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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商品每日数据 

1.1. 白糖   

现货 柳州 南宁 昆明 鲅鱼圈 日照 单位 

价格 5670.0 5680.0 5550.0 5830.0 5815.0 元/吨 

折盘面 5670.0 5680.0 5650.0 5740.0 5725.0 元/吨 

涨跌 -10.0 -10.0 -5.0 0.0 -55.0 元/吨 

期货/月间价差 1 月 5月 9月 基差 5-9价差   

价格 5828.0 5886.0 5573.0 -158.0 -58.0 元/吨 

涨跌 -35.0 -32.0 -8.0 25.0 -3.0 元/吨 

库存 仓单 有效预报 小计       

数量 28717.0 145.0 28862.0   张 

增减 -370.0 0.0 -370.0   张 

外盘 ICE3月 ICE5 月 ICE7 月  ICE10 月     

价格 19.7 19.3 18.8 19.0  美分/磅 

涨跌 0.2 0.2 0.2 0.2  美分/磅 

果葡糖浆 F55 价格   同等甜度价差       

当前 2750.0  2423.2   元/吨 

涨跌 0.0  -10.0   元/吨 

泰国进口糖 升贴水 配额内成本 配额内利润 配额外成本 配额外利润   

当前 1.03 4898.0 917.0 6252.0 -437.0 元/吨 

涨跌 0.00 -75.0 20.0 -98.0 43.0 元/吨 

内外巴西 升贴水 配额内成本 配额内利润 配额外成本 配额外利润   

当前 -0.46 4946.0 869.0 6314.0 -499.0 元/吨 

涨跌 0.00 -75.0 20.0 -99.0 44.0 元/吨 

 

数据来源：浙商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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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棉花 

现货 3128，全国平均 3128，新疆 3128，山东 3128，江苏 CotLookA 指数 CN Cotton B 单位 

价格 18221.5 18300.0 18310.0 18410.0 102.9 18285.0 元/吨；美分/磅 

涨跌 -155.4 -200.0 -100.0 -200.0 9.7 -290.0 元/吨；美分/磅 

期货/月间价差 ZCE1 月 ZCE5 月 ZCE9 月 基差 5-9 价差     

价格 17420.0 17320.0 17615.0 856.0 100.0  元/吨 

涨跌 -120.0 -25.0 -185.0 -20.0 -95.0  元/吨 

库存 仓单 有效仓单 小计         

价格 6841.0 498.0 7339.0    张 

涨跌 -176.0 0.0 -176.0     张 

替代品 1.4D 直纺涤短 粘胶短纤 棉-涤 棉-粘       

价格 6900.0 12700.0 11376.0 5576.0   元/吨 

涨跌 10.0 -20.0 -150.0 -120.0   元/吨 

ICE2 号棉花 ICE3 月 ICE5 月 ICE7 月  ICE10 月 ICE12 月      

价格 92.0 91.6 89.8 94.2 92.9  美分/磅 

涨跌 -0.5 -0.5 -0.4 -0.9 -0.4   美分/磅 

美国进口棉花 1%关税 滑准税 40%全关税 25%关税 滑准税+25%     

价格 17011.0 17150.0 23352.0 20871.4 21437.5  元/吨 

涨跌 0.0 0.0 -24.8 -22.1 0.0   元/吨 

印度进口棉花 1%关税 滑准税 40%全关税         

价格 16058.0 16206.0 22039.2    元/吨 

涨跌 40.0 39.0 30.9      元/吨 

纱线 OEC10S KC32S 
棉纱生产利润 

（KC32 支） 
JC40S 印度 C32S 国内-印度   

价格 15160.0 27160.0 1857.0 31320.0 26720.0 440.0 元/吨 

涨跌 -20.0 -40.0 157.0 0.0 0.0 -40.0 元/吨 

 

数据来源：浙商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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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商品——SR/CF 

2.1. 生产利润 

 白糖生产利润 

 

  

数据来源：浙商期货研究中心 

2.2. 进口利润 

白糖进口利润                                           棉花进口利润 

 

 

 

数据来源：浙商期货研究中心 

2.3. 库存 

全国食糖工业库存                                       全国棉花商业库存   

 

 

 

数据来源：浙商期货研究中心 



 
 
 

 
[table_page] 软商品研究 

 

http://www.cnzsqh.com/ 5/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3. 基差与价差 

3.1. 基差 

白糖 1 月基差  棉花 1 月基差 

 

 

 

 

3.2. 品种价差 

白糖 1-5 价差  棉花 1-5 价差 

 

 

 

数据来源：浙商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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