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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每周观察—— 

止跌有望

行情分析： 

近一周以来，郑棉呈现低位弱势盘整。国内需求端订单好转尚不

明显，长时间的消费疲软本身已经令郑棉欲涨乏力，并且轧花厂还贷

压力仍在继续增加，部分企业被迫松动挺价策略

涉疆法案，在 6月 21 日起开始实施，或将对疆棉需求形成挤压

棉区降雨缓解了干旱，也打击了多头信心，未点价合约短期快速下降

大大减弱了逼仓气氛，ICE 棉价也出现调整。

不过，我们认为短期利空得到较好释放，

谨慎看多。 

成本高企、期现倒挂、内外倒挂成为郑棉有力支撑，

万整数位的支撑抱有较强信心，一些套保盘在

平空单，这给期价带来支持。另外，轧花厂的困境已引起政府层面

的关注，国常会、央行、发改委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正抓紧落地、发力，

内需有望得到提振。 

新年度种植成本继续上升、交易所仓单下降，

上的布局，都为棉价再度走强提供了可能。当前棉花工业库存创新低，

下游需求启动后纺企存在补库需求。在俄乌冲突成“持久战”的前提

下，粮食和原油共振走强令通胀仍难以消除。

下游消费和天气则是最终决定行情方向和深度的

据表明下游产销正在好转，但订单转移和内需释放仍构成不确定性；

全球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对包括棉花在内的农产品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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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跌有望  不宜追空 

  

国内需求端订单好转尚不

明显，长时间的消费疲软本身已经令郑棉欲涨乏力，并且轧花厂还贷

策略、降价出售，美国的

日起开始实施，或将对疆棉需求形成挤压。美国

棉区降雨缓解了干旱，也打击了多头信心，未点价合约短期快速下降

出现调整。 

释放，棉价初步探明底部，后

郑棉有力支撑，也使我们对2

在此价位倾向卖出现货同

轧花厂的困境已引起政府层面

国常会、央行、发改委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正抓紧落地、发力，

上升、交易所仓单下降，以及资金在ICE市场

当前棉花工业库存创新低，

在俄乌冲突成“持久战”的前提

和原油共振走强令通胀仍难以消除。 

下游消费和天气则是最终决定行情方向和深度的重要因素：有依

据表明下游产销正在好转，但订单转移和内需释放仍构成不确定性；

包括棉花在内的农产品生产的威胁并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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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走势 

近一周以来，郑棉呈现低位

本身已经令郑棉欲涨乏力，并且轧花厂还贷压力仍在继续增加

降价出售。 

美国棉区降雨缓解了干旱，也打击了多头信心，未点价合约短期快速下降大大减弱了逼仓

气氛，ICE棉价出现调整。 

数据显示，截至5月24日，洲际交易所

头的持仓仍保持下降态势，降雨改善棉花生长状况的同时，也打击了多头逼仓的意愿

 

二、 棉花生产加工 

图 1： 国内外棉花走势 

数据来源：WIND  新世纪期货 

图 2： ICE 棉花持仓 

数据来源：WIND  新世纪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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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弱势盘整。国内需求端订单好转尚不明显，长时间的消费疲软

本身已经令郑棉欲涨乏力，并且轧花厂还贷压力仍在继续增加，部分企业

美国棉区降雨缓解了干旱，也打击了多头信心，未点价合约短期快速下降大大减弱了逼仓

洲际交易所（ICE）棉花总持仓止住了减少的趋势，但非商业多

头的持仓仍保持下降态势，降雨改善棉花生长状况的同时，也打击了多头逼仓的意愿

期货收盘价(活跃合约):棉花 期货结算价(连续):NYMEX棉花(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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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需求端订单好转尚不明显，长时间的消费疲软

企业被迫松动挺价策略、

美国棉区降雨缓解了干旱，也打击了多头信心，未点价合约短期快速下降大大减弱了逼仓

总持仓止住了减少的趋势，但非商业多

头的持仓仍保持下降态势，降雨改善棉花生长状况的同时，也打击了多头逼仓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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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市场方面，截止到2022

照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加工棉花并进行公证检验，检验数量

量543.04万吨。其中:新疆970家加工企业，检验数量

102家加工企业，检验数量550209

当前新疆棉仍有约一半的棉花尚未销售，市场供应端的压力难改。

力继续增加，2021年度棉花现货普遍降价销

日，2021年度棉花现货销售量连续

时至6月，新疆各地天气整体正常，新棉长势良好。

比领先6%，较近五年平均水平领先

平领先4%；亚利桑那州播种接近完成，同比领先

进度整体偏快，棉花生长情况良好

 

三、 美棉出口 

本周美棉装运数据表现良好

2022年5月20-26日，2021/22

周平均值大幅增长。主要买主是中国（

斯和韩国取消部分合同。 

美国2022/23年度陆地棉净出口签约量为

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取消部分合同。

美国2021/22年度陆地棉装运量为

创本年度新高，主要运往中国（万吨）、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3 

2022年6月5日24点，2021棉花年度全国共有1072

照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加工棉花并进行公证检验，检验数量

家加工企业，检验数量23493992包，检验重量

550209包，检验重量12.35万吨。 

当前新疆棉仍有约一半的棉花尚未销售，市场供应端的压力难改。随

年度棉花现货普遍降价销售。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

度棉花现货销售量连续4周攀升至14万吨，创9周以来新高，累计销售进度完成

月，新疆各地天气整体正常，新棉长势良好。截至5月29日全美棉花播种进度

，较近五年平均水平领先4%。其中得州播种进度在60%，同比领先

；亚利桑那州播种接近完成，同比领先3%，较近五年平均水平领先

进度整体偏快，棉花生长情况良好。 

本周美棉装运数据表现良好，周度棉花出口数据有助于限制棉花跌幅。

2021/22年度美国陆地棉净签约量为8.03万吨，是前周的十倍，较前四

增长。主要买主是中国（3.28万吨）、越南、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印度。洪都拉

年度陆地棉净出口签约量为2.47万吨，主要买主是中国（

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取消部分合同。 

年度陆地棉装运量为10.98万吨，较前周增长52%，较前四周平均值增长

创本年度新高，主要运往中国（万吨）、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1072家棉花加工企业按

照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加工棉花并进行公证检验，检验数量24044201包，检验重

包，检验重量530.68万吨；内地

随着疆内轧花厂还贷压

售。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5月27日-6月1

计销售进度完成56.6%。 

日全美棉花播种进度68%，同

，同比领先6%，较近五年平均水

，较近五年平均水平领先1%。目前美棉播种

周度棉花出口数据有助于限制棉花跌幅。 

万吨，是前周的十倍，较前四

万吨）、越南、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印度。洪都拉

万吨，主要买主是中国（2万吨）、墨西哥、

，较前四周平均值增长33%，

创本年度新高，主要运往中国（万吨）、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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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美棉周度出口 

数据来源：WIND  新世纪期货 

 

四、 国内进口 

截至6月 1日 CotlookA 指数至

折滑准税 25877 元/吨净重，当前国产棉与

图 4： 国内外棉花价格 

数据来源：华瑞信息  新世纪期货 

由于没有一个统计部门或权威

据存在较大差异。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外棉库存总量约 21.05 万吨，环比小幅增加。

口库存继续下降，总库存 45.85

周边仓库进口棉库存约 30.05 万吨，周环比减

27.06%；江苏地区张家港港口及周边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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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至156.95美分/磅，折1%人民币清关裸价格在

吨净重，当前国产棉与 1%价差至-4815 元/吨附近。 

权威机构对各主港棉花库存总量进行统计、分类，

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5月 13 日，各主要港口未通关

万吨，环比小幅增加。另有机构分析，截止 5月 27

45.85 万吨，周环比降 2.15 万吨。其中，山东地区青岛、济南港口及

万吨，周环比减 2.07 万吨，同比库存减少

；江苏地区张家港港口及周边仓库进口棉库存约 3.80 万吨，持稳。

陆地棉:本周出口:当周值 陆地棉:本周出口:当周值:中国

21-05-31 21-07-31 21-09-30 21-11-30 22-01-31 22-03-31

 

人民币清关裸价格在25825元/吨、

 

 

进行统计、分类，因此，各个数

日，各主要港口未通关

27 日，进口棉花主要港

万吨。其中，山东地区青岛、济南港口及

万吨，同比库存减少 11.15 万吨，降幅约

万吨，持稳。二者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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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的调查结果只是未通关的外棉库存（即保税棉）

存总量 45.85 万吨，包含保税棉

 

五、 天气因素 

美国的干旱和印度的高温成为前期支撑棉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但目前这种状况发生了一

变化，从而对多方信心产生抑制，造成了棉价的回落。

从最近公布的印度降雨数据来看，大范围的降雨使得前期的干旱行情得以缓解。截至

25 日，印度棉花主产区降雨 9.9 mm

美国西部遭遇的干旱是当前美棉高企主要驱动之一。上周主产区德克萨斯迎来降雨。截至

5 月 24 日 USDA 公布的干旱数据来看，德州干旱指数从

出 207。因此，德州干旱暂有缓解，但并未完全消除，后市全球棉花的种植生长状况仍需进一

步的跟踪观察。 

图 5： 印度主产区降雨 

数据来源：华瑞信息 新世纪期货 

 

六、 库存 

商业库存较历年水平高，保持

五月工业库存数据发生一些改变

5 

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的调查结果只是未通关的外棉库存（即保税棉）；

万吨，包含保税棉+非保税棉。 

美国的干旱和印度的高温成为前期支撑棉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但目前这种状况发生了一

变化，从而对多方信心产生抑制，造成了棉价的回落。 

从最近公布的印度降雨数据来看，大范围的降雨使得前期的干旱行情得以缓解。截至

9.9 mm，较正常水平高 5.5 mm，同比下降 0.4 mm

美国西部遭遇的干旱是当前美棉高企主要驱动之一。上周主产区德克萨斯迎来降雨。截至

公布的干旱数据来看，德州干旱指数从 326 回落至 301，周度回落

。因此，德州干旱暂有缓解，但并未完全消除，后市全球棉花的种植生长状况仍需进一

 图 6： 德州干旱程度 

 

 数据来源：华瑞信息  新世纪期货

保持平稳下降势头。图中显示到四月份工业库存

改变，从低位小幅增加。 

；机构主要港口棉花库

美国的干旱和印度的高温成为前期支撑棉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但目前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

从最近公布的印度降雨数据来看，大范围的降雨使得前期的干旱行情得以缓解。截至 5 月

0.4 mm。 

美国西部遭遇的干旱是当前美棉高企主要驱动之一。上周主产区德克萨斯迎来降雨。截至

，周度回落 25，同比高

。因此，德州干旱暂有缓解，但并未完全消除，后市全球棉花的种植生长状况仍需进一

新世纪期货 

工业库存仍快速下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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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棉花商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新世纪期货 

截至 6 月 2 日，一号棉注册仓单

万吨。21/22 注册仓单新疆棉 15171

650 张。 

图 9： 棉花仓单 

数据来源：WIND  新世纪期货 

 

七、 下游市场 

上海全面恢复暂未对需求端

区物流的好转，需求端将逐步恢复，

案，在 6月 21 日起开始实施，或将对疆棉需求形成挤压

棉纱期货再次下跌。纯棉纱市场交投平淡的局面并未得到改善，市场订单稀少，

速度放缓，成品库存较上周小幅增加，企业回笼资金意愿较强

指数小幅回落，部分库存较大纺企价格近期下调

的到来，波动加剧，对棉纱价格支撑也随之减弱。预计短期纯棉纱价格稳中偏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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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棉花工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新世纪期货 

日，一号棉注册仓单 15821 张、预报仓单 896 张，合计 16717

15171（其中北疆库 7510，南疆库 4982，内地库

上海全面恢复暂未对需求端仍存在影响，随着国内“稳增长”相关政策落地以及江浙沪地

区物流的好转，需求端将逐步恢复，节后内需订单存在好转的可能。需要

日起开始实施，或将对疆棉需求形成挤压。 

下跌。纯棉纱市场交投平淡的局面并未得到改善，市场订单稀少，

速度放缓，成品库存较上周小幅增加，企业回笼资金意愿较强。随着棉花价格下跌

部分库存较大纺企价格近期下调 200-300 元/吨。棉花价格随着轧花厂还贷期限

的到来，波动加剧，对棉纱价格支撑也随之减弱。预计短期纯棉纱价格稳中偏弱为主

 

 

16717 张，折 70.2114

，内地库 2679），地产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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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内外棉纱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华瑞信息 新世纪期货 

全棉坯布市场淡季氛围增加

交量依旧不比以往，欧美订单未能持续好转，多以小订单为主

声，后续订单仍不明朗。部分织厂库存压力过大，降价抛货

图 12： 全棉坯布开机 

数据来源：华瑞信息 新世纪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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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棉纱库存与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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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全棉坯布库存 

 

 

 数据来源：华瑞信息  新世纪期货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来源可靠性，但对这些息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

 

新世纪期货 

清淡，大多数品种表现平平。部分厂家反映成

部分织厂反映前期订单接近尾

 

新世纪期货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来源可靠性，但对这些息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



新世纪期货棉花周报 

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以及所载的数据、工具及材料并不构成您所进行的期货交易买卖的绝对出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

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由于报告在编写时融入了该分析师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以及分析方法，如与新世纪期货公司发布的其

他信息有不一致及有不同的结论，未免发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新世纪期货公司的立场，所以请谨慎参考。我公

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另外，本报告所载信息、意见及分析论断只是反映新世

纪期货公司在本报告所载明的日期的判断，可随时修改，毋需提前通知。

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

出处为新世纪期货研究院（投资咨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新世纪期货研究院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万寿亭 13 号 

邮编：310003 

电话：0571-85165192 

网址：http://www.zjncf.com.cn 

 

 

8 

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以及所载的数据、工具及材料并不构成您所进行的期货交易买卖的绝对出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

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由于报告在编写时融入了该分析师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以及分析方法，如与新世纪期货公司发布的其

有不同的结论，未免发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新世纪期货公司的立场，所以请谨慎参考。我公

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另外，本报告所载信息、意见及分析论断只是反映新世

纪期货公司在本报告所载明的日期的判断，可随时修改，毋需提前通知。 

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

出处为新世纪期货研究院（投资咨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以及所载的数据、工具及材料并不构成您所进行的期货交易买卖的绝对出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

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由于报告在编写时融入了该分析师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以及分析方法，如与新世纪期货公司发布的其

有不同的结论，未免发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新世纪期货公司的立场，所以请谨慎参考。我公

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另外，本报告所载信息、意见及分析论断只是反映新世

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