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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价可能震荡上涨
【摘要】国内方面，国储棉轮出延期到 9 月 29 日，但利空已基本被市场消化，

国储棉成交率大幅回升至高位，支撑棉价；国际方面，美棉出口销售回升，美
棉出口销售回升，但是美新棉生长优良率亦回升，美国农业部 8 月产需报告预
测 2017/18 年度棉花产量将大幅增加，从而使得全球期末库存较上年度增加，
国际棉价承压，但对于国内市场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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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数据统计
国内外期现货价格统计
国内外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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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盘面回顾与技术分析
本周郑棉震荡上涨，至周五收盘涨 176 至 15295，跌幅为 1.16%。周五中国棉
花价格指数为 15863 元/吨，与上周相比上涨 3 元/吨。本周郑棉继续震荡上涨，国
储棉轮出延期尘埃落定，但利空已经被市场消化，且尽管美国农业部 8 月产需报告
利空，但对于国内市场影响有限，棉价继续震荡上涨。从技术面来看，MACD 红柱缩
小，KDJ 拐头向下，预计棉价短期仍将以震荡上涨为主，支撑位 14500 附近，压力
位 15600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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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郑棉主力合约价格走势图

图片来源: 文华财经 南华研究

外盘，本周美棉上涨，至周五涨 2.44 美分至 70.60 美分/磅，跌幅为 3.46%，
尽管上周美棉出口销售有所回升，但是美新棉生长优良率继续上升，且美国农业部
8 月产需报告预测 2017/18 年度全球产量大幅增加导致期末库存增加，打压棉价。
从技术面来看，本周美棉下跌，KDJ 死叉向下，MACD 红柱缩小，预计短期美棉可能
偏弱震荡，支撑位 66 美分附近，阻力位 72 美分。
图 2、美棉主力合约价格走势图

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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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郑棉与美棉价格走势图

美棉和郑棉期货价格走势
17,000.0

郑棉期货价格

美棉期货价格

90.0

16,000.0

85.0

15,000.0

80.0

14,000.0

75.0

13,000.0

70.0

12,000.0

11,000.0

65.0

10,000.0

60.0

9,000.0

55.0

图片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国内影响因素
【国储棉延期落定】中储棉公布信息：为保证接新前棉花供应稳定，合理引导
市场预期，促进新旧年度棉花市场平稳有序过渡，经有关部门研究决定，2016/2017
年度储备棉轮出销售截止时间为 9 月 29 日。
国储棉延期信息落定，为市场棉花供应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是由于之前市场
上国储棉轮出延期传闻，以使得该利空消息已基本被市场削弱，但是仍将对棉价造
成一定的压力。
【国储棉成交率下滑】本周（8 月 7 日-8 月 11 日）国储棉轮出共计 12.28 万
吨，成交率 82.6%，成交均价 14193.85 元/吨（本周轮出底价为 145079 元/吨），
与上周相比下跌 349.81 元/吨。截至 2017 年 8 月 11 日，2016/2017 年度储备棉
累计出库成交 226.9 万吨。
本周国储棉竞拍成交率大幅提升，但是成交均价下跌，国棉轮出延期尘埃落地，
但之前市场已经有预期，加之以目前已经临近年度尾声，纺企有补库需求，也为新
年度新旧棉掺杂使用备货，国储棉成交率大幅回升，支撑棉价。

仓单情况：仓单数量继续下降
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统计的仓单数据显示，本周末仓单数量 1646 张，与上周
末相比减少 33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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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郑州商品交易所仓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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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国外影响因素
【美棉出口销售有所回升】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17 年 8 月 1-3 日，2017/18
年度美国陆地棉出口净签约量为 1.7 万吨，新增签约主要来自越南（5693 吨）、泰
国（3583 吨）、墨西哥（2268 吨），2017 年 7 月 28-31 日，美国陆地棉出口净签
约量 16.9 万吨，出口装运量 2.3 万吨，买主是越南（5171 吨）、土耳其（4922 吨）、
墨西哥（2903 吨）。
美棉出口销售回升，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8 月 3 日，美国累计净签约出口 2017/18
年度棉花 139.1 万吨，其中陆地棉签约量为 134.8 万吨，累计装运棉花 2.7 万吨，
其中中国累计签约量占美棉已签约的 22.74%。由于新年度预期各植棉国产量均有较
大的提升，且紧邻新棉上市，因此近期美棉进口签约量有所下滑，对棉价造成一定
的压力。
【美棉生长优良率提升】美国农业部 8 月 7 日发布的美国棉花生产报告显示，
截至 2017 年 8 月 6 日，美国棉花现蕾进度 93%，较前周增加 6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
期减少 2 个百分点，较过去五年平均水平减少 3 个百分点；美国棉花结铃进度 58%，
较前周增加 12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减少 10 个百分点，较过去五年平均水平减少
10 个百分点；美国棉花吐絮进度 8%，较上年同期减少 1 个百分点，较过去五年平
均水平增加 1 个百分点；美棉生长状况在良好及以上的达到 57%，较前周增加 1 个
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增加 9 个百分点。
美棉天气情况总体好于去年前期，弃耕率位于历史较低水平，目前美棉已开始
吐絮，生长优良率较上周增加，且大幅好于去年同期，预期新年度棉花产量将有较
大提升，棉价承压。
【2017/18 年度全球期末库存增加】根据美国农业部 2017/18 年度的首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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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需预测，2017/18 年度全球棉花产量调增 190 万包，全球棉花消费量调增 37.5 万
包，因此 2017/18 年度全球棉花期末库存调增至 9010 万包，较上月预测调增了 140
万包，较 2016/17 年度调增 10 万包。
近期，2017/18 年度全球各植棉国天气条件均较好，适宜棉花生长，预期美国、
中国、印度棉花产量都有所增加，尽管土耳其棉花产量减少，但总得全球棉花产量
还是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对于消费量来说，中国消费量增加较多，因此也提
升全球棉花消费量，但是 2017/18 年度全球棉花期末库存较去年还是呈现了增加的
态势，给全球棉花市场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尤其是除中国外地区。

CFTC 非商业持仓：净多头持仓继续回升
投机客对新年度棉花产量乐观，投资者持续减持多头头寸至低位，目前基金净
多头持仓有所回升。
图 4、ICE 非商业净多头持仓

单位：包

CFTC基金净多头寸与美期棉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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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棉花现货价格小幅上涨，上周美棉大幅下跌，但郑棉继续上涨。对于国内市场
来说，国储棉轮出延期到 9 月 29 日，但是利空已基本被市场消化，而且临近年度
尾声，纺企有补库需求，也为新年度新旧棉掺杂使用备货，国储棉成交率维持高位，
支撑棉价。国际方面，美棉出口销售回升，但是美新棉生长优良率亦回升，美国农
业部 8 月产需报告预测 2017/18 年度棉花产量将大幅增加，从而使得全球期末库存
较上年度增加，棉价承压，但是中国市场受此影响有限。因此预计短期国内棉价可
能仍以续震荡上涨为主，支撑位在 14500 附近，阻力位 15600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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