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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周全国浮法玻璃加权平均价 2864.70 元/吨，较 18

日（2862.20元/吨）价格上涨 2.50元/吨。近日华北区

域小板市场价格小幅调涨，华北、华中出货稍有好转。 

◆   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109 开盘价格 2622元/吨，

目前最高价 2885 元/吨，最低 2605 元/吨，最新报价

2874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上涨 150 元/吨，涨幅

5.7%。 

◆     国内玻璃生产线在剔除僵尸产线后共计 304条

(5758.05万吨/年），其中在产 260条（5065.05万吨/

年），冷修停产 44条，浮法产业企业开工率为 87.29%，

产能利用率为 87.96%。 

◆    本周纯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负荷 81.3%，较上周略

提 0.3个百分点。其中氨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 84.3%，联

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 76.3%，天然碱厂加权平均开工

100%。本周检修、减量厂家涉及产能 632.5 万吨左右，

预计影响产量 11.2万吨左右，卓创资讯统计本周纯碱厂

家产量在 55万吨左右。 

◆    短期来看，国内浮法玻璃市场整体交投积极，下游

刚需陆续补入，市场有缓慢升温迹象。预计下周市场继

续走强的可能行较高，局部地区价格波动幅度可能超出

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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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纯碱的需求将长期持续，预计纯碱价格将

持续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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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本周全国浮法玻璃加权平均价 2864.70 元/吨，较上周（2862.20 元/吨）价格上涨 2.50

元/吨。近日华北区域小板市场价格小幅调涨，华北、华中出货稍有好转。需求来看，深加

工厂原片库存已进一步消化，现按需采购，刚需补货，市场交投局部存小幅好转迹象，预计

近日市场或仍维持偏稳节奏，局部价格或有小幅调整。 

图 1： 国内代表市场 5mm 浮法玻璃白玻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109 开盘价格 2622元/吨，目前最高价 2885 元/吨，最低 2605 

元/吨，最新报价 2874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上涨 150 元/吨，涨幅 5.7%。 

图 2： 郑州玻璃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走势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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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2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3/13 

 

二. 供给分析 

2.1 玻璃供应 

玻璃原片企业利润突出，厂家复产转产生产线积极，预计后期仍有一定程度的增产存在，

产量或仍有小幅增加可能。政策调控后市场热度有所衰减，贸易投机氛围有所回落，下游抢

货现象有所好转，库存出现小幅累积 ，但施工安装程旺季持续 ，刚性消费旺盛 ，预计后

期库存难有明显累积。 

图 3： 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2 浮法玻璃生产线情况 

国内玻璃生产线在剔除僵尸产线后共计 304 条(5758.05 万吨/年），其中在产 260 条

（5065.05 万吨/年），冷修停产 44 条，浮法产业企业开工率为 87.29%，产能利用率为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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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浮法玻璃生产线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3 玻璃基差 

FG2109基差由前一周的 230.2元/吨增大至 231.6元/吨。 

图 5： 玻璃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4 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 

本周重点监测省份生产企业库存总量为 1920 万重量箱，较上周增加 299 万重量箱，增

幅 18.45%。累计第四周库存增长。本周浮法玻璃企业库存加速累积，一方面受节假日影响，

部分加工厂停工放假，需求端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当前下游备货较为充足，需要一定时间

消化储备，提货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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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浮法玻璃生产线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5 各地区情况 

分区域看，周内华北区域出货相对平稳，沙河厂家库存维持在 80 万重量箱，贸易商库

存进一步削减，已处低位；华东中下游市场观望情绪较浓，端午小假期出货略受影响，节后

近日出货稍有恢复，但多数企业产销仍难达平衡，库存环比增加明显；华中下游加工厂及贸

易商采购谨慎，多数持观望心态，玻璃厂家整体产销偏低，部分库存增幅明显；华南受节假

日影响部分加工厂停工放假，节后需求逐渐修复，但加工厂维持按需补货，企业出货没有明

显改善。 

 

三.  玻璃上游情况分析 

3.1 纯碱方面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价格小涨运行，市场主流成交重心有所上移。本周国内轻碱主流出厂

价格在 1700-1830 元/吨，主流送到终端价格 1850-1950 元/吨，本周国内轻碱出厂均价在

1781 元/吨，较上周环比上涨 1.7%；本周国内重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2000-2100 元/吨。

纯碱厂家本月接单情况较好，部分厂家货源偏紧。下游浮法玻璃对重碱用量持续增加，轻碱

下游实际需求变化不大，小苏打、焦亚市场出货好转，市场价格向好运行，后期纯碱厂家检

修计划较为集中，部分终端用户适量提前备货，纯碱厂家订单充足，整体出货顺畅，西北、

西南、华中部分厂家严格控制接单。本周纯碱厂家整体开工负荷较上周略提，整体库存仍持

续下降，部分厂家发货偏紧，周内华中、西南、华南部分厂家轻碱新单报价上调 3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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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重碱新单成交价格稳中上涨。本周纯碱期货盘面再度走强，基差转弱。纯碱厂家重碱库

存水平低位，发货较为紧张，周内某大型玻璃厂招标价格较上月上涨，市场乐观情绪增加，

盘面价格偏强运行。 

图 7： 纯碱期货收盘价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8： 纯碱现货主要地区收盘价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纯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负荷 81.3%，较上周略提 0.3 个百分点。其中氨碱厂家加权

平均开工 84.3%，联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 76.3%，天然碱厂加权平均开工 100%。本周检修、

减量厂家涉及产能 632.5 万吨左右，预计影响产量 11.2 万吨左右，卓创资讯统计本周纯碱

厂家产量在 55 万吨左右。周内中盐红四方纯碱装置短停检修，天津碱厂、盐湖镁业纯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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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开工负荷有所提升，江苏实联、云南大为仍停车检修中。连云港碱业、山东海化、山东海

天纯碱装置开工负荷不满；大连大化、四川广宇开车时间未定，中盐德邦仍在搬迁中。 

图 9： 纯碱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国内纯碱厂家库存总量为 61-62 万吨（含部分厂家港口及外库库存），环比下降

9.1%，同比下降 58%，累计第六周库存下降。其中重碱库存 25万吨（含部分厂家港口及外库

库存），库存集中度较高，库存主要集中在华东、西北、华北地区。本周产量略有增加，多

数纯碱厂家订单充足，整体库存延续下降态势。6 月 17 日，纯碱期货仓单数量 4461 张，当

日减少 120张，有效预报 353张，折合 9.628万吨。 

图 10： 纯碱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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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纯碱基差 

 

数据来源：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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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温度渐冷，天然气价格将会周期性上调，对厂商来说无疑将增加成本。 

图 12： 浮法玻璃主要燃料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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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游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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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是光伏玻璃扩产大年，预计到 2021 年年底光伏玻璃日熔量增加 3 万吨左右，光

伏玻璃对重碱用量增加 150 万吨左右，同比增长 94.1%。2020 年上半年浮法玻璃产能基数低，

2021 年仍有部分浮法线有新点火及复产计划，卓创预计 2021 年浮法玻璃产量提升 4 个百分

点左右，对重碱用量提升 4 个百分点。光伏玻璃是 2021 年纯碱最大的增量市场，预计光伏

玻璃在纯碱的下游消费占比当中提升 5个百分点。重碱需求量也会出现明显增长，预计 2021

年国内重碱需求量将增加 3.97%。因产线需求需要数月，预计光伏玻璃、浮法玻璃对重碱需

求的大幅度增长主要集中在 2021年的下半年。 

日用玻璃、无机盐是轻碱最大的下游消费领域，随着疫苗的逐步上市推广，全球及国内

经济将逐步复苏，日用玻璃国内需求量及出口量均有望出现一定增长，卓创预计 2021 年日

用玻璃产量增长 4.3%。但部分无机盐产品下游需求低迷，市场发展前景黯淡，需求增长空间

极为有限。卓创预计 2021 年国内轻碱需求不会有大的变动，纯碱总需求增长 8%左右，全年

总需求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2021 年伴随着纯碱需求量的持续增长，2020 年行业积累的库

存有望在新的一年得以消化，行业整体供需矛盾将明显缓解，达到供需相对平衡的局面。 

4.1 房地产方面 

基本面：我们判断下半年楼市景气度受流动性条件边际趋紧影响将呈现稳中趋降的势头，

全年主要行业指标增速整体略快于 2020 年。保守预计 2021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8%、销

售金额+15%、新开工面积 0%、物理竣工面积+7%、开发投资额+10%。 

5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3996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1%。其中，住宅

施工面积 593318 万平方米，增长 10.5%。房屋新开工面积 74349 万平方米，增长 6.9%。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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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55515 万平方米，增长 9.1%。房屋竣工面积 27583 万平方米，增长

16.4%。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19880万平方米，增长 18.5%。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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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汽车产销环比和同比均呈较快增长，分别达到 246.2 万辆和 252.6 万辆，环比增

长 63.9%和 73.6%，同比增长 71.6%和 74.9%。1-3 月，汽车产销 635.2 万辆和 648.4 万辆，

同比增长 81.7%和 75.6%。 

从市场情况来看，由于 2020 年 3 月基数依然较低，因此各类车型产销同比均在当月呈

现出了明显增长的状态。从细分车型来看，商用车中，受国六标准切换、治超治限、基建项

目启动等因素拉动，重型货车、轻型货车再创产销历史新高，从而拉动货车和商用车共创产

销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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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迎来

收官，展望 2021 年电动化，智能化，互联网化的新兴技术正在逐步向汽车行业融合，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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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中国一二三线城市的人口呈现净增长态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拉动汽车消费升级。

预计 2021年汽车市场将呈现低速稳定持续增长。 

图 14： 汽车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五  趋势研判 

5.1 玻璃展望 

玻璃趋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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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2109 2842 多头 2680 3000 多头 

 

本月下旬江苏、广东地区共有 2 条浮法线存点火计划，浮法玻璃对重碱用量持续增加。

光伏玻璃市场行情低迷，厂家盈利情况一般，部分产线投产时间延迟。 

浮法厂库存仍处于低位，现阶段去社库仍是主要任务，多数厂家挺价意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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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终端地产竣工大年趋势维持。整体市场订单依旧充足，加工厂生产多数保持稳定，

需求端将继续形成支撑。 

总体来看，国内浮法玻璃市场整体交投积极，下游刚需陆续补入，市场有缓慢升温迹象。

预计下周市场继续走强的可能行较高，局部地区价格波动幅度可能超出预期。 

5.2 纯碱展望 

纯碱趋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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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2109 2283 中性偏多 2160 2350 多头 

 

供应方面：湘渝盐化计划近期停车检修，实联化工计划 21 日出产品，中盐昆山检修时

间推迟至 7 月 6 日，预计下周国内纯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负荷在 8 成左右。目前多数纯碱厂

家订单充足，厂家多执行前期订单为主，纯碱厂家库存或延续下降趋势。 

近期检修、减量纯碱厂家较为集中，纯碱厂家整体开工负荷不高，厂家订单充足，库存

或持续下降。浮法玻璃对重碱用量不断增加，轻碱下游需求变动不大，轻碱多数下游产品盈

利情况一般。部分纯碱厂家库存已经下降至低位，加之期货盘面高位震荡，纯碱厂家仍有涨

价意向。交割库货源充足，终端用户目前多坚持刚需采购，拿货积极性一般。部分业者对后

市仍持谨慎乐观态度，短期国内纯碱市场或延续稳中小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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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纯碱的需求将长期持续，预计纯碱价格将持续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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