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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周边地区聚酯与加弹织造调研报告 

 

调研背景：9 月附近以来，下游经历了一波大减产，从加弹织造到聚酯减产力度都很

大，然而到四季度中前期应该有所恢复的需求并未出现；下游需求持续低迷，聚酯产品

与织造坯布库存均出现持续累积，市场对需求的预期也非常悲观，整体需求由近两年的

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收缩至近期接近零增长，这一罕见的急剧变化给行情走向带来了很大

不确定性。 

调研目的：11 月 9 日调研主要期望通过走访产业下游企业，了解目前下游库存及负荷的

真实情况，另外也想通过本次调研了解下游企业在市场剧变情况下的实际经营状况及想

法。 

调研对象：11 月 9 日调研集中在长兴周边地区，分别走访了一家大型聚酯企业和几家加

弹织造企业。 

调研总结：从本次调研的下游聚酯、加弹及织造情况来看，聚酯长丝及织造坯布库存确

实处于近年来的高位，但是整体库存分布呈现为集中在生产厂家手中，而各环节产品的

中下游库存并未累积，尤其是聚酯长丝库存更加明显，库存几乎全集中在聚酯生产企

业、而下游加弹织造企业长丝原料的储备由之前的约二三十天库存降至几天甚至零；坯

布库存本次调研未能确认下游贸易经销商及纺织服装终端企业的库存状况，由于织造下

游极为分散，我们调研中反馈的信息相对宽泛、调研中多数倾向于织造下游可能经历了

阶段性去库存，但也并未如加弹织造厂那样原料几乎清干、多认为这一两年下游库存储

备的挺多、目前织造下游手上也还是有货的。 

另外，从调研中能够看出，三季度以来产业链价格的上下剧烈波动，对下游企业经营造

成的影响确实很大，不少下游企业库存损失严重，这也导致下游企业经营行为收缩较为

明显，无论是加弹及织造、还是织造下游靠近终端，控制库存都变得非常谨慎，最为突

出的是加弹织造厂、均不太敢备原料。 

综合来看，目前下游需求确实较弱，聚酯、加弹织造厂产品库存压力较大，但综合库存

分布结构来看，我们暂没有市场多数预期那么悲观。就春节前而言，下游库存采购周期

的变化或是聚酯及织造需求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这与后期市场预期能否转变高度关

联，我们倾向于认为节前能否出现一波集中采购补库存的重要影响因素来自于宏观预期

能否转暖或者原油能否显著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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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背景： 

9 月附近，下游经历了一波大减产，从加弹织造到聚酯减产力度都很大，然而一直到

11 月下游需求都很低迷，聚酯产品与织造坯布库存均出现持续累积，市场对需求的预期

也非常悲观，整体需求由近两年的两位速增长收缩至近期接近零增长的这一罕见的急剧变

化给行情走向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 

 

图 1： POY 与 DTY 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图 2： 聚酯长丝利润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CC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CC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 聚酯与织机负荷                   单位：%  图 4： 江浙加弹负荷                   单位：% 

 

 

 
数据来源：CC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CCF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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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聚酯产品库存                    单位：天  图 6： 盛泽坯布库存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CC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CCF CCFEI 华泰期货研究院 

调研目的与对象： 

本次调研主要期望通过走访下游企业，了解下游库存及负荷的情况，另外也想了解下

游企业市场剧变情况下的实际经营状况。 

本次调研对象集中在长兴周边地区，分别走访了几家加弹织造企业和一家大型聚酯企

业。 

图 7： 聚酯产业链结构图 

 
数据来源：CCF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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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企业具体情况：  

下面我们根据走访调研的企业顺序分别介绍本次交流的信息内容。 

长兴聚酯大厂走访 

11 月 9 日上午，我们走访了大型聚酯企业长兴公司，该企业产品主要是 POY 长丝。 

接待的领导表示，目前企业产品库存高、压力较大，此外其表示其他长丝大厂库存也

比较高、压力显著，很多达到 20 多天，属于今年最高位；9 月以来库存一直没去化，到

现在已经跌了 3000 多、价值损失较为明显。近期长丝价格快速下跌，受制于库存高压

力、只能贴近成本线降价去库存，一些高成本聚酯企业可能被迫减产（长丝大厂成本一般

比小厂低一点、有个 100-200 的优势），目前已经降低了一些负荷，如果库存还降不下来

就再减产、但停车暂时不会，另外 300D 粗旦丝亏损明显、已经停止生产转去生产 200D

等长丝。 

聚酯长丝环节，目前行业结构相对有利，高库存压力下行业并未进入类似 08 年的恐

慌恶性竞争。今年还有一套约 15 万吨的新装置 FDY 计划 11 月底开、另外明年新装置计

划有 120 万吨，而其他几家大厂明年长丝新装置计划总体大约 150-200 万吨、剩余中小厂

长丝新装置投放计划很少。 

下游需求方面，该领导表示目前下游需求还是很弱，8 月附近价格暴涨遗留的负面影

响还没有消除，其反馈前轮大涨下游织造等企业受伤很大，一些布厂在高价区域积累的库

存现在还没出掉、损失很严重；另外，据该领导介绍目前周边下游加弹织造客户企业，整

体原料库存几乎清干，由于原料持续下跌，下游用户不敢买不断压缩原料库存、一些库存

接近 0；但目前离春节放假还早、不能全停，年前需求预期悲观、好转的可能性很低。 

聚酯下游工厂 A-长兴某纺织有限公司： 

该企业有 16 台加弹机，市场太差、外包加弹业务已经停止，该企业领导反馈长兴周

边加弹停车不是特别多、但减产降负荷不少、已有降至 6 成附近。 

目前原料库存基本不敢买，主要是因为原料持续下跌、隔一晚上就贬值，因此不断减

少原料备货、能降多少就降多少，基本没什么原料库存。面对原料快速下跌，该企业现在

经营方面就是控制库存、尽可能不让库存上升、不行就减产降负荷。 

下游织造坯布市场，市场布价压力很大、近段时间快速走低，一些布厂 8 月嫌布价涨

的少不愿卖出去、这段时间降价都卖不出去，现在亏损严重。 

目前织造厂布库存较高，年前都够卖了、不太愿意增加原料库存生产，其反馈织造降

负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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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需求的前后剧变，其表示 8 月附近涨的太快、现在这样是之前的后遗症。其提

到，目前一些布厂坯布库存 30-40 天以上，其实这样的库存往年也有出现，但这次压力很

大主要是因为很多是在高价建的库存、亏的太多。 

针对近年来的加弹、喷水扩能问题，其表示现在长兴地区新增产能难度较大，主要是

环保能耗等限制严格；对于产能搬迁影响，其表示，上半年利润好的时候一些企业去江苏

北部买地建织造厂，但下半年利润转差之后这种情况就明显减少了、少数交了定金的企业

因为市场快速转差直接放弃计划、交的定金都不要了。 

对未来市场判断，该领导表示不乐观，认为长丝现在跌幅还不够，需要逼停部分长丝

小厂可能才行、只有亏得比较多可能才能实现；如果能继续快速下跌一波、跌到很低的位

置水平（如去年的位置），12-1 月可能终端需求会有好转、内外订单有望增加；上游丝的

库存，其认为只要加弹、织造及下游都备点货基本就能消化，现在下游基本都不愿意拿

货。 

下游工厂 B-长兴某纺织有限公司： 

11 月 9 日，我们走访了长兴另外一家纺织类企业，该企业目前拥有加弹、织造、印

染、家纺等工厂，在产业中下游一体化程度较高。 

对于目前经营情况，该负责人表示相对其他企业还可以、主要得益于一体化，周边很

多企业目前生意不好。对于需求，其表示去年一直到今年 8 月附近一直很好、没怎么淡

过，从历史上看一般很难持续这么久。总体认为终端需求变化不大、稳定为主，明年织造

产能投放还是很多，织造产能过剩是大概率。 

另外，该领导表示现在织造企业坯布库存很大、约在一个月以上的水平，往年也有

30-50 天的库存会出现，但那时价格波动风险不大，今年不一样、价格波动剧烈带来的风

险很大。 

目前周边加弹机减停产的不少、织造也差不多，自己企业一体化配套、目前装置都还

得开着。对于目前布的走势，其表示现在市场普遍都比较悲观，一直跌价、库存贬值很

多，常规坯布品种磨毛布从原来的 3.6 元/米、跌到现在 3.1 元/米、跌了差不多 5 毛钱，一

个月的坯布库存、有些甚至更高、损失很大。 

其认为，年前下游需求应该很难大幅改善了，如果上游价格能稳住的话后期下游需求

应该会好一些；部分织造企业现在不做放假也差不多可以了，布库存够卖到过年，接下来

估计不少就准备收回款、然后过年了。 

 

下游工厂 C-长兴某纺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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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拥有加弹机和织布机，加弹丝基本都是自用。 

对于目前市场需求疲弱、经营情况急转直下的局面，该企业领导表示由于提前对下半

年行业变化有一定的预判与提前准备，所以自身的布生产还可以、好于一般同行，加弹也

还可以、给自己用、负荷没开足。近期自身加弹丝库存增了一点、所以负荷降了一点，后

期负荷根据库存变化再考虑调整。另外，据其了解周边加弹降负停车的较多、后期还会

降，一些布厂库存很高、这段时间亏损很严重。 

目前自身原料库存很少，其他很多加弹织造企业也一样、原料库存很少，跌的太快、

买进来就贬值亏损。之前加弹织造原料库存高的时候有 30 天以上，现在基本原料库存被

清干、不少基本没有原料库存储备。 

对于近期市场弱态，该领导表示现在形成了恶性循环，价格越跌、加弹及织造就越不

敢买货、尽可能降低库存，而下游也一样在快速下跌时不敢买。前段时间广交会上，不少

外单国内企业不敢接，汇率波动和价格波动都很大、风险很高。 

后期对价格走势的看法，表示偏悲观、可能要跌到春节附近，后面织造布类需求难明

显好转；下游终端的囤货春节前可能很难再出现，预期要转好需要时间。对于这一情况，

自己企业会以安全平稳渡过为主、稳住工人和保住今年之前的利润。 

对于布商及终端布的库存，其感受库存应该不高。其反馈，明年上半年还有不少外地

织机投放。 

下游工厂 D 及 E-长兴两家纺织类中小企业： 

D 纺织企业：因为该公司相关领导临时有事未能当面沟通，但事后电话反馈，目前坯

布库存很高，这跟我们在其工厂门口看到的坯布堆积较为吻合。其表示，目前行情是越跌

越没人要、长丝与坯布都是；织造厂面临和聚酯厂一样的问题，就是高产品库存、价格也

在跌，布商都不拿货，也期望行情能够不要跌了，适当稳定一点对聚酯和下游产业都有帮

助，当然显著好转已经很难实现了，等到 12 月份，下游基本都陆续要收尾准备过年了，

如果库存还是高的话，有些就停掉了。 

E 纺织企业：该企业为一小型加弹厂、拥有 5 台加弹机，该老板表示周边加弹近期停

的挺多。目前加弹织造基本没有原料库存，之前高的时候接近一个月、现在大家都基本不

备原料库存，接下来无备料意愿，反馈周边其他工厂也都差不多。其下游喷水织造企业客

户，目前布库存普遍比较高；12 月库存如果降不下来，问题可能会更大、过年前要发工

资、清应收账款、到时面临抛库存套现。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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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次调研的下游聚酯、加弹及织造情况来看，聚酯长丝及织造坯布库存确实处于近

年来的高位，但是整体库存分布呈现为集中在生产厂家手中，而各环节产品的中下游库存

并未累积，尤其是聚酯长丝库存更加明显，库存几乎全集中在聚酯生产企业、而下游加弹

织造企业长丝原料的储备由之前的约二三十天库存降至几天甚至零；坯布库存本次调研未

能确认下游贸易经销商及纺织服装终端企业的库存状况，由于织造下游极为分散，我们调

研中反馈的信息相对宽泛、调研中多数倾向于织造下游可能经历了阶段性去库存，但也并

未如加弹织造厂那样原料几乎清干、多认为这一两年下游库存储备的挺多、目前织造下游

手上也还是有货的。 

另外，从调研中能够看出，三季度以来产业链价格的上下剧烈波动，对下游企业经营

造成的影响确实很大，不少下游企业库存损失严重，这也导致下游企业经营行为收缩较为

明显，无论是加弹及织造、还是织造下游靠近终端，控制库存都变得非常谨慎，最为突出

的是加弹织造厂、均不太敢备原料。 

综合来看，目前下游需求确实较弱，聚酯、加弹织造厂产品库存压力较大，但综合库

存分布结构来看，我们暂不没有市场多数预期那么悲观。就春节前而言，下游库存采购周

期的变化或是聚酯及织造需求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这与后期市场预期能否转变高度关

联，我们倾向于认为节前能否出现一波集中采购补库存的重要影响因素来自于宏观预期能

否转暖或者原油能否显著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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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我们建议阁下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独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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