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国内外棉花市场形势分析及后期展望 

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2018 年，国内棉花面积、产量“双增长”，棉花质量明显好于上

年。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冲突和中美贸易摩擦，本年度棉花消费

形势急转直下，下半年市场景气度明显下降。棉花价格先涨后跌，内

外棉价差呈缩小态势。 

一、2018 年棉花市场形势回顾 

1.棉花供给较为充足 

2018 年我国棉花市场供给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国内产量、进口

量和国内储备棉。从整个供给情况看，年度内棉花供给充足，满足了

企业的市场需求。 

（1）棉花面积、产量“双增长”。受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稳定、

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的大力推进，2018 年我国棉花播种面积 3367 千

公顷，较上年度提高 0.5%。其中，新疆棉花面积增幅较大，达到 2633

千公顷，较上年增加 7.7%。内地棉花播种面积继续下降，为 73.3 公

顷，同比下降 20%。2018 年整个生产期间新疆、黄河流域气候正常，

光温条件较好，雨量适中，病虫害和自然灾害轻度发生，棉花生产条

件总体适宜。尽管 5 月份新疆发生了较大规模的风灾、雪灾和雹灾，

但后期各种生产补救措施及时，较好的弥补了生产损失。2018 年我

国棉花单产达到每公顷 1764 公斤，同比增长 0.3%，总产 594 万吨，

同比增长 0.8%。 

（2）棉花质量较好。由于 2018 年新疆棉区天气条件较好，利于

棉花生长，整体棉花质量好于上年。黄河、长江流域棉区光热充足，

多风少雨，利于棉铃脱水吐絮，籽棉色泽好，商业品质优良。据中国



棉花公证检验数据显示，2018 年度全国细绒棉公检白棉 3 级及以上

占比 92.1%，同比高 1.5 个百分点；纤维长度 28 毫米及以上占比

95.62%，同比高 1.96 个百分点；马克隆值 A+B(3.5～4.9)档占比

91.12%，同比高 7.92 个百分点；断裂比强度 S2(29.0～30.9)及以上

档占比 34.16%，同比高 9.62 个百分点。 

（3）储备棉抛储规模较大。2018 年储备棉抛储从 3 月 12 日启

动至 9 月 30 日结束。轮出期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先

后发布了调整储备棉交易主体及储备棉轮出延期等公告，不仅及时调

控了国内棉价，稳定了棉花市场，也保证了新棉上市前棉花供应稳定，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确保新旧年度棉花市场平稳有序过渡。经统计，

本年度中国储备棉管理有限公司计划出库销售储备棉累计 431 万吨，

其中新疆棉 168 万吨、地产棉 263 万吨；累计成交 250.6 万吨，成交

率 58%，其中新疆棉成交 155.9 万吨，成交率 93%，地产棉成交 94.7

万吨，成交率 36%。从成交价格看，本年度成交平均价格 14770 元/

吨，折标准级（3128）价格 16138 元/吨。 

（4）棉花进口较上年增加。2018 年我国仍然处于棉花去库存阶

段，但由于去库存进展顺利，国储棉大幅下降，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国家下发了 100 万吨的棉花滑准税配额，棉花总进口量较上年增加。

据中国海关统计，1-11月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135.5万吨，同比增 29.5%，

进口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口量

占进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37.4%、27.5%、11.6%、7.2%和 4.0%。预计

全年我国棉花进口量约 150 万吨，较上年增加 20%以上。 



 

图 1  2009-2018 年我国棉花进口量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2.棉花需求波动下降 

2018 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棉花消费预期较好，

行业整体订单充足，尤其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部分企业加班加点

赶制订单，整个行业消费状况较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11 月份，

我国累计纺纱量 2854.1 万吨，同比增 0.6%。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

中心统计，8 月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 7%，增速较上年同期放缓 1.9 个百分点。但 9 月份以

后我国棉花消费形势开始恶化。9 月 24 日起，美国对 2000 亿美元中

方输美产品加征 10%（2019 年 1 月份加征 25%）的关税，其中包括纺

织品服装的税号有 917 项关税细目，涉及全部种类的纺织纱线、织物、

产业用制成品以及部分家用纺织品等，涉及产品年出口额约 37 亿美

元。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附加关税的税率水平将提高到 25%。美

国是我国主要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市场。2017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

口额为 2669.5亿美元，其中出口美国市场的约占 16.9%，涉及到 450.4

亿美元。本次加征关税涉及纺织品服装年出口额约 37 亿美元。除了

152.1

283.9

336.3

513.8

415.0

244.0

147.2

89.7
115.3 135.2 

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万吨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还有美和加拿大、美国和欧盟、美国和墨西哥

等经济体之间。由于大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受阻，扰乱了产业链的正常

运行，加上主要经济体国家紧缩货币政策造成汇率波动，新兴市场风

险上升。世贸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下调今明

两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和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制造业景气度下降。

中美纺织品贸易往来受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直接导致下游需求

走弱，对国内涉棉纺织企业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国内棉花消费开始出

现萎缩态势，下游纺织品企业纱、布销售不畅、库存增加，价格下跌。

另外，外纱价格竞争优势明显，平均每吨低于国产纱 300 元左右。2018

年 1-11 月我棉纱线进口量为 191 万吨，同比增 6.3%。外纱的进口也

挤压掉了一部分国内棉花消费。 

3.国内外棉花价格波动较大，内外棉价差缩小 

国内外棉价先涨后跌。1-4 月份，国内外经济状况平稳，国家棉

花抛储政策及时，国内棉花价格非常平稳。标准级棉花每吨价格从

15680 稳中略降到 15488 元，降 1.2%。2018 年 5-6 月份，由于新疆

突发较大范围的风灾、雪灾和雹灾，市场主体普遍担忧新年度棉花生

产受到较大损失，同时由于国储棉去库存进展顺利，国储棉数量有限，

市场主体对新年度棉花供给产生担忧恐慌，棉花价格一路走高。5 月

2日-6月 4日，标准级棉花每吨从 15451元上涨到 16900元，涨 9.4%。

后期国家调整了抛储棉的投放要求，不允许贸易企业参与竞拍。同时，

后期随着棉花生长条件好转，棉花丰产预期渐强，棉花价格逐渐平稳。

9 月份以后，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走弱影响，国内纺织行业下

游消费开始走弱，纱布库存增加、价格下跌，直接影响棉花价格走弱。

另外，由于新疆这几年机采棉快速发展，今年北疆 90%以上都是机采



棉，南疆 30%左右也是机采棉，原来将近 3 个多月的采棉期一下子缩

短到一个月左右，新棉大量上市，造成短期内供给充裕。受此两方面

影响，国内棉花价格持续走弱。2018 年 1-12 月，国内标准级棉花价

格每吨从 15680 元波动下降到 15406 元，降 1.8%。1-12 月份均价每

吨 15878 元，同比降 0.3%。 

从国际棉花价格来看，也呈现先涨后跌态势。2017 年以来，世

界经济回暖向纵深发展，经济增长率较好，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上涨，

从而带动全球棉花消费增长。2017/18 年度全球棉花消费量为 2661.3

万吨，同比增 5.5%。2017/18 年度全球期末库存为 1850 万吨，连续

两个年度在低水平徘徊。受此影响，2018 年 1-6 月，国际棉花价格

整体恢复性上涨。CotlookA 指数从 68.75 美分/磅上涨到 94.95 美分

/磅，上涨 38.1%。2018 年 1-6 月，CotlookA 指数均价为 93.03 美分

/磅，同比上涨 8.4%。但 7 月份后，受国际主要经济体贸易摩擦、世

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全球棉花消费量下调以及国际棉花产量预期较

好等影响，国际棉花价格开始下降。2018 年 1-11 月，CotlookA 指数

月均价从 91.41 美分/磅波动下降到 86.00 美分/磅，下降 5.9%。2018

年 1-12 月，CotlookA 指数均价为 91.49 美分/磅，同比增长 9.4%。 
 



 

图 2 2016-2018 年国内外棉花价格走势 

内外棉价差总体呈缩小态势。尽管国内外棉花价格都呈先涨后跌

的态势，但涨跌幅度不同，国内外棉花价差总体呈现缩小态势。2018

年 1-12 月，1%关税下进口棉折到岸税后价每吨从 14938 元波动至

14882 元，和国内标准级棉花价差每吨从 743 元波动下降至 555 元；

滑准税下进口棉折到岸税后价每吨从 15879 元波动至 15798 元，和国

内标准级棉花价差每吨从-199 元波动至-321 元。 
 

 

图 3  2016-2018 年国内棉花价格和国际棉花价格到岸税后价 

60.00

65.00

70.00

75.00

80.00

85.00

90.00

95.00

10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17000 美分/磅
元/吨

国内3128B级棉花销售价格 COTLOOK A指数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17000 元

/

吨

国内3128B级棉花销售价格 1%关税下FCIndex M到岸税后价

滑准税下FCIndex M到岸税后价



二、2019 年棉花市场走势展望 

棉花消费趋弱可能性较大。棉花消费和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

关。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削弱，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

下行风险加大，明年全球 GDP 增速或进一步下降。10 月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预计，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3.7%，与今年持平，但不排除

1 月下调该预测值的可能性。高盛集团等机构预测，由于全球金融条

件收紧，2019年世界经济或呈疲软态势，增速较 2018年进一步下降。

另外，美国政府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将继续加深。尽管中美两国领导

人争取了“谈判三个月”，但谈判走向仍然有不确定性。目前双方已

征的关税对中美贸易乃至全球贸易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预测，2019 年全球货物出口量增速在今年已经明显下降的基

础上，将进一步降至 3.76%。从国内看，国内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阶

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结构转型压力加大，带动棉花消费增长动力

不足。2018 年 10 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0.2，逼

近荣枯平衡点。从国内外两方面分析判断，2019 年国内棉花消费有

可能呈现趋弱态势。 

棉花供给充裕。国内棉花供给分为两个部分，国内生产和进口。

从目前看，2019 年国内棉花供给较为充裕。2018 年我国棉花产量预

计为 594 万吨，甚至有可能突破 600 万吨。2018 年 8 月份国家下发

了 100 万吨的滑准税配额，再加上新年度 89.4 万吨 1%以内关税的进

口配额，以及前期国家抛储部分企业的商业库存，2018/19 年度我国

棉花市场总供给达到 800 万吨以上，在新棉上市之前国内棉花供给是

有保障的。 

棉花价格弱势震荡可能性较大。受供给充裕、需求偏弱影响，新



年度国内棉花价格很可能呈现弱势震荡格局。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不能得到很好的

解决，新年度国内棉花消费走软的态势会更明显，势必会影响棉花价

格。但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能够较好解决，也不排除棉花消费企稳的可

能性。 

三、需要关注的问题 

1.内地棉区植棉意向可能继续下滑。2018/19 年度以来，国内籽

棉价格平开低走，棉农收益一般，农民植棉积极性不高。另外，内地

棉区由于种植规模、种植模式等问题，实现机采困难较大。因此，在

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籽棉价格不高的状况下，2019 年内地棉区稳

定棉花种植面积难度较大，植棉意向很有可能继续下滑。 

2.棉花消费萎缩棉花价格下滑，后期市场风险加大。中美互为重

要的纺织品贸易大国，美国是我国主要的纺织品出口市场。如果中美

贸易摩擦不能很好的得到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服装面料和辅料的加

工企业的生产经营，有这些生产产能将很快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势

必会影响我国棉花消费量，引起国内棉花价格下滑。 

3.机采棉质量急需提高。受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影

响，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机采棉发展迅速。目前，新疆全疆机采棉占

到了 70%左右，其中北疆地区机采棉占 90%以上，南疆地区机采棉占

到了 30%左右，预计未来 3-5 年，南疆机采棉面积会迅速扩大。尽管

实现了机采，但机采棉质量急需提高。目前，我国在机采棉的品种研

发、栽培模式、加工标准方面尚没有突破，机采棉的质量相比手摘棉

下降，竞争力明显降低。从未来看，机采棉的推广趋势难以改变，要

提高我国棉花质量必须下大力气提高机采棉质量。 



四、有关政策建议 

1.在内地棉区大力推广轻简栽培和直播棉，鼓励发展托管服务。

劳动力短缺、成本偏高已经成为制约内地棉区发展的主要障碍，今后

必须大力推广轻简栽培，总结轻简栽培的成熟模式。另外，这两年为

适应小麦等作物全程机械化，长江流域部分内地棉区大力推广了直播

棉。直播棉能够有效缓解植棉劳动力短缺问题，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建议进一步完善直播棉种植技术，加大麦（油）后直播棉花品种选育

研究力度，扩大直播棉的推广力度，在内地适宜省份棉区示范推广。

另外，针对植棉缺乏劳动力的问题，部分棉区已经发展出了机耕机播、

植保托管等服务，也得到棉花种植者的认可。未来可以通过鼓励土地

流转，对能够提供相关专业服务的经营主体或社会服务组织进行资质

认定，根据其对农户提供的服务探讨支持方式。 

2．“开放应对摩擦”，进一步提高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

2015 年为提高国内纺织品服装的出口竞争力，我国提高了部分纺织

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至 17%。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为增强市场信心，

建议扩大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17%的范围，降低我国纺织

品服装的成本，尤其对于美方加征关税清单中的纱线类企业，避免纺

织制造业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加大向外转移的现象。另外，在中美贸易

摩擦的背景下，需要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进一步扩大对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开放力度，以“开放应对摩擦”。落到纺织业上，要更加

鼓励纺织企业全球范围内优化供应链，灵活调整和优化采购、生产、

销售、资金等环节，业务范围多地化，避免过度集中在部分国家带来

的风险。 

3．谨慎研究发放新年度棉花滑准税。由于全球经济增速下降、



中美贸易摩擦走向未定等原因，新年度国内棉花消费有可能萎缩。在

这种状况下，为稳定国内棉花价格，要谨慎根据新年度国内棉花供需

形势、贸易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谨慎确定棉花滑准税发放时机和发

放规模。 

4．大力提高机采棉质量。今后机采棉是我国棉花产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必须认清这一形势，下大力气突破产业发展瓶颈，提高机采

棉质量。大力培育选育适合机采的新品种，在吐絮集中、纤维长、果

枝始节高、马克隆值、比强度等性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产量、

品质、抗性和早熟性指标相统一。总结探索机采棉种植模式、管理规

程以及脱叶催熟技术，促进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解决机采

棉浪费和含杂率高的问题。加大棉花加工企业的技改步伐，形成统一

高效的棉花籽清和皮清加工工艺规程，提高机采棉轧花质量。 

 

 

  (国家棉花产业经济研究室会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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