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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8 日-25 日新疆棉花调研报告 

棉花 

1． 调研背景 

7 月中下旬，国内棉市即将进入新陈棉花交替阶段，国储棉抛售、陈棉现货与新季棉

花上市前的接轨及缺口、新棉预期产量与质量，特别是新产籽棉预期开秤价等无不成为

市场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郑州商品交易所及期货日报联合举办了 2021 年新疆棉花

市场形势调研。组织方带领投资机构、产业企业代表与棉花高级分析师等对新疆新季棉

花种植、加工、流通与贸易、消费等情况进行了重点考察，对当地棉花产业企业利用期

货市场工具和平台的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2． 调研路线 

乌鲁木齐—呼图壁—铁门关市—库尔勒—轮台、库车、新和—阿拉尔—阿克苏 

3． 调研总结 

（1）、农户种植成本普遍提高 15%左右。其中地租成本提高 250 元/亩以上，种子及

化肥价格上涨 100 元/亩左右。 

（2）西瓜等作物种植收益大幅提高，部分地区西瓜种植收益高达 10000 元/亩，对农

户棉价预期形成较强支撑。而红枣等因灾减产严重，其现货价格亦有上涨预期，对棉农

心理形成支撑。 

（3）、轧花厂新增产能 16-20%左右。籽棉收购竞争加剧。收购模式已经从坐场收购

延伸到地头收购。 

（4）、纺纱厂订单充足，利润良好，且陈棉库存仍有缺口。整体上，本年度，纺纱

厂订单需求较好，利润良好。 

（5）、预计新季棉花产量因面积减少、种植偏晚等影响下降 10%左右。新季棉花开

秤收购积极性良好，开秤价预计 7.5 元/公斤，较上年提高 1.5 元/公斤，且有望高开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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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调研纪要 

一、调研带队资深专家：2020 年全国棉花产量 630 万吨，新疆棉花产量 577 万吨，

中纤局新疆 2020 年大包公检棉花 577 万吨，内地大包工检只有 15 万吨（小包不计入统

计，所以内地棉花入统数量少）。今年气候偏差，预计新疆棉花减产 10%左右。去年棉花

产量 577 万吨算是历史最高产量。去年新疆取消五统一，不再统一扣水杂，这样大概有

16-20%左右的水杂变成棉花。同时黑地部分产量进入收购统计（黑地估计有 300 万亩，

产量 40 万吨）。今年新疆兵团和地方政府均加强管控，黑地减少，估计因此减少 30-40 万

吨，气候导致单产下降 30 万吨，因此整体预计减产 10%左右。 

2、新疆前年到去年新增 100 多条轧花厂生产线，整体产能大幅提高，兵团某师某团

引进两条生产线，加工棉产能可以加工到次年 5 月份，往年轧花厂开工到 12 月份就结束，

这种模式正在推广，新棉收购竞争加剧。 

3、部分期现公司新棉收购报价 7.5-8.5 元/公斤，预期很高，折盘面已经超过 17500

元/吨。 

4、国内疫情控制良好，需求恢复。 

5、机采棉预期 17000-18000 元/吨。 

二、呼图壁某轧花厂负责人 

不完全统计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减少 5%（3 月份种前政府要求减 20%，但老百姓的租

金种子农资等都已经准备好了，向政府上访反馈等，之后自治区允许今年继续种植，所

以面积下降有限，但部分因时间被耽误，只能改种玉米等），单产比去年差，前期气温不

足，估计比去年减 4-6%。预计去年新疆棉花产量 560 万吨，今年产量预计 520 万吨左右。

今年种植成本平均提高 300 元/亩，往年租金 900-1200 元/亩，今年最高 1500 元/亩，租金

平均提高 250 元/亩，农药化肥也提高不少。不补贴的话，种植成本 16000 元/吨左右。 

目前棉花储备库存由前几年的 1000 多万吨降到 170 万吨。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新

季棉花种植面积均有下降，而国内近几个月出口订单较好。 

近两年，轧花厂产能南疆增加 15 条，北疆增加 70 条线，但增上来的都是大型条线，

最小的条线相当于过去 2 个轧花厂，大的相当于 4 个，整体相当于增加 150 个轧花厂，

籽棉需求大幅度增加。去年平均收购价 6 元/公斤左右，今年预计 7 元/公斤左右。（折盘

面 17000 元/吨 ）。中棉去年收购 50 多万吨，今年收购任务 70 万吨。 

去年籽棉补贴 1.119 元/公斤。 

预计籽棉收购价能达到 8.5 元/公斤，目前棉籽 3.3-3.4 公元/公斤，对应棉花 8 块以上

很正常。去年棉籽 2.6-2.7 公元/公斤，棉花均价 6 元/公斤左右。 

三、呼图壁某农户：地租 1200 元/亩，种子农药化肥 1400 元/亩，单产去年平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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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亩，今年估计 450 公斤/亩左右。今年西瓜价格好，附近种植西瓜的农户每亩净利润

10000 元左右，希望棉花也能卖个好价钱。 

DAY2、调研纪要 

新疆石河子某纺纱厂：目前，多数纺纱厂棉花库存备到 9 月初，近期开始补库。自

己的纱厂还差 4000 吨左右接上新棉花。往年同期棉花库存 6 万吨左右，今年只有 2 万吨

左右。目前纺纱厂对棉花的观点是棉花涨价快于棉纱，加工利润下降，所以不太愿意接

受较高棉花价格，目前还有 1 个月左右的时间窗口，所以并不着急采购棉花，打算再等

等看，不管后期棉花价格跌不跌，到需要补库的时候不管什么价格都会采购。 

目前棉纱厂有利润，但利润空间小了很多，前期 2000-4000 元/吨的利润，现在棉纱

涨价幅度少，利润大幅下降。纺纱厂订单一般都到 8 月底 9 月初，存在一定缺口，所以

新棉上市还是要抢。不管新棉开称价格多少，新棉开称的采购需求还是很好。新疆棉事

件目前对纺纱厂基本没影响。 

新棉收购已经从做厂收购延伸到地头收购了，收购竞争加剧，同时农户和采购方博

弈加剧。目前来看，棉纱进口因疫情进不来，而国外纺织品需求火爆，预计棉纱未来一

年价格趋势看好。 

DAY3、调研纪要 

一、新疆铁门关市某棉花纺织企业负责人：全疆轧花厂加工产能新增 15-16%，需求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供应面前期积温偏低，棉花种植期偏晚，单产预计下降。新棉

开称订单已经达到 7.5 元/公斤，抢购积极性高。籽棉收购年年抢，今年才是真抢。 

二、新疆铁门关市某棉花种植企业负责人 

新疆铁门关市某棉花种植、加工企业负责人：收购环节初夏较大变化，原来轧花厂

都是坐厂收购，现在籽棉收购已经延伸到地头，原来 500 亩地以下的都是散户，现在 500

亩左右的农户都有 5-6 家收购商盯着。 

三、新疆铁门关市某棉花种植兼轧花厂企业负责人 

预计今年新棉开称价 8 元/公斤。每年加工销售 4000-5000 吨种子。今年棉花普遍偏

晚，但 6-7 月份积温补回来不少，预计单产还有恢复空间，不一定减产，8 月 25 号才能

确定。只有轧花厂计划今年收购 3 万吨，跟中纺合作，籽棉价格预计开称价 7.7-8 元/公斤

左右，折皮棉 17700-18000 元/吨。 

DAY4、调研纪要 

新疆阿克苏某纺纱厂负责人：纺织业因欧美及中国疫苗大范围推广，整体需求良好。

同时东南亚疫情导致订单转移中国。各国货币多发也支撑市场价格。南疆要求增加小麦、

玉米等种植面积，今年棉花面积减少 5%左右，天气导致但单产也有一定减少。棉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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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影响棉花价格，今年棉籽价格较去年高 1 元/公斤左右。 

新合地区今年棉花种植面积 86 万亩，去年 95-100 万亩，要求增加麦子面积。种植季

节偏晚 10-15 天。沙雅地区棉花种植面积 190 万，往年 200-215 万亩，减少 10%左右，同

时沙雅气候偏差。库车地区今年棉花种植面积 180 万亩，比去年减 10 万亩。库沙雅整体

减少 10%，单产目前还有弥补时间。自己轧花厂去年收购 3 万吨籽棉。 

预计今年棉花亩产 450-500 公斤/亩，种子农药化肥水费地租 1400 元/亩，地租

1000-1350 元/亩，往年一般 800-850 元/亩。预计今年手摘棉开秤价格 8.5 元/公斤，去年

手摘棉 7.1-7.2 元/公斤。今年预计机采棉开秤价格 7 元/公斤，去年机采棉 6.3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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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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公司总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1号丽丰大厦20层 

电话：400-628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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