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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 为 2888.74 元/吨，较上周

(2870.93 元/吨)价格上涨 17.81 元/吨，涨幅 0.62%。 

◆ 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109 开盘价格 2836 元/吨，最

高价 2917 元/ 吨，最低 2784 元/吨，收盘 2902 元/

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上涨 67 元/吨，涨幅 2.36%。  

◆ 截至本周四，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6 条，在产 

265 条，日熔量共计 175325 吨，环比上周增加 1200 

吨。周内点火复产 1 条，暂无改产、冷修线。  

◆ 本周国内纯碱市场涨势延续，市场交投气氛温和。本周

检修厂家增多，纯碱厂家开工负荷下调，货源供应量减

少，轻碱货源偏紧，部分厂家控制接单。轻碱下游需求

稳中向好， 终端用户坚持按需采购，纯碱厂家新单价格

上调 50 元/吨左右。浮法玻璃厂家盈利情况较好，产能

持续扩张，对重碱用量增加，其原料重碱库存维持高

位。纯碱厂家订单充足，本月重碱市场成交重心明显上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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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为 2888.74 元/吨，较上周(2870.93 元/吨)

价格上涨 17.81 元/吨，涨幅 0.62%。本周国内浮法玻璃市场延续小涨趋势。社会库存低位，

下游订单相对饱满，刚需支撑下多地企业出货情况有不同程度好转，企业库存扭增为降，试

探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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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玻璃期货主力合约 2109 开盘价格 2836 元/吨，最高价 2917 元/ 吨，最低 2784 

元/吨，收盘 2902 元/吨，较上周五收盘价格上涨 67 元/吨，涨幅 2.36%。期货价格小幅

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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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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供给分析 

2.1 玻璃供应 

上周重点监测省份生产企业库存总量为 2057 万重量箱，较前一周增加 36 万重量箱，增

幅 1.78%。累计第六周库存增长。上周浮法玻璃企业库存稍有增加，区域走货有一定差异。

企业整体库存压力不大，原片价格高位且有进一步试探上涨预期，终端价格传导较慢，部分

终端订单出现推迟，但经过持续去社库后社会库存已处于低位水平，后期刚需及备货性需求

均存增加预期，企业库存增速预期将得到进一步控制。  

图 3： 中国玻璃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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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2 浮法玻璃生产线情况 

本周产能供应量小增。截至本周四，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6 条，在产 265 条，

日熔量共计 175325 吨，环比上周增加 1200 吨。周内点火复产 1 条，暂无改产、冷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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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元/吨减小至 19.5元/吨。 

图 5： 玻璃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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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7.1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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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万重量箱，较上周减少 61 万重量箱，减

幅 2.97%。本周浮法玻璃企业库存略有下滑，社会库存消化至低位，下游存在补货刚需，带

动原片厂出货好转、库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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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周内走货相对平稳，价格提涨对出货量提振作用相对有限，周内沙河厂

家、贸易商库存基本稳定，目前沙河厂家库存约 70 万重量箱; 华东库存维持小幅削减趋势，

近期厂家出货稍有好转，多数基本可达产销平衡，个别小幅降库，仅局部受降雨影响出货阶

段性受限;华中下游加工厂部分刚需补货，多数厂家产销平衡及以上，库存缓降，少数降至

低位;华南多数下游加工厂前期备货基本消化，近期存在补货刚需，带动企业出货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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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上涨。本周国内轻碱主流出厂价格在 1850-1950 元/吨，主

流送到终端价格 1950-2000 元/吨，本周国内轻碱出厂均价在 1872 元/吨，环比上涨 2%;

本周国内重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2150-22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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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国内纯碱市场涨势延续，市场交投气氛温和。本周检修厂家增多，纯碱厂家开工负 

荷下调，货源供应量减少，轻碱货源偏紧，部分厂家控制接单。轻碱下游需求稳中向好， 

终端用户坚持按需采购，纯碱厂家新单价格上调 50 元/吨左右。浮法玻璃厂家盈利情况较

好，产能持续扩张，对重碱用量增加，其原料重碱库存维持高位。纯碱厂家订单充足，本月

重碱市场成交重心明显上移。  

本周纯碱期货盘面高位震荡，基差走强。本月重碱现货价格上涨 150 元/吨左右，在现

货市场的带动下，期货盘面一度创新高，但交割压力较大，盘面冲高后回落。  

 

图 7： 纯碱期货收盘价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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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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较上周下降 5 个百分点。其中氨碱厂家加权

平均开工 84.4%，联碱厂家加权平均开工 69.6%，天然碱厂加权平均开工 100%。本周检修、

减量厂家涉及产能 893 万吨左右，预计影响产量 14.75 万吨左右，卓创资讯统计本周纯碱

厂家产量在 52.88 万吨左右。周内江苏实联短停检修，湘渝盐化、中盐昆山、甘肃金昌氨

碱源停车检修;金山孟州厂区、龙山化工仍停车检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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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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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国内纯碱厂家库存总量为 49 万吨(含部分厂家港口及外库库存)左右，环比下降 

4.8%，同比下降 59.8%，累计第九周库存下降。其中重碱库存 21 万吨(含部分厂家港口及

外库库 存)左右，库存集中度较高，库存主要集中在华东、西北、西南地区。目前多数纯碱

厂家订单充足，厂家多执行前期订单为主，库存延续小幅下降态势。7 月 8 日，纯碱期货

仓单数量 925 张，当日减少 225 张，有效预报 781 张，折合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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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纯碱基差 

 

数据来源：卓创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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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燃料方面 

本周国内动力煤市场整体分化运行，其中产地下行压力加大，港口高位暂稳。产地方面，

7 月 2 日后北方主产区煤矿生产、装运多陆续恢复正常，同时月初鄂尔多斯地区煤管票充

足，国内供应整体有所增加;但下游用户观望情绪较重，拉运节奏多有放缓，采购以刚需为

主，部分煤矿因销售压力增加，坑口价格出现下调。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例，截至 7 月 8 日

鄂尔多斯地区 5500 大卡动力煤主流坑口含税价格在 775-785 元/吨，较上周同期下行 50 

元/吨。港口方面，本周北方港口动力煤价格高位暂稳。截至 7 月 8 日，秦皇岛港整体煤

炭库存 405 万吨，较上周同期减少 63 万吨，降幅达 13.46%。本周产地煤价虽有松动，但

港口煤发运成本未有明显降低，港口煤价倒挂风险较强，部分贸易商发运积极性不高，港口

库存下滑明显;同时沿海地区部分下游用户刚性补库需求继续释放，也对港口煤价形成支撑。

截至 7 月 8 日，卓创资讯评估的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动力煤合理平仓价格在 900-910 元/

吨，较上周同期持平。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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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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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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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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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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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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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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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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 多头 2638 2950 多头 

 

7 月份第一周国内浮法玻璃稳中小涨，下游刚需补货，整体出货好转。预计下周玻璃价

格延续小涨趋势，均价预计在 2920-2930 元/吨。   

供应方面:前期部分复产点火产线 7 月中下旬有引板可能，对市场心态造成一定压力。

库存方面，社会库存低位，随着下游补货刚需启动，局部出货情况将进一步好转，企业库存

不会有太大上升压力。  

需求方面:整体需求向好，但终端价格传导仍需时日，订单短期或无较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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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生产企业库存累积后，现货市场情绪一度归于平静，前一周与上周生产企业累库速

度持续放缓，需求方的紧迫感和厌恶风险特征将再度带动需求端主动补库存。期货方面，淡

季累库的影响被盘面消化，市场再度回归房地产竣工需求逻辑。下半年玻璃供需偏紧态势将

延续；长期来看，供给端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是行情的决定性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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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8 中性偏多 2250 2400 多头 

 

 

从近期纯碱行情走势来看，每次回调的点位都在上移，显示价格重心在稳步抬高。当前

纯碱基本面压力不大，厂家持续八周去库，当前库存水平已低于 2019 年同期，库存压力已

逐渐缓解。纯碱偏多思路偏多思路除掉期现套被锁库存外，实际流通货源供应偏紧，新货量

少。6-7 月纯碱厂家进入集中检修期，后续陆续有厂家检修，将一定程度影响供应，6-8 月

下游玻璃集中点火对纯碱需求会有增加。依然中长线看好纯碱价格，预计整体会呈现价格重

心震荡上行的趋势。 

纯碱供应近期相对稳定，后期高温天气期间纯碱生产装置检修将逐步增多；需求方面，

光伏玻璃产能跨越式发展、日用玻璃需求恢复性增长及浮法玻璃在产产能稳步提升都有利于

纯碱需求的持续向好。纯碱企业连续八周去库，后市有库存持续下降预期，基本面向好态势

不变。短期盘面调整充分，有利于行情长期走稳；现货库存持续下降有利于近月合约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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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研报<玻璃> 2021.7.1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14/14 

 

联系我们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告并不能

完全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投资风险，

我们也无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货品种买卖的依据，

由于该报告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

认识到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

任何形式的损失，一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传送、翻

版、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引用、刊发，

须注明出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