自上游棉花种植到

粘胶纤维生产到下游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区位经济优势。 

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6.80 亿元、31.57 亿元、

35.85 亿元，对应 PE 9X、7X、7X，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公司产品价格下降，产能释放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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