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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预计 2017 年玻璃供应端将会收紧，原因主要有三点：1.目前产能利用率处在历史高位，

2017 年回落的可能性较大。2.供给侧改革以及环保等因素对新建产能的影响。3. 按照投

产时间计算，2017 年生产线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冷修的情况。 

 在地产调控的影响下，2017 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有所下滑，但幅度不大，仍会维持正

增长。 

 我们判断 2017 年玻璃价格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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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章章    玻璃的供应 

11..11..  2017 年供应端将会收紧 

随着 2016 年以来市场行情转好，玻璃生产企业复产积极性明显增加。由于目前在建新生产线数

量并不多，产能增加的因素主要来自冷修生产线复产。今年以来新建生产线点火 9 条，增加产能 4320

万重量箱；冷修停产生产线 15 条，减少年产能 5058 万重箱；冷修复产生产线 21 条，恢复年产能 7830

万重箱。增减相抵后，2016 年生产能力增加 7092 万重箱。  

表 1.1.1：2016 年新建生产线点火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  南华研究 

 

表 1.1.2：2016 年冷修生产线 

编号 生产线 地址 日熔化量 

1 武汉长利洪湖一线 湖北 1200 

2 醴陵旗滨五线 湖南 500 

3 贵州毕节明钧二线 贵州 1000 

4 唐山蓝欣三线 河北 1000 

5 沙河德金六线 河北 1000 

6 湖北瀚煜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 700 

7 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 600 

8 云南云腾建材有限公司 云南 600 

9 沙河金仓玻璃有限公司 河北 600 

编号 生产线 地址 日熔化量 

1 沙河大光明二线 河北 900 

2 武汉长利汉南一线 湖北 500 

3 金晶集团一线 山东 600 

4 唐山蓝欣一线 河北 800 

5 山东巨润三线 山东 500 

6 金晶科技淄博生产线 山东 500 

7 唐山蓝欣二线 河北 500 

8 云南云翔二线 云南 500 

9 秦皇岛耀华工业园镀膜线 河北 500 

10 中山玉峰二线 广东 400 

11 山东巨润二线 山东 500 

12 中国玻璃威海四线 山东 500 

13 广西南宁玻璃一线 广西 600 

14 山西利虎交城二线 山西 600 

15 金晶二线 山东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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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  南华研究 

目前来看，全国共有浮法玻璃生产线 357 条，年产能达到 12.76 亿重箱。其中在产生产线 241 条，

在产产能 9.40 亿重箱，产能利用率为 73.60%，同比去年上涨 3.39%。剔除停产、搬迁以及近几年无

法恢复的僵尸企业后（大约 80 条生产线），调整后的产能利用率为 89.70%，同比增加 4.03%。对于

2017 年玻璃生产线的增减变化，我们进行了统计。具备冷修条件的生产线有 47 条，具备冷修复产能

力的生产线有 15 条，新建生产线意向点火的 7 条。 

我们预计 2017 年供应端将会收紧，原因主要有三点：1.目前产能利用率处在历史高位，明年回落

的可能性较大。2.供给侧改革以及环保等因素对新建以及在建产能的影响。3.按照投产时间计算，2017

年生产线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冷修的情况。 

 

11..22..  库存明显下降 

图 1.2.1：平板玻璃库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南华研究 

得益于 2016 年以来玻璃价格的一路上涨，玻璃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大多抢眼。2016 年前三季度，

玻璃行业上市公司盈利明显，净利润普遍增长。截止 12 月初，国内平板玻璃的库存在 3108 万重量箱

左右，库存天数在 12.07 左右，库存以及库存天数均出现了明显下降，创下了 2014 年以来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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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2章章    玻璃的需求 

22..11..  房地产投资增速仍会保持正增长 

2016 年三季度末开始，各地开始以限购、限贷、增加供给和规范市场秩序为主线，调控房地产

市场。这意味着短期市场过热的局面必将终结，市场有望回归平稳。我们认为在地产调控的影响下，

2017 年地产投资增速将会有所下滑，但幅度不大，仍会维持正增长。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1.尽管今年房地产价格以及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但今年以来地产投资增速并未出现明显改善， 

2016 年四季度后市场进入了调整窗口，预计我们也看不到开发投资的明显降温。而且目前主要城市

的房地产库存仍然较低。已出让、尚未开发的土地资源极为庞大。基于目前一二线城市的库存情况，

政府仍会大量出让土地，不存在无地可开发的可能性。 

2.由于土地成本占据了房价大部分的比例，相对来说建安成本占房价比例很低。市场一旦进入滞

销周期，企业在短期内减少工程量的可能性很低。2017 年基建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3.房企能够规模扩张的背后，是 2016 年有约 5.5 万亿元的外部资金流入地产市场，房企用这些

资金在公开市场拿地、收购、并购等。在一二线城市被调控之后，房地产这波热潮能否延续到三四线

城市将成为关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明显的上涨，我们认为房地产

市场存在着投资从一二线城市往三四线城市转移的可能性。 

4.我们看到，2016 年前 11 月新增信贷规模为 11.60 万亿，相比去年同期增加 4838 亿，居民中

长期贷款（几乎都是房贷）是新增信贷的重要支撑，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占新增信贷的比值超过了 70%。

主要还是因为实体经济疲弱，对于银行贷款的资金需求减少，银行或被动或主动的向房贷倾斜。如果

房价大幅下降，一方面将导致地方财政急剧收缩，另一方面也将对银行资产端产生剧烈冲击。 

 

图 2.1.1：房地产投资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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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3章章    成本支撑依然明显 

33..11..  纯碱价格涨幅明显 

经过持续几年的去产能化，国内纯碱行业每年减少产能 300 万吨，占年总产量的 10%，加上上下

游产业链带动，纯碱全行业正走出低迷开始复苏，临近年末，纯碱价格更出现暴涨态势。目前国内轻

质纯碱价格 1800~1900 元，重质纯碱报价 1900~2000 元。此外，纯碱厂家盈利情况明显好转，厂家

开工负荷不断提升。纯碱价格的这轮上涨累计带动玻璃生产成本增加 100 元。我们认为随着供需关系

的改善，纯碱价格在 2017 年有望继续上涨，重质纯碱价格将站稳 2000 元。 

 

图 3.1.1：纯碱价格                       单位:元/吨 图 3.1.2：纯碱产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33..22..  燃料：煤炭价格理性回归，但仍会维持在相对高位  

2016 年煤炭价格迎来了一波牛市，7 月份以来累计上涨 200 元左右，带动玻璃成本上涨 50 元左

右。受到 2016 年煤价波动过于剧烈的影响，未来煤炭生产(276 制度、产能退出)、库存、销售(中长

期合同) 都将受到一定行政约束，煤炭行业将进入全环节调控时代，煤价波动幅度也将趋于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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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煤炭价格                                                    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预计 2017 年煤炭供应端将会比 2016 年略显宽松，但由于 2016 年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库存，2017 

年行业整体仍会处于低库存的状态，再加上国家去产能的基调并没有改变，由此决定了煤价并不会大

幅度跳水。展望 2017 年煤炭价格走势，无论是从市场因素还是行政的约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煤

炭市场价格将会出现理性回归，但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动力煤价格仍将维持在 500 元/吨以上。

总的来说，成本端对玻璃价格的支撑依然存在。 

 

第第44章章    玻璃策略 

44..11..  仍有上涨空间 

2016 年以来，伴随着钢铁、煤炭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再加上下游房地产行业的一波“热潮”，

玻璃价格表现良好。经历了 2016 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行业的供需情况出现明显改善，库存也出现了

明显的下降。 

展望 2017 年，在地产调控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有所下滑，但幅度不大，仍会维持正

增长。而供应方面，玻璃供应端将会收紧，我们判断 2017 年玻璃价格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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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使用。如遵循原文本意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南华期货公司”，并保留我公司的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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