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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一、核心要点 

1、周度数据 

 

观察角度 名称 上一周 本周 涨跌 

期货 收盘（元/吨） 21335 21660 +325 

持仓（万手） 44.9 43.1 -1.8 

前 20名净持仓 6766 -1352 -8118 

现货 棉花（元/吨） 22460 22645 +185 

棉纱（元/吨） 28800 28950 +150 

 

2、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本周纺织企业纱线、坯布开机均上调，产成品累

库放缓。 

据棉花信息网统计的数据来看，截至 12月底全国

棉花商业库存总量为 555.98 万吨，较上月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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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00.76万吨或22.14%，较去年同期增加5.05%。 

美国农业部公布的 1 月全球棉花供需报告中：

2021/22 年度全球棉花总产量预期较上月调减 13

万吨至 2634 万吨，主要因下调了对印度（10.9

万吨，籽棉上市量大幅低于同期水平，叠加 11

月降雨引发对于质量的担忧）以及美国的产量

14.4 万吨，同时对中国及巴基斯坦产量小幅增调。

消费量预期调减 1 万吨至 2705 万吨，全球期末库

存量调减 16 万吨至 1851 万吨。2021/22 年度全

球棉花需求持稳为主、产量、期末库存调减，整

体全球棉花库消比继续下滑，数据相对偏多。 

据中国棉花协会棉花物流分会对全国棉花交易市

场18个省市的154家棉花交割和监管仓库的调查

数据显示，12 月底全国棉花周转库存总量约

494.15万吨，环比增加 112.22万吨。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本周郑棉 2205 合约期价继续反弹，周度涨幅约 1.5%。一方面因为美棉借

助需求偏强的预期，涨至 10年半高位，外围市场情绪带动国内棉花价格。另外国内轧花厂惜售坚挺，

支撑国内棉价。国内市场：目前工商业库存持续增加，其中商业库存达近五年同期高位水平。另外

港口进口棉库存维持增长趋势，市场供应相对充足。春节将近，下游纺企陆续放休，实际棉花消耗

量明显开始减量，加之随着物流运输停运等，节前备货需求开始走弱。另外下游纺企多数观望后期

订单及价格传导等情况，市场多数维持谨慎状态。操作上，建议郑棉 2205合约短期在 21000-22000

元/吨区间高抛低吸。棉纱期货 2205合约短期观望为主。 

 

二、周度市场数据 

1、ICE期棉花非商业净多持仓情况 

图1：ICE期棉非商业净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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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右轴为净持仓标尺） 

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1 月 11日，美棉期货非商业多头头寸为 105640手，

较前一周减少 3824手；非商业空头持仓为 11818手，较前一周减少 155手；净多持仓为 93822手，较上周

减少 3669手，净多头持仓小幅减持。 

 

图2：近五年CFTC美棉净持仓变化走势       

 

数据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CFTC美棉净持仓处于近五年相对居高水平。 

 

美国陆地棉周度出口销售情况 

图3：美陆棉周度出口销售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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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农业部（USDA），1月 6日止当周，美国 2021/2022 市场年度棉花出口销售净增 40.1万包，较

前一周显著增加，较前四周均值增加 85%。其中对中国大陆出口销售 13.95万包。 

 

2、国际棉花现货价格指数 

图4：国际棉花现货价格指数：Cotlook：A指数   

                     

数据来源：WIND 

截止 20日，国际棉花现货价格指数：Cotlook：A指数为 134.95美分/磅。（备注：Cotlook A指数是

指每日国际上十五个陆地棉品种折算成 M级 1-1/32英寸运到北欧的报价中五个最便宜报价的平均价。） 

 

3、中国棉花价格指数走势 

图5：中国棉花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截止 2022年 1月 21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3128B为 22645元/吨，较上一周上涨了 185元/吨。 

 

国内主产区棉花现货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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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主产区棉花现货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截止 2022年 1月 20日，新疆棉花现货价格为 22710 元/吨；河北现货价格为 22030元/吨。 

 

国内籽棉收购价格走势 

图7：国内籽棉收购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新闻整理  瑞达期货研究院 

截止 2022年 1月 20日，全国籽棉 3128B收购价格为 3.87元/斤，新疆籽棉 3128B 平均收购价格为 4.41

元/斤，内地籽棉 3128B平均价格为 4.69元/斤。 

 

近五年新疆籽棉收购价格区间性分析 

图8：新疆籽棉平均收购区间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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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闻整理  瑞达期货研究院 

新疆籽棉平均收购价格处于近五年均价上方。 

 

国内棉籽平均现货价格季节性分析 

图9：国内棉籽平均现货价格季节性分析           

 

数据来源：新闻整理  瑞达期货研究院 

截止 2022年 1月 20日，国内棉籽平均现货价格 3173 元/吨，持稳为主。 

 

图10：棉花基差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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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右轴为基差） 

截止 2022年 1月 21日，棉花 3128B价格指数与郑棉 2205合约的基差为+985元/吨。 

 

4、进口棉花价格走势 

图11：进口棉花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 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截止 2022年 1月 20日，进口棉花价格指数：滑准税港口提货价（M）22001元/吨；进口棉价格指数配

额港口提货价（1%）21910元/吨。 

 

5、棉花进口利润走势 

图12：进口棉花成本利润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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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截止 2022年 1月 20日，进口棉花滑准税港口提货价（M）成本利润为 627元/吨；进口棉配额港口提

货价（1%）成本利润为 718元/吨。 

 

棉纱进口利润季节性分析 

图13：进口棉纱利润季节性分析                          

 
数据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截止 2022年 1月 20日，进口棉纱港口提货价 C32S成本利润为-33元/吨。 

 

6、中国各类棉纱价格指数走势 

图14：中国各类棉纱价格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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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期货研究院 WIND 

截止 2022年 1月 20日，CY index：OEC10s（气流纱）为 17450元/吨；CY index：OEC10s（普梳纱）

为 28950元/吨；CY index：OEC10s（精梳纱）为 33600元/吨。 

 

图15：棉纱现货C32s价格处于偏高水平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近三年国内棉花、棉纱现货价差季节性分析 

图16：国内棉花、棉纱现货价差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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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期货研究院 WIND 

截止 2022年 1月 21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3128B与中国棉纱价格指数 C32s价差为 6305元/吨。 

 

近五年国内棉花、棉纱现货价差区间性分析 

图17：国内棉花、棉纱现货价差区间性分析                           

 

数据来源：瑞达期货研究院 WIND 

近五年来棉花与棉纱现货价差降至均值下方。 

 

图18：进口棉纱价格走势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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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截止 2022年 1月 20日，进口棉纱价格指数（FCY index）：港口提货价 C21S为 25908元/吨；进口棉

纱价格指数（FCY index）：港口提货价 C32S为 28983元/吨；进口棉纱价格指数（FCY index）：港口提

货价 JC32S为 31500元/吨。 

 

7、棉花主产区天气 

图19：新疆降水预报                   

 

数据来源：中国天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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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周，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新疆北部、内蒙古、以及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偏

高 2～4℃。 

 

图20：产区气温情况                 

 

数据来源：中央气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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