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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柯桥纺织指数”20191202期纺织品价格指数收报于105.23
点，环比下跌0.12%，较年初下跌0.72%，同比下跌0.60%。

11月份中国轻纺城成交情况概述
据统计月报显示：2019年11月份中国轻纺城纺织品市场成交量为

112148万米，环比上涨28.33%，同比上涨5.36%；1-11月份累计总成
交量717037万米，同比上涨9.30%。11月份中国轻纺城纺织品市场成
交额为1866795万元，环比上涨27.82%，同比上涨10.72%；1—11月份
累计总成交额11527429万元，同比上涨13.20%。

近期，中国轻纺城市场营销环比回缩，其中：原料市场价格微幅下
跌，坯布市场价量小幅回缩，服装面料市场布匹价量小幅下跌，家纺类
产品成交价量小幅回升，辅料行情小幅下跌。

一、原料价格微幅下跌，涤纶环比小升、纯棉纱行情局部回缩
据监测，本期原料价格指数收报于81.85点，环比下跌0.01%，较年

初下跌3.66%，同比下跌3.63%。
1、聚酯行情震荡回缩，涤纶行情涨跌互现
本期涤纶原料价格指数小幅上涨。上游聚酯原料行情震荡回缩，

近期华东地区PTA现货主流4745—4780元/吨，MEG主流4620—
4660元/吨左右，聚酯切片市场报价环比小升，江浙地区半光切片现金
或三月承兑5950元/吨左右。涤纶长丝市场行情稳中偏弱，江浙地区涤
纶长丝市场交易气氛环比回缩，萧绍地区涤丝市场行情震荡回缩，厂家
报价涨跌互现，部分价格偏低品种仍有小幅上涨，FDY、DTY价格环比
小涨，涨幅在50元/吨左右，POY环比下跌，跌幅在75元/吨左右。

近期涤纶短纤价格环比小涨，销量尚可，大单可据量商谈。江浙
1.4D×38MM直纺涤纶短纤中心价在6700元/吨。PTA供应端仍存在

于新增产能投放的阶段，成本端将逐步增强；下游纱线不温不火，厂家
随用随购，库存处于低位。近期纯涤纱行情整体表现仍不理想，市场报
价基本稳定。32S纯涤纱报10950元/吨左右，45S纯涤纱报12300元/
吨左右。

2、纯棉纱行情局部回缩，人棉纱价格仍有下跌
纱线行情总体低迷，采购原料谨慎。纯棉纱近期各地纺织厂企业

开机率维持平稳，因市场行情难以出现大面积好转，下游纺造厂去库存
压力普遍较大。萧绍地区纯棉纱市场行情企稳，报价稳中局部小跌。
近期粘胶短纤市场价格环比持平，目前粘胶短纤1.5D×38mm中端实
际中心价为10200元/吨左右。人棉纱市场行情较为平淡，厂家出货心
里主导，价格整理，局部小幅下跌，30S人棉纱和40S人棉纱价格环比下
跌，大单成交价有优惠商谈。

二、坯布行情环比回缩，价格指数小幅下跌
据监测，本期坯布价格指数收报于119.49点，环比下跌0.32%，较

年初上涨0.88%，同比上涨2.27%。
本期坯布类价格指数呈小幅下跌走势。纺织市场整体行情表现一

般，常规产品市场继续走弱，市场需求局部回缩，坯布厂家订单环比小
跌，初冬季坯布下单局部回缩，春季订单局部小跌，实际成交环比小
跌。其中：混纺纤维坯布行情明显回缩，价格指数呈一定幅度下跌走
势，T/C涤棉纱卡坯布、涤棉府绸坯布、涤麻坯布、锦棉麻坯布市场价量
环比回缩；天然纤维坯布需求环比回缩，价格指数呈小幅下跌走势，纯
棉纱卡坯布、纯棉帆布坯布、纯棉府绸坯布、纯棉巴厘纱坯布市场成交
环比回缩；拉动坯布类总体价格指数小幅下跌。

三、服装面料销售继续回缩，价格指数小幅下跌
据监测，本期服装面料价格指数收报于 117.08 点，环比下跌

0.14%，较年初上涨0.26%，同比下跌0.06%。
本期服装面料类价格指数小幅下跌。下游整体市场交易有所降

温，江浙织机综合开机率环比下降，终端工厂目前正在赶制国外圣诞节
订单，订单货基本进入尾声，12月份开始订单将逐步减少，因此预计江
浙织机负荷有望下降。部分明年春夏季订单下达，但订单量不大，产品
走货速度一般。因秋冬服装面料走货进入尾声，初冬面料走货并不顺
畅，轻纺城传统市场服装面料销售环比跌。其中：纯棉面料、涤纶面料、
涤粘面料、涤氨面料、粘胶面料、锦纶面料、锦棉面料、麻粘面料成交价
量不等量下跌；拉动服装面料类总体价格指数小幅下跌。

四、家纺营销环比回升，价格指数小幅上涨
据监测，本期家纺类价格指数收报于102.01点，环比上涨0.59%，

较年初下跌0.05%，同比下跌0.09%。
本期家纺类价格指数小幅上涨。近期，轻纺城家纺市场销售环比

回升，整体成交小幅上涨。至目前，轻纺城家纺市场营销环比小增，创
新色泽花型面料订单发送量环比回升，兼具时尚元素创意产品现货成

交和订单发货环比增长，价格小幅上涨。其中：床上用品类成交明显回
升，价格指数呈一定幅度上涨走势；日用家纺类成交环比小升，价格指
数呈小幅上涨走势；窗纱类现货成交和订单发货环比回升，价格指数呈
小幅上涨走势；窗帘类现货成交和订单发货环比推升，价格指数呈微幅
上涨走势；拉动家纺类总体价格指数小幅上涨。

五、市场行情环比回落，辅料指数小幅下跌
据监测，本期服饰辅料类价格指数收报于130.32点，环比下跌

0.98%，较年初下跌1.64%，同比下跌1.38%。
本期服饰辅料类价格指数小幅下跌。近期，轻纺城传统市场服饰

辅料行情环比回落，至目前下游企业备货局部减少，现货成交和订单发
货呈现环比下降走势。花边类行情明显回落，价格指数呈一定幅度下
跌走势；衬料类行情明显回落，价格指数呈一定幅度下跌走势；带类成
交环比回落，价格指数呈小幅下跌走势；服装里料类成交环比回落，价
格指数呈小幅下跌走势；拉动辅料类总体价格指数小幅下跌。

六、后市价格指数预测
预计下期轻纺城整体行情将呈震荡回缩走势，大众面料供给有所

下降，市场营销震荡小跌。厂家库存普遍都高，销量下降，资金更是很
紧张。在织造市场下单数量减少、后劲不足的情况下，市场或将呈现局
部下行走势。后市初冬季面料成交显现不足，春季面料下单相对有限，
织造企业开机率局部显现不足，印染企业产出局部小跌，预计传统市场
成交将震荡回缩，整体市场成交将呈现震荡小跌走势。

市场营销环比回缩，价格指数小幅下跌
——20191202期价格指数评析

CHINA·KEQIAO

发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编制单位：中国轻纺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中国·柯桥纺织指数”编制办公室
中文网址：http://www.kqindex.cn/
英文网址：http://en.kqindex.cn/

电话：0575-84125158
联系人：尉轶男 传真：0575-84785651

v中国·柯桥纺织指数

如图1、图2所示，2019年11月份外贸景气
指数收于817.81点，环比上涨5.00%，较年初比
上涨17.72%，同比上涨8.07%；外贸价格指数收
于 171.97 点，环比上涨 4.10%，较年初比上涨
9.56%，同比上涨 2.78%；外贸信心指数收于
1336.93点，环比上涨8.06%。

11月份，绍兴市柯桥区纺织品服装出口额环
比推升，纺织品出口呈现逆势增长走势。随着中
国企业积极创新升级并向海外布局，中国纺织服
装行业仍将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在国际市场保持
竞争力。出口纺企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一带
一路”建设红利为柯桥区纺织外贸发展助力，纺
织品服装出口环比推升。致使20191125期外贸
景气指数环比上涨，外贸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一、海外市场继续拓展，外贸景气指数环比
上涨

11月份绍兴市柯桥区外贸纺织企业景气指
数环比上涨，国际市场积极开拓，海外买家备货
采购局部推升，“圣诞季”外商采购带来利好，外
贸企业新增订单量和出口货物量环比上涨。其
中：化学短纤面料类外贸景气指数环比上涨
2.55%；窗帘帐幔类外贸景气指数环比上涨
1.74%；浸、涂、包覆纺织物类外贸景气指数环比
上涨3.85%；拉动外贸景气指数环比上涨。

1、中美同意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在11月
7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
峰表示，如果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应当
根据协议内容，同步等比率取消加征关税，这是
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随着中美贸易谈判利好
消息传来，市场预期向好，信心有所恢复，从国内
棉纺织市场看，棉花、棉纱期现价格均有所回暖。

2、首次走进非洲，开启对非丝路合作新篇章。
11月4日，由19家柯桥区企业组成的“柯桥国际纺
织之都展团”远赴尼日利亚参加为期4天的第33
届尼日利亚拉各斯国际贸易展览会，展团由轻纺城
集团下属全球纺织网、网上轻纺城、易纺会展具体
执行，首次依托第33届尼日利亚拉各斯国际贸易
展览会设立“柯桥国际纺织之都展中展”，首次试行

“企业点单——政府团购——拎包参展”的服务模
式，以“统一组织、统一布展、统一宣传”方式，整体
推介柯桥纺织产品和区域品牌形象，助力柯桥企业
开拓非洲新兴市场。展会首日，“柯桥国际纺织之
都”展团区域人气旺盛，参展成效良好，远望贸易在
现场就签下3万美金订单。

二、创新产品价格环比回升，外贸价格指数
环比上涨。

11月份，外贸价格指数呈现环比上涨走势。
其中：化学短纤面料类外贸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6.25%；刺绣品类外贸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4%；
浸、涂、包覆纺织物类外贸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6.24%；拉动外贸总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浙江制造”柯桥出品，18家企业制定了
“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目前柯桥区有18家企
业制定了“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12家企业的产
品通过“品字标浙江制造”产品认证，其中今年取
得“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的有6项。柯桥区企业
的“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发布数和产品认证数
量位列绍兴市前茅。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制定的《九分色平网仿数码印花涤纶面料》
也是今年通过的浙江制造团体标准，九分色平网
仿数码印花面料是“红绿蓝”2010年的专利产品，
多年来一直是公司的拳头产品，销售不衰。标准
中规定了九分色平网仿数码印花涤纶面料的技
术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等规则，标准的发
布使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行业话语权稳步增
加。据介绍，九分色平网仿数码印花与传统平网
仿数码印花相比，工艺成本下降，环境污染减小，
拥有新产品保护和防伪功能，并且有很强的生产
适应能力，可在传统网印印花企业大规模产业化
推广生产。浙江永顺窗饰材料有限公司制定了
《阻燃遮光涂层窗饰织物》，永顺窗饰主打功能性
窗帘，有防水防霉、防火耐热等各种功能，产品的
附加值比一般产品要高不少，产品主要销往欧美
各国酒店，制定标准后进一步掌握市场话语权。
拉动外贸价格环比上涨。

2、柯桥纺企积极研发创新产品。柯桥纺织
要有发展，必须要有公司，必须要有品牌。部分
绍兴规模型纺织品公司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精
力资金研发新产品，派设计师前往意大利、香港
等地考察，做到每个月都有新面料面市，成为众
多行业领域高级职业服类的首选产品。不仅在
国内销售情况理想，在“一带一路”海外市场都十
分畅销，创新产品附加值有所提振，拉动外贸价
格指数环比上涨。

3、推进印染产业转型升级。柯桥是纺织大
区、强区，纺织印染产业是柯桥区的母亲产业和
支柱产业。印染行业在柯桥上承织造、下启服装
家纺，在整个纺织产业链中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传统印染产业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环境问题
等日益突出。面对困境印染及相关行业在不断
的自我更新与技术迭代中，让这个传统的行业焕
发新机。柯桥区政府为推动印染企业向高新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推进印染产业转型升
级省级试点工作，着力打造“绿色高端、世界领
先”现代产业集群，取得了令人瞩目地成绩。活
性环保印染产品出口订单增加，价格环比提升，
拉动外贸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三、下期外贸指数预测
对于2019年12月的出口形势，预计纺织品

服装出口将呈现小幅增长走势。预计差异化、高
附加值产品需求增加，出口景气指数将呈现震荡
推升态势。加强纺织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对接，许多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布局
全球产业链。为应对近年来国际纺织服装消费
模式和采购需求的变化，许多优秀企业聚焦高附
加值环节，向加强研发和精益管理方向升级，投
入大量资金进行设备升级、智能化改造，有效提
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绍兴市柯桥区纺织企
业打造“互联网+外贸”平台，共建外贸生态系统，
跨境电商的优势将进一步发挥，纺织品贸易也将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国际市场逆势增长，外贸营销价量齐升
——2019年11月份外贸指数简析

“中国·柯桥纺织指数”2019年11月份总景气指
数收于1210.36点，环比下跌0.69%，较年初比下跌
0.30%，同比下跌3.77%。（上图为总景气走势图）

一、流通环节环比回升，流通景气指数环比上涨
2019 年 11 月份，市场总流通景气指数收于

1171.03点，环比上涨1.10%。11月份，市场营销环
比回升，纺织品流通市场行情局部呈现增长走势。

今年经济大环境的低迷让越来越多的纺织人抱
怨生意越来越难做，运营费用不断攀升，销量提升越
来越难，竞争内容不断细化……大多数纺织企业都在
谋出路、研发新产品等方面花了大心思，以求立足于
竞争激烈的行业。

中国轻纺城部分前店后厂式布业公司和规模性
经营门市对口面料研发力度继续加大，冬季创意面料
出样节奏快捷，春季产品捷足先登，挂样上市面料风
格翻新周期继续加快，适销对路的面料成交大小批量
兼具，因产品转型升级附加值较大路货产品仍有提
振，市场营销局部款增量升。

功能性面料产业无疑成了纺织行业中新的增长
点，不仅专业的老牌户外品牌在做，大量休闲运动品
牌也在不断推出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除了客户对面料的新要求以外，布老板们也很乐
意将面料往后整理方向开发。一方面纺织经济增长
放缓的大环境辐射了企业，企业要承受厂家的压力，
利润空间日渐狭小。单染色面料的利润已压缩至
10%以下，甚至更低，因此布老板想要通过后整理加
工提升面料附加值，以求利润提高。因面料源头纤维
的品种有限，以致于研发新面料的空间有限，因此布
老板只好从后整理方面下功夫研发新品，既满足消费
者追求的功能性，又满足新奇特的特性。

因下游需求局部增加，轻纺城传统市场营销呈现
环比增长态势，初冬季面料现货成交和订单发货环比
回升，春季面料订单发货环比增长，市场营销局部回
升，新风格产品现货成交和订单承接局部增加，拉动
流通景气指数环比上涨。

1、流通规模指数环比上涨。11月份，市场流通
规模指数收于1096.44点，环比上涨2.88%。因初冬
季面料现货成交和订单发货环比回升，春季面料订单
发货环比增长，创新面料成交环比增加，轻纺城内销
外贸市场需求环比增长，致11月流通规模指数环比
上涨。

2、流通成交额指数环比上涨。11月份，市场流
通成交额指数收于1119.70点，环比上涨3.00%。因
创新染色、印花产品下游需求环比回升，流通市场兼
具时尚元素创意产品成交环比回升，现货成交和订单
发货环比增长，新风格产品利润率环比回升，致使11
月流通成交额指数环比上涨。

3、流通信心指数环比上涨。11月份，流通市场
信心指数收于983.95点，环比上涨0.59%。①对市场
需求判断指数收于954.52点，环比上涨0.62%。②对
品种获利能力判断指数收于974.79 点，环比上涨
0.54%。③对本商位经营前景判断指数收于1012.88
点，环比上涨0.61%。

二、企业订单环比回缩，生产景气环比下跌
2019 年 11 月份，企业总生产景气指数收于

1210.59点，环比下跌2.67%。企业生产订单环比下
降，11月份，部分纺织印染企业开机率环比回缩，产

出环比下降，滨海印染集聚区部分企业产出环比回
缩。致使生产景气指数环比下跌。

今年纺织业行情不景气，订单数量骤减一半，织
造厂家库存增加，市场充斥着抛货信息，厂家利润普
遍低于10%，如今，又有较往年提早春节放假的消息
出现。今年纺织市场整体行情确实表现一般，尤其
对于一些生产常规产品的小织厂来说，今年特别
难，坯布价格连续下跌，资金大量投入，得到的却是
微薄的利润，甚至亏损。年底，资金紧张的情况并
未得到改善，一些厂家因此就萌生出停产的想法。
除资金紧张外，堆积成山的库存也是推动织厂提前放
假的一个原因。

家纺市场这块蛋糕已经趋于饱和，这势必导致接
下来几年家纺坯布将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纺织
老板免不了会被迫加入低价竞争。利润也难以好
转。今年的家纺行业不甚如人意，中西部产能的爆
发、中美贸易环境、以及整个宏观大环境的走弱等导
致家纺业的订单减少，利润下滑。

1、大众产品产出下降，规模指数环比下跌。11
月份，生产企业规模指数收于1492.89点，环比下跌
6.05%。织造印染企业内需订单环比回缩，大众面料
订单环比下降，常规类坯布和大众类染色、印花服装
面料及跑量类家纺产品订单承接环比下降，秋季、初
冬季大众服装面料现货成交和订单承接环比下降，拉
动生产企业规模指数环比下跌。

2、跑量产品产出下降，产值指数环比下跌。11
月份，生产企业产值指数收于1493.08点，环比下跌
5.95%。织造印染企业内需订单环比回缩，大众面料
订单环比下降，因跑量产品下游需求环比回缩，产值
环比下降，库存率环比上升,拉动生产企业产值指数
环比下跌。

3、生产企业订单下降，销售收入指数环比下跌。
11月份，生产企业销售收入指数收于1492.60点，环
比下跌6.20%，大众面料订单环比下降，喷织、针织、
经编类大众面料产出环比下降。棉麻类原料和天然
纤维坯布、混纺纤维坯布类及涤纶、涤棉、涤锦、涤氨、
粘胶类服装面料订单呈不等量下跌走势，日用家纺、
窗帘类家纺产品订单呈一定幅度下跌走势，销售收入
环比下降，库存率环比上升，拉动生产企业销售收入
指数环比下跌。

4、企业信心指数环比回升。生产景气中的信心
指数收于857.86点，环比上涨1.49%。其中：①生产
企业对市场需求判断指数收于878.16点，环比上涨
1.26%。②生产企业对品种获利能力判断指数收于
851.26点，环比上涨0.53%。③生产企业对本企业经
营前景判断指数收于847.59点，环比上涨2.41%。

三、下期总景气指数预测
2019年12月份，预计绍兴市柯桥区纺织行业总

体呈现环比小跌走势。随着季节的更替，轻纺业产品
调整转换继续扩大，后续初冬季产品成交局部显现不
足，春季产品订单承接局部仍显有限，整体行业产销
呈现震荡小跌走势。因生产企业库存率仍相对较高，
各地二级市场和服饰生产企业需求环比回缩，轻纺城
整体市场需求环比小跌，市场营销逐步下降。12月
份，中国轻纺城市场营销滞畅互现，整体行业产销仍
将环比下降，总景气指数将会呈现环比小跌走势。

产出下降流通回升，景气指数环比下跌
——2019年11月份总景气指数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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