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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概述及展望  
1.1.1.1.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6 年 5 月

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1%，与上月持

平，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总体来说，数据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的复苏基础并不牢固，经济仍在反复筑底当中，

政府仍应重视经济的下行风险。    

2.2.2.2. 受投资回升、房地产回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等因

素影响。在稳增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措施的作用

下，市场需求继续回升。同时同时同时同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及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及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及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及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一季度在整体投资好转的情况下一季度在整体投资好转的情况下一季度在整体投资好转的情况下一季度在整体投资好转的情况下，，，，但制造业投资仍有所回但制造业投资仍有所回但制造业投资仍有所回但制造业投资仍有所回

落落落落，，，，也会影响制造业生产的进一步回升也会影响制造业生产的进一步回升也会影响制造业生产的进一步回升也会影响制造业生产的进一步回升。。。。本月制造业新出

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双双回落，进口指数再次回落到收

缩区间，表明制造业进出口仍面临较大困难。从业人员指

数在临界点下方小幅回落 0.3 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压力有

所加大。 

3.3.3.3. 权威人士权威人士权威人士权威人士人民人民人民人民日报日报日报日报头版头条头版头条头版头条头版头条刊发刊发刊发刊发文章文章文章文章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当前当前当前当前经济经济经济经济形势形势形势形势，，，，

“供给侧改革”重新取代“稳增长”成为政策重点。在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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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经济数据向好的背景下，提出未来经济是 L 型，而不是 V 型和 U 型，重点重新

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权威人士对货币政策的态度非常明确权威人士对货币政策的态度非常明确权威人士对货币政策的态度非常明确权威人士对货币政策的态度非常明确：：：：““““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

来加快经济增长来加快经济增长来加快经济增长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换挡期换挡期换挡期换挡期””””，，，，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年的货币政策宽松周期已经结束年的货币政策宽松周期已经结束年的货币政策宽松周期已经结束年的货币政策宽松周期已经结束，，，，此次权威人士的表态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此次权威人士的表态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此次权威人士的表态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此次权威人士的表态验证了我们的判断。。。。从全

球货币政策周期同步性来看，欧美日货币政策由分化走向收敛，美国加息步伐放

缓，欧、日放送进程暂停，在欧美日央行都进入观察期之后，中国也开始由宽松

周期进入观察期。 

5.5.5.5. 中国央行前顾问余永定近日称，货货货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提法反映了货币当局的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提法反映了货币当局的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提法反映了货币当局的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提法反映了货币当局的

两难局面两难局面两难局面两难局面，，，，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提法反映了货币当局的两难局面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提法反映了货币当局的两难局面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提法反映了货币当局的两难局面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提法反映了货币当局的两难局面，，，，中国经济整中国经济整中国经济整中国经济整

体上仍处于通缩状态体上仍处于通缩状态体上仍处于通缩状态体上仍处于通缩状态，，，，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6.6.6.6. 标普紧随穆迪步伐标普紧随穆迪步伐标普紧随穆迪步伐标普紧随穆迪步伐，确认中国评级 AA-，将展望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

标普确认中国短期主权债信用评级为 A-1+。标普表示，调整对中国评级展望，是是是是

因为他们预期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逐步上升因为他们预期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逐步上升因为他们预期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逐步上升因为他们预期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逐步上升。。。。同时，标普表

示他们相信未来五年内中国在经济再平衡方面会取得小幅进展，并且信贷增长会

放缓。。。。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会恶化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会恶化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会恶化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会恶化，，，，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GDP)(GDP)(GDP)的比率的比率的比率的比率，，，，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还会远高于标普认为可持续的还会远高于标普认为可持续的还会远高于标普认为可持续的还会远高于标普认为可持续的 30%30%30%30%－－－－35%35%35%35%的水平的水平的水平的水平，，，，这在标普目前主权评级的国家中这在标普目前主权评级的国家中这在标普目前主权评级的国家中这在标普目前主权评级的国家中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这些预期趋势这些预期趋势这些预期趋势这些预期趋势，，，，可能削弱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弹性可能削弱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弹性可能削弱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弹性可能削弱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弹性，，，，限限限限制制制制政府的政策选项政府的政策选项政府的政策选项政府的政策选项，，，，

并且增加趋势增长率更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并且增加趋势增长率更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并且增加趋势增长率更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并且增加趋势增长率更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 

伴随伴随伴随伴随着着着着二线二线二线二线城市城市城市城市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进入进入进入进入调控调控调控调控的的的的节奏节奏节奏节奏准备准备准备准备，，，，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销售销售销售销售火爆火爆火爆火爆带动带动带动带动地产地产地产地产投资投资投资投资和和和和信用信用信用信用扩张扩张扩张扩张

的的的的链条链条链条链条后期后期后期后期将将将将失效失效失效失效，，，，不排除不排除不排除不排除地产地产地产地产销售销售销售销售下行下行下行下行压制压制压制压制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房地产投资投资投资投资放缓放缓放缓放缓带来带来带来带来对对对对整体整体整体整体经济经济经济经济的的的的压力压力压力压力。。。。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应该更加看到的是国内经济应该更加看到的是国内经济应该更加看到的是国内经济应该更加看到的是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在此背景下的放缓及搁置结构性改革在此背景下的放缓及搁置结构性改革在此背景下的放缓及搁置结构性改革在此背景下的放缓及搁置，，，，制造业投资数据依旧下制造业投资数据依旧下制造业投资数据依旧下制造业投资数据依旧下

行行行行，，，，民间民间民间民间    投资投资投资投资大大大大幅度幅度幅度幅度下降下降下降下降。。。。工业经济难有起色工业经济难有起色工业经济难有起色工业经济难有起色，，，，消费等新兴产业的对冲传统工业经济的作消费等新兴产业的对冲传统工业经济的作消费等新兴产业的对冲传统工业经济的作消费等新兴产业的对冲传统工业经济的作

用和体量还非常有限用和体量还非常有限用和体量还非常有限用和体量还非常有限。。。。    

美国加息美国加息美国加息美国加息越来越来越来越来越近越近越近越近，，，，欧美欧美欧美欧美等等等等发达发达发达发达国家国家国家国家货币货币货币货币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开始开始开始开始趋于趋于趋于趋于一致一致一致一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对对对新兴新兴新兴新兴市场市场市场市场国家国家国家国家的的的的溢溢溢溢

出出出出效应效应效应效应更加更加更加更加明显明显明显明显，，，，国内货币政策放松空间受限国内货币政策放松空间受限国内货币政策放松空间受限国内货币政策放松空间受限，，，，央行央行央行央行等等等等近期近期近期近期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国内国内国内国内后期后期后期后期 M2M2M2M2 将将将将下降下降下降下降，，，，流动流动流动流动

性性性性的的的的收紧收紧收紧收紧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带来带来带来带来经济经济经济经济增长增长增长增长的的的的阵痛阵痛阵痛阵痛。。。。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国内经济受到的欧美外围疲软和自身结构性问题这个大环境背景依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国内经济受到的欧美外围疲软和自身结构性问题这个大环境背景依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国内经济受到的欧美外围疲软和自身结构性问题这个大环境背景依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国内经济受到的欧美外围疲软和自身结构性问题这个大环境背景依

旧没有改变旧没有改变旧没有改变旧没有改变，，，，制造业产能过剩和低端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和低端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和低端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和低端化，，，，制约工业经济增长制约工业经济增长制约工业经济增长制约工业经济增长，，，，缺乏工业经济拉动的经济难以缺乏工业经济拉动的经济难以缺乏工业经济拉动的经济难以缺乏工业经济拉动的经济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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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持续持续持续，，，，同时房地产行业危机四伏同时房地产行业危机四伏同时房地产行业危机四伏同时房地产行业危机四伏，，，，库存仍然在快速增加库存仍然在快速增加库存仍然在快速增加库存仍然在快速增加，，，，加杠杆不可取加杠杆不可取加杠杆不可取加杠杆不可取。。。。因此在货币防水和因此在货币防水和因此在货币防水和因此在货币防水和

财政赤字提高来对冲和拖延国内经济下行财政赤字提高来对冲和拖延国内经济下行财政赤字提高来对冲和拖延国内经济下行财政赤字提高来对冲和拖延国内经济下行难以改变内生问题难以改变内生问题难以改变内生问题难以改变内生问题，，，，造成通胀上行和国内资产价格造成通胀上行和国内资产价格造成通胀上行和国内资产价格造成通胀上行和国内资产价格

飞涨飞涨飞涨飞涨，，，，预计下半年国内仍将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预计下半年国内仍将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预计下半年国内仍将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预计下半年国内仍将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经济将逐步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投资占 GDP 比例下降，消费占比

增加，中国经济将在五到十年内保持中速增长，呈现低增长、低利率、低投资回报率的发展格

局。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拐点出现出现之后，适龄劳动力人口峰值已过，中国的经济结构，经

济增长模式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表现为以房地产、基建及制造业为核心龙头的信用

创造和产能扩张的高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对经济拉动的效用递减。经济进入

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出口、地产两大旧引擎与公共消费型

基础建设、产能转型升级、居民消费三大增长拉锯交替，带来经济增长的阵痛。    

图一：中国经济周期性表现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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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减弱，对 GDP 占比回落到加入世贸初期 

 

08 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接过出口大旗，但对经济拉动作用越来越弱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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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供需平衡分析 

1.1.1.1.全球棉花全球棉花全球棉花全球棉花供需供需供需供需平衡平衡平衡平衡情况情况情况情况，美国农业部 USDA 全球棉花产销存预测显示，15/16

年度全球棉花产量 2167 万吨，消费 2373 万吨，期末库存 2239 万吨。从 15/16

年度棉花供需看，产量为近五年首次低于消费量，期末库存小幅下降，供需

格局有所修复，但是整体考虑中国库存和全球资源分布，供需格局依旧较为

宽松，不会出现资源紧缺的情况。 

表一：2016/17 年度全球棉花供需预估 （USDA）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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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产量产量产量    消费消费消费消费    进口进口进口进口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期末库存期末库存期末库存期末库存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2222222277772222    2222444412121212    777720202020    777722220000    2222111100000000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444490909090    777729292929    99998888    1.11.11.11.1    1111222234343434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333322222222    78787878    0.20.20.20.2    222222228888    66665555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666609090909    555533333333    16161616    88882222    222235353535    

数据来源：USDA5 月报告 

美国农业部 5 月份公布新年度棉花供需预测报告，16/17 年度报告正式出

台，其中全球产量上调 100 万吨，除掉中国外，其外印度美国等主产区全面增

产，全球消费消费上调，中国消费调增，全球库存大幅下调，中国库存下调幅

度较大。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全球棉花产量依旧小于消费数据，整体去库存的环境

没有改变，国际棉花价格将艰难的受制于库存和消费数据的表现。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国内产量继续减少，库存下降的速度要远远超过消费

下降的速度，国际棉花增产使得资源丰富的同时导致竞争加剧，中国的棉花价

格将在 3年的跌势中迎来难得的支撑。 

图六：全球棉花供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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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奇整理 

2015/16 年度 ICE 期棉价格在 60 美分中轴波动，幅度在 10%之内。中国年

度 3128 价格指数持续下跌，库存压力最大，去库存成为中国棉价下跌主要影

响因素。整体来说，国际市场棉花供需平衡好于国内市场，国际棉花市场价格

走势强于国内市场。 

2016/17 年度来说，首先是国际棉花产区的供应情况，目前市场预期美国、

印度等主要国家种植面积和预测产量有所增加，在消费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

下，价格将承受一定压力。其次是中国棉花去库存政策影响，动态定价和抛储

已经开始，价格和成交情况良好，短期会间接影响东亚市场国家棉花消费，施

压国际棉花价格。 

    

4.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供需平衡情况供需平衡情况供需平衡情况供需平衡情况，2015/16 年度市棉花供应量在 450 万吨水平左右，新

疆棉花产量 350 万吨，内地 100 万吨。相比较美国农业部的 528 万吨还是有较大

的差距，预计后期美国农业部还将下调中国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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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2016/172016/172016/1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国内国内国内国内棉花棉花棉花棉花种植种植种植种植面积面积面积面积和和和和棉花棉花棉花棉花预测预测预测预测产量产量产量产量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减少减少减少减少，，，，预计预计预计预计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棉花棉花棉花棉花产量产量产量产量在在在在 400400400400----450450450450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消费消费消费消费 700700700700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供需供需供需供需缺口缺口缺口缺口 200200200200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国内棉花产国内棉花产国内棉花产国内棉花产

量的大幅减少在棉花资源的供应上带来一定的时间缺口量的大幅减少在棉花资源的供应上带来一定的时间缺口量的大幅减少在棉花资源的供应上带来一定的时间缺口量的大幅减少在棉花资源的供应上带来一定的时间缺口，，，，在不在不在不在不抛售抛售抛售抛售巨大国储库存巨大国储库存巨大国储库存巨大国储库存

的情况下的情况下的情况下的情况下，，，，国内的棉花供需情况略微偏紧国内的棉花供需情况略微偏紧国内的棉花供需情况略微偏紧国内的棉花供需情况略微偏紧,,,,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后期将由储备后期将由储备后期将由储备后期将由储备

棉花保障供应棉花保障供应棉花保障供应棉花保障供应。。。。    

2016 年之前，中国国内棉花产量减、消费减、进口减、库存去化缓慢，

外围整体经济形势疲软导致国内纺织出口市场不景气，东亚市场的低成本崛起

更加压制国内市场表现，同时国内经济放缓，新常态带来市场信心缺乏，棉花

表现如同众多大宗商品，被市场抛弃。 

2016 年之后，伴随着储备棉动态出库政策的实施，国内棉花迎来诸多的

积极因素，首先动态调整的抛储模式价格市场接受程度较高，产业接货意愿强，

纺织企业受限下游消费市场保持谨慎。其次产量的快速和长时间收缩带来持续

的供给缺口，给储备棉出库创造条件和空间。最后，库存的下降速度要远远超

过消费下降速度，甚至国内消费有可能企稳或者略微回升。因此 2016 年之后国

内棉花价格将迎来难得的支撑。 

 

 

图九：中国棉花供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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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瑞奇整理 

 

4.1 中国棉花消费的变迁和宿命中国棉花消费的变迁和宿命中国棉花消费的变迁和宿命中国棉花消费的变迁和宿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纺织品出口井喷，

行业快速发展，同时叠加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加，迅速带

来了全球棉花需求的增量，对全球棉业的发展格局带来了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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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发现，中国棉花消费的变化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00-07 年，

中国国内的棉花消费消费由 90 年代稳定的 450 万吨，占全球 25%的水平迅速提

高到 1000 万吨以上，占全球棉花消费的比例超过 40%，世界棉花消费的增量基

本来自中国的贡献。第二阶段为 08-10 年，后金融危机的应对期间，中国外贸

出口见顶，中国的棉花消费开始开始见顶，棉花价格大幅度波动。第三阶段为

11-13 年，中国出台棉花不限量收储政策，带动了世界范围除中国外的棉花生

产和消费，中国消费占全球消费迅速下降，中国的棉花消费能力和资源开始往

东南亚和印度等低棉花成本和低人工成本地区转移。目前中国棉花消费占比基

本回到本世纪初。 

    预测市场可能在 2016 年进入第三个阶段，印度及东南亚市场国家棉花消

费消费提升幅度增幅较前期减少，产业往纺纱下游衍生，棉花消费能力保持平

稳略微增长。中国国内在棉花价格企稳和库存顺利出库的背景下，下游消费下

降速度放缓，不排除有所回升，全球全球全球全球纺织纺织纺织纺织国家国家国家国家之间之间之间之间进入进入进入进入新一轮的新一轮的新一轮的新一轮的平衡平衡平衡平衡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中国减 
世界略减 

中国增 
世界增 
七年翻一番 

中国减 
世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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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棉花消费此消彼长，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地区棉花消费下降到 600

万吨，印度棉花消费增长到 680 万吨，越南棉花消费增长到 200 万吨。棉花资

源在地区的分布和流转基本定型，在全球经济短期看不到明显好转的迹象下，

棉花资源消费的增量难以出现。 

4.3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棉花国家棉花国家棉花国家棉花国家储备和去库存储备和去库存储备和去库存储备和去库存政策对市场的影响政策对市场的影响政策对市场的影响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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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年度国家抛储于 2015 年 7、8 月份通过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以公开

竞价的方式安排储备棉轮出。轮出数量暂按 100 万吨安排。9 月份新年度开始

后停止销售。具体数量和价格安排是：2011 年的国产棉 33 万吨，竞卖底价（折

标准级 3128B，下同）为 13200 元/吨；2012 年的国产棉 47 万吨，竞卖底价为

14200 元/吨；2012 年的进口棉 20 万吨，竞卖底价为 15500 元/吨。 

储备棉出库实际成交非常惨淡。本轮储备棉抛储结束，累计成交仅 6.34

万吨。其中 2011 年度棉花 5.29 万吨，2012 年度棉花 0.1 万吨，2012 年度进口

棉 0.95 万吨。 

2015/16 年度抛储兑现市场传言，国家将根据外棉指数和国内价格指数加

权平均后的价格实行动态抛储，以国内价格指数加上国家棉花价格指数平均确

定抛储价格，每周调整一次。 

目前国内抛储已经开始了一个月，成交情况出人意料的火爆，每日成交率

超过 90%。截止 5月 30日，储备棉中进口棉成交 29.6 万吨，国产棉成交 28.6

万吨。总量超过 5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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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游消费和生产情况下游消费和生产情况下游消费和生产情况下游消费和生产情况， 国内纺织企业面临国际市场制造业再平衡，国内整

体经济放缓、劳动力成本及强势汇率的重压下表现不理想，纺织服装的出口形

势不容乐观。从目前的整体纺织服装市场格局来看，中国在北美欧洲及日本的

市场份额都有所下降，东南亚国家的市场份额增长速度较快。 

 

图图图图八八八八：：：：纺织服装出口纺织服装出口纺织服装出口纺织服装出口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纺织服装主要产品进出口金额

出口金额: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累计同比 出口金额:服装及衣着附件:累计同比

2000-12 2002-12 2004-12 2006-12 2008-12 2010-12 2012-12 2014-122000-12

-18 -18

-9 -9

0 0

9 9

18 18

27 27

36 36

45 45

万万万( ) 万万万( )万万万( ) 万万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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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奇整理 

 

7777.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1．整体而言，棉花所剩资源不多，抛储主宰新年度棉花上市之前的价格节

奏，期货市场近月盘面因仓单资源紧张可能较为强势，远期合约因市场预期平

稳，价格窄幅波动。 

2. 综合来看，国内经济中长期仍处于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下行周

期，施压整体下游消费能力。在棉花价格的相对平稳和国家库存顺利出库的背

景下，棉花价格迎来一定的支撑。整体进入相对均衡和平衡的发展阶段。 

3.美元指数的走强和国内货币政策的收缩短期是大宗商品的承重枷锁，可

能带来较强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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