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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低的产能利用率将会制约玻璃价格的继续上涨，一旦玻璃价格继续上涨，

之前冷修的玻璃生产线将会冷修复产，这也会重新打破短期玻璃供需相对平

衡的环境。 

 从数据上来看，房地产市场重新繁荣的积极影响已经从销量增加传导到了投

资回升，而房地产行业又是玻璃最为重要的消费端，这事实上也给玻璃的上

涨带来最大的基础。 

 我们认为短期玻璃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震荡将是玻璃二季度走势的

一个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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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章章    玻璃的供应 

11..11..  产能利用率过低制约玻璃上涨 

2016 年一季度玻璃新增生产线 1 条，新增生产能力 720 万重箱；冷修复产生产线

1 条，恢复生产能力 300 万重箱；冷修生产线 5 条，减少产能 1860 万重箱。截止 3 月

份，净增生产能力-840 万重箱。截止 3 月份，浮法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68.79%，同比去

年上涨-4.96%，再创历史新低。在产产能 85332 万重箱，同比去年增加-3144 万重箱。

过低的产能利用率将会制约玻璃价格的继续上涨，一旦玻璃价格继续上涨，之前冷修的

玻璃生产线将会冷修复产，这也会重新打破短期玻璃供需相对平衡的环境。 

表 1.1.1：一季度冷修生产线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  南华研究 

 

表 1.1.2：一季度新建生产线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  南华研究 

 

表 1.1.3：一季度冷修复产生产线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  南华研究 

 

 

 

 

编号 生产线 地址 日熔化量 

1 沙河大光明二线 河北 700 

2 武汉长利汉南一线 湖北 900 

3 金晶集团一线 山东 400 

4 唐山蓝欣一线 河北 400 

5 山东巨润三线 山东 700 

增加冷修生产线 5条，减少产能 1860 万重箱。 

编号 生产线 地址 日熔化量 

1 武汉长利洪湖一线 湖北 1200 

增加生产线 1条，增加产能 720万重箱。 

编号 生产线 地址 日熔化量 

1 临沂中玻一线 山东 500 

增加生产线 1条，增加产能 300万重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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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库存处于高位，后期将逐渐走低 

图 1.2.1：平板玻璃库存                                             单位:万重量箱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南华研究 

自去年 12 月上旬以来，玻璃行业库存便进入增长模式，春节假期之后，库存更是

跃上新台阶。国内平板玻璃库存值已近 3500 万重箱，较去年同期增加 5%。在产能减少

的情况下，库存增加说明当前需求市场的疲弱。在下游市场开工后，玻璃厂家的库存开

始逐步转移到贸易企业，短期内还不能形成大规模的有效需求。但随着下游陆续开工加

上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玻璃库存走低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第22章章    玻璃的需求 

22..11..  房地产投资首现回升 

国家统计局公布 2月房地产行业运行数据:1-2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9052亿元,

同比增长 3.0%;新开工面积 15620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3.7%;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

面积 223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收窄至 19.4%;1-2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1235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28.2%,商品房销售额 8577亿元,增长 43.6%。房屋竣工面积 13942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28.9%; 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73931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 2077万平方米。

房地产投资有明显回暖迹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房地产投资自 2014年以来连续 24

个月下降后首现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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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房地产投资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房地产数据大幅改善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效果累积显现，前期需求集中释放。去年以

来，国家陆续出台了降息、降低首付比例、公积金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政策，经过去年一

年商品房销售市场的温和回升，部分需求结束观望入市，消费者购房意愿被激发，一线

城市市场升温明显，部分二线热点城市销售翻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众多房地产数据

好转，但在竣工量大幅增加的影响下，待售面积继续增长，房地产库存再度增加。 

图 2.1.2：商品房销售数据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就城市房价而言，2 月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上涨 47 个（前值

38个），下降 15个（前值 24个），持平 8个（前值 8个），最高涨幅为 3.6%，最低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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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0.7%。。同比价格上涨 32个（前值 25个），下跌 37个（前值 45个），持平 1个，最

高涨幅为 57.8%，最低为下降 3.9%。北京 2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2.3%（前值+1.1%），

同比+14.2%（前值+11.3%）。上海 2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2.9%（前值+2.6%），同比

+25.1%（前值+21.4%）。广州 2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1.6%（前值+0.8%），同比+11.9%

（前值+10.0%）。深圳 2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3.6%（前值+4.1%），同比+57.8%（前

值+52.7%）。  

从 70个大中城市房屋价格变化来看，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第一，房价环比上涨

城市个数增加，涨幅继续扩大。第二，城市间房价涨幅差距进一步加大，一线城市和个

别热点二线城市涨幅远高于其他城市，分化现象持续。 

图 2.1.3：百城住宅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从数据上来看，房地产市场重新繁荣的积极影响已经从销量增加传导到了投资回

升，而房地产行业又是玻璃最为重要的消费端，这事实上也给玻璃的上涨带来最大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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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3章章    成本 

33..11..  纯碱价格意外上涨 

受 1 月底山东海化泄漏事故影响（海化纯碱产能约占国内市场 10%左右），2 月份

起重碱价格上涨 100-200 元/吨，轻碱报价上涨 100 元/吨。目前纯碱生产厂家装置整体

开工率在七成左右，多数企业库存充足，市场成交量有所增加，但春节后企业装置开始

恢复正常，短期内纯碱市场行情维持平稳，市场成交量逐步放缓。  

图 3.1.1：纯碱价格                       单位:元/吨 图 3.1.2：纯碱产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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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燃料：煤炭天然气价格短期企稳  

图 3.2.1：天然气价格                      单位:元/吨 图 3.2.2：煤炭价格                       单位: 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长期以来，随着国内玻璃产能的不断扩张，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成本的竞争已成

为国内平板玻璃行业市场竞争的根本性因素。从传统的重油到煤焦油、再到煤炭、天然

气，玻璃企业无不是从产品成本的角度而不断替换燃料。随着近几年煤炭价格的大幅下

跌，以煤炭作为燃料生产玻璃的企业的占比越来越高，而天然气的生产线则亏损严重，

纷纷停产或者冷修。 

尽管目前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没有根本性改变，但从短期来看，煤炭市场仍将

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运行态势。一是港口库存处于低位，部分煤种供应仍有紧张情况，

煤炭价格小幅上涨；二是目前煤炭的复产进展缓慢，煤炭供给仍在缓慢恢复中，特别是

一些中小煤矿在春节过后，仍然没有复产的迹象。从长期来看，在需求继续恶化的情况

下，供给侧改革至少一定程度上为煤炭价格提供了向上的弹性。但煤炭行业最大的问题

仍旧在于需求的趋势性减少。煤炭作为落后的非清洁、低效率能源，迟早将退出历史舞

台。我们认为，我国煤炭市场供过于求的态势或将逐步缓解，但仍旧难以逆转；在过剩

产能的压制下，煤炭价格将很难出现趋势性反弹。  

天然气方面，随着油价的反弹，天然气价格长期前景依然看好，另外天然气价格改

革也会推动天然气需求上升。  

 

 



 

10 
 

2016玻璃一季度报告 

第第44章章    玻璃策略 

44..11..  震荡走势将成为二季度主旋律 

总的来看，玻璃本轮的上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房地产销售数据转好带动玻璃

消费需求增加，第二则是大宗商品整体的系统性上涨。但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区域产能集

中停产，缓解了华中和沙河等地区供给压力。如果玻璃价格继续上涨，前期冷修的玻璃

生产线将会冷修复产，这也会重新打破短期玻璃供需相对平衡的环境。我们认为短期玻

璃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震荡将是玻璃二季度走势的一个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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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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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商务外环路 30号期货大厦 13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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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闽江路 2号 1单元 25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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