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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 12月 18日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1446.65 点，环

比上周上涨 48.55点，同比去年同期上涨 264.43 点；中

国玻璃价格指数 1526.32点，环比上周上涨 63.77 点，

同比去年同期上涨 308.40 点；中国玻璃信心指数

1127.99 点，环比上周上涨-12.29点，同比去年同期上

涨 88.56 点。 

  FG2105主力合约在本周震荡偏强，截至 12月 18日结

算价 1938，伴随着房地产赶工期最后的阶段，基本面维

持较好局面对期价构成一定支撑。短期内将持续维持震

荡格局。 

  2020 年 12月 18日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70.67%，在产玻

璃产能 97722万重箱，产能方面，华尔润江门三线 1050

吨熔窑到期，放水冷修。湖北三峡新型建材公司三线 700

吨冷修完毕，点火复产。 

  FG2105基差由前一周的 83元/吨小幅扩大至 89元/

吨，主要是现货价格相对稳定、期货上涨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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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统计局数据上看，11 月房地产数据表现超预期，房

屋竣工面积当月同比走强，前端新开工面积增速也再度

增加，土地购置面积则延续下滑趋势，施工面积也出现

小幅回落，新开工面积将持续承压。销售、新开工、投

资额以及竣工面积均有明显增加，11月房地产旺季高度

得到较好的验证。 

  受一季度疫情拖累，汽车产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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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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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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8日，浮法玻璃：5mm：区域主要厂

库山东巨润报价 2035 元，中国耀华报价 1798 元，武汉长利报价 2085 元/吨，沙河安

全报价 1955元/吨，国内浮法玻璃现货成交重心延续上行趋势，企业低库存驱动下，价

格推涨幅度及频率加大。华北沙河市场成交活跃，下游赶工需求强劲，采购积极性较

强，在货源紧俏支撑下，生产企业价格上调，市场价格亦跟涨；华中地区企业价格重心

宽幅上移，受原片价格上涨影响，终端虽有甩单情绪，但赶工订单刚需仍显强劲；华东

市场商投上行延续，当地各原片企业价格纷纷上调，同时货源紧俏局面越发严峻，现货

低价难寻，而业者操作心态多向好延续；华南地区厂家货源紧俏，分配发货为主，心态

延续向好模式，需求支撑下，下游刚需补货，短期内市场价格延续高位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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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2105主力合约在本周震荡偏强，截至 12月 18日结算价 1938，伴随着房地产赶工

期最后的阶段，基本面维持较好局面对期价构成一定支撑。短期内将持续维持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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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玻璃期货结算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二. 供给 

 

2.1 玻璃供应 

2020年 12月 18日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1446.65点，环比上周上涨 48.55点，同比去

年同期上涨 264.43点；中国玻璃价格指数 1526.32点，环比上周上涨 63.77点，同比去年

同期上涨 308.40点；中国玻璃信心指数 1127.99点，环比上周上涨-12.29点，同比去年同

期上涨 88.56点。本周玻璃现货市场总体走势超出预期，市场成交较好，厂家库存继续减

少。近期玻璃现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南方市场呈现稳中有升的市场需求，另

一方面转产其它产业玻璃的生产线短期难以转回建筑用浮法玻璃；再者就是对后期市场预期

的热度增加。总体看近期大部分地区生产企业连续拉涨现货价格，下游加工企业订单也相对

稳定。贸易商和加工企业社会库存的偏低也造成了从厂家直接采购玻璃的速度难以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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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 平板玻璃月度产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浮法玻璃生产线情况 

 2020年 12月 18日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70.67%，环比上周上涨-0.15%，同比去年上涨

1.10%；剔除僵尸产能后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83.85%，环比上周上涨-0.18%，同比去年上涨

1.18%。在产玻璃产能 97722万重箱，环比上周增加-210万重箱，同比去年增加 4092 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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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产能方面，华尔润江门三线 1050吨熔窑到期，放水冷修。湖北三峡新型建材公司三线

700吨冷修完毕，点火复产。前期点火的生产线都已经正常生产，后期仅有东北地区还有一

条生产线有点火复产的计划。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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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吨，迎新玻璃日熔量 7600 吨，台

玻集团日熔量 6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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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个别企业产能小幅减少，近期玻璃价格持续走强，企业

现货报价持续上涨，房地产赶工临近结尾，终端需求有所放缓。企业提价意愿不减，产能目

前将维持现状或逐步进入冷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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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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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2105基差由前一周的 83元/吨小幅扩大至 89元/吨，主要是现货价格相对稳定、

期货上涨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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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玻璃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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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  

  2020年 12月 18日行业库存 2587 万重箱，环比上周增加-125万重箱，同比去年增

加-1245万重箱。周末库存天数 9.66天，环比上周增加-0.45 天，同比增加-5.28 天。 

图 8： 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浮法玻璃仓单数量    

  浮法玻璃仓单 12 月 18 日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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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浮法玻璃仓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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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各地区情况 

近期，玻璃现货市场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同比去年整体高出每吨 400元以上，造成下

游加工企业承接订单压力偏大，市场情绪有所抵触。但是由于目前大部分生产企业的库存偏

低，厂家提涨价格的动作不断。在南方地区生产企业连续上涨的带动下，北方部分地区生产

企业报价也在上涨。同时大部分生产企业以满足本地终端市场需求为主，外埠玻璃进入量不

多。只有部分东北地区玻璃进入临近的华北地区市场和华东及华南等地区市场。从生产企业

库存情况看，环比继续小幅减少。 

 

三.  生产成本 

3.1 纯碱方面 

 纯碱期货主力 05合约跌收于 1330 元。纯碱主力持续走低，主要是因为纯碱产能过

剩。另一方面作为纯碱主要下游的玻璃产能因政策原因无法扩大产能，高产能的纯碱只能是

运往仓库。生产方面，全国纯碱企业开工率 75.4%，环比下降 0.3个百分点，产量小幅波

动。库存方面，全国企业库存 142万吨，较上周明显回升，环比上周增速达到 14%。纯碱成

本端变化不大，联碱法成本在 1500元/吨左右，氨碱法成本在 1400元/吨左右，天然碱成本

1100元/吨左右。 

重质纯碱现货价格方面，东北地区重质纯碱 1700，周环比下跌 0，华北地区重质纯碱

1600，周环比下跌 100，华东地区重质纯碱 1500，周环比下跌 100，华中地区 1450，周环比

下跌 100，华南地区重质纯碱 1660，周环比下跌 90，西南地区 1500，周环比下跌 150，西

北地区 1150，周环比下跌 100。 

轻质纯碱方面，东北地区 1400，周环比下跌 100，华北地区 1430，周环比下跌 120，

华东地区 1300，周环比下跌 50，华中地区 1200，周环比下跌 100，华南地区 1500，周环比

上下跌 100，西南地区 1500，周环比下跌 0，西北地区 1150，周环比下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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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纯碱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1： 纯碱期货结算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玻璃> 2020.12.1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10/16 

图 12： 纯碱期货持仓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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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治理的不断加强，浮法玻璃燃料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多年来以

煤炭、煤焦油、石油焦、重油为主的能源结构逐步转换为以天然气为主。以天然气作为燃料

燃烧更充分且无污染，为了提升玻璃品质且响应国家号召部分厂家已将天然气作为主要燃

料。如今冬季来临，天然气价格将会周期性上调，对厂商来说无疑将增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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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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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房地产政策环境已定，玻璃需求总量并不会有大幅波动，故对玻璃

产业链而言，目前需求旺盛更多的是在疫情过后的需求后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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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玻璃应用更加广泛，且在安全质量规

格方面要求更高，部分平板玻璃的使用将由两片增加至三片，市场需求将会持续增加。 

4.1房地产方面 

1—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9492亿元，同比增长 6.8%，住宅投资 95837亿

元，增长 7.4%。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90242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2%。住宅新开

工面积 147344万平方米，下降 3.3%。房屋竣工面积 49240万平方米，下降 9.2%。其中，

住宅竣工面积 35443 万平方米，下降 7.9%。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7775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 3.3%。商品房销售面积 133294 万平方米，同比持平。商品房销售额 131665

亿元，增长 5.8%。 

从统计局数据上看，11月房地产数据表现超预期，房屋竣工面积当月同比走强，前

端新开工面积增速也再度增加，土地购置面积则延续下滑趋势，施工面积也出现小幅回落，

新开工面积将持续承压。销售、新开工、投资额以及竣工面积均有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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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宏观角度来看，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各地计划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涉及居民近 700万户，比去年增加一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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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控高层高密度住宅。国家层面依然坚持住房不炒的主基调。“三道红线”政策出台后房地

产企业面临更大的负债压力，计划竣工面积或将再度延后。房地产方面在国家政策下难有显

著增长趋势。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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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全国汽车产量为 259.3万辆，当月同比大幅增加 11%，累计同比下跌 4.6%。全

国汽车销量为 257.3 万辆，当月同比增加 12.49%，累计同比下降 4.7%。10月汽车市场产销

数据环比增速小幅回落，但仍处于高增长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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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下半年汽车行业产销情况

将优于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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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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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1，供应端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难以实现大幅增长。 

2，房地产企业加快赶工速度刚需旺盛。 

3，库存再次下降，厂家调涨情绪犹存。 

 

利空因素 

1，厂家逐渐扩大产能，多条产线陆续复产开工率持续增加。 

3，赶工期结束临近。 

2，纯碱价格低位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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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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2105 1938 空头 1700 2050 空头 

FG2101 2054 空头 1800 2100 空头 

 

 

行情展望 

 宏观方面美国权力交接期间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国外疫情的二次爆发将将持续影响大

宗商品走势，国内因对疫情的严格把控除个别产业供给方面,已经恢复到往年水平，经济数

据全面好转，但是四季度末难有更强刺激。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表示将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会在 4 年时间里向可再生能源

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入 2 万亿美元。这将极大的加大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光伏玻璃的出

口需求将得到很好的扩张，平板玻璃的出口也将有所上升。 

国内经济稳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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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表明房地产施工面积与平板

玻璃产量在滞后三至六月达到 70%左右，就目前看来房地产同比较去年下降 4%左右。预计

下季度玻璃需求将得到放缓。因房地产政策环境已定，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加大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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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高层高密度住宅。国家层面依然坚持住房不炒的主基

调。玻璃需求总量并不会有大幅波动，故对玻璃产业链而言，目前需求旺盛更多的是在疫

情过后的需求后移。 

Research and Markets 发布了 2020-2030年世界高级玻璃市场分析和预测报告。

2019年世界高级玻璃市场价值为 576.6 亿美元，预计到 2030 年将达到 1102.6亿美元，

2020年至 2030 年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5.98%。城市化加速增加了对建造住宅、商业和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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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需求，对先进基础设施和现代建筑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在促进高级玻璃市场增

长。由于基础设施支出的增加、对高精度结构玻璃的需求增加、汽车销售激增以及车辆制

造能力的提高，预计亚太地区在预测期间将以较高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光伏玻璃行业明年将会新增产能 1.72万吨，但随着全球复苏和全球政府设定的碳中

和目标，光伏玻璃需求同时将大大增加，因此预计明年供应仍紧张。 

国内外需求复苏共振，光伏玻璃供需趋紧。12月 16日，工信部公开征求对《水泥

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稿)》的意见，明确光伏压延玻璃“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

案，但新建项目应委托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召开听证会，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

性、技术先进性、能耗水平、环保水平等”。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履行承诺不生产建筑玻

璃。光伏玻璃产能建设和爬坡周期较长，通常需 15-18个月，如果政策端限制放宽，预计

短期内行业供给紧张格局或难以有效缓解。 

玻璃和纯碱存在着直接的上下游关系，在纯碱的下游玻璃占据 60%左右，在玻璃的

生产成本中纯碱占据的比例为 30%左右。所以二者的期货价格走势理论上来说相关性应该

高达 90%，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二者在期货价格走势上相关性系数已经下降到 50%以下。

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两者的供需格局不匹配，以及国家限产政策的影响从而导致

产业链利润分配不均匀。从远期来看，光伏玻璃的强势兴起将极大的增加纯碱的需求从而

给玻璃价格提供支撑。由于光伏玻璃产线建设缓慢，预计 2021 下半年纯碱将看到上涨趋

势。 

12月 7日信义玻璃宣布，自即日起，根据结构配置不同，所有玻璃产品单价上调 8%-

10%。包括浮法玻璃，汽车玻璃和节能建筑玻璃等产品。 

策略建议 

 综上分析，目前玻璃期价大方向上仍维持着高位偏强震荡的趋势。从核心逻辑上来看

目前市场赶工订单已逐渐接近尾声，从厂家直接采购的速度有所加快。玻璃生产企业的提价

速度也在加快。短期内将持续高位震荡格局。 

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方面政府加紧老旧小区改革，汽车方面有转好迹象，但就房地产

施工及竣工面积来看累计同比并无明显增加，疫情影响下的工期延后导致的需求后移临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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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我们预计玻璃期价在房地产需求减缓的前提下将会产生一波降幅，玻璃期价预计将在明

年中旬回归正常 1500-1700 区间。操作建议上我们建议卖近买远的套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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