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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棉用力”提高产融结合度

新型棉商成为市场的一道风景线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为进一步推动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融合，帮助相关企

业和投资者及时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特征，2019
年10月13日至19日，在郑商所的大力支持下，期货日报与

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联合，在新疆举办了“2019年期货风险

管理公司新疆棉花红枣产业调研暨培训”活动。

调研团对新疆地区的棉花种植、加工、流通与贸易、消费

等进行了重点调研，对当地棉花产业企业利用期货、期权工

具的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站在促进产融结合的角度，聚焦

边疆地区的长远发展问题，对今后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发

挥、“期货+保险”、棉花价格补贴等市场热点问题等作出了评

估，宣传并推广了成熟产业企业利用期货、期权工具的经验

和模式。

近年来，期货日报记者持续在新疆调研，深
深感受到棉花种植规模化、良种化、规范化、机械
化等正在为这个产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
解决了劳动力匮乏的难题，而且提高了棉花种植
的综合效益。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还提高了棉花
的整体质量，让部分产区的棉花整体质量高过了
一些进口棉花的质量，解决了下游纺织企业“三
丝”难控、难降、投入大的原料质量控制难题。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北疆地区籽棉采摘基本
上实现了机械化。由于机采棉成本低、品质较统
一、“三丝”少，大大提高了其性价比，很受下游企
业青睐。同时，南疆地区棉花机采的范围大幅增

长，机采的速度高、成本低、质量好，这让越来越多
的棉农和棉花种植合作社等接受了这一新事物。

据闫友法介绍，从工作进度来看，一台大型采
棉机24小时可以采摘800亩棉花，一台中型采棉
机24小时可以采摘400亩棉花，一个壮劳力24小
时不吃不喝不睡觉可以采摘2亩左右的棉花。从
成本来看，中型采棉机机采成本为 120—130
元/亩，大型采棉机机采成本为200元/亩，采棉工
人拾花费为2.5元/公斤，一天约采摘100公斤，1亩
棉花人工采摘成本在1000元左右。从采摘的籽棉
质量来看，机采棉可以不落地直接运走，而人工采
摘需要中间搬倒数次，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混入

杂物，大大降低了籽棉质量。
穿梭在广阔的棉田中，调研团可以看到一个

个单重有2.5吨的“大棉球”，很是惹人喜爱，而能
够产出这样“大棉球”的就是大型采棉机，其被广
大棉农亲切地称为“下蛋机”。一位“下蛋机”机
手告诉记者，他们 4 个人一台机器，在籽棉采摘
季，他们一天 24 小时两班倒不停机，好的机手
3—5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成本。另外，在很多轧花
厂可以看到这种“大棉球”被码放得整整齐齐，不
仅节省场地，而且搬运方便。部分轧花厂为了多
收购一些质量较好的“大棉球”，还通过每公斤提
高两毛钱的方式来吸引棉农。

机采多 成本降 质量升B

受籽棉采摘机械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今年新
疆籽棉上市速度快、数量集中、收购时间缩短，预
计 11月上旬新疆籽棉采摘和收购进入尾声。今
年新疆籽棉收购价上市以来，整体运行稳定，并
呈现出低开后小幅扬升的发展态势，轧花厂收购
心理比较理性，往年经常出现的加价抢收现象减
少，但个别地区收购价在上市初期波动频繁，有
的轧花厂一天调整8次籽棉收购价。

据记者了解，上市初期，除部分地区手摘棉
价格较高外（如巴楚地区收购价一度达到6元/公
斤），很多地区籽棉开秤价不高，最低时籽棉收购
价普遍为4.3—4.6元/公斤。不过，随着籽棉采摘
加快和收购大面积展开，今年新疆棉花单产普遍
下降得到了市场认可，市场心理发生了改变，部
分轧花厂开始上调收购价，提振籽棉收购价全面
走高，并在两周内累计上涨约1元/公斤。

从南北疆轧花厂的表现来看，南疆地区轧花

厂的籽棉收购更理性，主要原因是去年南疆地区
很多轧花厂抢购籽棉、囤积皮棉亏损严重，今年
籽棉上市后，部分轧花厂吸取了教训，其收购也
较为谨慎。

记者在呼图壁县云龙棉业有限公司了解到，
该公司近年来棉花种植、籽棉加工与皮棉贸易
做得风生水起，这家企业在新疆从事棉花产业
已有 10多年，当前不仅拥有大面积的棉田，而且
实现了产业一条龙发展，公司下属的轧花厂、布
厂等一方面可以解决自家生产的籽棉出路问
题，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当地棉农解决籽棉销售
问题，当前该公司下属的 11 个轧花厂皮棉产量
已达到10万吨。

面对今年籽棉收购市场的新情况、新特点，
云龙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满自然有清醒的
认识，多分析、多调研、不跟风、不蛮干、量力而行
是他的主要经营理念。今年公司将生产皮棉 8

万吨，根据籽棉收购进度，部分皮棉已与下游企
业签订了订单，同时也利用棉花期货市场进行了
适量的保值操作。

“去年新疆地区有很多轧花厂特别是南疆地
区的轧花厂抬价抢收籽棉，把皮棉生产成本抬高
到了 15500 元/吨左右。随后国内期现货棉价联
袂下行，很多没有及时抛售棉花的轧花厂和贸易
商受到了较大损失，南疆地区部分轧花厂资金链
断裂，今年不得不把轧花厂出租出去，或者抵押
给债权人。”陈志满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今年籽棉
收购价虽然低开高走，但收购市场与往年相比运
行平稳，很少出现抢购现象。与此同时，南疆地
区今年机采棉比例增加，部分轧花厂加工机采棉
的经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购进度。另
外，一些轧花厂和贸易商的“点价套保”意识增
强，未来交售皮棉的时间比较宽裕，轧花厂在心
理上较为放松。

开秤价先低后高 市场收购较理性C

在新疆，调研团还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往年的
特殊现象，即市场出现了大量新型棉商，这些棉
商与传统的棉花贸易商有很多不同之处：一是新
型棉商拥有大量资金、市场信息掌握丰富、专业
水平高；二是新型棉商十分懂得运用棉花期货、
期权工具，做起棉花生意面临的风险不大；三是
新型棉商与棉花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企业联系广
泛，做棉花生意的手段与方法灵活，价格调整顺
势而为，在棉花市场得心应手。

“这位年轻人还不到30岁，进入棉花市场才
3年多，但他单凭经营棉花这一项业务，一年就可
以为公司创收1000多万元的毛利润。”与记者一
同参加调研的刘阳指着一位小伙子说，他就职于
浙江一家期货风险管理公司，肯学、能吃苦、爱钻
研，3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在棉花圈内建立好了自
己的业务平台，每年主要进行棉花的期现货套保
与基差交易等业务，不仅帮助部分轧花厂、棉花
种植合作社解决了资金少、卖棉难问题，而且为
一些纺织企业解决了原料采购融资困难、生产周
转库存建立难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宣传并推
广了棉花产业企业利用期货、期权市场工具及平
台知识、模式，促进了产融结合。

通过在铁门关市星宇信达纺织有限公司、冠
农汇锦物流园及库尔勒银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等产业企业的调研了解到，近年来，随着新疆棉
花产业稳步发展，特别是纺织产能进一步提升，
新疆已成为国内棉花、棉纱市场的中心。同时，
在郑商所与众多期货公司、机构在新疆针对棉
农、农业合作社等开展“期货+保险”等业务以来，
新的经营理念、金融工具送到“田间地头”，棉花

期货、期权市场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不断扩
大，产融结合进一步得到提升，产业企业主动利
用棉花期货工具成为市场主流，特别是“基差交
易”模式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一口价”交易模式。

据了解，自2014年以来，新疆棉纱行业在政
策扶持下迅速发展。目前，国内多数大中型纺织
企业均已在新疆开设分厂，如华孚、华芳、华茂、
如意、天虹等。当前新疆的纺织产能已有 2000
万锭，年消耗棉花200万吨左右，不但提前3年实
现了产业发展目标，而且提高了新疆棉花就地消
化的能力，完善了棉花产业链条。未来，新疆棉
花产业结构将由以生产棉花原料为主向产销一
体化转变，棉花贸易商、广大投资机构等会越来
越重视新疆棉花市场。另外，从新疆地区的纺织
产业政策来看，当地已经开始限制低端产能进
入，鼓励产业链向后延伸，补贴政策正在逐步按
照规模、档次、建厂时间的不同等区别对待，产业
向下游延伸的速度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产业
企业避险意识和需求增强。

国内棉花市场产业中心转移、市场价格中心
转移，自然不会逃过郑州棉花期货、期权市场的

“眼睛”。根据市场变化，郑商所不断调整与完善
新疆地区棉花期货交割库的布局，调研了全国各
地的交割库升贴水情况，郑棉盘面价格正在以新
疆棉为基准价有序波动，而棉花期货仓单交割计
价基准地转移至新疆，则标志着国内棉花产业新
格局的形成。

石河子市的棉花加工商张庆春认为，合理利
用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有效帮助企业降低经营
风险。目前，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日渐深入，

国内棉花产业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新型棉商的
出现、期货仓单棉库存取代原来的商业和社会库
存等，说明棉花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调节功能越来
越强，在棉花目标价格改革甚至是农产品价格改
革和补贴方式改进方面，国内期货市场正在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记者调研发现，国内棉花产业在向资源优势
地区新疆转移的过程中，产业链上的很多企业都很
善于利用期货等金融工具。例如，新疆很多棉花种
植大户在种植前、籽棉出售前均要参照郑棉价格制
定计划，这样就避免了盲目扩种、籽棉售价过低的
现象。对于部分大型纺织企业来说，增加棉花和产
品库存要承受价格下跌风险，而保持棉花和产品低
库存又面临价格上涨与未来可能采购不到原料的
风险。此时，企业只要通过郑棉市场进行“基差交
易”或“场内外期权交易”就可以应对上述问题。

期货日报记者在今年的籽棉收购过程中了
解到，部分籽棉收购数量较大的棉花加工企业已
早早地与新型棉商、下游纺织企业通过期货盘面
点价的方式签订远期供货合同，不仅早早地拿到
了订金，找到了棉花抵押融资渠道，而且提前锁
定了收购价区间和加工利润。

综合调研情况分析，今年新疆棉花市场主要
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棉花面积稳定，籽棉
单产减少，但籽棉衣分偏高；二是机采棉范围进一
步扩大，籽棉采摘成本整体趋降，皮棉质量得到提
升；三是籽棉开秤价先低后高，市场收购较理性；
四是期货市场功能在棉花市场得到充分发挥，棉
花期权市场的作用逐步彰显，两者的引导作用越
来越大，新型棉商成为市场的一道风景线。

期市引导作用大 产业集中度提高D

10月中旬的新疆处处是美景，其中最美的
是那一望无际的、雪白的棉田，朵朵盛开的棉花
一直蔓延到天山脚下。

目前，新疆新季棉花采摘、收购正值高峰
期，作为棉花期货交割定价基准地，新疆棉花决
定着国内棉花市场走势。同时，随着以郑棉期
货、期权市场为基础的“点价与基差交易”成为
市场主流，充分发挥棉花市场功能，促进“保
险+期货”等创新业务在棉花产区的推广，搭建
产业与金融市场对接的桥梁，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已成为重要工作。

从南北疆主要棉花产区调研情况来看，今
年新疆籽棉单产和总产双双下降的概率较大，
但由于籽棉的衣分普遍偏高，预计今年新疆皮
棉产量变动幅度较小。目前，新疆各棉花产区
对籽棉单产和总产的下降幅度说法不一，保守
估计是单产平均减少5%，但有一些贸易商和轧
花厂预计减产幅度在 10%左右，也有个别地区
的棉农、轧花厂给出15%左右的减产幅度。

记者调研了解到，导致籽棉单产下降的主
要原因：一是今年 5 月部分产区出现了低温天
气，导致棉花生长所需积温不足，令棉花株高下
降；二是一些地区在7月出现了高温天气；三是
在棉花生长后期，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风、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最终导致今年新疆棉花生长发育
期推迟 5—7 天，令棉花的单铃重下降，不利于
单产的提高。同时，新疆棉花进入成熟期和采
摘前期气温较低，很多地区的棉花在打了脱叶
剂之后效果不明显，这不仅让僵桃、空桃出现的
数量较大，而且令棉花叶子脱落不净。

“最终的籽棉产量预估不是十分乐观，与采
摘前的预期值存在较大差别。”新疆闫氏德海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闫友法告诉期货日报记
者，在籽棉开始采摘前，铁门关市的很多棉农等
预期籽棉单产在 400—420 公斤/亩，实际采摘
后只有350—380公斤/亩。

据石河子市部分棉农、棉花种植合作社负
责人介绍，今年籽棉单产普遍下降，采摘下来的
籽棉重量明显不及去年，很多棉籽不饱满，减产
幅度约在 50 公斤/亩，但籽棉衣分较去年高出
1%左右，预估北疆地区整体减产5%—10%。

另据呼图壁县云龙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志满介绍，当地部分棉田籽棉单产减少 60—80
公斤/亩，普遍减产 50 公斤/亩左右，但今年的
籽棉衣分高一些，会对皮棉产量形成弥补作用。

根据今年新疆棉花的实际采摘面积分析，
虽然在此之前市场预期受环境治理、退耕还林
还草、“黑地”不让开垦等因素影响，棉花种植面
积下降，但总面积仍保持稳定，所以不会令今年
新疆棉花总产量出现断崖式下降。

整体来看，今年新疆棉花生育期推迟，籽棉
采摘时间比去年晚了 5—10天。从已采摘籽棉
单产来看，北疆单产降幅略大于南疆，而由于衣
分偏高，新疆皮棉总产量或较为乐观。据业内
人士估算，北疆皮棉产量约为200万吨，南疆约
为300万吨，新疆皮棉总产量减少5%左右，总产
量为 500 万—520 万吨，其中兵团皮棉产量在
200万吨左右。

面积稳 单产减 衣分高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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