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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玻璃现货市场总体走势尚可，生产企业大多能够

实现当期产销平衡，部分厂家库存继续小幅去化。目前

各个地区玻璃加工企业的订单均处于较好的水平，采购

玻璃的速度保持正常，同时贸易商之前的社会库存去化

也比较好。 

 

  玻璃期货高位回落，九月玻璃期货在八月高位震荡下

转弱，主要是深加工积极性明显回落，前期贸易商经销

商手中库存较高，进而带来厂家库存回升，涨价延续性

被打断，期货多头前期利盘开始大量兑现利润，带来一

段下跌。 

 

  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84 条，在产 241 条，清远南玻

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700 吨一窑两线浮法新建线 10 月 9

日点火，计划生产超白玻璃。剔除僵尸产能后，玻璃产

能利用率为 81.9%，环比上涨 0.07%，同比上涨-0.97%。 

  

  节日前后玻璃基差整体波动较大，FG2101 基差由前一

周的 90 元/吨小幅走高至 134 元/吨，主要是现货价格

相对稳定、期货回落所致。当前期货远期合约价格与沙

河/湖北的价格相比，处于有一定幅度贴水格局。 

 

  房屋竣工面积环比增量有限，但开工指标表现不及预

期。前期持续回落的土地购置面积也逐步作用到新开工

数据上，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大幅回落，且累计增速仍

为负增长，新开工面积将持续承压。 

 

  汽车受一季度疫情拖累,累计值依然同比去年有较大的

缺口。汽车市场近年来持续走弱，汽车市场依然处于寒

冬期，但随着国内经济复苏，汽车行业消费有所提振，

预计四季度汽车行业产销情况将优于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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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1.1 现货区域主要厂库报价 

  现货市场价（折合盘面）方面：截至 9 月 25 日，浮法玻璃：5mm：区域主要厂

库山东巨润报价 1882 元，山东金晶报价 1918，中国耀华报价 1758 元，武汉长利报价 

1900 元/吨，荆州亿钧报价 1874 元，漳州旗滨报价 1995 元/吨，沙河安全报价 1831

元/吨，国内浮法玻璃现货市场大稳小动。华北沙河地区中下游接货情况较乐观，企业产

销尚可，京津唐市场挺价为主，近日零星企业有上调计划；华东市场多数向稳为主，下

游操作维持刚需；华南市场盘整操作，个别企业出厂价格略有优惠，市场成交微幅下移,

短期国内浮法玻璃现货市场偏稳操作延续。 

 

图 1 浮法玻璃重点企业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1.2 玻璃期货价格 

 玻璃期货高位回落，九月玻璃期货在八月高位震荡下转弱，主要是深加工积极性明显

回落，前期贸易商经销商手中库存较高，进而带来厂家库存回升，涨价延续性被打断，期货

多头前期利盘开始大量兑现利润，带来一段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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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玻璃期货结算价与收盘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二. 供给 

 

2.1 玻璃供应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1347.18 点，环比上涨 1.70 点；中国玻璃价格

指数 1398.64 点，环比上涨 1.84 点；中国玻璃信心指数 1141.35 点，环比上涨 1.13 点。近期

玻璃现货市场总体走势尚可，生产企业大多能够实现当期产销平衡，部分厂家库存继续小幅

去化。目前各个地区玻璃加工企业的订单均处于较好的水平，采购玻璃的速度保持正常，同

时贸易商之前的社会库存去化也比较好。目前下游房地产企业对玻璃现执行的价格基本接

受，给加工企业的订单环比也有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长假期间，光伏玻璃价格再次迎来大幅上涨，现已经涨至历史最高位—

—40 元/平米。价格上涨超过 50%。光伏玻璃国内厂商成为全球供给主力，寡头垄断格局形

成。随着国内厂商的技术引进和研发，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替代进口的转变，目前中国已成

为光伏玻璃的最大出口国，产量占比达到全球 90%以上。另外光伏玻璃生产线需要压花且没

有退火窑因此不能产线替换，如果厂家想要扩大产量就需要新建生产线，这导致当前光伏玻

璃火爆产能却短期无法扩张。目前国家并没有对光伏玻璃产能做出限制，预计明年光伏玻璃

产能将会有大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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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 平板玻璃月度产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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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法玻璃生产线情况 

 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84 条，在产 241 条，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700 吨一

窑，两线浮法新建线 10 月 9 日点火，计划生产超白玻璃。剔除僵尸产能后，玻璃产能利用

率为 81.9%，环比+0.07%，同比-0.97%。在产玻璃产能 95442 万重箱，环比增加 420 万重

箱，同比增加 2532 万重箱。日熔量共计 163425 吨，较上周增加 700 吨。  

图 3 浮法玻璃生产线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上游重点企业总产能及在产产能 

 信义玻璃日熔量 17600 吨，旗滨玻璃日熔量 10400 吨，迎新玻璃日熔量 7600 吨，台

玻集团日熔量 7200 吨，浙江玻璃日熔量 5500 吨，中国玻璃日熔量 5250 吨，沙河安全 4750

吨。浮法玻璃重点企业在产产能整体增加,近期虽玻璃价格有所回稳但依旧保持高位上游企

业产销欲望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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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浮法玻璃重点企业在产产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玻璃基差 

   

  节日前后玻璃基差整体波动较大，FG2101 基差由前一周的 90 元/吨小幅走高至 

134 元/吨，主要是现货价格相对稳定、期货回落所致。当前期货远期合约价格与沙河/湖

北的价格相比，处于有一定幅度贴水格局；若后期现货表现向好程度不及预期，届时则

存在期货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非厂库企业的玻璃仓单成本要明显高

于现货报价和实际成交价格。 

  从基差偏离度历史表现来看，FG2101 合约当前处于区间中轴上方，正如之前报告所

言，前期的期价升水在现货持续涨价和期货价格大幅回落的作用下得到修正，后市较大

可能在中轴附近出现短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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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玻璃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  

  浮法玻璃生产线因下游刚性需求持续保持着去库存节奏,目前较上期值减少 67 万重量

箱。 

图 7 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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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法玻璃仓单数量    

  浮法玻璃仓单 10 月 15 日 150 张,较上期增长 150 张，近期下游加工企业订单情况尚

可，采购以刚需为主,随着贸易商和加工企业之前低价原片玻璃的逐渐消耗，从厂家直接

采购的数量环比也有所增加。 

 

 

 

图 7 浮法玻璃仓单数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各地区情况 

 从区域看，华东地区玻璃现货市场总体走势较好，部分厂家报价有所上涨，以提振市

场信心为主。华南和西南等地区产销基本平衡，市场成交平稳。华中地区价格调整之后，厂

家出库继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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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产成本 

3.1 纯碱方面 

 周内纯碱开工率有所提升，开工 76.21%，环比增加，产量略有提升。库存继续保持

下降趋势，总量 51.73 万吨，降幅 7.67 万吨，降幅 12.91%，西北、西南和华北库存下降

明显。重质纯碱直接下游平板玻璃利润突出，生产线产能净增，预计后期仍有增量释放，消

费端采购逐步增加，但由于后期玻璃企业仍有环保限产压力，预计增量有限。周末期间玻璃

现货市场总体走势平稳，生产企业大多以增加出库和回笼资金为主，市场成交尚可。目前下

游加工企业刚性需求比较多，贸易商的社会库存也基本消耗，从厂家采购的玻璃开始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前期点火的大部分生产线都已经开始发挥产能，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供给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部分区域库存略有小幅的增加。 

图 1 纯碱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 纯碱期货结算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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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纯碱期货持仓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 纯碱产量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3.2 燃料方面 

浮法玻璃制造工艺中燃料占其成本接近 40%.目前重油价格 2200 元/吨，较年初价格

4850 同比增长-54.6%，天然气价格于 2020 年初持续下滑至六月有所回升，目前天然气价格

2700 元/吨同历史价位比较天然气目前仍处于低位。动力煤目前 590.5 元/吨无明显波动。石

油焦价格 1180 元/吨自年初以来无变化，较历史价格居中。为了提升玻璃品质且响应国家号

召部分厂家将天然气作为主要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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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浮法玻璃主要燃料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四.  下游需求 

 玻璃需求的主要体现集中在房地产竣工及以后环节、汽车等领域。建筑玻璃占到平板

玻璃需求的 75%-80%，因地产政策环境已定，即便存在因城施策和个别地区的宽松可能，但

从全国范围来看，再度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可能性依然较小。故对玻璃产业链而言，2020年

更多是在疫情影响下的产业链自身发展因素的兑现。由于 2020 年地产竣工交付压力较大，

且由于一季度工地的停工导致工期被动缩短，之后地产方面出现赶工现象。施工面积与竣工

面积同比将大幅增长，作为施工后阶段主要耗材的建筑玻璃消费需求将大幅增加。四季度虽

然将逐步进入冬季，但室内门窗安装受影响程度较低，因此后端施工推进尚未进入淡季水

平，需求消费可期。 

4.1 房地产方面 

 1—8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8454 亿元，同比增长 4.6%。房屋新开工面积 

139917万平方米，下降 3.6%,降幅收窄 0.9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 37107万平方米，下

降 10.8%，降幅收窄 0.1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 9848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3%，降 

幅比 1—7 月份收窄 2.5个百分点。 

 从统计局数据上看，房屋竣工面积环比增量有限，但开工指标表现不及预期。前期持

续回落的土地购置面积也逐步作用到新开工数据上，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大幅回落，且累计

增速仍为负增长，新开工面积将持续承压。销售、开发投资额等资金流动层面的数据表现良

好，当月同比仍属于加速状态，但房屋竣工面积仍维持超过 10%的负增长，且当月同比基本

无增长。从宏观角度来看，9 月 24 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

南（试行）》提出，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在居住用地结构方面，指南提出，引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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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住房优先布局在交通和就业便利地区，避免形成单一功能的大型居住区；确定中心城区人

均居住用地面积，严控高层高密度住宅。国家层面依然坚持住房不炒的基调，四季度或将边

际收紧。 

图 1 房地产市场开工及竣工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4.2 汽车方面 

 9 月全国汽车产量为 252.4 万辆，当月同比大幅增加 14.11%，累计同比下跌 

6.7%。全国汽车销量为 256.52 万辆，当月同比增加 12.85%，累计同比下降 6.9%。9 月汽

车市场产销数据环比增速再度走高，受一季度疫情拖累，累计值依然同比去年有较大的缺

口，但二、三季度汽车产销同比出现明显好转，尽管累计值依然处于负增长状态，但汽车行

业处在持续回暖状态。汽车市场近年来持续走弱，再加上疫情影响、房地产过热带来的消费

挤出效应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大幅增加，汽车市场依然处于寒冬期，但随着国内经济复苏，

宏观货币流动性持续宽松，汽车行业消费有所提振，预计汽车行业产销情况将优于去年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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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汽车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5.1 趋势研判 

品种 最新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 个月评级 

方向 支撑 阻力 方向 

FG101 1711 空头 1650 1820 空头 

FG105 1621 空头 1570 1720 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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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展望 

  

 宏观方面来看国内经济稳定，无明显变化，九月经济指标进一步好转，国外局势因疫

情原因将会对大宗商品形成冲击。根据我们做的相关性调研平板玻璃产量与施工面积在同

期为 0.5356，滞后三月为 0.6865，滞后六月为 0.7392，滞后一年为 0.4886。因此可见房屋

施工面积可以有效的预估三个月至六个月后的平板玻璃产量。加之行业融资收紧，地产难

有超预期向好。旧改规模若扩大存在一定补充需求，但时间或较长。玻璃需求任以刚需为

主。 

 光伏玻璃交投持续火爆，根据调研表示光伏玻璃扩产只能新建产线，这将不会导致浮

法玻璃产线压缩，预计明年厂家将大幅扩产光伏玻璃，此举对浮法玻璃或将产生间接性影

响。 

  

  

策略建议 

 综上分析，八月玻璃价格的暴涨原因主要归结于疫情导致的供需错配，虽然目前整体

上玻璃期价大方向上将持续维持高位震荡回调趋势，玻璃市场整体成交趋于平缓，不同区域

存在差异，市场价格零星调整。房地产方面并无明显变化，汽车方面或有转好迹象，虽然目

前玻璃价格依旧保持高位，但就房地产施工及竣工面积来看累计同比并无明显增加，远期来

看玻璃价格维持现状缺乏动力，玻璃生产线本周增产一条开工率同比小幅提高企业与加工商

持续去库预示着厂家或将提高产能。玻璃期价预计冬季后将回归正常 1500-1600 区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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