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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纱期货上市以后为什么不活跃？合约经过完
善与修改后市场又是如何看待的？未来棉纱期货的
市场功能可以更好发挥吗？

“近年来市场多变，最初设计的棉纱期货标的
与现货市场衔接不太好一度阻碍了产业企业的参
与，但如今这些障碍已经不存在了。”开封尉氏纺
织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幼垠告诉期货日报记者，纺
织企业真心希望棉纱期货能够尽快“成长”，这样
整个行业就能通过期货市场的引领而规范起来，
就像棉花市场一样有统一的质量标准、统一有序
的定价模式与贸易方式，树立市场上比较权威的
价格标杆。

根据记者的调研，完善与修改后的棉纱期货合
约得到了市场尤其是产业企业的普遍认可，而交割
厂库的增加更是方便了产业企业就近参与交割。

“前期，我们企业按照棉纱期货交割标准注册
了 160 吨，主要目的是熟悉交割流程、掌握交割成
本与细节等。通过此次试水，我们发现通过期货市
场平台对产品销售业务和价格进行管理综合效果
比较好。”李幼垠说，当前部分棉纱下游需求企业的
经营理念还比较陈旧，一些需求企业采购棉纱主要
是通过现货市场来完成，“一口价”的交易模式和喜
爱赊账的习惯使得他们对新生事物缺少主动接触
的积极性，这和当初棉花期货上市初期市场出现的
情况几乎一样，排斥的心理在一些产业企业依然
存在。

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当前我国棉纱市场仍呈现
出企业数量众多、产业集中度低等特征，很多产业
企业受资金供应紧张、产品升级换代慢、产业链条
短等因素制约，难以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来充分
利用期货工具与期货市场平台为生产经营服务，这
一方面需要有关机构加强市场培育力度，增加产业
企业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另一方面需要市场各方共
同来为产业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要让产
融及早对接，要让产业企业提高金融意识和风险管
理能力。

在同河南开封、新乡，山东菏泽、夏津、肥城、济
宁，河北衡水、保定、藁城等地的部分中小型纺织企
业座谈中，记者了解到，原来的棉纱期货标的物标准
定得较高、指标要求过严，纺织厂需要用最好的棉花
才能纺出符合交割强力指标要求的棉纱，有点脱离
市场实际，而如今新的规则对相关条款进行了充实
与完善，特别有利于棉纱产业上下游对接和参与，同
时在同等条件下，按新标准生成的棉纱仓单成本每
吨还下降数百元，很多产业企业开始关注棉纱期货
套保机会。

山东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国棉花、棉纱市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贸易模式、点价模式、市场参与人员等都与以往
有很大的不同，纺织企业面临很多挑战，未来产业
企业的良好发展必须借助期货工具与市场平台，期
货公司与投资机构等在研发、资金和信息流通方面
的优势要为纺织企业所用才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发
展。当前他们公司正在同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公司
等加强合作，力争在纺织产业整体利润较少、受制
于资金压力等不利条件下闯出一条生路，通过做长
产业链，实现产品高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等来提
高附加值。

市场专业人士认为，凭借国内丰富的棉花、棉纱
市场资源，以及贴近市场实际需求的合约设计，棉纱
期货的发展前景乐观，未来有望成为全球棉纱市场
的风向标。记者在进行市场调研时发现，虽然当前
国内棉纱市场各主体，尤其是直接从事棉花、棉纱业
务的市场人士直接参与棉纱期货交易的还比较少，
但关注热情不断高涨，市场上有关棉纱期货合约的

“一言一行”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预计未来国内棉
花、棉纱、服装等市场的联动性将进一步增强，市场
会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

棉纱期货不活跃根子被拔除
企业陈旧经营理念逐渐改变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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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乔林生

目前，国内棉纱产业处在转型阶段，市场出现很多新的变

化，如产业企业集中外移、产品升级换代加快，以及棉花原料供

应多元化令企业经营风险偏大等。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郑商所

对郑州棉纱期货合约进行了完善和修改，产业企业在转型期可

以更好地利用期货与期权工具及市场平台来为生产经营服务。

为了解华北地区纺织企业棉纱和生产原料棉花的供、需、

存、价格等，以及产业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平台与工具现状，调研

纺织行业产业转移、棉纱和下游产品需求、出口与价格发展态

势，寻找纺织企业利用棉纱期货工具的典型案例，期货日报于

4月15日至19日组织了“2019年棉纱期货进产业调研华北

行”活动，重点调研了河南、山东、河北的棉纱生产、贸易和消

费，以及当地的棉纱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工具与平台等情况。此

外，还对今后国内外棉纱市场与产业形势进行了分析。

企业参与热情高涨 基差点价应用增多

棉纱期货发展基础扎实

“棉花采购价格如何定？采购数量如何增
减？原料与产品库存保持在什么水平更合
适？我们现在主要依靠分析郑棉行情来决
定。”山东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告诉期货日报
记者，当前郑棉期货价格已是国内棉市、纱市
的核心价格，几乎所有的涉棉、涉纱业务均以
此为决策依据。

目前，在国内棉市，轧花厂出售棉花、纺织
厂和贸易商采购棉花、贸易商之间进行货物流
通等均使用基差点价模式来完成，“一口价”等
传统的交易模式已成为历史，同时各式各样的
期货工具使用策略、期货+期权的风险规避与
保值模式等成了市场亮点。

在调研中记者获悉，按照期货盘面价格+
基差来确定棉花、棉纱采购价格，与传统的固

定“一口价”报价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
区别是买卖双方均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目
前，基差点价等模式已经在棉花贸易中得到广
泛应用，期货盘面价格成为核心价格。一旦价
格波动较大，产业链上下游的价格则跟着
变动。

据了解，在新产棉花上市时，有资金实力
的大贸易商在与轧花厂签订采购合同时，可以
按照盘面价格+贴水（负基差）采购，并根据期
货价格调整贴水范围。销售时可以按照盘面
价格+升水（正基差）销售，并根据盘面与点价
意愿调整升水范围。由于棉花货源集中在大
贸易商手中，其面临的风险较大，但在期货、期
权市场完成保值操作以后就没有了风险敞
口。当前郑棉期价已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价

差风险主要集中在基差的波动上。对于轧花
厂来说，在基差点价等模式下，加上融资等渠
道，轧花厂不但有了资金来源，加快了资金周
转，而且也规避了价格下行风险。而对于纺织
企业来说，根据期价来决定棉花采购价格等更
为方便有效。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棉纱、棉花
价格的相关性在0.95以上，郑棉期货、期权的活
跃，以及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但为棉纱期货
的未来发展积累了经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
且还让投资者对棉纱期货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修改后
的棉纱交割标的等更切合市场发展态势、贴近
市场实际，产业企业参与的热情已被激发，棉纱
期市的活跃指日可待。

期价是棉市纱市核心价格 基差点价成了亮点B

综合期货日报记者在河南、山东与河北纺
织企业的调研情况分析，再结合记者所掌握的
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纺织企业经营状况可以
发现，当前国内纺织企业分化较为严重，行业
正在“重新洗牌”，但同时，由于市场不断开放
和从业人员素质得以提升，以及自动化等技术
的广泛应用、资本的介入、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高端产品的开发等，整个产业的发展态势
较好。

“无论是在南方地区还是在北方地区，当前
纺织企业的经营状况整体是平稳的，同时企业
开机率处在较高水平，纺纱利润也比较可观，其
中中小型纺织企业每吨纱的利润普遍在800元
以上。另外，下游需求不乐观也不悲观，纺织企
业面临的生存压力不是很大。”河北省一家纺织
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年初，棉纱下游需求出现
了小旺季，但进入 3月需求不断下滑，进入 4月
更是日趋疲软。很多纺织企业库存增加，一些
悲观情绪开始滋生。不过，很多产业企业还是
可以“活下去”的，市场上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出
现。记者走访的多家纺织企业表示，复杂多变
的市场对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紧

跟市场变化调整好生产，很多企业还是有信心
保持平稳生产。

记者从部分中小型纺织企业了解到，当前
困扰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招工难、用工贵、专
业纺织人才紧缺，同时环保、资金与成本上升压
力也比较大。其中，河南地区的纺织企业利润
稍高，主要得益于当地用工成本低以及金融机
构资金支持力度大。山东地区的纺织企业利润
稍低，当地纺织企业招工难问题较为突出。

相对于中小型纺织企业的经营情况，大型
纺织企业由于产业链条长、企业产品附加值高，
生产经营较好，企业资金供应也比较有保障。
同时，企业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的产品研
发等也取得了很好的综合效益，企业整体的竞
争能力比较强，市场地位比较高。

在调研中记者还发现，当前纺织企业的自
动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部分新建企业万锭用工
数只有10人，而传统的纺织企业万锭用工数在
35人以上，企业之间的分化较为明显，市场淘
汰过程不断加快。

“未来国内纺织企业还面临原料如何解决
和成本如何控制的大问题。”河北衡水一家麻棉

公司负责人有些担忧地说。国储棉去库存基
本接近尾声，低价棉花资源越来越少，近年来
依靠采购低价国储棉而生存下来的纺织企业
要及早考虑未来的原料来源问题。但对于大
型纺织企业来说，其不但在新疆等棉花主产区
建有生产基地，拥有轧花厂，而且还在国外拥
有棉花种植基地，更重要的是通过利用期货、
期权工具，还可以从期货市场、国际棉市提前
锁定原料资源。

目前，纺织企业产品销售普遍受到中美贸
易摩擦的影响。据部分纺织企业反映，自 2018
年9月以来，企业来自国外的订单不断下降，长
单变短单现象更是突出，其中很多订单还转移
到了东南亚等地。另据了解，当前国内纺织企
业以使用国储棉、新疆棉、澳棉和美棉为主，其
中新疆棉、澳棉的性价比较高。

从国内纺织企业的发展前景来看，国内纺
织产业的竞争力非常大，未来我国纺织产业的
发展还需要全球布局，当前虽然面临来自印度、
越南和孟加拉等国的替代竞争，但由于这些国
家的纺织产业链尚不完善，国内纺织产业在全
球仍占据主导地位。

棉纱企业之间差距大 市场整体发展态势良好C

目前，由于国产棉库存资源不断减少，加上
产不足需的格局难以改变，国内棉市供应缺口
不得不依靠进口棉花来补充，未来进口棉花对
国内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最终会导致国
内外棉市“全球一体化”。

与此同时，随着纺织产业的外移与国内服
装等行业的发展壮大，进口棉纱等也将成为国
内棉纱市场的重要成员，国内外棉纱市场同样
存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如此以来，未
来影响棉花和棉纱市场价格的因素必将是复杂
多变的。

针对当前的国内棉花和棉纱市场来说，影
响价格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产区天气、政策、供
应、需求、资金、宏观等方面。期货日报记者近
日在河南、河北、山东、广东等地走访棉花贸易
商、仓储企业、纺织企业、保税区涉棉企业后发
现，目前国内棉花与棉纱市场普遍存在“不踏
实、心中无底”现象，面对新年度全球主要棉花
生产国主产区可能出现水灾与旱灾等不良天气
的预期，以及我国棉花补贴、进出口政策与国储

棉轮入轮出政策多变、市场供应不稳定、需求忽
增忽降、宏观经济数据变化等因素，很多投资者
说不知道判断棉花与棉纱价格的涨跌到底要看
什么。

从国内棉花市场供应面来看，供应趋紧的
态势基本确定，不过当前市场并不缺棉，主要是
近年来抛售的国储棉还没有完全消化，如记者
走访的很多纺织企业还拥有数百吨、数千吨乃
至上万吨国储棉，同时很多大型棉花贸易商在
新疆等地还囤积有2018年产棉花。另外，针对
滑准税下进口棉花配额来说，其对市场既不利
多也不利空，主要作用是平衡国内外棉市价
差。不过，站在投资机构与资本角度分析，主导
国内期现货棉价整体走强的的市场逻辑——供
应趋紧基本得到确认，加上当前棉价处在历史
低位，因此有很多投资机构与投资者以新疆棉
生产成本为底线入市做多，在一定程度上支撑
了棉花价格。

从国内棉纱市场供应面来看，纺织企业开
机率较高，原料库存普遍在两个月左右。近期，

由于下游订单减少，产品库存不断增加，需求方
货款的支付也从预付式转变为纺织企业赊
销式。

“分析未来棉花与棉纱市场价格走势，棉花
产区天气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利用题材。”河南
一家棉花贸易企业负责人认为，由于供应趋紧，
新年度产区稍有不利于产量的天气出现，市场
就有可能出现较大的行情。

从政策面来看，政策是一个多元化变动
量。综合分析，我国棉市补贴政策发生大变的
可能性较小，补贴政策到期后可能会延续。从
国储棉轮入轮出预期情况来看，库存已处在安
全库存平衡点，未来有入有出将是常变量，从
数量上估计已难以对市场产生绝对影响。进
出口政策方面，滑准税下增发配额将成为常
态，有关机构会把国内外市场价差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从而有利于国内棉花市场稳定发展，
同时未来国内外市场联动性会加强，全球棉市
与纱市将是“一家亲”。另外，宏观经济环境将
不断改善。

棉花棉纱市场“全球一体化”价格影响因素复杂多变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