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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研 信 息 正 文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3 日华实项目组共调研，1 家贸易商，2 家涤纶企业，2 家印染企业，3 家服装企业，2
家纺织企业。现将情况汇总如下：

一、贸易商

该企业主要经营石油焦、双酚 A、DOP、PTA、乙二胺、环氧氯丙烷、二乙烯三氨、高碳铬铁、橡胶、沥青、
乙二醇等产品。
贸易上游货源主要是一些大型贸易商，下游主要也是一些贸易商间的货物流通以及部分江浙地带的聚酯企
业采购部。
节前贸易商普遍偏谨慎，手中库存较多的会适当出点货减少风险敞口，聚酯工厂买货也比较平稳，上周有
小波的备货采购高峰，但仅有两三天。
对 PTA 看法;目前 PTA 加工费在偏低位置，聚酯利润表现不错，开工率保持高位，TA 的需求问题不大，所以
预计短期内这个价格不大会有深幅度的下探了，节后如果下游纺织企业库存压力缓解，或许会有小规模的
上涨行情出现。
对 MEG 看法：前期乙二醇利好炒作已经透支未来的行情，利润的转好会提升整体负荷，去库存周期马上要
结束了，基本面已经不能再支撑价格高位继续向上突破，如果后面没有类似前期沙特事件等突发性利好，
乙二醇接下来预计会开始新的震荡下跌行情，甚至会回到 9 月初的价格平台。

二、涤纶企业
涤纶企业一
该企业专业生产粗旦少孔 FDY、高强低收缩 FDY 等差别化涤纶、锦纶长丝；用 FDY 分丝法生产涤纶、锦纶单
丝，年生产能力 35000 吨。
目前开工满负荷运行，国庆假期不放假，员工轮班休 2-3 天，近段时间工厂订单稳定，产销基本能做平，
好的时候能到 150-160 左右，最差的时候也有 70-80，特备是出口订单，9 月整体表现比 7、8 月好了不少，
节前为了缓解国庆期间的累库压力，有降价促销。
原料库存和成品库存目前都正常，7 天长假结束后长丝库存预计会有增加，到时候看节后下游补货力度，如

果下游补货力度不大，还会继续进行相应的促销，目前工厂以出货稳现金流为主。
对于 10 月份的行情，认为会比 9 月份好，按照往年的规律，10、11 月订单都要 9 月有 30%以上的增加。但
最终还是要看下游实际需求的变化，以及宏观面如贸易战等一些因素的变化。

涤纶企业二
该企业投资逾五亿元，员工 450 多人，专业生产记忆高弹丝、纯涤纶色丝，包括 POY，DTY，FDY，地毯丝和
涤纶绣花线，杭州中彩特种纤维已成长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涤纶色丝生产商之一。现有色丝生产线三十多
条，日产能达 220 吨，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
1、销售情况
整体销售状况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订单不足，生产线开工率仍维持在 85%，公司目前 POY 日产量 150 吨，
DTY70 吨减产 25%，FDY15 吨减产 15%，复合纺 15 吨减产 115%，目前日消耗 180 吨聚酯切片，现维持 8 天
1500 吨左右的原料库存，成品库存保持在 6000 吨左右，较月初又有升高。
2、原料情况
从各种渠道进货，因生产线技术水平较高，能适应各种品质的原料，现主要在用古纤道和天圣的切片，国
庆节日期间稍有备货。
3、调研总结：基于目前企业对市场的感知对聚酯价格走势认为短期有上涨可能，但空间不大，因为需求难
以改善，更多是跟随原油走势。

三、印染企业

印染企业一
该企业拥有生产基地 6 万多平方米，建筑厂房 2.2 万平方米，先进生产设备 80 余台套，年印染能力 2 亿米，
现有员工 700 多人，是一家纺织印染为一体的生产型企业。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 2019 年订单情况相较去年有所下滑，八月中旬之后，旺季订单逐步收到，下游需求逐渐恢复，客户下
单积极性提高，生产负荷也提升了，目前订单排期到 10 月底。。2、原料情况
原料一般备 10 天左右的量，基本不囤原料，保持随用随买。
3、开工率
生产线现产能利用率 90%，维持高负荷生产。
4. 调研总结
今年整体行情是很差，市场环境也不好，整体形势比较严峻，下游的需求一直不好，目前看下半年的旺季
订单情况有所好转，但也要看持续性，现在很难判断。

印染企业二

该企业是一家专业研发、印染中高档纺织面料为主的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占地面积 30 公顷，建筑
面积 15 万平方米，总投资 7.5 亿元，现有 2 条轧染生产线 11 条印花生产线，机缸染色 28 台。
1、生产经营和开工情况
公司基本适合各种织物印花，年生产能力达 1 亿多米，今年订单情况较去年同期明显减少，现开工率在 50%，
近期订单未见好转，因开工率低目前国庆节员工进行轮休，10-11 月也是传统旺季，主要看印花订单能否增
长，希望能有好转。
2、生产原料染料年初涨得较多，现已回落不少，但因生产不景气不敢过多囤货。
3、对印染行业看法认为，经过这几年的大力整改，印染能力大幅提升，竞争加强，但在订单量减少情况下
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今年利润可能会亏。

四、服装企业
服装企业一
该企业主营：纺织品制造、加工、销售。原材料包括棉纱、长丝、绵纶、竹纤维、新型面料等，进货主要
来源于绍兴柯桥、宁波柯桥，订单主要为外贸单，总体淡旺季不明显。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6 年，这十多年来，每年小有利润，一直稳扎稳打，公司从 18 年开始转型，从之前单
一的外贸单向外贸兼顾内销转，也从线下往线上转。今年以来，纯外贸企业影响大，而内销影响稍小点。
1、开工率：
90%开工率，工人全部为本地人，稳定性较好，订单已接到 12 月份，相比去年，订单相对稳定。
2、加工费与利润：
作为传统加工业，今年利润预计会略有所上升。转型带来的利润明显。
3、贸易战：
贸易战对外贸业务影响明显，而对内销影响稍小。
4、电商：
电商业务，营销成本占比较大，经过 1 年多的过度，已见稳定盈利。
5，抱团营销：
今年以来，本地多家企业抱团作线下营销，共同渡过行业的冬季，截止本月利润已趋稳定。
国庆：
1 号－5 号休息。
总结：
对后期总体乐观。但是作为传统行业还是强调稳健。贸易战对行业的影响越趋严峻，外贸订单竞争更趋激
烈，国内订单情况则趋于稳中有升，接下来重心会以内贸为主。而原材料的产购，一般外贸订单以接订单
同步采购原料；而内销则不一定，也有部分是随后原料价格波动而采购，原料波动带来的风险一般可以转
嫁到产品订价。

服装企业二
该企业建立于 1992 年，扩建于 2001 年，本公司厂房占地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总资产达 1000 余万元．现

有技术人员 20 多人，员工 100 余人。主营：生产围巾，方巾，披巾以及披肩．
1、生产情况：企业主要生产围巾和披肩为主，目前企业的开工率 85%左右，订单已经接到 11 月了，成品库
存出库很好基本没有库存。
2、库存：
他们的原料库存保持在一周左右，主要是企业的规模一般，考虑的资金和原料价格的波动他们不敢订太多
的原料库存，成品库存基本没有，他们都是依据订单量来生产产品。
3、调研总结：企业今年整体利润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上半年的订单需求实在是太差了点，利润也不高，
目前订单方面还行有所好转，但是跟去年比还是降低不少，利润方面一直很低，往往在走量生产。

服装企业三
该企业创建于 1998 年，总占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各种高、中、低档围巾帽子、手套、
披肩等系列产品的生产厂家。产品远销日本、中东、东南亚、欧美等国
1、生产情况：
开工率目前 80%，今年整体订单偏少，目前订单接到 11 月初，他们比较悲观认为到现在下游目前的订单依
然不是特别好，今年估计想要有大的机会比较困难了
2、库存：
成品库存他们是没有的，他们都是按照订单生产，目前的话原料库库存大概 5 天左右的样子，主要现在开
工率不高，订单少，去年都是一周的库存的
3、行情看法，总结；
临近国庆，pta 还是以震荡为主，目前往上和往下的空间都不是很大，往下目前只有 700 多的加工费导致
PTA 不可能大幅度下跌，10 月份新凤鸣装置的投产以及下游纺织聚酯的订单情况一般导致往上的空间也不
大，个人觉得还是震荡行情在 5000-5300。

五、纺织企业
纺织企业一
该企业拥有标准厂房 1.1 万平方米，现有员工 100 多人，80 多台专用生产设备，年生产能力 1200 万米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 2019 年订单情况相较去年有所下滑，之前淡季行情，订单量下滑也较多，八月中旬之后订单逐步改善，
下游需求逐渐复苏，客户提高下单积极性，目前订单排期到 10 月底。。
2、原料情况
原料一般备 10 天左右的量，基本不囤原料，保持随用随买。
3、开工率
生产线现产能利用率 90%，维持高负荷生产。
4. 调研总结
今年整体行情是比较差的，主要是市场环境不佳，整体形势也比较严峻，下游的需求一直不旺，目前看下
半年的旺季订单情况有所改善，持续性也要走一步看一步，不太敢太乐观。

纺织企业二
该企业成立于 1995 年 2 月，主营：针织系列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厂区占地 10000 平方米，使用面积 16000
平方米，现有职工 1000 人+，固定资产 1500 多万，拥有 3G－16G 横机 1000 台+，其中半自动横机 200 台，
年产针织衫 150 万件，85%出口美国，15%出口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主要客户有 MMG、MAST、GAP、CALVIN KLEIN、
CHAUS、MAY、JOENS、TAGRT 等。
原材料随订单下，大部分来自桐乡及嘉兴等地，80%为棉纱。订单的输送是通过外贸公司在香港等第三方地
区或国家中转再到达客户的。
1、开工率：
80%。相比前两月提升了 10 个百分点。
2、利润：
同比下降 20%。环比有所提升。
3，现状：
订单已接到 12 月份，相比去年，订单略有下降。订单的 60%是外包的。9 月订单相对于上月提升明显。本
月 24 小时工作，厂区内是两班倒，每个周日晚上停机一个晚上。
4，国庆：
休息 1－5 号。
5、总结：
总体乐观。全球经济形势稳中见好，订单情况相比上季度有所好转，利润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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