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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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0 5620.0 5515.0 5785.0 5800.0 元/吨 

折盘面 5610.0 5620.0 5615.0 5695.0 5710.0 元/吨 

涨跌 -20.0 -20.0 -25.0 -45.0 -10.0 元/吨 

期货/月间价差 1 月 5月 9月 基差 5-9价差   

价格 5758.0 5833.0 5903.0 -148.0 -75.0 元/吨 

涨跌 -88.0 -81.0 -75.0 68.0 -7.0 元/吨 

库存 仓单 有效预报 小计       

数量 27810.0 0.0 27810.0   张 

增减 -68.0 0.0 -68.0   张 

外盘 ICE3月 ICE5 月 ICE7 月  ICE10 月     

价格 20.0 19.5 18.8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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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3.2   元/吨 

涨跌 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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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2.0 778.0 6413.0 -613.0 元/吨 

涨跌 0.00 0.0 -10.0 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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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5151.0 649.0 6582.0 -782.0 元/吨 

涨跌 0.00 0.0 -10.0 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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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9.2 18010.0 18040.0 18100.0 99.3 18060.0 元/吨；美分/磅 

涨跌 -124.6 -140.0 -100.0 -140.0 -3.7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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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5.0 17055.0 17210.0 804.0 100.0  元/吨 

涨跌 -205.0 -190.0 -105.0 0.0 -15.0  元/吨 

库存 仓单 有效仓单 小计         

价格 5740.0 518.0 6258.0    张 

涨跌 -263.0 0.0 -263.0     张 

替代品 1.4D 直纺涤短 粘胶短纤 棉-涤 棉-粘       

价格 7080.0 11800.0 11074.0 5844.0   元/吨 

涨跌 -10.0 -520.0 0.0 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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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 90.1 89.7 88.3 92.1 91.0  美分/磅 

涨跌 -1.5 -1.5 -1.3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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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54.0 16697.0 22791.2 20370.7 20871.2  元/吨 

涨跌 -315.0 -312.0 -376.2 -335.9 -390.0   元/吨 

印度进口棉花 1%关税 滑准税 40%全关税         

价格 15546.0 15713.0 21398.3    元/吨 

涨跌 -315.0 -298.0 -379.8      元/吨 

纱线 OEC10S KC32S 
棉纱生产利润 

（KC32 支） 
JC40S 印度 C32S 国内-印度   

价格 15120.0 27100.0 2094.0 31240.0 26660.0 440.0 元/吨 

涨跌 0.0 0.0 134.0 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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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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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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