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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方面是生产企业扩张规模，想抢占市场先机；另一方面 2013 年盈利颇丰让生

产企业有竞争的资本。因此市场竞争远未达到平衡的状态，预计今年产量减少也

比较痛苦。 

 

 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势头将会持续下去。玻璃需求70%来自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

市场的逐步回暖将对玻璃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 

 

 受到基本面供大于求的影响，玻璃价格短期大幅上涨仍然很难。但可以肯定的是

玻璃价格继续下跌的空间很小，只能说玻璃目前“上下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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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玻璃的供应 

11..11..  绝对产量没有明显降低 

5 月份平板玻璃产量为 7210 万箱，环比上月增长 17.4%，同比下跌 2.3%,同比跌幅较

上月收窄 8.9 个百分点。前 5 个月平板玻璃产量为 32864 万箱，同比跌 5.7%，较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平板玻璃产量同比持续增长，且同比跌幅明显收窄。 

5 月份浮法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71.66%；环比下降 1.72%；同比去年下降 12.28%。在

产产能 86406 万重箱，环比上月减少 2070 万重箱，同比去年减少 8010 万重箱。月末行业

库存 3551 万重箱，环比减少 4 万重箱，同比去年增加 339 万重箱。月末库存天数 15.00 天，

环比增加 0.33 天，同比增加 2.58 天。 

相对于五月份产量和产能的同比减少，六月份以来新建生产线和冷修复产生产线明显增

速。主要是生产企业大部分都希望在旺季来临之前，将产品达产达标，不愿错过增加企业效

益的机会。六七月份即将点火的还有相当一部分。 

随着近年来投产生产线的快速增加，虽然有不少生产线停产，产能供应的绝对值并没有

显著地减少，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冷修停产的生产线在市场价格转好之后，会很快投入生产运

营，重新加入市场竞争。 

一方面是生产企业扩张规模，想抢占市场先机；另一方面 2013 年盈利颇丰让生产企业

有竞争的资本。因此市场竞争远未达到平衡的状态，预计今年产量减少也比较痛苦。 

图1.1.1: 平板玻璃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  南华研究 

未来产能变数很多，产能退出的过程和步伐必定是痛苦的。 从区域上看，华北等地区

是未来减产的重要地区，另外东北等地区由于竞争激烈，可能会引发生产企业资金紧张，造



 

 

2015 年 6 月 南华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5 

 

成停产。 对于趋势，我们认为：1、国家严控产能和环保政策的实施，造成产能减少加速；

2、已建成生产线在市场价格转好时候，会很快点火；3、未来半年，乃至今后几年，主动减

少产能和被动减少产能交织进行；  

图1.1.2: 平板玻璃库存                                          单位:万重量箱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南华研究 

玻璃行业的情况和前几年的钢贸商有些相似，作为行业蓄水池的贸易商发挥主观调节的

作用逐渐减弱。一方面是贸易商银行信贷资金紧张；另一方面是玻璃行业贸易毛利率在逐年

下降。因此将大部分库存压力逐渐转嫁给生产企业单独承担，造成企业运营压力过大。  

 

第2章  玻璃的需求 

22..11..  楼市逐渐回暖 

5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幅度减缓，当月投资增速提高，商品房销售明显回暖，

前 5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5.1%，回落幅度比 1-4 月份减缓 1.6 个百分点。5 月份当

月完成投资 8623 亿元，增长 2.4%，比 4 月份提高 1.9 个百分点。5 月份当月，全国商品房

销售快速增长，销售面积 9612 万平方米，增长 15.0%；销售额 6670 亿元，增长 24.3%。

前 5 个月，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 16%，较前 4 个月创纪录的 17%降幅收窄 1.3 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 17.6%。 

一线楼市已经筑底，不仅成交量环比大幅增加，房价也企稳回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4 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4 个一线城市首次出现房价全部环比上涨，其中广州、

深圳甚至出现了多个“日光盘”。 

不过一线城市的全面回调并不意味着全国楼市也将重回“大步快涨”时代。2003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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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商品房年销售额从不足 8000 亿元到突破 8 万多亿元，商品房年销售面积从

不足 3.4 亿平方米到突破 13 亿平方米，市场基数已不可同日而语，增速降低是必然。 

在市场整体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的同时，分化也将更加明显。从房价上看，

一线城市在价格较高的基础上整体回升并领涨全国，而绝大部分三线城市房价仍然下降。从

成交量上看，一线楼市成交量激增，而三四线城市则依然交易冷清。今年前 5 月，一线城市

签约 17.11 万套，同比涨幅达到 41%；二线城市签约 70.66 万套，同比涨幅为 13.4%；三

线城市签约 16.9 万套，基本持平；四线城市成交量有轻微下调。 

总体来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势头将会持续下去。玻璃需求 70%来自于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回暖将对玻璃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       

图2.1.1: 住宅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22..22..  土地市场交易低迷，保障住房政策调整 

楼市回暖，土地市场依然低迷。今年 1-4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5469 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32.7%，降幅比 1-3 月份扩大 0.3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1571 亿元，

下降 29.1%，降幅扩大 1.3 个百分点。5 月一线城市合计签约的 30 宗土地中，只有 10 宗

为住宅用地，除北京、广州外，其他均为上海的保障房土地。合计签约土地仅 72.39 亿，

这是 2014 年来首次出现单月一线 4 个城市合计土地出让金不足百亿的月份。2015 年 4 月

一二三线 35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 26437 万平方米，环比下降 0.6%，连续第二

个月下滑，同比则增长 11%，房地产市场仍以去库存为主。土地市场低迷，一方面与政府推

地放缓有关，另一方面，房企更倾向于去库存保增长，对拿地保持谨慎。 

国土资源部与住房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优化 2015 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通知主要提出了四大措施：一是有供、有限，合理安排住房和

其用地供应规模;二是优化住房供应套型，促进用地结构调整;三是多措并举，统筹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四是部门联动，加大市场秩序和供应实施监督力度。目前房地产市场萎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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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存量过大。此举把保障房的建设与商品房过剩的现状相联系，起到

了明显的“托底”作用。此前个别地方已经尝试了保障房货币化的做法，但该做法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指引，这对于预期的引导作用非常强烈。当前，一些地区存量住宅积压严重，由此

引发一些开发商“破产跑路”的情况。该政策无疑将缓解一些开发商的资金压力。 

 

 

22..33..  刺激政策短期见效 

对于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一个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产投资增

速持续下滑的形势下，适度放松房地产政策将有助于托底经济。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完善市

场环境，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预计房地产将继续淡化行政性调

控，不同城市间差异化的去行政化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有望实现，在税收、首付比例、公积金

政策等方向上都可能放松原来偏紧的行政调控，这将于地产销售市场会是绝对的利好。另一

个是随着政策落地与货币环境持续宽松，在股市牛的推动下，流动性充裕条件下可能会持续

刺激住房改善性需求，推升一部分房价。地产开发商加紧推货，将以去库存为主，对新开工

投资仍将比较谨慎，不同城市间的走势分化仍将持续。 

 

第3章 .玻璃策略 

33..11..  预计玻璃下半年走势纠结 

总体来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势头将会持续下去。玻璃需求 70%来自于房地产市场，房

地产市场的逐步回暖将对玻璃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受到基本面供大于求的影响，玻璃价

格短期大幅上涨仍然很难。但可以肯定的是玻璃价格继续下跌的空间很小，只能说玻璃目前

“上下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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