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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综述】根据 2019年 3月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简称中棉

行协，下同）跟踪数据显示，由于上月春节期间企业停产，3月生产

基本恢复正常，原料采购环比大幅增加，棉纺织企业纱、布产量及

销售量均保持环比增长，产品库存环比减少。 

3月原料采购环比大幅增加，棉纺织企业纱、布产量及销售量均

保持环比增长；纱、布产量累计同比降幅收窄。 

一、原料采购及库存情况 

（一）原料采购情况 

2019 年 3 月跟踪企业原料采购环比增加 64.85%，其中原棉采购

环比增加 64.97%；原棉中进口棉采购环比增加 77.01%，国内外棉价

差均价基本在每吨 1000元以上，2019年棉花进口配额陆续发放，企

业开始使用配额清关并择机订货采购。非棉纤维采购环比增加

64.59%。各类原料采购均环比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上月春节期间

企业停产，基数低于正常月份。 

【企业运营篇】 



 

表 1 2019年 3月原料采购环比情况 

原料环比 
其中 

原棉 非棉纤维 

64.85% 64.97% 64.59% 

（二）原料库存情况 

2019年 3月跟踪数据显示，棉纺织企业的原料库存环比增加

4.67%，其中，原棉环比增加 6.81%，非棉纤维环比下降 2.01%。3

月国内棉花月均价与上月相比环比小幅上涨 1%左右，处于上升态势，

企业适当增加库存；涤纶短纤、粘胶短纤月均价与上月相比分别环

比下跌 0.2%和 6%左右，整体处于下跌态势，企业适当调减库存。 

表 2 2019年 3月原料库存情况 

项目 原料 
其中 

原棉 非棉纤维 

环比 4.67% 6.81% -2.01% 

同比 5.83% 8.77% -3.12% 

图 1  原料库存环比变化图 

 



 

二、产品生产情况 

跟踪企业数据显示，3月纱、布产量与上月相比均环比较大幅度

增加，主要原因是 2月春节期间，产品产量基数较小，3月大部分企

业陆续恢复正常生产。 

跟踪企业数据显示，从同比情况看，1～3 月纱产量累计同比小

幅下降 0.12%；其中，纯棉纱、纯化纤纱均同比下降，棉混纺纱同比

增加。1～3月布产量累计同比下降 2.07%；其中，纯棉布同比下降，

棉混纺布、纯化纤布同比增加。 

根据一季度协会调研情况，较多企业反映员工未能及时全部返

厂，部分员工于正月后返回，导致开工率低于去年同期，纱、布产

量累计同比小幅下降，降幅较上月收窄。 

表 3  2019年 3月纱产量变化情况 

项目 纱 纯棉纱 棉混纺纱 纯化纤纱 

当月环比 51.14% 47.45% 62.10% 51.89% 

累计同比 -0.12% -1.27% 3.51% -0.36% 

表 4  2019年 3月布产量变化情况 

项目 布 纯棉布 棉混纺布 纯化纤布 

当月环比 49.88% 42.95% 69.00% 57.76% 

累计同比 -2.07% -3.99% 2.21% 2.45% 

图 2  纱布产量累计同比图 



 

 

三、产品销售情况 

2019年 3月，纱、布产品销售量环比均大幅增加，其中，纯棉

类、棉混纺类、纯化纤类纱、布销售量环比均增幅较大。3月纱、布

销售量环比增幅均高于其产量环比增幅 10～20个百分点，除了春节

后下游市场存在补库存的需求之外，主要原因是国家出台政策于 4

月 1 日之后调整增值税税率，纱布产品的进项税税率由 16%调整为

13%，下游企业为了争取到更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大量增加采购

的同时促进了上游企业产品的销售。 

销售价格方面，3月纯棉类及涤纶类纱布产品价格基本平稳，粘

胶纱月均价环比下跌 3%左右，主要是受粘胶短纤价格下跌的影响。 

从累计同比情况看，1～3月纱产品累计销售量同比下降1.81%，

其中，纯棉纱和纯化纤纱同比均下降，棉混纺纱同比小幅上涨；1～

3月布产品销售量累计同比小幅增加0.41%，其中，纯棉布同比下降，

棉混纺布和纯化纤布同比增加。 



 

表 5  2019年 3月纱产品销售变化情况 

项目 纱 纯棉纱 棉混纺纱 纯化纤纱 

当月环比 64.18% 57.87% 66.24% 81.03% 

累计同比 -1.81% -1.59% 0.65% -4.45% 

表 6  2019年 3月布产品销售变化情况 

项目 布 纯棉布 棉混纺布 纯化纤布 

当月环比 73.97% 75.31% 72.80% 60.00% 

累计同比 0.41% -2.59% 6.68% 8.95% 

四、产品库存情况 

截至 2019年 3月底，在销售量环比大幅增长的拉动下，纱、

布产品库存环比均下降，降幅分别为 4.30%、9.37%，其中，纯棉纱

类、棉混纺纱类、纯化纤类纱、布库存环比均不同程度下降。 

表 72019年 3月纱产品库存情况 

项目 合计 
其中 

纯棉纱 棉混纺纱 纯化纤纱 

环比 -4.35% -5.39% -3.04% -3.05% 

表 82019年 3月布产品库存情况 

项目 合计 
其中 

纯棉布 棉混纺布 纯化纤布 

环比 -9.26% -9.63% -8.54% -5.90% 

图 3  纱布产品库存环比变化图 



 

 

 

根据棉纺织产业集群 2019年 3月经济运行数据，通过与去年同

期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2019 年各棉纺织产业

集群运行情况总体较为平稳，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产业集中度、自动化水平提升 

从 2019 年 3 月报表和调研情况看，集群内企业总数同比下降

0.7%，规上企业总数同比下降 0.5%,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产业集中度

得以提升。集群内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同比下降 2.0%，规上企业的从

业人数同比下降 2.2%。招工难、用工贵是纺织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集群企业通过对设备的升级改造，减少用工。对比集群企业总数和

从业人员数量，可以看出，从业人员数量的降幅高于企业总数的降

幅。 

【集群运营篇】 



 

跟踪集群企业平均开台率在 90%左右，其中，规上企业开台率略

高于集群内企业，开台率不足主要受用工紧缺的影响。 

二、纱、布产能及产量同比增长 

3月跟踪集群纱、布产能和产量同比增长。 

纺纱：3 月份，跟踪集群纺纱产能同比增长 0.4%。各类纱线产

量累计同比增长 1.2%，其中河南省太康县增幅较大，主要受产能增

加及设备升级的影响。 

织布：跟踪集群企业织机总数同比增长 2.1%，规上企业织机数

量同比增长 2.5%，无梭织机总数同比增长 2.7%。布产量方面，集群

企业布产量同比增长 2.4%，规上企业同比增长 2.6%，产量增加主要

受产能增加的影响。 

三、主要经济指标良好 

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3月集群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4.3%，规上企业同比增长 4.8%，其中江苏省湖塘镇增幅较高，主要

受产品结构调整，附加值提高的影响。集群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

2.3%，规上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 3.4%，规上企业产品附加值较高，

因此利润增幅高于集群内企业。对比主营业务收入增幅来看，利润

增幅相对较低，集群企业需要在提高产品质量、加大新产品的研发

力度等方面继续努力，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四、调研集群发展较好 

3月份，中棉行协先后赴福建、江苏、山东、河南等省的 5个棉

纺织产业集群地区走访调研，从了解的情况看，近年来，各产业集



 

群地依靠独特的区域优势、自然禀赋及政府的扶持引导，实现了快

速发展。 

如福建省尤溪县通过推进产业集聚、优化发展环境、出台专项

扶持政策、编制发展规划、搭建创新平台、承接沿海发达地区高端

纺织企业转移等促使纺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色纺纱的产业集

聚区江苏省响水县，将部分订单外放到安徽、河南等地进行生产，

实际可支配产能增加了一倍以上；江苏省南通市先锋街道、常州市

武进区湖塘镇的色织布企业反映近期订单形势较好，企业自主开发

的特色品种受到了欧美等海外采购商的青睐。 

 

本报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涉及 200 余户棉纺织企业及全

国约 15个产业集群数据，产能合计占全国棉纺织行业的比重超过 70%，具有行

业代表性。 

本报告得到“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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