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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要点
 从轧花厂走访来看，企业普遍仍存小部分库存，库存成本较高，而期
价过低，使得企业惜售，以观望为主。
 长绒棉方面，高端市场订单需求仍在，但是国外企业对国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鲁泰将三分之一产能转移至东南亚，使得在中美贸易战中
受到冲击较小，但是东南亚人工效率较低，短期无法替代中国纺织业
在全球的地位。
 小型长绒棉企业经营相对较为惨淡，长绒棉由于机采率低，成本较高，
内地由于加工技术的进步，对长绒棉作为的配棉的需求不断减少，因
此该部分企业生存处境非常艰难，预计长绒棉未来会继续减产。

 策略：建议暂时观望，跟踪中美关系走向

 风险因素：中美关系走向、棉花主产区天气情况、国储棉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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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概述
调研背景：新疆是全球棉花产业的集中区域,基本覆盖了国内高等级棉花的全部产区。2018 年新疆棉
花产量高达 515 万吨，2019 年新疆棉花种植意向继续增加，目前新疆植棉如火如荼已开始，植棉面积
已基本确定，新疆南疆作为手摘棉的主要产地，新年度面积棉花播种出苗生长情况因素成为投资公司、
资本人士关注的焦点，将决定远期行情关键因素。
调研日期：20196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
调研行程：
5 月 31 日：10:00-12:00 前往库车县；12:00-14:30 库车周边企业座谈；15:00-20:00 前往阿拉尔。
6 月 1 日：10：30-14：00 于第一师棉麻座谈；15：30-19：00 前往新疆鲁泰丰收和当地企业座谈；21：
00-22：00 阿瓦提县棉麻调研
调研对象：5 家轧花厂
调研主要目的：
（1）实地调研新疆重点区域棉花植棉面积、目前长势情况；
（2）与当地龙头企业市场形势开展讨论座谈，了解当地棉花销售进度、种植成本等情况；
（3）实地参观新疆棉花棉田，与棉农座谈交流保险加期货；
（4）疆内纺织企业经营情况了解；
（5）新疆交割库参观。

二、详细调研纪要
调研对象 1：新疆国泰棉业有限公司座谈
沙雅人口约有 26 万人，维族大概占 80%-85%，面积共有 230 万亩，其中棉花种植面积有 180 万
亩，去年沙雅生产皮棉 25 万吨。2019 年棉花种植面积预计与 2018 年接近，机采棉或达到 50%。当地
因前期雨水、低温天气影响，预计受灾面积小于 10%，产量预计与去年相似。种植成本方面，今年因
国家收费等增加了 100 元/亩，一般手摘棉成本在 2200 元/亩，机采棉相对便宜一些，自己田地种植成
本在 1400 元/亩（因没有承包费）。
该企业的经营方式为快进快出，习惯于期限套保，2018 年收了 3.8 万吨皮棉，目前销售了 90%，
以往同期都已经把货卖光了。目前销售的部分中期现占到 75%，目前库存内剩余的棉花给企业带来了
较大压力，去年南疆生产成本高出了 1000 元/吨，现在期价不停下跌，企业不愿意亏损 1000 元/吨以
上销售，也没有找到更好的途径解决，暂时持观望态度。
调研对象 2：新疆益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座谈
该企业在库车、沙雅、星河共设有 6 个厂，共生产 57 万吨皮棉，目前销售了 70%，主要在 2 月
份以后销售。企业大部分在 15600 元/吨做了套保，90%注册成仓单运往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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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种植面积在 110 万亩，今年机采棉大幅提高，在星河或达到 65%。目前还剩 1 万吨库
存，现货的销售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不愿亏损过多销售，暂定观望到 6 月低 G20 峰会召开，看是否
存在信的机会。此外考察团也针对期权点价的利弊进行了探讨，企业表示愿意积极学习期权工具来多
途径规避风险。

调研对象 3：第一师棉麻座谈
一师棉麻公司于 1991 年组建，去年进行了国资国企改革，现有 13 个厂，68 条生产线，一师按
照每年惯例，生产皮棉在 30 万吨左右，收购籽棉 66.2 万吨，剔除北疆代管的部分，去年皮棉有 27.07
万吨。种植面积方面，2018 年种植面积为 210 万亩，2019 年预计达到 220 万亩，同比增长 4.2%，品
种相对统一，“一主二辅”达到 70%以上，其一致性、整齐度业内闻名，生产了全世界最好的手摘棉。
由于 4 月下旬起的低温下雨天气，二、三、四团受灾面积在 50 万亩以上，重新播种 5 万亩，5
月 15 日前重新播种条件比较合适，目前长势良好，生长期预期比以往晚 2-3 日，总体来看苗情比去年
略好，产量平稳，初步预计与去年差不多。种植成本方面，与去年相似，大概在 1700-2000 元/亩，改
革后土地没有租金，用电、用水价格略微上涨。
销售方面，厂内目前销售了 82-83%，还剩 5 万吨库存。在中美贸易战缓和可能行不大的背景下，
一师目前仍持观望态度，售价在 15800 元/吨+升贴水，但是市场点价仅在 14500 元/吨，一师暂时不愿
降价销售，期待在 G20 峰会上是否会有利好消息，也希望国家收储政策尽快出台。
未来一师的发展方向是集团化全产业链生产模式，建立从种子到生产加工一体化的服务平台，实
现机械化作业，为农户提供贷款、赊欠，同时也希望申请阿克苏-阿拉尔棉花交割库，目前短板在铁路，
但是今年年底铁路将开工建设，补齐短板。

调研对象 4：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阿瓦提县种植棉 160 万亩，长绒 60 万亩，往年基本上是 90 万亩（去年），因为长绒棉
劳动力成本比较高，采摘费比较高，人员短缺，长绒棉成本较高，目前机采模式仍在探索中，机采加
工设备尚未解决，希望引进美国的皮马加工设备，但由于中美贸易战，设备进口价格过高，企业仍在
观望。
种植方面，单产预计与去年持平，亩产 90-100 公斤皮棉，衣分 33，总产 9-10 万吨。5 月初的低
温和多余比往年多一些，后面重播，长得很好。目前待销售 2.5 万吨，其中优质长绒棉长度 36 强 40-42
码值 4.2 占 1/3，剩下的长度很低，强力也低，很难卖出去。当下市场价格在 24000 元/吨。长绒棉种
植成本在 2800 元/亩，细绒棉比长绒棉便宜 200 元/亩。今年预计机采将达到 50%，20 万亩细绒机采，
去年机采不到 10%。
籽棉收购价方面，长绒棉去年最高收到 9.4 元/公斤，平均 8.8 元/公斤，（按细、长 1:1.3 补贴长
绒棉，去年补贴不到 1 元/公斤，含补贴 9.7 元/公斤，南疆还有土地面积补贴，合计补贴 1.03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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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地有 2000-3000 元/亩的毛收入，略高于细绒棉 100 元）。
鲁泰棉业主要以阿瓦提县的长绒棉为原料纺织高支纱，集研发、育种、种植、纺纱于一体。主要
做衬衣面料，国际中高端的 20%以上市场份额。全球接近 100 万锭产能，纱线还需外采。供应品牌有
Buberry、海澜之家、优衣库、雅戈尔。此外还有自己的品牌“百洁丝”，高端的还有一个品牌，主推
私人定制、人工智能。
2019 年鲁泰种植 15 万亩，9 万亩长绒，5 万亩细绒。3 个轧花厂，产量 2 万吨。22.8 万锭产能，
高支纱年产一万吨，60-300 支纱。销售收入 4.5 亿元，利税三千万元。
新疆 23 万锭基本满产，新疆其余大部分是低支纱，开工要差一些。新疆很多三千到最多一万五
千吨的库存，鲁泰目前是没有库存，按订单生产。生产周期从 90 天缩短至 37-38 天，特殊客户可在
20 天左右交货。
新疆政策优惠主要来源于高征低扣的 4 个点。运费补贴 700 元/吨（棉纱出疆运费 700-800 元/吨），
电价补贴三毛八降到三毛五。
鲁泰的销区主要针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美国的占比 25-30%左右。中美贸易战以来，高端客户
的订单确实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高端服装的附加值比较高，终端在国外的价格水平比较低，价格
涨 25%后消费者其实仍然能够接受，因此总体高端市场的影响不大，只是外国企业对国内提出了更为
严苛的质量和交货要求。但是国内市场，尤其是低支纱市场受到冲击比较大，普遍没有鲁泰如此良好
的经营现状。
此外鲁泰在东南亚已经布局了 1/3 的产能，东南亚订单供不应求。通过计算，越南的生产成本比
国内便宜 10000 元/吨，其中包括税费、人工、原料三方面的价格优势。但是越南人工效率较低仅为
60%，在短期内东南亚依然无法替代我国在全球纺织业的地位和优势。

调研对象 5：阿瓦提县棉麻
阿瓦提经济产业主要是棉花，种植面积 146 万亩，2018 年长绒棉占 65 万亩，今年仅为 56 万亩。
细绒棉有 2 万亩手摘，其余种植都是机采模式。前期由于低温下雨，受灾面积达到 33 万亩，目前复
播 3 万亩，长势良好，预计产量同比变化不大。
长绒棉前几年行情不好，加工厂由 6 减少到 2 家，卖掉了 4 个厂，其中一个厂去年生产长绒棉
3000 多吨，到现在只卖了 1000 多吨。现在剩余的两个厂，一家收长绒棉 2800 吨，现在剩 2500 吨；
另一家收购 3300 吨，现在剩 2500 吨。由于长绒棉在内地仅为配棉，近年来由于内地加工技术的改进，
长绒棉需求不断下降，导致市场订单非常少，长绒棉销售情况堪忧。
阿瓦提县往年种植长绒棉 84 万亩地左右，长绒棉产量为 8-9 万吨。今年阿瓦提长绒棉产量仅为 7
万吨，后期利华打算流转 50 万亩地种植细绒棉，长绒棉面积预计继续减少。
目前长绒棉主体价格为 23000 元/吨，仍没市场。去年早期最好行情能达到 26000 元/吨，都销往
内地，主要是山东淄博。长绒棉籽棉收购平均价 8.8 元/公斤，棉籽 1.58 元，3 公斤出 1 公斤，折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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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因此目前报价处于亏损状态。

调研对象 6：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座谈会
阿克苏棉花产量占全疆三分之一，产量为 100 万吨左右。2019 年阿克苏种植面积稳定在 750 万
亩之内，相较于 2018 年减少 40 万亩，气候条件有利于棉花，皮棉产量在 85 万吨，由于林果的效益
好于棉花，因此棉花种植面积有所控制。机采在 50 万亩，主要集中在兵团，手摘棉人工成本比较高。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 2010 年 10 月成立，以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为布局，是西部面对中亚、南亚及
欧洲重要的出口基地，产业主要是棉花，逐步形成整个产业链。工业城规划面积 54.58 平方公里，棉
纺 600 万锭，机织布 7.6 亿米，针织布 7.2 万吨，袜子 20 亿双，服装 1 亿件，家纺 500 万件，各类印
染 10 万吨，建成后可吸纳 9.5 万人。
工业城的未来发展定位，主要集中在全产业链布局和出口枢纽建设。目前前端棉田已经布局完成，
印染污水处理厂的落地为 10 万吨的印染奠定了基础。运输方面，铁路专用线正在建设，计划 8 条线，
投建 5 条。目前建立的出口监管仓库，还有 1 个月投入运营。同时，当地纺织服装企业 70%来自浙江，
政府的规划支持对全产业链的形成有很大推动作用。阿克苏为了成为南疆运营的中心，计划与乌鲁木
齐国际陆港区建立战略合作。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园区库存中，1.85 万吨纱，产布 600 万米，销售整体都不行，下游无法拉动，
长绒棉订单几乎没有，长绒棉大幅缩水。
扶持政策方面，地区方面出台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还有一些专项优惠政策，比如标准厂房补贴、
电费（电费 3.8 毛，企业承担 3.5 毛，补贴 3 分钱）、运费有补贴，总共达到 4 亿元，很多企业主要
靠补贴，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纺织工人工资在 3500-4000 元/月，目前管理已经不断规范，人员流动性
降到了 20%以下。2014 年开始，国家出台新疆棉补贴、增值税返还补贴，新疆棉运费补贴、社保补贴、
贴息等，2020 年发展目标提前完成，但补贴的主要集中在前端，目前在调整。由于政策的稳定性问题，
新疆棉纱的的竞争力已经从 3000 元/吨下降到 1000 万吨。
华孚色纺
品牌为华孚时尚，全国排名第四位，160 亿，面对美国、日本、欧洲品牌客户，10 个车间，计划
100 万锭，全国投产 63 万锭，营收 20 个亿，去年情况还不错，最终会完成 130 万锭。目前有正常周
转 1 万吨棉花，两个月库存。
去年下半年 9 月份开始，纱线库存开始累积。中美贸易升级，华尔街日报报道“强制劳动”事件，
造成华孚 30%订单丢失，减少或停掉订单，订单损失的原因，一方面，世界经济在下滑，另一方面，
因为中美贸易战，很多订单直接转移到东南亚或非洲，这些都订单都会使用当地的纱，服装加工厂跟
着下游订单走，很多厂家也在往东南亚转移。国内面对有限的订单，竞争比较激烈，规模较小的厂家
生存困难。这种订单的减少涉及政治层面因素，无法通过降低价格等市场行为解决。因此，从 3 月份
开始，企业销售情况急转直下，仍在恶化中。企业目前只能自己应对，和终端品牌一一对接应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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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也有棉花前端产业，拥有 30 家以上轧花厂，从整个产业链来说，整体需求下行，希望棉花
价格持续稳定，大幅波动受到伤害比较大。目前企业开工率在 90%，3 月以前 100%开工。
越南的需求比较旺盛，挤占了部分大陆订单，中国棉纺织企业的转移在加速，前往东南亚，甚至
非洲。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背景，企业要暂时控制新疆内地的发展，调整产品结果，从国外转移到底
国内的市场，此外越南产能需要从 30 万锭扩大到 50 万锭，也想从内地调度涤纶粘胶丰富产品种类，
粘胶发展很快，价格低、性能可代替，对棉花后续消费构成一定危险。

心孜造纺织
该企业主要生产产品是粘胶短纤维，纯粘胶，纯气流纺，产能在 3000 吨左右，今年过年以后，
棉纱价格下跌，销售情况不理想，粘胶市场受到中泰的垄断，原料保持在 10 天-15 天，销售地区在山
东、江苏。目前通过压缩生产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来度过难关。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销售实
行短平快，资金得以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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