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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韩乐

多数纺织企业订单被叫停

外销“冻结”聚酯产业链企业急需新活法

近日，在东方纺织城——盛泽，“新单缺失”

“订单取消”的现象屡见不鲜。事实上，随着海外

疫情的不断扩散，3月中旬以来，江浙纺织市场

很多外贸企业都遭遇了“订单难”的问题。终端

的“订单难”一石激起千层浪，“冻结”的外销下，

聚酯产业链面临生死“大考”。除了展开现货自

救，利用衍生品工具避险也成为当前聚酯产业链

企业突出重围的“救命法宝”。

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由于国内疫
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市场开始逐步复苏，不
少外贸商在海外订单缺乏的情况下，将目光转
向国内。

但国内纺织市场规模有限，大量外贸产能
回流必然导致“供大于求”局面的出现，势必引
起低价竞争。尤其是 3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
大跌，导致盛泽地区纺织主要原料涤纶长丝价
格较年初的跌幅超过 2000元/吨，纺织企业前
期生产的面料不断贬值。

“目前，市场主流产品价格均有0.20—0.30
元/米的跌幅，部分库存较大的品种，如涤塔
夫、春亚纺等，下跌幅度更大。”张强如是说。

“这周，客户打电话来询价的很多，但真的
下单的没有几个。现在原料下跌，我们的报价
也普遍下调0.20元/米。虽然这些都是高价原
料生产的，但我们不得不跌！”一化纤面料企业
相关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一喷水织造厂负责人也表示，近期订单减
少，为了减少库存，已经将产品价格下调
0.20—0.30元/米，有些品种甚至低价抛货，以
此来缓解库存和资金压力。

记者了解到，近期汇率波动不稳定，纺织
老板将结汇也提上日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破7，不少纺织老板抓住这一时机结汇，赚取汇
率差。”在张强看来，虽然结汇能为企业带来额
外利润，但无法弥补外贸订单缩量和降价带来
的损失。“对于纺织企业来说，订单缺失对企业

的杀伤力远大于压价等情况，企业接下来面临
的最大难题是‘无单可做’。”他说。

疫情导致终端服装消费受阻，产业链上下
游传导不畅，市场自下而上需求萎缩成为定局。

据了解，当前，织造企业开机率明显下
滑。截至 4月 9日，江浙织造综合开机率降至
五成，较年后高点下降近两成，较去年同期下
降近三成。

“需求萎缩带来的全产业链负荷下降不可
避免，5 月，涤纶长丝开工负荷可能在 70%以
下。”上述长丝企业负责人预计。

终端织造在整个聚酯产业链中充当“下水
道”的角色。PTA和乙二醇的终端消费90%以
上集中在聚酯环节，其中用于纺织服装的长丝
短纤，产能占比约75%。“订单缺乏将导致原料
库存积压、成本传递受阻，产业链各环节都面
临较大的销售压力，价格全面承压。”国投安信
期货分析师庞春艳表示。

从中国化纤信息网的统计数据看，3月，长
丝平均库存水平比春节前上升20多天，达到1
个月以上的高位，PTA 库存也突破 300 万吨，
处于历史高位水平。此外，乙二醇的港口库存
比春节前增加 80万吨，且有继续攀升的预期，
港口可能再现液化储罐危机。

“当前聚酯产业链最大的困境是库存过
高。虽然OPEC+协议减产，织造投机性备货
采购热情升温，聚酯库存明显下降，但在需求
有效恢复之前，织造的行为不过是进行了库存

转移，后续库存仍然难以消化。”海通期货分析
师刘思琪表示，聚酯库存只是转移至织造环
节，成为原料库存，终端织造行业仍处于下行
周期，叠加疫情因素，预计产业链整体高库存
问题仍未有效化解。

据了解，一方面是库存累积，另一方面是
原油价格崩跌，聚酯全产业链产品价格均跌出
新低。

“由于煤制装置成本不随原油价格变化，
在当前现货 3300—3500元/吨的价格下，多数
成本偏高的煤制乙二醇装置都处于亏损状
态。”大地期货分析师蒋硕朋表示。

事实上，煤制乙二醇的成本一直是行业的
“神秘地带”，但因技术、原料、辅料、催化剂、产
品组成、资金来源等各方面差异，煤制乙二醇
的成本构成并没有统一口径，其一直带有神秘
色彩。

“2019 年 年 初 ，乙 二 醇 价 格 跌 破 4200
元/吨，一度引发行业停车潮，当时市场分析，
4300 元/吨许是煤化工的成本线。”庞春艳表
示，但今年乙二醇价格跌破4000元/吨后，煤化
工装置开工率依旧较高，直至3月底跌破3000
元/吨时，煤化工装置才陆续停车检修，煤制乙
二醇成本的“神秘面纱”也在此时被揭开。4月
初，煤制乙二醇装置开工率明显下滑。截至 4
月 10 日，煤制装置开工率已在 43.35%。煤制
乙二醇装置大面积减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库
存压力。

库存高企 被迫下调出厂价B

逆境求生 寻求衍生品助力

当前，聚酯产业链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
是现金流的中断。采访中期货日报记者了解
到，很多企业因为客户破产，应收账款收不回
来，而这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出现资金链
断裂。

“现金为王，保住现金流”成为聚酯产业链
企业在逆境中可以“活着”的共识。

“为确保现金流的畅通，在现金流预期不
足的情况下，要尽力压缩费用支出。另外，外
需冲击下，也需要调整产品销售结构，加大对
疫情影响较小国家以及国内市场的开拓力
度。”金石期货投资咨询主管黄李强称，长期来
讲，更多的是如何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国内
部分煤制乙二醇企业表示，计划通过技改提升
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

对此，上述长丝企业相关负责人也证实，
企业现金流很重要，毕竟化纤、纺织是民生必
要行业，只要挺过二、三季度，发展前景依然不
错。为确保现金流的稳定，该企业利用产品的
差异化提高了色丝、复合丝的占比。“差异化品
种可以有效降低库存，而且客户黏性比较高。”
他说。

在“订单荒”的背景下，该企业通过邮寄支
援防疫用品、主动承担出口费用的方式，帮助
客户挺过难关，使得有多年合作关系的外销客
户对企业的订单尽量执行或延期。同时，在政
府运输交管相关部门支持下，该企业还采取运
费优惠、尽快送货上门等形式补贴客户，防止
市场价格下跌后客户毁单。

记者了解到，国家已经开始针对小微企业
进行定向降息降准，企业可以以库存为抵押向
银行申请贷款，维持现金流，以度过极端行情。

目前，聚酯行业面临成本塌陷、供应过剩
和需求下滑“三座大山”，单纯依靠传统现货经
营想要避免亏损有很大的难度。事实上，今年
以来，部分聚酯产业链企业对规避价格风险的
需求明显增加。

期货工具的出现给聚酯产业链企业提供
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工具，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在极端行情下打破困境。在聚酯产业链中，

生产型企业和贸易型企业都可以通过期货或
者期权来规避市场风险，实现稳健经营。

“当前市场环境下，聚酯原料端价格重心
大幅下移，产品价格处于历史新低，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可以通过有效的期现结合策略来对
冲风险或者锁定利润。”蒋硕朋介绍说，石脑油
加工费处于新低，PX和PTA加工价差自低位
走强，乙二醇现金流走高，聚酯现金流相对较
高，PTA和乙二醇存在高库存压力，而原油价
格波动风险仍属于不确定因素，PTA企业可以
买入原料PX，并买入PTA看跌期权，进行保值
和利润锁定，而聚酯企业可以买入PTA和乙二
醇现货，或者买入期货建立虚拟库存，或者买
入原料看涨期权，进行成本锁定。

“就企业而言，期现结合更多可以运用在
原料/产品的套保上，随着聚酯产业链上市品
种的增多，后期可以对原料和产品进行更多
的风险锁定操作。”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烯
烃事业部总经理戴煜敏表示，在此轮行情下，
国内某生产厂家和贸易商合作，直接在大商
所乙二醇期货盘面套保，拓宽销售路径，锁定
了加工利润。另外，聚酯工厂在 3 月 30 日当
周产品销售回暖的情况下，考虑到整体价格
较低，也普遍通过 PTA 现货市场和 PTA 期货
盘面采购，锁定原料端成本。贸易商则结合
产品的价格波动，开展了大量的乙二醇期现
正套业务，锁定交易利润，一定程度上稳定了
现货价格。

期现结合是实体企业应对行情波动的利
器，尤其在本次疫情冲击中，企业利用期货对
冲，起到了加速去库存、锁定利润的效果。这
一点也令上述长丝企业负责人深有感触。

该企业负责人介绍，2月4日，化纤市场开
始恢复现货交易，企业实行优惠促销活动，以
低于同行 150—200元/吨的价格销售产品，对
于提前付款和提前发货的客户还有额外优惠
政策，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产品库存。

“1 月放假之前，针对原料库存，我们在
PTA 和乙二醇期货上入手了卖出套保头寸。
春节后，当PTA和乙二醇期现价格反弹且超过

现货合约价格（合约价格为现货月均价）的时
候，积极在期货市场卖空，参与 3月交割。”上
述负责人表示，在交割过程中，合同供应商配
合公司要求，将原计划发送到公司的合约货直
接发送到期货交割仓库，进行异地交割，预留
出公司内的仓库库容，防止了产品胀库。

当PTA价格下跌到 3650元/吨一线时，很
多贸易公司和客户以点价形式向该企业预订
产品。“企业收取 20%—30%的保证金，同时利
用期货做多，锁定加工空间。在 3月，同行由
于库存压力纷纷降低生产负荷的情况下，我们
维持了相对较高的生产负荷，并且没有增加产
品库存。”上述负责人称。

与上述长丝企业相似，越来越多的聚酯产
业企业参与到期货市场中，通过多样化的策
略，在极端行情到来时，更好地规避价格风险、
锁定利润。

“这些企业通过购销、基差交易、对冲风
险、库存置换、虚拟工厂套利等形式，将现货市
场和期货平台有效结合，利用对基差和价格的
判断，对原料或产品库存进行保值、锁定加工
利润、建立虚拟库存，在当下聚酯行业疲软的
背景下，有效规避了价格波动风险，提高了企
业市场竞争力。”蒋硕朋称。

戴煜敏告诉期货日报记者，疫情确实给聚
酯产业链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保存实力、渡过
难关是非常重要的。

“对聚酯产业链来讲，产业本身周期性明
确。聚酯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认为，只要熬
过‘冬天’，活下来，终能迎来‘春天’。”戴煜敏
表示，聚酯大厂的规模化会越来越明显，其将
主动往上游产业延伸布局。此外，下游织造长
期过剩，库存积压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在他看来，围绕着产能的清退和升级，聚
酯产业链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盘。

上述接受采访的人士都认为，经过本轮疫
情洗礼，中国的化纤纺织企业基于产业链优
势，在期货相关衍生品的助力下，将进一步提
高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进而提升中国制造的国
际影响力。

C

3月中旬开始，江浙纺织市场很多外贸订单被取消
或者半取消。

“目前，盛泽地区很多纺织企业都面临‘新单缺失’
‘订单取消’的难题，整体需求不畅是市场发展的最大阻
碍。”中国绸都网采编中心主任张强在接受采访时如
是说。

在张强的印象里，往年3—4月都是纺织企业去库
存的最佳阶段，内贸春夏面料、外贸秋冬面料订单均会
按照前期计划下达，带动市场走货。

“然而，今年 3月底时，盛泽一位纺面料负责人就
反映订单取消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们有一个单量很大
的外贸客户，几乎一半的订单都来自这个客户，但最近
突然把订单全部取消了。”张强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当
地另外一家大型染厂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由于外贸订
单减少，进仓加工的坯布数量“断崖”式下跌。复工之
初，每天坯布进仓 100 万米，而现在，已经不足 40 万
米。目前，工厂开工率只有1/3，一半工人在轮休。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国作为纺织品出口大国，外
销占纺织需求的四成以上。今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外贸订单停摆，纺织作为外贸出口的重要领
域，受到的冲击更大。

“很多纺织贸易商的订单都无法正常操作，尤其是
外贸订单，因为不满交期延长，订单被取消。”张强表
示，随着海外疫情的扩散，我国出现织造大面积退单的
现象。

据织造企业反馈，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等）、菲律
宾、柬埔寨、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订单受疫情影响较
大，部分订单已经开始生产，但突然接到退单的消息，
买方宁愿损失定金也要取消，甚至还有部分已经运出
的货品，被野蛮退回或者拒收。3月下旬，一份近 400
家纺织企业参与的投票中，近九成的企业表示，有客户
取消订单。

海外订单大面积叫停后，织造企业出现“订单
荒”。根据绸都网下游调研情况，多数企业复工后的手
头订单在1个月左右，不少是年前接的订单。3月中旬
之后，新单成交一直不理想，有些纺织企业甚至没有
开单。

不少织造企业前期手头订单已在 4 月初执行完
毕，开启“无单模式”，还有部分企业的手头订单在4月
中旬执行完毕。最近的市场很安静，打样、问价都明显
减少。订单减少使得终端成品库存积压，盛泽地区坯
布织造库存为41—42天，超过了复工之前的水平。

“受疫情影响，纺织生产与贸易企业也陷入困境。
部分企业营业收入减少、运营成本增加。企业除了应
对疫情防控，在资金链与现金流、新订单获取以及产品
和服务交付上也存在较大压力。”张强表示，欧美是我
国重要的服装面料出口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因为疫情
进入一种“自我封锁”状态，不仅抑制了新订单的下达，
而且阻碍了已经下达的订单发货。

据一位物流企业负责人介绍，以前，欧洲的货物，
空运3—4天就可以完成签收，价格在30元/公斤，现在
时间拖长到8—10天，价格要55元/公斤，“到美国也一
样，运输时间翻倍，价格翻倍”。

“我们的订单主要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前期的
订单都发货成功了，近期有部分已经取消，尤其是印
度，已经封国，基本上没有订单去那边。”一家外贸纺织
企业业务员表示。

华南某长丝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外贸订单
的30%延期到5月底之前执行，外贸订单的40%直接被
取消。“我司外贸长丝占比 18%，目前同比去年减少
70%。”该负责人坦言，有风险的地区不敢做，因为客户
不能及时开证，到货后客户无法提货。

一家拥有400多台织机的企业的销售人员在接受
采访时也表示，公司产品主要发往意大利，近期意大利
港口还没有全部停工，还可以清关，但纺织产业链货款
回款都被迫推迟、延长。同时，由于运输问题造成订单
无法及时到达客户手中，客户也会扣押货款。

事实上，“回款难”也成为当前织造生产与贸易企
业的通病。据了解，织造企业目前回款周期在4个月，
较之前延长 1个月。国内服装厂的欠款已经从 2月中
旬拖到现在，让贸易公司的业务员很是焦虑。原本 90
天的信用证，现在受疫情影响，要求开120天。

可以看到，纯粹做外贸订单的纺织企业 3月复工
50%，部分小工厂在 4月逐步减产停工，个别企业甚至
甩卖设备，准备关厂。内外销都有或者内销占比较大
的纺织企业部分裁员，仅维持60%—70%的生产负荷。

市场变脸 订单频频被取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