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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

 终端需求偏弱，价格压力较大
摘 要
 尽管今年玻璃产量有所减少，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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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房价有反弹趋势，但市场主要以消化存量房为主，房屋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增
速仍处于下滑趋势，所以与房地产关系密切的大宗商品消费需求大大放缓。
 总体来看终端市场需求整体依然偏弱，4季度玻璃价格的压力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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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玻璃的供应
1.1. 产量有所减少，但库存维持高位
8 月份平板玻璃产量 0.57 亿重箱，同比减少 12.1％，增速较 7 月提高 1.4％，较去年
同期降低 8.38％。1-8 月份平板玻璃产量共计 5.12 亿重箱，同比减少 8％，增速较 7 月下
滑 0.6％，较去年同期低 13.02％。尽管今年玻璃产量有所减少，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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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减少将会非常痛苦。
图1.1.1: 平板玻璃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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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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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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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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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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南华研究

第2章 玻璃的需求
2.1. 房价回暖，投资增速持续下滑
2015 年 1-8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1063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3.5%，增速比 1-7
月份回落 0.8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6936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5%，
增速比 1-7 月份回落 0.9 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 95182 万平方米，下降 16.8%，降幅
持平。房屋竣工面积 42475 万平方米，下降 14.6%，降幅扩大 1.5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
面积 6967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2%，8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66324 万平方米，比 7 月
末增加 65 万平方米。8 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 93.46，比上月提高 0.43 点。
从房屋价格来看，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达到 35 个，
半数房价出现上涨；同比上涨城市有 9 个，其中，深圳涨幅环比同比均居首位。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综合平均从上月下降 0.4%转为上涨 1.7%，为自 2014 年
9 月份以来首次转正。从统计数据来看，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增
加，涨幅略有收窄。8 月份房价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有所增加。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分别为 35 个和 43 个，均比上月增加 4 个；持平的城市
个数分别为 9 个和 11 个，分别比上月减少 1 个和 2 个；下降的城市个数分别为 26 个和 16
个，分别比上月减少 3 个和 2 个。部分城市房价环比涨幅比上月略有扩大。其中，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 35 个城市中，涨幅比上月扩大的城市有 24 个；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
涨的 43 个城市中，涨幅比上月扩大的城市有 15 个。尽管如此，由于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 4 个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收窄，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价格环比综合平均涨幅均略有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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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住宅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2.2. 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明显
从 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可以看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价格同
比均上涨且涨幅相对较大。相比之下，二线城市房价同比涨跌互现，三线城市同比仍然全部
下降。一二线城市在二季度全面回暖；三四线城市仍在去库存、防止楼市系统性风险的过程
中
区域的分化包括不同区域城市的走势分化和城市内部不同城区的分化，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继续，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仍然发展，而中小城市随着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流失，房地产需
求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大城市中核心商业区和住宅区也令房地产进一步发展，而远郊区则
呈现不同的冷热。首先，一线城市虽仍受到限购政策约束，但依托于强大的人口吸纳能力及
经济水平，预计一线城市成交量价将会继续回升。其次，二线城市市场表现分化并且将进一
步加剧，像合肥、武汉、郑州、南京等城市可能仍能保持平衡，但大连、宁波、沈阳、长春
及西安等城市库存压力较大，面临高企的库存压力，市场成交亦不容乐观。最后，三四线城
市整体库存高企，前景不容乐观，对于这些城市而言，以价换量仍很可能成为未来市场的主
旋律。

2.3. 政策面宽松
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资金面预计仍将相对宽松，再次降准降息的可能性依然存
在，但并不意味着房地产行业的资金充裕，首先，放宽资金面的目的在于缓解经济下行
压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所以政府也会通过窗口指导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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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为了保障今年 GDP7%的稳增长目标，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行
业是拉动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力量。在中央政府层面，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要“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紧接着，央行、银监会、住建部、国土部、财政部五部委
更是利好频出。地方政府层面，目前已有多个城市加大住房公积金购房支持力度，降低
首套房、甚至二套房的首付标准，虽然松紧程度不一，但这些力度空前的政策调整短期
内将对房地产行业形成有效利好。对购房者而言购房成本均有大幅下降。综合来看，短
期内楼市成交量上行态势基本可以确定。
预计今后半年，政策面仍保持宽松，但一线城市限购政策不会放松。主要由于一线
城市人口众多，刚性需求始终存在，投资投机性需求也较多，需求的无序集中释放会直
接导致房地产市场重蹈覆辙，对房地产市场长期持续稳定地健康发展相当不利。一线城
市楼市供求关系基本平衡，亦无其他二三线城市库存高企的风险压力，土地也不是当地
政府的唯一财政来源，所以一线城市并没有取消限购的必要和冲动。

第3章 .玻璃策略
3.1. 价格压力较大
旺季不旺已经成为近几年玻璃市场的一个明显特征，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导致大宗商
品消费需求增速放缓所致。今年大宗商品 9 月份整体表现疲软，主要还是与中国的宏观
经济及房地产市场有关。虽然最近房价有反弹趋势，但市场主要以消化存量房为主，房
屋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增速仍处于下滑趋势，所以与房地产关系密切的大宗商品消费需求
大大放缓。
总体来看终端市场需求整体依然偏弱，4 季度玻璃价格的压力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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