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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纯碱高位回落风险

纯碱周度报告

摘要：
行情回顾：期货方面，9 月纯碱主力合约 SA2201 大幅上涨，
9 月价格累计上涨 30.61%。现货方面，各区域重质纯碱现货价
格大幅上涨，其中西南地区现货价格涨幅最大，达 44.44%；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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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价格涨幅最小，为 30.61%。

供需关系：9 月国内纯碱行业开工率小幅下降，产量小幅
下降，供给面偏利多。下游需求表现稳定，浮法玻璃行业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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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工率，对纯碱需求较强。库存再创新低，最新厂库为 26.58
万吨。整体来看，短期基本面偏多。

操作建议：短期来看，纯碱基本面仍然偏多，9 月纯碱产
量下降，下游需求表现平稳，厂库再创新低。9 月纯碱期货主力
合约 SA2201 连续大涨，月度涨幅近 30%。展望后市，前期利多
逐渐消化，纯碱价格连续大涨带来下游成本攀升，下游的观望
情绪可能对纯碱价格产生利空影响，预计 10 月纯碱价格震荡回
落概率较大，建议投资者暂时观望。中长期来看，需求端将是
主导长期行情的重要因素，未来两到三年国内光伏玻璃投产计
划较多，有望带来较多的增量需求，对现货价格形成支撑。中
长期投资者可背靠 2800-3000 附近的重要支撑位，逢低布局
2201 多单，并严格设置止损。

不确定风险：仓单数量大幅增加；下游光伏玻璃投产不及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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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8 月 3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国内纯碱期货、现货价格大幅上涨。具体来看，9 月西南地区重碱现货
价格涨幅最大，达 44.44%；华南地区价格涨幅最小，为 30.91%。期间国内纯碱主力合约 SA2201 大幅上
涨，从 8 月末收盘价 2689 元上涨至 9 月末收盘价 3512 元，涨幅 30.61%。基差方面，9 月基差大幅走强，
华北地区市场价与主力合约的基差从-204 元/吨上涨至-12 元/吨，上涨 192 元/吨。

二、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1.供给分析
1.1 纯碱产量
据隆众资讯统计，9 月国内纯碱行业周度开工率均值为 76.02%，环比 8 月下降 0.34%。9 月国内纯碱生产厂
家周度产量均值为 54.06 万吨，环比 8 月减少 0.20 万吨。9 月纯碱产量小幅下降，主要是 9 月下旬江苏等主产
地双控措施加码，纯碱检修增加，开工率明显下降，产量下滑。后期 10 月份检修计划较少，开工率和产量有望
小幅回升，但仍需关注主产区能耗双控政策的影响。

2.需求分析
9 月重质纯碱下游需求表现较好。9 月浮法玻璃现货价格下跌，开工率维持高位，截至 9 月 30 日当周，浮
法玻璃行业产能利用率略降至 89.67%，开工率略降至 89.19%，处于年内高位水平。浮法玻璃最新厂库为 173.80
万吨，环比 8 月末上升 50.77 万吨，处于近五年高位水平。随着纯碱现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下游行业的成本
明显增加，采购预计有所放缓。后期需继续关注下游的开工率情况和光伏玻璃的投产进度。

3.库存分析
受到纯碱产量下降支撑，9 月国内纯碱厂库再创新低。截至 9 月 30 日当周，国内纯碱厂库为 26.58 万吨，
环比 8 月末下降 7.17 万吨，降幅 21.24%。其中重质纯碱厂库 15.92 万吨，环比 8 月末下降 5.84 万吨；轻质纯
碱厂库 10.66 万吨，环比 8 月末下降 1.33 万吨。当前纯碱的库存可用天数为 2.7 天，处于年内低位水平，对现
货和期货价格具有明显的支撑。预计短期纯碱厂库有望维持低位，社会库存将小幅增加。

4.成本利润分析
受到纯碱现货价格大幅上涨影响，9 月纯碱企业生产成本小幅上升，利润大幅上升。从成本端看，9 月煤炭
价格大幅上涨，焦炭价格小幅上升，综合成本上升，截止 9 月 30 日，氨碱企业生产成本为 2486 元/吨，环比 8
月末上升 291 元/吨；联产企业生产成本为 1815 元/吨，环比 8 月末上升 13 元/吨。氨碱企业生产利润为 1565
元/吨，环比 8 月末上升 997 元/吨；联产企业生产利润为 2109 元/吨，环比 8 月末上升 696 元/吨。短期纯碱利
润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下游利润大幅缩水，预计后期纯碱利润将回落但维持相对高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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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仓分析
从持仓上分析，截至 09.30，纯碱主力合约纯碱 2201 单边持仓 32.6 万手，较上月末的 39.2 万手减少 6.6
万手，持仓量大幅减少，主要是受到国庆长假影响。9 月纯碱 2201 合约成交量均值约 100 万手，活跃度明显提
升，资金参与热度较高。截至 09.30，纯碱 2201 前二十多单持仓 20.1 万手，前二十空单持仓 21.7 万手，前二
十净空单持仓 1.6 万手。仓单方面，9 月纯碱仓单增加 2918 张至 3366 张，增幅较大，对盘面形成利空影响。从
持仓和仓单数量看，当前前二十持仓净空单 1.6 万手，仓单数量明显增加，对期货价格影响偏利空。

四、行情展望与投资策略
短期来看，纯碱基本面仍然偏多，9 月纯碱产量下降，下游需求表现平稳，厂库再创新低。9 月纯碱期货主
力合约 SA2201 连续大涨，月度涨幅近 30%。展望后市，前期利多逐渐消化，纯碱价格连续大涨带来下游成本攀
升，下游的观望情绪可能对纯碱价格产生利空影响，且前期多头盈利较多有平仓离场需求，预计 10 月纯碱价格
震荡回落概率较大，建议投资者暂时观望。中长期来看，需求端将是主导长期行情的重要因素，未来两到三年
国内光伏玻璃投产计划较多，有望带来较多的增量需求，对现货价格形成支撑。中长期投资者可背靠 2800-3000
附近的重要支撑位，逢低布局 2201 多单，并严格设置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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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重要图表
表 1: 国内各地区重质纯碱现货价格（单位：元/吨）

日期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2021/8/31

2500

2700

2700

2600

2750

2700

2350

2021/9/30

3500

3600

3600

3450

3600

3900

3300

月环比

40.00%

33.33%

30.91%

44.44%

40.43%

33.33%

32.69%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表 2: 近期纯碱装置检修情况（单位：万吨/年）

厂商

所在地

年产能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陕西兴化

陕西

30

2021-9-21

2021 年 10 月中旬

江苏昆山

江苏

80

2021-9-18

2021-9-30

安徽红四方

安徽

30

2021-9-26

2021-10-8

昊华骏化

河南

60

2021-10-5

2021-10-30

安徽德邦

安徽

60

2021-10-10

2021-10-20

江苏实联

江苏

110

2021-9-17

待定

丰成盐化

江苏

60

2021-9-17

2021-10-1

云南大为

云南

20

2021-5-21

待定

青海昆仑

青海

150

2021-10-15

2021-10-20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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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纯碱主力合约与现货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3：国内纯碱周度开工率（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5：国内纯碱月度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2：纯碱基差变动：华北地区市场价-SA2201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4：国内纯碱周度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6：国内纯碱月度表观消费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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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玻璃期现价格走势（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9：国内平板玻璃月度产量（单位：万重量箱）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1：纯碱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8：国内浮法玻璃开工率（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0：国内浮法玻璃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12：国内轻碱、重碱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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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纯碱生产成本（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14：纯碱生产利润（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中信建投期货

图 15：纯碱主力合约持仓状况（09.30）

数据来源：郑商所，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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