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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周全国浮法玻璃加权平均价 2863.96 元/吨，较 24

日（2855.60元/吨）价格上涨 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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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8 元/吨，最高价

2848 元/吨，最低价 2564 元/吨，收盘 2815 元/吨，上涨

127 元/吨，涨幅 4.72%。 

◆     截至 6 月 30 日，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6 条，

在产 263 条，日熔量共计 173425 吨，环比上月增加 3150

吨/日，同比增加 10.71%。卓创核算 6 月份月度实际平均

在产产能为 169133 吨/日。月内产线点火复产 3 条，新点

火 3 条，冷修 1 条，改产 3 条。 

◆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稳中有涨，市场交投气氛温和。近

期检修、减量厂家集中，轻碱产量下降明显，部分地区货

源偏紧，华中地区部分厂家控制接单。西南、华东、华中

地区轻碱价格上涨 20-30元/吨。轻碱下游需求变动不大，

终端用户坚持按需采购。重碱市场高位运行，库存持续下

降，部分区域货源偏紧。交割库库存维持高位，期现商积

极出货为主。浮法玻璃厂家原料重碱库存充足，目前多坚

持按需采购。纯碱厂家新单报价上涨，市场成交重心不断

上移。 

◆     总体来看，预计 7 月份国内浮法玻璃行情稳中小涨为

主，需求好转及库存低位支撑，成交较本月或有较大改

观，但终端价格推进偏缓，价格上涨将较温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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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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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 为 2863.96 元/吨，较上周(2855.60 元/

吨)价格上涨 8.36 元/吨，涨幅 0.29%。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市场涨跌互现。刚需支撑下，多

数区域价格仍有零星上涨，但整体涨幅较小，多数企业稳价维持出货为主，华中、华南等区

域部分厂成交伴有一定促量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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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价格有所上涨，增仓明显。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109 开盘价格 2622 元/吨，

最高价 2792 元/吨，最低 2605 元/吨，收盘 2779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上涨 155 元

/吨， 涨幅 5.91%。  

图 2： 郑州玻璃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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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二. 供给分析 

2.1 玻璃供应 

月内华东个别产线计划月底点火，月内暂无新增产量投放。企业库存方面，虽近期库存

逐步上升，但各区域厂家库存仍处于低位。随中下游库存降至低位，近期出货逐步有所好 

转，下周市场成交预期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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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产能供应小增。截至本周四，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4 条，在产 261 条，

日熔量 共计 172225 吨，环比上周增加 450 吨。周内复产 2 条，冷修 1 条，改产 1 条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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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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元/吨增大至 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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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万重量箱，较上周增加 101 万重量箱，增

幅 5.26%。累计第五周库存增长。本周浮法玻璃企业库存增速放缓，部分前期持观望态度的

加工厂开始刚需补货，此外，部分区域企业为刺激出货推出了一定政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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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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市场成交较平稳，刚需采购，沙河厂家、贸易商库存小降，目前厂家库

存约 73 万重量箱; 华东山东、浙江企业出货较上周好转，主要厂家产销恢复至 8-9 成，

安徽、江苏产销变动不大，短期华东库存或维持小增趋势;华中下游刚需补入为主，多数备

货仍显谨慎，虽部分厂家产销达平衡及以上，但整体来看，库存仍呈上涨走势，涨幅较前期

放缓;华南区域受下游补货带动，部分厂家出货较前期好转，局部区域受疫情影响运输不畅，

企业为刺激出货推出一定政策优惠，取得一定效果;西北产销依旧偏淡，厂家库存稳步增加，

市场观望心态影响较大;西南整体产销基本平衡，白玻供应紧张问题较前期略有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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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向好。本周国内轻碱主流出厂价格在 1750-1850 元/吨，主

流送到终端价格 1860-1950 元/吨，本周国内轻碱出厂均价在 1793.4 元/吨，较上周环比

上涨 0.7%;本周国内重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2000-2100 元/吨。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稳中有涨，市场交投气氛温和。近期检修、减量厂家集中，轻碱产量 

下降明显，部分地区货源偏紧，华中地区部分厂家控制接单。西南、华东、华中地区轻碱价

格上涨 20-30 元/吨。轻碱下游需求变动不大，终端用户坚持按需采购。重碱市场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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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持续下降，部分区域货源偏紧。交割库库存维持高位，期现商积极出货为主。浮法玻璃

厂家原料重碱库存充足，目前多坚持按需采购。纯碱厂家新单报价上涨，市场成交重心不断

上移。  

本周纯碱期货盘面震荡运行，基差先强后弱。纯碱厂家整体库存持续下降，后期减量、 

检修企业较为集中，浮法玻璃对重碱用量存进一步向好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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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较上周下降 0.6 个百分点。其中氨碱厂家加

权平均开工 84.6%，联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 74.7%，天然碱厂加权平均开工 100%。本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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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减量厂家涉及产能 653.5 万吨左右，预计影响产量 12 万吨左右，卓创资讯统计本周

纯碱厂家产量在 54.6 万吨左右。周内江苏实联纯碱装置开工负荷提升，金山孟州厂区、龙

山化工停车检修，湘渝盐化减量检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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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 万吨(含部分厂家港口及外库库存)，环比下降 

9.1%， 同比下降 59.6%，累计第七周库存下降。其中重碱库存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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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纯碱厂家本月

订单充足，出货情况较为顺畅。6 月 24 日，纯碱期货仓单数量 2763 张，当日无变化，有

效预报 378 张，折合 6.282 万吨(每张仓单=1 手合约*20 吨/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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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国内动力煤市场整体高位运行。产地方面，6 月国内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同时

临近百年大庆， 国内煤矿生产谨慎，多以保安全为主，增量空间较有限，供应整体偏紧;而

下游用户多积极拉运补库，对产地煤价形成支撑，以鄂尔多斯地区 5500 大卡粉煤为例，截

至 6 月 30 日主流坑口含税价格在 825-835 元/吨，较 5 月底上涨 195 元/吨。此外，榆

林地区政策调控力度暂未放松，本月先后出台榆林地区煤炭建议售价、倡议当地所有煤企进

行线上交易等措施，引导市场理性运行。  

图 12： 浮法玻璃主要燃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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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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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国内光伏玻璃市场大势企稳运行，整体交投较前期变动不大。目前多数玻璃厂订单 

跟进一般，库存情况略有差异。其中部分库存一个月左右，仍有小幅让利吸单操作，部分已

降至合理水平，稳价为主。近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关于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通知，

项目申报试点县(市、区)需具备丰富的屋顶资源、较好的消纳能力，党政机关建筑屋顶安装

比例不低于 50%，学校、医院等不低于 40%，工商业不低于 30%，农村屋顶不低于 20%，于 

7 月 15 日前报送。光伏建筑一体化作为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重要一环，目前已有三

十多个地区发布未来 3-5 年绿色建筑规划，14 省明确相关补贴。随着新型能源推进，光伏

建筑一体化将成为光伏产业中发展较快的部分之一。而在硅料及金属框架成本高位情况下，

组件价格高涨，叠加逆变器供应偏紧，目前国内光伏电站回报率偏低，装机进度相对缓慢。  

6 月份国内浮法玻璃市场正值传统淡季，叠加价格传导因素，月内需求环比有所下降，

多数厂家订单依旧饱满。月内成品价格传导逐步推进，终端门窗、幕墙、地产订单有所推后，

部分加工厂订单略显不足。另外华南部分区域约半月限电，加工厂开工不足，对当地需求量

稍有影响。卓创资讯认为，后期终端工程订单 工期要求下继续推后难度加大，价格传导或

逐步有效落实，加之传统旺季来临，刚需及备货性需求或逐步有所增加。  

4.1 房地产方面 

 

1-5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4318 亿元，同比增长 18.3%;比 2019 年 1-5 月份

增长 17.9%，两年平均增长 8.6%。其中，住宅投资 40750 亿元，增长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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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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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汽车产销为 204.0 万辆和 212.8 万辆，环比下降 8.7%和 5.5%，同比

下降 6.8%和 3.1%。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产销同比增长 10.3%和 11.1%，产量增幅比 4 

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销量比 4 月份回落 2.4 个百分点。  

1-5 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62.6 万辆和 108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6.4%和 

36.6%，增幅比 1-4 月继续回落 17 和 15.2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相比，产销同比分别增

长 3.6%和 5.8%，增幅比 1-4 月扩大 1.5 和 1.3 个百分点。  

今年 1-5 月，汽车消费总体保持稳定。从市场情况来看，本月汽车产销同比下降。展

望未来，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这对汽车消费的稳定起到良好支撑作用。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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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疫情形势仍然复杂，世界经济恢复很不平衡，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这也给汽车产

业发展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对于未来汽车行业发展我们继续保持审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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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 多头 2650 2950 多头 

 

产能方面，6 月共计 6 条产线点火，将于 7 月份陆续投放市场，供应面逐步有所增加。

7 月份个别产线存点火计划。库存方面，浮法厂库存保持低位，业者心态较好。  

传统旺季来临，叠加 6 月份持续去社库后社会库存已处于低位水平。7 月份刚需及备

货性需求均存增加预期。纯碱价格存上涨预期，浮法玻璃利润高位，影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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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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7 月份国内浮法玻璃行情稳中小涨为主，需求好转及库存低位支撑，

成交较本月或有较大改观，但终端价格推进偏缓，价格上涨将较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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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5 中性偏多 2200 2540 多头 

 

供应方面：下周实联化工纯碱装置开工负荷或继续提升，中盐内蒙古化工预计本周末开

始减量检修，预计下周国内纯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负荷在 81%-82%。纯碱厂家近期接单情况

较好，整体库存有望进一步下降。  

后期纯碱厂家减量、检修计划仍较为集中，货源供应量或将减少。光伏玻璃、浮法玻璃

对重碱 用量持续向好，轻碱下游需求变动不大，局部地区终端用户存提前备货意向，目前

纯碱厂家整体库存水平较低，华中个别厂家 7 月份订单接单情况良好，部分业者对后市仍

持乐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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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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