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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研 信 息 正 文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7 日华实项目组共调研，1 家 PTA 工厂，1 家聚酯工厂，2 家涤纶企业，1 家加弹企业，
4 家纺织企业，7 家服装企业。现将情况汇总如下：

一、PTA 工厂

该企业专业生产精对苯二甲酸（PTA）的现代化大型石化企业。公司坐落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1030
亩，目前拥有总资产 70 亿左右、员工 600 余名，已形成年产销过 100 亿的规模，是宁波市重点扶持的百亿
工程企业之一。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PTA 生产工厂，舟山浙江石化 4000 万吨的炼化一体化装置正紧锣密鼓进行中，一期 2000
万吨对外宣称 11 月底能初步投产，实际大概率将延后，二期 2000 万吨预计在 2020 年投产，4000 万的装置
届时生产 PX800 万吨，同时另外还有苯乙烯等产品，成品油比率压缩至 35%左右。另外中金石化一期 200
万吨芳烃装置也正常运行，年产 PX130 万吨，中金石化二期 230 万吨芳烃规划中，预计 2020 年投产。此外
在宁波镇海中金石化边上还有 660 万吨的 PTA 装置建设中，一期 330 万明年二季度前后投产
开工订单情况：
目前装置都正常运行， 220 万装置 18 日短停三天，目前已经开起来，但还暂未出合格品，另一套 200 万装
置 11 月份有检修计划，检修大约持续 15 天，目前产品供应正常，合约货都正常交付。今年合约货比例较
去年有所下降，明年预计合约货比例还将继续下降。
库存和加工费情况：
目前工厂 PTA 库存不高，维持在 5 天左右，近期已有开始卖远期货，加工费目前仅维持在 700 左右，按这
两年的供应格局看，当前的加工费已经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挤压空间有限。
其他信息点：
对行情看法上，认为 PTA 前几日经过连续下跌后，不管是加工费方面考虑或者还是盘面技术面考虑，可能
短期下跌空间不是很大了，甚至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小反弹，但中长期看，趋势还是偏弱考虑，归根到底，
整个产业链现在主要还是受制于下游需求的低迷，和 MEG 相比，PTA10 月份因为有工厂检修在挺价，否则
跌势也会和 MEG 一样剧烈，11 月份还有几套装置存在检修计划，这也是短期内 PTA 下跌空间有限甚至会出
现反弹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 11 月检修的同时还有新凤鸣新产能的投放，导致目前下游市场氛围不是很乐
观。

二、聚酯工厂

该企业是一家专业从事瓶用 PET 研发、生产和经营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公司地处中国长三角经济区腹地—
—海宁市尖山新区。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 25 万吨于 2010 年 9 月投产，二期 40 万吨于 2012 年 3
月投产，三期 55 万吨于 2017 年 3 月投产。届此，公司已实现产能 120 万吨，产值超百亿，成为全国行业
龙头企业。
开工订单情况：
目前有 120 万吨的产能，另外在重庆地区有 120 万吨新产能建设中，其中一套 60 万吨预计明年 1 季度底能
投产。当前现有产能负荷保持在 7 成左右，近期企业产销较低，平均仅维持在 6-7 成左右，降负到 7 成主要
也是出于产销低的考虑。
库存利润情况;
目前企业原料 PTA 和 MEG 主要都还是以合约货为主，合约货比例均达 8 成以上，其余现货采购，原料库存
满足正常生产需求，成品库存偏高，高达一个月左右。利润方面，目前市场瓶片价格折算利润基本在盈亏
线附近，但如果接到大的标单，订单价格下压厉害，就会有相应出现亏损，整体利润情况较差。
其他信息：
相比长丝，瓶片的季节性因素更加明显，从 8 月份开始，瓶片市场已经出现疲软迹象，到近一个月，基本
产销就做不平了，
上游虽然 PX 和 PTA 利润都被挤压的很厉害，
但下游现阶段采购力度还是不足以支撑价格。
瓶片是因为下游需求实在太差，但目前下游长丝的订单并没有市场想象中那么差，刚需订单还是有的，供
应端过剩太多才是最近价格一直低迷的重要原因，短期来看，各大聚酯企业都在降价促销，但越降下游纺
织和终端市场采购越谨慎，就对价格越造成拖累，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现阶段只有聚酯企业大幅减产或者
原油端出现重大利好，盘面才会有真正的反弹。

三、涤纶企业
涤纶企业一
该企业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涤纶、丙纶丝、纺织面料；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1、开工订单情况:
目前正常生产经营，主产切片、POY、DTY、FDY,日产量总共 680 吨左右，目前整体产销基本都能做平以上，
今日产销达 300 以上
2、库存利润情况：
原料 TA、EG 都以合约货为主，其中 TA 是自家上游供应，按正常生产拉货，几乎没多少库存，成品库存平
均在 11 天左右，不高，利润方面，随着近期促销降价潮的开启，聚酯产品回落较快，基本上和市场在测算
的利润差不多。
3、行情看法：
多空因素交错，短期预计还是会在低位震荡为主，偏多的因素是当前 PTA 加工费压缩到这两年内的最低水

平，继续挤压的空间有限，聚酯工厂库存压力不大，不会有大范围降负，最重要的是下游由于都是刚需采
购，原料库存都是在低位，这种情况下也是最容易出现炒作拉升行情。偏空的因素则在于下游订单依旧低
迷，到目前为止，国内双 11、国外圣诞等订单基本都结束了，接下来下游的订单预计只会更差。

涤纶企业二
该企业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主要生产经营各类功能性、差别化复合纤维及从事化纤高新技
术的四技服务，拥有进口先进生产设备 100 多台套，现有员工 110 人，具备年产一万吨生产能力。
生产经营情况：
今年经营情况较去年同期要差，需求较去年同期下降，库存较高，现生产线产能利用率 80%，近段时间销
售稍有好转，降了点库存，原料有 150 吨库存，这段时间切片价格比较弱势，促销活动多，备货不多够用
就行。
调研总结：
该公司对今年经营情况持中性，认为纺织行业是传统过剩行业，传统产品需求不足的年份占多，但对特种
规格产品需求量在增加，特别是国内对高档产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对特种面料需求也在增长。对原料
价格的看法认为经过近期弱势横走之后，产业链利润率趋于合理，价格逐渐步入理性，在下游需求不足情
况下，短期以震荡筑底为主。

四、加弹企业

该企业注册资本为 3420 万元，占地 2 万余平方米。本企业现有 12 条 FK6-1000 型高速弹力丝生产线和 38
台 HKS 高速经编机，专业生产 DTY 涤纶低弹网络丝和各类经编面料，2010 年起每年销售超亿元。
开工订单情况：
目前加弹机全开，经编机开 6 成，开工负荷按订单情况进行调节，现阶段经编订单不怎么好，海宁地区普
遍 KS 经编机订单还勉强能维持一部分生产，双轴向经编的订单则很差，双轴向产品库存也很高。
库存利润：
目前这种状态企业尽量保持原料和成品低库存，原料按订单需求采购，成品都按订单发货，没有单子的时
候宁可停机也不多采购多生产，利润方面，订单虽少，但接到的单子基本都能维持低薄利润，这点比原料
暴涨暴跌时期要好很多。
行情看法：
前几年的经编机的盲目扩张带来的后果到目前仍在发酵，供应大量过剩，经编企业大部分时间无法开足负
荷，短期内这种局面无法解决，只能等待行业的洗牌，下游采购心态谨慎，对行情无法起到推动。对年内
行情不抱乐观态度。

五、纺织企业

纺织企业一
该企业是一家集加弹，织造，印染，成品制作于一体的家纺生产，企业占地面积 3 万多平米，生产厂房建
筑面积 1.6 万平米，现有员工 400 余人，注册资本 306 万美元，公司拥有 90 多台先进生产设备。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今年的订单情况比较差，前期的淡季行情，订单情况下滑较多，企业降低了生产负荷，八月中旬以后，
订单情况开始恢复并有所增长，目前订单情况不错，排期排到 12 月初。
2、原料情况
原料一般备 7 天左右的货，没有囤原料的打算，也有部分订单是客户提供原料代加工的。
3、开工率
生产线现产能利用率 90%，处于满负荷生产中。
4. 调研总结
认为 2019 年上半年行情很糟糕，而下半年的旺季行情还不错，形势比之前好转不少，利润情况还是比较差，
多数订单都没啥利润，跑量生产。

纺织企业二
该企业主要从事石化、化纤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具备芳烃 200 万吨、精对苯二甲酸（PTA）1300 万吨以
上、聚酯 200 万吨以上、纺丝 100 万吨、加弹 45 万吨的年产能.聚酯及纺丝、加弹配套项目的生产规模、原
料单耗及产品质量均处于国内同行的前列，综合能耗处于行业先进水平，其中在新建的差别化项目中，在
国内首次引进了具有卷绕自动落丝—输送—检测—中间立体仓储—包装等全自动一体化功能的德国高端工
业自动化纺丝设备，代表了国际先进水平。
企业背景：
企业近些年主要精力都发展上游环节，自身的产能扩张很缓慢，目前企业自身长丝产能 100 万吨，2017 年
收购绍兴 xxx 之后，聚酯产能已正常恢复生产，总的聚酯产能在 140 万吨左右。后期还有 50 万吨长丝新产
能及 120 万吨瓶片产能在建设中，预计明年投产。原料 MEG 主要是合约货采购，PTA 则都是自家逸盛供货。
开工和订单情况：
目前企业开工率 100%，没有减产计划。订单方面，企业下游客户中 70-80%的客户都是极其稳定客户，所以
不管淡季还是旺季，下游客户拿货的节奏比较稳定，另外还有一点，荣盛的下游客户每年必须拿货达到一
定的量才能从荣盛拿到返点，所以整体订单还算稳定。虽然近些日子有部分聚酯工厂产销较差，但荣盛自
身的产销并不差，8 月开始平均产销都能做平以上。
库存和利润情况：
目前企业的产品库存各品种平均在 15 天左右，仍属正常水平，比其他的聚酯工厂普遍多三五天的量。利润
方面，由于近期各大聚酯工厂的降价促销，聚酯产品利润回落非常明显，切片还有少量利润，FDY 已回落至
盈亏线。
其余信息点：
对今年剩下时间的行情，虽不抱很大希望，但也没有绝对悲观，认为今年到目前为止 PTA 工厂和聚酯工厂
的运营还都是良性的，至少聚酯产品都能消化掉，库存压力不大，部分品种还有少量利润，这种情况下聚
酯工厂对降负的态度不会很坚决，而下游织造在目前的开工率下刚需上也勉强能维持聚酯工厂现有负荷，
累库到极点还有一定的时间空间，在期间 PTA 应该不会继续出现更深幅度的下跌，现在聚酯工厂最害怕的
是今年下游织造企业在订单一直没有起色的情况下元旦后提前放假停产。另外一点，认为 PTA 真正艰难时
期的开端应该是从恒力 250 万装置投产的时候。

纺织企业三
该企业成立于 2010 年，注册资本 600 万美元，拥有标准厂房 3.6 万平方米，拥有加弹机和纺织机等配套设
备，年生产能力达 3000 万米。
生产经营开工率情况
生产线已从 8 月下旬产能提高到 100%，已签订单可以生产安排到 12 月份，现有订单可以生产到 11 月底，
订单为销往巴西的外贸单,但近期外贸单资金回款周期延长，有点压货，资金未到账情况下不敢发货，仓库
有点累库，但机台还是满开了。生产原料仍以随用随购为主，不囤货，以合同价结算。
2、近期询价客户较多，市场稍有所好转，pta 原料估计短期还是弱势震荡为主，小幅反弹有可能。

纺织企业四
该企业主营：纺织原料销售；纺织品制造、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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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主要来自于江浙沪地区，同时也通过外贸
公司销往澳大利亚等地。一年下来 7、8、9 月份相对为淡季，过了圣诞节，外贸订单增多，过了农历的新
年，国内也迎来了旺季。一般根据订单来购买原料，原料库存为一个月左右，订单结算一般也一个月一结。
1、开工率：
80%，24 小时运作，订单已接到 3 个月后，相比与上半年，订单略有上升，作为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由
于熟练工走失明显，人力不足是个大问题。
2、利润：
作为传统加工业，今年以来利润一直不佳，不过 9 月以来有所改善。但相对去年同期还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3、订单：
9 月开始订单有所增加，目前接的订单可以做到 1 月。环比有所上升，同比下降 18%加。
4、现金流：
今年上半年略有亏损，下半年稍好，但未有盈利。
5、总结：
平时，因行业特殊性，为规避风险一般接订单时也收 30%的押金，同时下单原材料，以规避原料价格上升
引起的风险。外贸战对纺织行业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今年的形势相对比较严峻，订单情况相比往年是大幅
度下降，利润还是趋于零。 但对后市则是相对乐观的，认为国家会出相关的利好政策。

六、服装企业

服装企业一
该企业拥有生产基地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先进生产流水线 11 条，生产设备 600 余台，员工 600 多人。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的订单情况比较差，新增订单在八月中下旬出现了较好的增长，最近 2 个月的订单情况
都不错，能维持较高的开工率，目前订单排期已经到年底。
2、原料情况
原料一般备 7 天左右的量，企业流动性较差，原料不敢多进，成品库存基本没有。
3、开工率
生产线现产能利用率 95%，基本满负荷在生产。
4. 调研总结
2019 年整体经营情况出现下滑，幅度比预期的要小一些，得益于下半年旺季订单情况表现较好，提升了整
体的营收水平。

服装企业二
该企业注册资本 983 万元，成立于 1990 年，绍兴首批日资投资企业，拥有标准厂房 1.4 万平方米，员工 400
余人，全套日本进口缝纫设备，配备 18 条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达 80 万件/套。
目前整体订单量比较充足，开工率 90%，基本满员在生产，主要系企业除出口日本的订单外，平时也承接
国内订单，客户群体较多，同时加工质量口碑也比较好，订单还能保证，目前在生产淘宝商户订单，为双
十一做准备，主要在生产休闲装和格子裙，但加工利润情况较差，国内订单竞争激烈，加工费一直在走低，
现基本维持低利润高开工的生产状态，在手冬装订单也有，可以做到 11 月底。

服装企业三
该企业主营针织服装、纺织品制造、销售；坯布、服装辅料销售；服装绣花、印花；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贸易。
公司 70%的订单来自于外贸单，与欧美、澳洲、非洲的 10 余个国家保持有业务往来。2018 年以来的订单主
要集中于南美洲。另有 30%做的是国内订单，接单来源于“东方购物”和厂区促销。
上游原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采购。一，如果少量的，就成布直接购于绍兴柯桥；二，量大的，一般从江西
（金元亚麻有限公司）
、江苏、浙江慈溪等地购纱，随后到柯桥纺纱、染布。
开工率：
100%开工率，大功率的机器常年运转中，作业人员 140 人。
库存：
外贸，原料库存 1 周左右。一般随接单下原料，但偶尔也有晚 1 个月左右产购。
内贸，一般随用随购。
订单情况：
过了 7、8 月的传统淡季，9 月、10 月的新增订单已经接到过年前。
环比：
订单量、利润环比小幅上升。
10 月亮点（拓展的新业务）
：
被 POLO SPORT 授权生产及销售 POLO SPORT 品牌内衣、家居服产品在国内的生产及销售。授区区域为除旗
舰店以后的所有电商及团购平台。
总结：
2019 年开年以来行业总体不景气，现在订单接得越多，亏损也越多。今年来外贸总产值 2200 万，利润不到
20 万。内销方面除了电视购物，于 6 个月前也增加了厂区内设门市销售，同时也辅以流动社区摊位。目前

厂区内工人 140 人，每月人工支出在 65 万+。

服装企业四
该企业主要经营项目为服装、服饰制造、销售。公司发展比较稳健，全年订单 80%以上来自于外贸，主要
是欧美等地,直接对接外贸公司的订单或代加工业务。同时内销方面也接公司大批的制服之类的。原料主要
来自于省内柯桥、慈溪等地。如果接的是代加工业务，则原料由上家提供，收 5－100 每件的加工费。
开工率：
共有横机 96 台，开工率 65%，24 小时运作。
加工费与利润：
上下游相对比较固定，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对利润的的影响不明显。从 2017 年末开始订单增长明显。但 2019
年以来又走下坡路。但 2019 年 9 月以来略有起色。
库存：
平时随订单下原料单，一般不做库存的。
影响因素：
相对原料价，平时更关注汇率的变化，但今年对贸易战的观注更多一点。
外贸战影响：
2019 年，外贸战的影响从隐性向显性转化。最明显表现，订单量及利润大幅度双降。
总结：
服装行业总体是越来越难做，利润越趋下降，竞争也越趋激烈。今年外贸订单量及利润大幅度双降，影响
巨大，下一步不得不考虑转型。平时对原材料的价格变化有所关注。

服装企业五
该企业主要经营项目为服装、针织品制造、加工、销售。目前公司主要做工作服订制。订单主要来自本地
各企业，面料不限，多为涤纶，少许纯棉（大概占 25%左右）。原料多来自于绍兴等地。
1、开工率：
70%。主要问题在于总体经济不景气，订单减少，同时人员流失严重。
2，订单：
目前接的订单可以做到 12 月底，相对往年，订单少了 30%左右。
3，加工费与利润：
订单主要为各种类型的工作服，平均每套利润 30－35 元，人工费 15 元，工人为计件工资，每个员工每个
月的收入大概在 4000 左右，相比往年，下降 30%以上。利润同比、环比齐降。
4，库存：
几乎无库存，随接单下订货单，几乎无时间差，同时上下游相对比较固定，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对利润的的
影响不明显。
5、总结：
公司多年来一直以做工作服为主，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形势比较严峻，2019 年开始也尝试接代加工业务。
2019 年截止本月收支勉强平衡。对后市相对悲观，认为目前实体经济、股票都不好，要想好转可能还需要
1 年 2 年。

服装企业六
该企业主营针织服装、纺织品制造、销售；坯布、服装辅料销售；服装绣花、印花；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贸易。
公司主要接北美订单，同时北欧洲、南美、澳洲、非洲的 10 余个国家保持有业务往来。上游原料主要分为
两种情况采购。一，如果少量的，就成布直接购于绍兴柯桥；二，量大的，一般从江西、江苏、浙江慈溪
等地购纱，随后到柯桥纺纱、染布。上游供货商相对比较固定。
开工率：
80%。环比有所上升，同比则下降。
库存：
零库存。随接下单购原料。
订单情况：
相比于 2018 年的相对稳定，2019 年从年初开始的不断下降，到 9 月又有所上升。不过截止本月底，同比环
比都是大幅下降。就本月数据而言，同比下降 20%，环比略有上升。
利润情况：
下降。主要受订单影响，原材料价格变化影响相对小， 2019 年利润不到 2%。但在行业算好的。
总结：
对于行情这一块，平时有关注，但因为随订单一周内下原料单的，认为影响不大。平时对个人理财这一块
有所关注，但对直接操作期货不感兴趣。

服装企业七
该企业主要经营服饰制造、销售。公司从设计、选材、打样、制作、销售一条龙。原料主要来自于省内绍
兴及其周边的布坯，销主要就是淘宝、京东。服饰用料以全棉为主，大概占总量的 70%,涤纶占 30%左右。
开工率：
100%开工。不过常年看，开工率也在 80%以上的。
加工费与利润：
薄利多销，相对稳定。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对利润的的影响不明显。倒是人工费这块压薄了利润，同时网络
的运营成本比较高。
订单：
无固定订单，主要是网销。目前的网络销货渠道比较多，主要以淘宝网为主。去年下半年开始增加了微商
渠道，同时也通过建群做厂区现货销售。
库存：
常年会备 3 个月左右的原料库存及 1 个月左右的成品库存。不过去库存相对比较稳定。
利润：
年利润 7%左右。同比、环比均有下降。
总结：
公司主营服饰里的童装这一块，对前景看好。18 年总体情况比 16、17 年好，销量稳定，但 19 年订单这块
变化不大，利润下降幅度大，主要原因在于竞争激烈。而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对我们总体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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