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花收储上演“终结者” 直补政

策进入“备孕期”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如果说，

2011

年开启的棉花收储政

策是在棉价大幅下挫背景下，为保护棉

农利益应运而生的； 那么时值今日，这

一执行了近三年的政策已到了“应劫而

退”的转捩点。

所应“劫”，一是“市场劫”，即收储

政策干预过度， 导致市场机制弱化，高

质量棉花供应不足，棉纺企业因成本畸

高而生存困难；二是“灰色劫”，即收储

政策及配套的进口棉配额管理制度在

实施中存在扭曲操作， 滋生了转圈棉、

配额倒卖等灰色地带；三是“资金劫”，

如此庞大的收储量耗资巨大， 日常库

存、仓管等费用损失更是数以亿计。

据权威人士透露，国家高层领导已

表态“目前的棉花收储政策已经不能再

继续了”，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等有关部门正在就直补政策

进行调研， 今年稍晚有望启动试点，明

年或正式推广。 这意味着直补政策已经

进入“备孕期”，但“怎么补、补多少、怎

样保证补贴到位” 都是需要仔细斟酌、

周全设计的，这一孕育过程势必复杂而

艰辛。

错放的“有形之手”

“目前企业经营十分困难， 棉花原

料采购不足、银行贷款压力，以及人工

成本增加都是我们最大的现实困境，其

中以原料采购压力最大。 ”山东某棉纺

织企业负责人张先生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感叹道。

在日前调研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副会长高勇发现原料采购困难给纯

棉纺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目前，

山东省从德州到凌青到菏泽地区，

3

万

锭以下产能的小型纯棉纺织企业，

50%

的企业停产。 河南安阳地区，年初也有

50%

的小型纯棉纺织企业停产。 有资格

参与国储棉竞拍、能拿到进口棉配额的

大企业，生存状态相对较好。 ”

相关数据显示，

2012/2013

年度国内棉花

产量约

740

万吨，国家以

20400

元

/

吨的收

储价累计收储

650

万吨棉花， 约占全国

棉花产量的

90%

，这导致市面棉花流通

严重紧缺，国内棉价出现上涨。 虽然此

后国家通过放储调节供应，但由于储备

棉质量下滑严重， 同时抛储价达

19000

元

/

吨左右， 相比同期进口棉价格高出

4000-5000

元

/

吨，导致用棉企业拍储意

愿不高。

“收储政策抬高了国内棉价， 使内

外棉价差扩大并长期高企，大企业能拿

到进口棉配额， 从而买到低价的进口

棉，所以经营情况稍好；而中小企业买

棉难或者只能买高价棉，市场竞争力下

降，因而关停较多。 ”银河期货分析师纪

红指出。

可见，在纺织业竞争中，进口棉配

额是制胜的关键。 所谓进口棉配额，是

国家控制进口棉数量、 保证国内棉销

量、保护棉农的重要手段。 可分为两种，

一是税率为

1%

的关税配额， 二是征收

4-40%

的滑准税的关税外配额，前者便

是与储备棉按比例搭售的进口棉配额

（以下简称配额）。

根据规定， 配额是禁止私下买卖

的。 但在内外棉价差持续高企且进口棉

质量较高的背景下，国内进口棉需求较

大，进口棉配额因此形成了一个成交活

跃的无形市场，部分有资格的企业会通

过卖出配额盈利，甚至有纯靠倒卖配额

生存者，有的贸易商嗅出商机，专门做

起了“配额经纪”。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

称：“这实际是市场在供应紧缺的条件

下，被迫自发调节供需的无奈之举。 ”

除了配额之外，“转圈棉”也是灰色

地带一角。 所谓“转圈棉”主要指企业将

低价抛出的储备棉重新套包、打包冒充

本年度的新棉交储，不考虑相关成本的

话，以当前

20400

元

/

吨的收储价和

19000

元

/

吨左右的抛储价计算，每吨转圈棉的

盈利空间在

1400

元。

“目前 “转圈棉” 现象不是普遍现

象，还没有影响到电子盘的市场价格和

国家收抛储政策。 ”银河期货分析师陈

晓燕指出，国家在防止“转圈棉”方面，

已经出台了很多办法， 其中包括采取

“监督、悬赏举报、预留保证金”等措施。

“但只要收储价和市场价存在利润空

间，就不能完全杜绝‘转圈棉’。 ”

今年

9

月，新棉花即将上市，有关部

门宣布储备棉将于

2013

年

7

月底停止抛

储。 首创期货首席分析师董双伟认为，

这可能是为了防止“转圈棉”的出现，也

表明新花上市后国家将继续执行新花

敞开收储政策。 “在

7

月底停止抛储后至

新花收储前的空档期，如果没有有效防

止转圈棉现象的举措出台，继续抛储的

可能性大大下降。 ”

“事实上，纺织企业连续上书，呼吁

抛储不能停。 据悉，国家可能采取折中

方式，在

7

月底抛储暂停两周后，继续投

放储备棉， 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落

实。 ”陈晓燕说。

直补政策进入“备孕期”

“收储政策本意是好的， 从近两年

的收储效果看，收储政策确实起到了一

定的保护棉农、 稳定种植面积的作用。

但是通过连续两年不限量收储，国家累

计收储量超过

1000

万吨，耗费了巨大的

人力、物力、财力，本年度中国的棉花库

存消费比达到

140%

， 棉花库存占全球

期末库存的

50%

以上，这种收储规模在

全球十分罕见。 ”银河期货分析师纪红

说。

中纺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给记

者算了笔账，

2011/12

年度收储

313

万吨，

收储价为

19800

元

/

吨，耗资

619.74

亿元；

2012/13

年度的收储价提高至

20400

元

/

吨，收储量累计高达

650

万吨，耗资

1326

亿元，两年累计收储量

963

万吨，合计耗

资

1945.74

亿元。

“收储的资金来自农发行贷款，收

储和放储的差价则由财政部补贴。 收放

储差价加上仓储、管理、人员等费用，一

吨棉花国家大约倒贴

3000

元，

1000

万吨

就是

300

亿元。 如果改用直补政策，可能

只需要花费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便可达到保护棉农、稳定市场的目的。 ”

高勇叹息道。

据权威人士透露，国家高层领导已

表态“目前的棉花收储政策已经不能再

继续了”， 农发行也表示难以长期支持

如此大规模的收储放贷。 同时，记者了

解到，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等有关部门正在就直补政策进

行调研，下半年有望启动试点，明年或

正式推广。 这意味着直补政策已经进入

“备孕期”，但怎么补、补多少，怎样保证

补贴到位都是需要仔细斟酌、周全设计

的内容，这个孕育的过程势必复杂而又

艰辛。

首创期货首席分析师董双伟表示，

直补政策在实施之前必须解决好一系

列细节问题，如直补的依据，是按交收

籽棉量还是种植面积；补贴的具体标准

如何；补贴的执行主体是某个部委还是

协会，亦或者是下放到企业；补贴执行

过程中的监督如何来进行并尽可能防

止寻租行为等。

“棉花直补政策使纺织服装业有望

获得价格更为低廉的原材料，但若直补

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并未从根本上保护

棉农利益、稳定棉花产量，那么，可能反

而会因棉花供应大幅波动而导致棉价

大起大落。 因此， 政策设计者十分谨

慎。 ”银河期货分析师陈晓燕表示，由于

棉花种植区域分散、面积不明，直补资

金如何保证补贴到种植农户的手中，仍

是问题。 具体到是按亩补还是量补、是

否选择试点，有关部门还未形成最后意

见。

直补并非最终目的

“目前的棉花政策存在许多不完善

的地方，我们提倡直补政策，只是为了

打破当前的制度，希望更多地实现市场

化。 但是直补政策也并非是最好的调控

政策。 ”中纺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表

示， 只有走出小农经济式的种植模式，

实现规模化、 机械化和产业化发展，提

高棉花质量， 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才

是解决棉花问题的根本之路。

目前新疆兵团已经开始大规模使

用机械采摘，明显提高了棉花种植的效

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目前新疆棉

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

50-60%

。 因

此， 新疆既是直补政策的最佳试点，也

是未来棉花产业发展模式的试验田和

先行者。

中证期货分析师陈静也认为直补

并不是最佳的方案，国外发达国家例如

美国更倾向于市场的问题用市场手段

解决，如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

具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很好地替代了原

先为保护农民利益而采取的补贴政策。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棉纺企业要走

出目前的困境，陈静认为，一方面，纺织

业要提升自身的生存及竞争能力，再不

能将行业定格于前两年低门槛、大打价

格战的局势， 应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

加大研发与品牌树立、培养；另一方面，

要有风险控制意识，可借助金融工具规

避一定的市场风险。

“棉纺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多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出口创汇产生

了巨大作用，但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

级之时，棉纺企业又处于相对的夕阳产

业， 此后应立足于结构性行业调整，鼓

励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品牌

附加值。 同时，借鉴欧美市场的先进经

验， 对原材料进行一定的风险控制管

理，在寻找适应公司产品的原材料替代

品之外，更要运用棉花期货市场的价格

发现与套期保值功能，有效降低企业原

料成本与库存跌价损失，锁定企业预期

利润。 ”首创期货首席分析师董双伟表

示。

“应尽可能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棉

花产业面临的问题。 ”董双伟建议，近年

来政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棉

纺企业用棉成本高企的困境，未来有关

部门应该为企业创造市场化、公平化的

竞争环境。 在此基础上，棉纺企业要适

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主动

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与品牌附加值，进

行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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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

直补政策有助打破

棉花产业困境

□本报记者 王朱莹

棉花收储政策在实行之初，的确起到了托市的积

极作用；但随着政策的继续实行，且收储力度广度不

断加大，导致市场棉花供应紧缺，既没有达成惠及棉

农的目标，又伤害了纺织企业的经营诉求。对此，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表示：“只有实行针对棉

农的直补政策，才能打破现有的棉花产业困境。 目前

主管部门正在研究政策细节， 下一步可能会进行试

点，一年以后可能推广。 新疆是我们推荐的试点地区

之一。 ”

中国证券报：目前储备棉成交颇为冷清，截止

7

月

16

日， 累计上市总量

12137004.91

吨， 累计成交总量

2989331.453

吨，总成交比例仅

24.63%

。请问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呢？

高勇：原因有三点。 其一，放储价格太高，约达

19000

元

/

吨，造成了总体成交清淡。 近期成交量有所

回升， 是因为所放储备棉大部分是新疆棉和进口棉，

质量较好，受企业欢迎。

其二，

2012/13

棉季所收的棉花质量太差。 因为今

年是敞开收储，许多棉花以次充好。 且因收储数量太

多，检验部门难以仔细甄别，所收棉花悉数入库，导致

棉花整体质量下降。 总体上，新疆棉和进口棉质量较

好， 新疆棉大部分存储在新疆和临近新疆省份的仓

库，所以企业买棉花会根据储备棉所在仓库的地理位

置确定是否购买。

其三，企业资金问题。 近期纺织企业实体经营效

益低迷，流动资金不足，而同时银行贷款也出现收紧，

只能是需要多少买多少，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提前买足

几个月的库存。

中国证券报：收储价为何畸高？ 目前纺织企业生

存状况如何？

高勇：

2011/12

年，中国、印度的棉花用量大幅增

加，拉高了全世界的棉价，最高曾达

32000-33000

元

/

吨，其时国际棉花价格和国内持平。 但自

2011

年年底

开始，棉价便开始猛跌，跌至

26000

元

/

吨左右时，包括

纺织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便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国

家能出台政策托市。因此，收储政策应运而生，当时的

棉花价格基本稳定在

20000

元

/

吨左右。 国内棉花价格

因此得到稳定，但国际棉价继续下挫，一度跌至

13000

元

/

吨以下，去年大半年时间，国内外差价维持在

6000

元

/

吨左右。

可以说，最初收储政策应市场要求而生，对于稳

定国内棉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在国内棉价稳定之

后， 国内棉价和国外棉价产生了较大价差， 再加上

2012/13

年的收储政策继续执行，价格从

19800

元抬高

至

20400

元，而且是敞开收储，几乎把

2012/13

一年的

棉花产量

600

多万吨全部收储。

国内棉花价格抬高后， 国内外价差进一步加大，

导致我国棉价比国际市场的纱价还高，使中国由纱出

口国变成纱净进口国。 从产业链的角度，大量进口棉

纱导致了产业链前端的纺纱企业大量关停， 换句话

说，纺织工业目前的状况是以牺牲最前端的纺纱企业

来保全整个产业链。

中国证券报：您对当前是否以直补政策取代收储

政策持何种态度，

2013/14

棉季会否实行直补政策？

高勇：我国现有的棉花政策，不管是进口棉配额、

滑准税还是收放储，都是建立在保护棉农利益的基础

之上的。 但一系列政策实施多年以来出现了一些弊

端：一方面是棉农利益并未切实受到保护，收储收的

是加工企业加工好的皮棉而非籽棉，大部分利益被从

压花厂到棉花营销企业的中间环节获得；另一方面是

纺织企业因原料成本高企经营受到很大损害。 因此，

我们最早向中央提出实施直补政策， 对棉农进行直

补。 只有实行直补，才能把现有的棉花困境打破。

除了上述原因外，从资金层面看，继续收储的难

度也很大。

2013/14

棉季已经确定了要继续收储，如果

与上一年度同样收储

600

万吨的数量， 加上原有库存

将达到

1400

万吨左右， 如此大的库存简直是个灾难，

一是无处存放，二是收储资金从哪里来，相关银行在

资金上已难以继续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收储了。

不过，直补政策要实行最早也要一年以后，目前

主管部门正在研究政策细节， 下一步可能会进行试

点，一年以后可能推广。 新疆是我们推荐的热门试点

地区之一。

当然直补也可能存在弊端，并不是说直补就是最

好的办法。 我们提倡直补，纯粹是为了突破当前的棉

花体制，使棉农直接拿到国家的补贴。实现直补之后，

最终还是要提高棉花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目前的小农

经济式的棉花种植产业必须向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方

向发展，使我国的棉花产业具有竞争力。

涉棉政策调整

需尊重“无形之手”

□银河期货 陈晓燕

国内的涉棉政策再次成为市场焦点：

6

月中

旬，国家发改委召集相关涉棉部门研究棉花收储

政策调整。纺织企业要求用棉花直补代替现行收

抛储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按照目前国内棉花种

植和销售特点，涉棉政策，包括棉花收、抛储政

策，棉花进口配额政策、棉花种植及运输补贴政

策等等，无论哪种单一的政策都不能完全取代其

他政策而独立存在。涉棉政策调整的方向在于引

进市场调节机制，棉花直补并非万全之策。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在完备的棉

花补贴机制保护下，美国棉花一直具有非常高的

贸易竞争力。 根据美国现行的农业法案，美国棉

花补贴制度针对棉花生产、销售、贸易均有相关

的保证制度。 首先，生产环节包括直接补贴和反

周期补贴，主要以棉农为补贴对象，其中直接补

贴的补贴率为

6.67

美分

/

磅， 范围覆盖基础种植

面积的

85%

左右。 反周期补贴中，陆地棉目标价

格为

71.25

美分

/

磅，当市场有效价格低于目标价

格时，直接支付与目标价格

71.25

美分

/

磅之间的

差价。 其次，销售环节上，美国政府通过农产品

信贷公司向种植者提供抵押性无追索权贷款

（

CCC

贷款）， 棉花种植者可以用尚未收获的棉

花作为抵押，从信贷公司取得一笔贷款，若监测

的世界调整价格（

AWP

）低于贷款基准价格（陆

地棉为

52

美分

/

磅），种植者可按贷款基准价格抵

押给信贷公司，若不按期赎回，将由美国农业部

统一拍卖， 种植者不用担心卖棉难的问题。 第

三，贸易环节方面，当美国棉价高于国际棉价时，

美国还可启用特殊条款（

step1

降低贷款基准价、

step3

增加进口，平抑国内棉价）以保证美国棉花

的贸易竞争力。

但美国的棉花补贴制度在中国并不适用。原

因有三：其一，美国种植以大农场为单位，超过

6000

万亩棉田， 仅有不足

3

万农户， 农场主在销

售、消费环节甚至参政议政方面具有非常高的话

语权；中国棉花种植除新疆兵团外，仍以小农种

植为主， 人均拥有棉花种植面积不足美国的

1/

10

，不但减弱了对下游的话语权，也增加了直接

补贴到户的执行难度。 其二，美国棉花种植机械

化程度高，成本可控。中国的棉花种植费工费时，

特别在收获环节主要仍以人工采摘为主，即使种

棉收益相对稳定，但时间上的机会成本高，很难

吸引农村年轻的劳动力；其三，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在农业补贴上的地位和承诺不同。中国承

诺农产品遵循微量补贴原则，而美国棉花补贴远

超“微量”范畴，仅承诺逐步削减补贴规模。

综合来看，棉花直补在执行力度、补贴幅度

以及最终目标方面可能都难达到理想的结果，涉

棉政策在“后收储”时代，可能采取用“有限收储”

代替“敞开收储”的方式，并在有条件的地区（主

要是新疆）试点直补政策。 推动棉花种植产业化

的发展，并最终实现棉花产业向机械化、市场化、

规模化发展，逐步完善棉花政策的长效机制。

为保证棉价在“后收储”时代的平稳过渡，预

计国储棉将在未来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逐渐实

现“去库存化”，但仍将保持超过

50%

的库存消费

比。 在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的环境下，涉棉企业

为规避风险、提高市场影响力，将提高对期货工

具的使用，棉花期货市场将重新活跃起来。

棉花收储上演“终结者” 直补政策酝酿登场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如果说，

2011

年开启的棉花收储政策

是在棉价大幅下挫背景下，为保护棉农利

益应运而生的；那么时值今日，这一执行

了近三年的政策已到了“应劫而退”的转

捩点。

所应“劫”，一是“市场劫”，即收储政

策干预过度，导致市场机制弱化，高质量

棉花供应不足，棉纺企业因成本畸高而生

存困难；二是“灰色劫”，即收储政策及配

套的进口棉配额管理制度在实施中存在

扭曲操作，滋生了转圈棉、配额倒卖等灰

色地带；三是“资金劫”，如此庞大的收储

量耗资巨大，日常库存、仓管等费用损失

更是数以亿计。

据权威人士透露，国家高层领导已表

态“目前的棉花收储政策已经不能再继续

了”，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等有关部门正在就直补政策进行调研，

今年稍晚有望启动试点， 明年或正式推

广。 这意味着直补政策已经进入 “备孕

期”，但“怎么补、补多少、怎样保证补贴到

位”都是需要仔细斟酌、周全设计的，这一

孕育过程势必复杂而艰辛。

直补并非最终目的

“目前的棉花政策存在许多不完善的

地方，我们提倡直补政策，只是为了打破当

前的制度，希望更多地实现市场化。 但是直

补政策也并非是最好的调控政策。 ”中纺工

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表示， 只有走出小农

经济式的种植模式，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和

产业化发展，提高棉花质量，增强企业国际

竞争力，才是解决棉花问题的根本之路。

目前新疆兵团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机

械采摘，明显提高了棉花种植的效率、降低

了生产成本， 而且目前新疆棉花产量占全

国棉花产量的

50-60%

。 因此，新疆既是直

补政策的最佳试点， 也是未来棉花产业发

展模式的试验田和先行者。

中证期货分析师陈静也认为直补并不

是最佳的方案， 国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更

倾向于市场的问题用市场手段解决， 如利

用期货、 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规避价格波

动风险， 很好地替代了原先为保护农民利

益而采取的补贴政策。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棉纺企业要走出

目前的困境，陈静认为，一方面，纺织业要

提升自身的生存及竞争能力， 再不能将行

业定格于前两年低门槛、 大打价格战的局

势，应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加大研发与品

牌树立、培养；另一方面，要有风险控制意

识，可借助金融工具规避一定的市场风险。

“棉纺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多年

来对我国经济增长、 出口创汇产生了巨大

作用，但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之时，棉

纺企业又处于相对的夕阳产业， 此后应立

足于结构性行业调整，鼓励兼并重组、淘汰

落后产能，提高品牌附加值。 同时，借鉴欧

美市场的先进经验， 对原材料进行一定的

风险控制管理， 在寻找适应公司产品的原

材料替代品之外， 更要运用棉花期货市场

的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功能， 有效降低企

业原料成本与库存跌价损失， 锁定企业预

期利润。 ” 首创期货首席分析师董双伟表

示。

“应尽可能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棉花

产业面临的问题。 ”董双伟建议，近年来政

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棉纺企业用

棉成本高企的困境， 未来有关部门应该为

企业创造市场化、公平化的竞争环境。 在此

基础上， 棉纺企业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的客观要求， 主动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

与品牌附加值，进行升级换代。

直补政策进入“备孕期”

“收储政策本意是好的，从近两年的收

储效果看， 收储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

护棉农、稳定种植面积的作用。 但是通过连

续两年不限量收储， 国家累计收储量超过

1000

万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本年度中国的棉花库存消费比达到

140%

，

棉花库存占全球期末库存的

50%

以上，这种

收储规模在全球十分罕见。 ”银河期货分析

师纪红说。

中纺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高勇给记者算

了笔账，

2011/12

年度收储

313

万吨， 收储价

为

19800

元

/

吨， 耗资

619.74

亿元；

2012/13

年

度的收储价提高至

20400

元

/

吨，收储量累计

高达

650

万吨，耗资

1326

亿元，两年累计收

储量

963

万吨，合计耗资

1945.74

亿元。

“收储的资金来自农发行贷款，收储和

放储的差价则由财政部补贴。 收放储差价

加上仓储、管理、人员等费用，一吨棉花国

家大约倒贴

3000

元，

1000

万吨就是

300

亿

元。 如果改用直补政策，可能只需要花费其

中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便可达到保护棉

农、稳定市场的目的。 ”高勇叹息道。

据权威人士透露， 国家高层领导已表

态 “目前的棉花收储政策已经不能再继续

了”，农发行也表示难以长期支持如此大规

模的收储放贷。 同时，记者了解到，发改委、

财政部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等有关部门

正在就直补政策进行调研， 下半年有望启

动试点，明年或正式推广。 这意味着直补政

策已经进入“备孕期”，但怎么补、补多少，

怎样保证补贴到位都是需要仔细斟酌、周

全设计的内容， 这个孕育的过程势必复杂

而又艰辛。

首创期货首席分析师董双伟表示，直

补政策在实施之前必须解决好一系列细节

问题，如直补的依据，是按交收籽棉量还是

种植面积；补贴的具体标准如何；补贴的执

行主体是某个部委还是协会， 亦或者是下

放到企业； 补贴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如何来

进行并尽可能防止寻租行为等。

“棉花直补政策使纺织服装业有望获

得价格更为低廉的原材料， 但若直补政策

没有落实到位， 并未从根本上保护棉农利

益、稳定棉花产量，那么，可能反而会因棉

花供应大幅波动而导致棉价大起大落。 因

此，政策设计者十分谨慎。 ”银河期货分析

师陈晓燕表示，由于棉花种植区域分散、面

积不明， 直补资金如何保证补贴到种植农

户的手中，仍是问题。 具体到是按亩补还是

量补、是否选择试点，有关部门还未形成最

后意见。

卖得太贵了

错放的“有形之手”

“目前企业经营十分困难，棉花原料采

购不足、银行贷款压力，以及人工成本增加

都是我们最大的现实困境， 其中以原料采

购压力最大。 ”山东某棉纺织企业负责人张

先生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感叹道。

在日前调研中，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高勇也发现原料采购困难给纯棉纺

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目前，山东省

从德州到菏泽地区，

3

万锭以下产能的小型

纯棉纺织企业

50%

停产。 河南安阳地区，年

初也有

50%

的小型纯棉纺织企业停产。有资

格参与国储棉竞拍、 能拿到进口棉配额的

大企业，生存状态相对较好。 ”

相关数据显示，

2012/2013

年度国内棉

花产量约

740

万吨， 国家以

20400

元

/

吨的收

储价累计收储

650

万吨棉花，约占全国棉花

产量的

90%

， 这导致市面棉花流通严重紧

缺，国内棉价出现上涨。 虽然此后国家通过

放储调节供应， 但由于储备棉质量下滑严

重，同时抛储价达

19000

元

/

吨左右，相比同

期进口棉价格高出

4000-5000

元

/

吨，导致用

棉企业拍储意愿不高。

“收储政策抬高了国内棉价，使内外棉

价差扩大并长期高企， 大企业能拿到进口

棉配额，从而买到低价的进口棉，所以经营

情况稍好； 而中小企业买棉难或者只能买

高价棉，市场竞争力下降，因而关停较多。 ”

银河期货分析师纪红指出。

可见，在纺织业竞争中，进口棉配额是

制胜的关键。 所谓进口棉配额，是国家控制

进口棉数量、保证国内棉销量、保护棉农的

重要手段。可分为两种，一是税率为

1%

的关

税配额， 二是征收

4-40%

的滑准税的关税

外配额， 前者便是与储备棉按比例搭售的

进口棉配额（以下简称配额）。

根据规定，配额是禁止私下买卖的。 但

在内外棉价差持续高企且进口棉质量较高

的背景下，国内进口棉需求较大，进口棉配

额因此形成了一个成交活跃的无形市场，

部分有资格的企业会通过卖出配额盈利，

甚至有纯靠倒卖配额生存者， 有的贸易商

嗅出商机，专门做起了“配额经纪”。 对此，

业内人士分析称：“这实际是市场在供应紧

缺的条件下， 被迫自发调节供需的无奈之

举。 ”

除了配额之外，“转圈棉” 也是灰色地

带一角。 所谓“转圈棉”主要指企业将低价

抛出的储备棉重新套包、 打包冒充本年度

的新棉交储，不考虑相关成本的话，以当前

20400

元

/

吨的收储价和

19000

元

/

吨左右的

抛储价计算， 每吨转圈棉的盈利空间在

1400

元。

“目前‘转圈棉’不是普遍现象，还没有

影响到电子盘的市场价格和国家收抛储政

策。”银河期货分析师陈晓燕指出，国家在防

止“转圈棉”方面，已经出台了很多办法，其

中包括采取“监督、悬赏举报、预留保证金”

等措施。 “但只要收储价和市场价存在利润

空间，就不能完全杜绝‘转圈棉’。 ”

今年

9

月，新棉花即将上市，有关部门

宣布储备棉将于

2013

年

7

月底停止抛储。 首

创期货首席分析师董双伟认为， 这可能是

为了防止“转圈棉”的出现，也表明新花上

市后国家将继续执行新花敞开收储政策。

“在

7

月底停止抛储后至新花收储前的空档

期， 如果没有有效防止转圈棉现象的举措

出台，继续抛储的可能性大大下降。 ”

“事实上，纺织企业连续上书，呼吁抛

储不能停。 据悉，国家可能采取折中方式，

在

7

月底抛储暂停两周后， 继续投放储备

棉，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陈晓燕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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