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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种植面积增加，单产略减，产量基本保持稳定 

调研背景和目的： 

美国 USDA 6 月供需报告预计今年中国棉花产量 26.5 百万包，7 月供需报告对该值

未进行调整，上一年度为 27.5 百万包。中国国家棉花市场检测系统 6 月 20 日公布

棉花实播面积调查报告，种植面积下降 1.6%，总产量预计下降 6%。新疆棉花产量

占我国 80%以上，为了了解本年度新疆棉花生长情况，估计本年度棉花产量，因此

参加 2018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4 日由中储棉花信息中心有限公司组织的“北疆棉花

生长及纺织生产情况调研活动”，对新疆建设兵团、棉农与地方轧花厂进行了深入调

研，并对位于奎屯的交割库进行了参观。  

调研路线： 

五家渠市—昌吉州呼图壁县—昌吉州玛纳斯县—石河子市—塔城地区沙湾县—伊犁

州奎屯市—塔城地区乌苏市—博州精河县—博州博乐市—伊犁州伊宁市 

调研内容： 

一、生产建设兵团棉花产量预计基本持平 

本次调研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集中在农四师、农五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

根据各师负责人的信息，各师种植面积都有所提升，调研样本增幅在 5%-42%之间，

其中农六师增幅最大，农四师受风灾影响弃种 1-2 万亩土地。单产方面除了农六师

表示预计有所上升，其余各师因受前期低温及风灾的影响预计略有下降，农五师表

示棉花品质也将降低。总的来说受单产影响，种植面积对增产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被

抵消，各师预计产量持平或增幅不大。而成本收益方面，农六师因管理费下降与前

期低温减少用水，预计今年种植成本有所下降；农八师种植成本平均 1300-1400 元/

亩（未包含土地流转费 400-500 元/亩），自营轧花厂加工成本 400 元/吨皮棉，自营

纺织厂购入棉价固定为 15700 元/吨+品质升贴水；农七师表示用工费用和农资成本

上升，种植成本大约在 2000 元/亩（含 500-600 元土地承包费），且今年收购价格预

计比去年高。 

 

表格 1：建设兵团棉花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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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号 地区 
种植面积（万亩） 单产（公斤/亩籽棉） 产量（万吨皮棉） 种植成本（元/亩） 棉种

（号） 去年 今年 去年 今年 去年 今年 去年 今年 

农四师 伊宁市 - 15 - - 持平 1.5 - - - 

农五师 博乐地区 65 71.6 今年低 8%-10% - 降低 与去年基本保持一致 不统一 

农六师 五家渠市 120 170 320-350 更高 11 15 1800 有所下降 72 

农七师 奎屯市 135 180 400 降低 21 23 低于今年 2000 24 

农八师 石河子市 286 300 300-350 降低 45.78 持平 1300-1400 1300-1400 

61、62、

64、72、

74 

资料来源：调研对象 华泰期货研究院 

 

实地考察各师棉田，农六师示范连队 57 号棉种种植 7600 亩，亩产预计达 400

公斤/亩，较去年增长 20 公斤/亩，全连棉花 7 月 5 日前已全部打顶，该片棉花田亩

株 13000-14000，今年预计每株平均达 8 个棉铃；农八师上周开始打顶，目前有些棉

株开始结铃，一片 14019 亩的 64 号棉种棉田 12000 株/亩，其预计每株约 7 个棉铃，

去年单产 350 公斤/亩，今年预计不会低于 350 公斤/亩，根据考察情况，所考察棉田

虽为低温后补种田，但棉株高度，现蕾、结铃情况非常好，单产情况可能能达到 400

公斤/亩以上；七师于调研日之前并未开始打顶，观察花蕾约 14-16 个，棉铃少且小，

棉株高度正常在 80 公分左右，明显受到前期低温影响。博乐当地种植大户表示，截

止 7 月 12 日第五师只有 2 个团完成了打顶，其余 2 个团仍未打顶，而去年同期已全

部完成，估计前期灾害可能将使五师单产从 400 公斤下降到 350 公斤左右。 

 

二、地方棉农棉花单产下降，种植成本提升 

地方的棉花生长情况主要向塔城地区沙湾县的棉花加工企业及合作社、乌苏市

的棉花加工企业及中储棉中心办、精河地区合作社、博乐地区种植大户、昌吉州呼

图壁县及纳斯县地方轧花厂调研。根据各地区相关负责人信息，各地今年棉花种植

面积都有所增加，博乐地区棉花种植大户因前期灾害导致 2000 亩中有 700 亩绝收，

各地单产全部预计下降，产量基本保持不变，同时博乐地区政府今年封井 300 多口，

每口辐射面积 500 亩，预计 15 万亩土地受影响。种植成本方面各地因农资和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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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调基本都有所升高，沙湾县土地承包费用今年上涨 200 元至 600-700 元/亩，农

资费用上涨 50 元/亩，沙北地区水资源费上涨，由 140 元/亩涨至 420 元/亩，包括土

地承包费今年种植成本约为 2200 元/亩，当地一家去年加工 3500 吨皮棉的企业，籽

棉收购价格在 6.14 元/公斤左右；乌苏市种植成本约 1850-1900 元/亩（不含土地承

包费用 500-600 元/亩），平均比去年高 175 元，去年籽棉平均收购价 6.1-6.2 元/公斤；

精河地区合作社去年加工皮棉平均卖价 16100 元/吨；昌吉州呼图壁县算上 600 元左

右的土地承包费用今年种植成本 2000 元/亩，去年一家当地轧花厂籽棉收购价平均

为 5.9 元/公斤（不含补贴），政府补贴价格为 7.1 元，该厂去年加工棉花的衣分率为

40%；昌吉州玛纳斯县一家自营 1 万多亩棉花的轧花厂去年加工皮棉 8400 吨，籽棉

收购价 6.1 元左右，皮棉销售价位 15000-16000 元/吨，衣分率 36%。 

 

表格 2：地方棉花生产情况 

 种植面积（万亩） 单产（公斤/亩籽棉） 种植成本（元/亩） 

地区 去年 今年 去年 今年 去年 今年 

沙湾县 176 186 350 下降 10% 1650 2200 

乌苏市 170 190 400 370-380 1700 1850-1900 

精河地区 基本持平 100 - - 今年稍高 

博乐地区 - - 420-450 350 1600-1700 2000 

呼图壁县 50 83 - 200-530 - 2000 

玛纳斯县 70 80 - - - - 

资料来源：调研对象 华泰期货研究院 

 

前期灾害对各地棉花生长进度都有一定影响，塔城地区沙湾县前期 5 月低温和

风灾使得棉花长势推迟 7-10 天，去年打顶 7 月 1 日开始，收获时间 9 月 20 日，衣

分率 36%-37%，今年 7 月 5 日打顶，收获时间预计 10 月 1 日以后，实地考察沙湾

县大泉乡 61 号棉种棉田（去年 10.5 万亩，今年 12 万亩，单产略高于、种植成本略

低于沙湾县均值，衣分率 40%-42%），棉株底部棉铃少且小，中部棉铃多且大，说

明受低温损害，最好棉田亩株 16000，单产测算能达 500 公斤以上；乌苏市棉花长

势比去年晚 10 天左右，实地考察，每株棉花预计 7-8 个棉铃，长势不错，估计单产

减产幅度不大；实地考察博乐地区种植大户的 700 亩棉田，前期风灾导致补苗多次，

打顶完成时间预计延迟 10 日至 7 月 15 日，去年单产 520 公斤/亩，今年预计单产 400

多点，去年每株棉花台数为 9-10，今年 6-7；昌吉州呼图壁县 5 月降水多，今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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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时间延迟 5-7 天至 7 月 10 日；昌吉州玛纳斯县今年 4 月 6 日开始播种，前期低温

影响棉株生长，5 月下旬以来，气温持续偏高，预计今年棉花马克隆值大概率偏高。 

 

三、交割仓库 

这次调研活动我们还参观了奎屯市农佳乐交割仓库，农佳乐于 2016 年转为棉花

期货交割仓库，据负责人介绍，相比于去年同期仓库几乎无库存，今年仓库现存棉

花 6.5 万吨，其中仓单 2.7 万吨，从轧花厂到仓单生成最快为 10 天。交通方面以汽

运为主，兼以铁路运输。 

 

表格 3：奎屯市交割仓库情况 

 面积（亩） 库容（万吨） 铁路专线（条） 

老库区 300 15 4 

西库 2211 80 6 

合计 2511 95 10 

资料来源：调研对象 华泰期货研究院 

调研结论： 

仅从这次北疆调研的结果来看，种植面积虽都有所增加，但前期低温及风灾导

致单产下降，预计今年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或稍有增加。因农资及人工费用的上涨，

各地种植成本几乎同时上涨，预计今年籽棉收购价格会有一定程度提升，加工后的

皮棉价格也会相应升高。当前新疆各地棉区处于打顶期，部分棉区即将打顶完成，

棉花最终产量还需关注打顶之后天气与病虫害情况。南疆棉花情况有待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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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此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给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此报告而使华泰期货有

限公司违反当地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受制于的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

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所有此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均属华泰期货有

限公司。未经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下，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此报告的材

料、内容或其复印本予任何其它人。所有于此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华泰期货

有限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此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查照之用。此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

的投资建议，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此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华泰期货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任

何责任。并不能依靠此报告以取代行使独立判断。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

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司的立场。 

此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我们建议阁下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独立投资顾

问。此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投资或策略适合或切合阁下个别情

况。此报告并不构成给予阁下私人咨询建议。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2018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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