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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玻璃现货市场总体走势一般，生产企业大多以增

加出库和回笼资金为主，市场成交变化不大。目前下游

加工企业订单尚可，采购玻璃基本以按需采购为主，并

且贸易商和加工企业加快了自身原片库存的清理速度，

以摊平玻璃原片比较高的成本。 

  9 月市场玻璃期货价格开启震荡回落调整。本周玻璃

期货价格持续跌宕，预计至国庆前较大概率将出现回

调。 

  今年玻璃供应前期受到沙河地区环保限产因素的影响,

该地区玻璃行业去产能进程相对往年要早一些，到目前

为止基本完成目标。从全国范围内看，玻璃生产线仍处

于正利润周期，行业平均利润虽有回落，但依旧处于较

高水平。 

  纯碱期货高位震荡,现货报价平稳.由于供应端主流区

域受到影响，生产供应增量难以实现，并呈现下降态

势，而需求端适逢旺季相对平稳，短期基本面由宽松向

平衡过度，价格呈现高位震荡的格局。 

  纯碱现货报价提升，基差扩大到 220元/吨（+68）；

近远月价差 2101-2105达到 91元 /吨（-15）。由于供

应端主流区域受到影响，生产供应增量难以实现，并呈

现下降态势，而需求端适逢旺季相对平稳，短期基本面

由宽松向平衡过度。 

  地产行业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层面依然坚持住房不

炒的基调，并且虽然 8月社融数据表现良好，但货币政

策有逐步转向的趋势，四季度或将边际收紧，无论是微

观还是宏观层面均对房地产“金九银十”消费旺季产生

较大的考验。 

  汽车市场受一季度疫情拖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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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下半年汽车 行业产销情况将优于去年同期。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玻璃> 2020.9.2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2/15 

宏观看法 

 美联储维持低利率不变，国内政策重心转向经济合理增长，不会持续放水漫灌。地产 

数据环比继续回升，但房住不炒依旧是主要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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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玻璃现货与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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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浮法玻璃：5mm：区域主要

厂库山东巨润报价 1844 元，周环 比下跌 38，山东金晶报价 1918，周环比上涨 0。中

国耀华报价 1798 元，周环上涨 0，武汉长利报价 1900 元/吨， 周环比上涨 0，荆州亿

钧报价 1874 元，周环比下跌 19，漳州旗滨报价 1975 元/吨，周环比上涨 0，沙河安全

报价 1837 元/吨，周环比上涨 0。4 月下旬以来，玻璃原片价格持续上涨，给下游玻璃

深加工企业带来较大成本压力。玻璃现货市场于 9 初创下近十年来新高。目前下游加工

企业订单情况尚可，以国内建筑装修为主，近期玻璃现货市场价格平稳为主，部分地区

现货价格零星调整，对市场无大局影响。总体来看，市场终端刚需仍为主调。 

图 1 玻璃企业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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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玻璃期货价格 

 玻璃期货价格在 2020 年出现罕见走势,以 4 月中为分水岭,呈现出"V"型反转,疫情利空

下,前期价格直线下降,4 月中旬超跌反弹,直至 8 月价格直线攀升.9 月市场玻璃期货价格开启

震荡回落调整。本周玻璃期货价格持续跌宕，预计至国庆前较大概率将出现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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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看,今年前期受到沙河地区环保限产因素的影响,该地区玻璃行业去产能进程相

对往年要早一些，到目前为止基本完成目标。从全国范围内看，玻璃生产线仍处于正利润周

期，行业平均利润虽有回落，但依旧处于较高水平部分地区任有接近 500 元即期生产利润，

毛利率在 30%以上，厂家主动冷修停产的意愿极低。故整体来看，当前尚未到产能大幅主动

缩减的时刻，生产线新投产和复产积极性将依然较高。后期产能将由上半年的净减少向净增

加转变，目前这一趋势已经开始显现。短期内部分华东地区冷修生产线还有复产计划，其它

地区产能预计后期暂时没有增减变化的计划。目前，玻璃生产企业实际产能剔除僵尸产能后

利用率为 82.09%。接下来的时间内，全国范围内再度出现批量退出的情况很难，毕竟多数

企业还是有较高生产利润，主动退出积极性不高；随着沙河产能退出，其他区域投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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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后期不排除有更多生产线重新点火投产以致产能超过年初水平的可能。2020 年 1-8 

月，全国平板玻璃产量 62309 万重箱，同比增长 1.0%，其中 8 月单月产量 8138 万重箱，

同比增长 3.1%，环比增长 3.93%，创全年单月最大产量。由于玻璃原片自四月中旬以来价

格持续上涨，供给端回升较为明显，浮法玻璃生产线总数及生产线开工数持续增加,在产产

能月环比增长分别为 1.51%/1.42%，9 月份玻璃市场进入传统旺季，因此在前期原片涨价过

快、下游进入消化库存阶段使得成交放缓的时点，旺季的新增需求将对玻璃价格形成有力支

撑，延续行业高景气度。 

  

浮法玻璃生产线总数及开工数 

 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83 条，在产共计 241 条, 较年前持续增加。本周广西北海

信义集团有限公司四线 500 吨点火。广东南玻一条 750 吨玻璃生产线已经建设完毕，计划

10 月 9 日点火。 

  

图 1 浮法玻璃生产线总数及开工数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浮法玻璃生产线总数及开工率 

 2020 年 9 月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69.28%;剔除僵尸产能后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82.09% 

图 2 浮法玻璃生产线总数及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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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浮法玻璃总日熔量 

 浮法玻璃总日熔量共计 232881 吨,将维持上涨状态. 

图 3 浮法玻璃总日熔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浮法玻璃总产能及在产产能 

2020 年 9 月浮法玻璃总产能 139728.6 万重量箱在产产能 95154.6 万重量箱,同比去年增

加 1512 万重量箱。 

图 4 浮法玻璃总产能及在产产能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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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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浮法玻璃重点企业在产产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浮法玻璃仓单数量    

浮法玻璃仓单九月 21 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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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浮法玻璃仓单数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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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情况 

 从区域看，华南、华东等地区市场成交尚可，市场情绪维持平淡为主；华北地区近两

天出库情况尚可，市场成交价格稳定，部分产品价格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对正品玻璃价格没

有影响。西南地区玻璃现货市场总体走势正常，市场成交尚可，以本地市场需求为主。近期

广西地区产能增加比较多，大部分销售到华南地区为主。华中地区玻璃现货市场总体走势偏

弱，部分华中地区价格小幅调整。 

 

三.  生产成本 

3.1 纯碱方面 

 目前，四川纯碱企业受洪水影响停车检修,青海纯碱企业受环保压力开工大幅下降,纯

碱供应端在短期事件冲击下产出受限,但预计事件冲击影响时间 1-2 个月,四季度生产或逐步

恢复。山东海天装置开车，开工 5 成；徐州丰城 13 号开车，目前装置恢复正常；江苏井神

装置开车，目前降负荷生产至月底；陕西兴化纯碱装置当前开工 50%。重质纯碱下游平板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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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碱全国企业库存 61 万吨,由于短期内供应端

的大幅下降与需求的相对稳定，纯碱企业库存连续下滑，降速相对较快，且随着玻璃产能的

增加，库存或将下降到往年同期水平，库存高位境况将得到有效缓解。成本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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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元/吨左右。上周纯碱期货盘面高位震荡，而现货报价提升，基差扩大到 220 元/吨

（+68）；近远月价差 2101-2105 达到 91 元 /吨（-15）。由于供应端主流区域受到影响，生

产供应增量难以实现，并呈现下降态势，而需求端适逢旺季相对平稳，短期基本面由宽松向

平衡过度，价格呈现高位震荡的格局。  

图 1 纯碱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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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纯碱期货结算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 纯碱期货持仓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 纯碱产量及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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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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较历史价格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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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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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产行业来看，在无外界强刺激的前提下，中远期地产投资增速将继续下滑至 

10%以下，且难以再度回到这一水平之上。随着时间推移，开发商加紧施工和竣工以实现资

金回笼将成为重心，故 2020 年的竣工数据最终或许有好于前端的表现。不过，因之前存在

部分实际竣工而未报竣工手续的现象存在，且竣工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宜对 

2020 年的玻璃需求端抱有过高预期。 目前，处于传统旺季，玻璃需求主要以国内建筑装饰

装订订单为主，外贸出口订单增量有限。虽然前期现货价格上涨，对部分地区玻璃加工企业

承接新的订单有一定的压力，但下游也在陆续接受涨价现实。整体来看，这属于正常的季节

性需求态势，难以出现集中爆发局面。从近期公布的房地产行业相关指标数据来看，8 月数

据较 1-7 月环比继续好转，但完全恢复仍需要时间。故对于超预期的需求释放的期待并不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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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房产方面 

 1—8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8454 亿元，同比增长 4.6%， 增速比 1—7 月份

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65454 亿元，增长 5.3%，增速提高 1.2 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3973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3%，增速比 1—7 月份提高 

0.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592216 万平方米，增长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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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02486 

万平方米，下降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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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26498 万平方米，下降 9.7%。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194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4%，降幅比 1—7 月份扩大 1.4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7088 亿元，增长 11.2%，增速回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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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2.5%，办公

楼销售面积下降 19.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17.0%。商品房销售额 96943 亿元，

增长 1.6%，1—7 月份为下降 2.1%。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 4.1%，办公楼销售额下降 

18.0%，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 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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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全国多地仍受高温及降雨影响较

大，地盘开工情况不及预期，因此房地产开工相关的指标表现一般。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

层面依然坚持住房不炒的基调，并且虽然 8 月社融数据表现良好，但货币政策有逐步转向

的趋势，四季度或将边际收紧，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层面均对房地产“金九银十”消费旺季产

生较大的考验。 

图 1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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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2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11/15 

图 2 商品房销售面积及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 新屋开工面积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 房屋施工面积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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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房屋竣工面积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4.2 汽车方面 

 8 月全国汽车产量为 211.9 万辆，当月同比增加 6.3%，累计同比下跌 9.6%。全国

汽车销量为 218.6 万辆，当月同比增加 11.6%，累计同比下降 9.7%。8 月汽车市场产销数

据环比增速有所放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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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下半年汽车行业产销情况将优于去年同期。 

 

图 6 汽车销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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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汽车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8 汽车销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4.3 出口方面 

 2020 年 7 月浮法玻璃进口量为 48448.163 吨，累计进口量为 281398.366 吨，当月

进口金额为 5262.94 万美元，累计进口金额为 37162.7 万美元，当月进口均价 1086.303 

美元/吨，累计进口均价为 1320.644 美元/吨，7 月进口量同比上涨 44.21%。浮法玻璃出口

量为 37622.611 吨，累计出口量为 240669.024 吨，当月出口金额为 3298.96 万美元，累

计出口金额为 13720.63 万美元，当月出口均价为 876.856 美元/吨，累计出口均价为 

570.104 美元/吨，7 月出口量同比下降 31.46%。7 月进口量同比上涨 59.42%，依然有部

分外埠玻璃流入国内市场。海外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大量制造业停止开工，导致出口订单违

约情况大幅增加，新增出口订单也同比出现明显下滑，因此 1-6 月浮法玻璃出口量同比下

降接近一半。同时海外疫情严重导致外埠玻璃加大流入国内市场，进口数量同比增长明显，

5 月外贸转为顺产，但主要是因为进口数量大幅下降，浮法玻璃出口量环比依然有所下降。

海外疫情尚未有好转迹象，浮法玻璃已由贸易顺差转为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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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上半年被疫情打乱了节奏的玻璃，“金九银十”能否迎来旺季行情，成为市场关注的焦

点。尽管市场 9 月面临贸易商集中出货、房地产国庆假期集体停工的短期回调，但 11 月之

后仍对市场需求有较好的预期。近期玻璃市场总体走势高位震荡为主，市场成交尚可。部分

地区生产企业通过召开市场区域协调会议，以提振市场信心和增加出库。当前下游加工企业

订单相对稳定，对新价格的接受程度环比略有小幅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前期点火投产的生

产线也大多发挥正常的产能，增加了玻璃的供给。另外，玻璃价格季节性走势较为周期性，

每年进入冬季，北方玻璃价格下降，而到了夏季南方玻璃价格松动。下半年进入传统旺季，

内需爆发，出口恢复，需求端较为乐观。当前下游抵触情绪及接单难度增加，是价格急速上

涨的阶段性产物，后期有待下游接单调整，以及社会库存的阶段消化。对于浮法玻璃，预计

后期也会阶段性放缓上涨节奏，但低库存、刚需良好支撑下，或无需过度担心价格回调问

题。 

 

  

策略建议 

 综上分析，虽然整体上后期玻璃期价大方向上或继续维持偏强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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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正处于国庆节的走弱时间周期

窗口，短时间内或出现较大调整。随着下游加工、贸易企业前期库存的改善和房地产企业对

价格的逐步接受，玻璃生产企业产销情况逐步改善。操作方面，盘面上，FG2101 合约低开

高走，短期关注 1660 附近压力，短线建议在 1600-1660 区间交易。上涨/反弹遇阻可短空远

月合约，已有高位空单可继续持有，下游刚性需求支撑下，市场或以走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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