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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事业部年度报告                                                        2020-12-20 

玻璃 

高歌猛进  供需紧平衡 

摘要 

2020 年的浮法玻璃行业在危机和机遇中前行。受年初疫情

影响，上半年市场需求几乎处于半停滞状态，库存累至天量，

在 4 月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玻璃市场价格接连跳水，期价一

度跌破三年来的历史低位。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后需

求逐步回升，玻璃库存快速去化，下半年价格随之一路飙升，

期货合约开启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行业出现现象级的利润

暴增。现货市场的巨大涨幅同时引发期货市场高度关注，玻璃

期货盘面价格和持仓量均创上市以来新高。 

造成今年玻璃行情 V型反转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价格规律。

上半年需求受到抑制，玻璃行业本身刚性生产，产大于销导致

库存不断堆积，商品价格应声而跌；下半年积压的需求瞬间爆

发，带动投机性需求暴增，而前期产能大幅缩减，后期产量扩

张有限，玻璃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价格牛市就此展开。 

展望 2021 年，全球经济环境依旧严峻，在经济复苏为主

线的背景下，平板玻璃现货是否持续向好。我们将从行情回顾、

供需格局、成本利润、进出口，以及后市展望等角度对玻璃行

业现状及未来进行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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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 年玻璃市场行情回顾  

回顾 2020 年，玻璃期货指数总体以 V 型上涨走势为主，期货指数 4 月份触及最低 1179.5 元，最高出现在

12月份 1989.6 元，波动幅度 810 元，振幅高达 68.7%。成交量活跃，持仓量巨大，创下历史新高，在商品市

场受到空前关注。主要是受现货价格巨大波动影响，玻璃主产区武汉地区现货价最高 2011 元，最低 1217 元，

波动幅度 794 元，高达 65.2%。 

总结全年期货行情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4月之前，春节之后疫情原因，玻璃市场需求停滞，叠加淡季影响，超水平累库，天量库存拖

累期货指数走熊，从年初 1500 元跌落至 1179 元后低位震荡运行。 

第二阶段，5月-6 月，随着疫情控制后复工复产，市场需求逐步启动，虽然时处淡季，但库存从高位持续

回落，期货指数 V 型反转，逐步恢复到年初水平 1500 元下方一线。 

第三阶段，7月至今，二季度沉寂已久的玻璃终端市场进行大规模补库操作，市场需求超预期爆发，导致

价格脉冲式上涨，投机性需求随之爆增，玻璃价格走出了一轮波澜壮阔的上涨行情。在此期间期货指数从 1500

元涨近 1900 元，三季度后期短期回调后，再度上涨至目前的 2000 元。 

图 1 玻璃现货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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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玻璃期货价格指数走势 

 

图 3 玻璃期货成交量和持仓量 

 

2 玻璃供应端 

今年以来，玻璃供给量同比小幅提升。上半年玻璃企业集中冷修停产，下半年在利润高企的情况下，厂家

复产转产生产线增加。三季度产能迅猛恢复，复产及新点火投产的生产线较为集中。但随着产能逐步转化成产

量，后期增量产量逐渐减少，四季度以来供应逐步趋于稳定。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11 月份平板玻璃产量为 8351 万重箱，同比增加 7.4%；1-11月份平板玻璃累

积产量为 86243 万重箱，同比增加 1.3%。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截至 12 月 15 日国内玻璃生产线在剔除僵尸

产线后共计 304 条，共计年产能 5875.05 万吨。其中在产产线 255 条，冷修停产 49 条，浮法产业企业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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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3.88%，产能利用率为 85.47%。在产产能 97932 万重箱，同比去年增加 4302 万重箱，涨幅约 4%。 

预计 2021 年，在国家严格控制产能扩张的政策管控下，新增产线数量有限。据市场信息预计，明年计划

复产生产线 15 条，冷修生产线 18 条，合计日熔量减少 2150 吨/日。  

图 4 平板玻璃月度产量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 

图 5 玻璃企业产能走势               图 6 玻璃企业产量走势 

 

图 7 玻璃企业产能利用率             图 8 玻璃企业开工率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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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玻璃行业本身作为重污染排放行业，受到环保要求严格管控，去产能导致玻璃在产产能不断缩

减，目前多数的生产企业已符合环保要求，但不排除环保监管不断升级。随着国家对平板玻璃行业的重视和管

控，以及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行业内由来已久的产能过剩、集中度低、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已有了

明显改善。今年，为深入推进水泥玻璃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的指导各地开展产能置换，巩固化解过剩

产能成效，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稿）》。其中规定，位于国家规定

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实施产能置换的平板玻璃项目，产能置换比例为 1.25:1；位于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的平板玻璃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为 1:1 。 

表 1 平板玻璃熔窑产能换算 

 

此外，玻璃行业的产能瓶颈直接影响到光伏组件制造企业的正常生产。今年光伏玻璃的供给缺口较为严峻，

2021 年不排除部分浮法玻璃产能转产光伏玻璃。《修订稿》公示日期截止至 2021 年 1 月 19 日，针对光伏玻

璃供给紧张的现状，上级部门或对光伏玻璃熔炉项目报批和产能置换进行更加市场化的管控；对光伏压延玻璃、

汽车玻璃的产能置换要求较为放松。因此 2021 年浮法玻璃价格有望继续维持在高位。建筑玻璃高利润有望延

续，在利润驱动下，原片厂开工率及产能利用率预计也将维持高位。 

 

3 玻璃需求端  

2020 年玻璃需求前弱后强，房地产仍是玻璃需求的核心。玻璃的下游主要为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其中房

地产是需求的大头占 75-80%，汽车占比约 10-15%。玻璃是地产项目施工后端产品，也就是竣工前才会用到的

建筑材料，因此我们通常通过房地产竣工计划评估玻璃需求。 

截至 2020 年 10月底玻璃表观消费量逾 4700 万吨，同比去年减少近 2%，主要受一季度疫情拖累。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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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库存不断累积，在 4月达到巅峰。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终端需求支撑，企业库存不断快速下降。 

图 9 玻璃表观消费量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图 10 玻璃库存走势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和 2019 年一样，2020 年也是房地产竣工大年，新开工-竣工剪刀差收窄对玻璃需求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

疫情缓解后房地产销售数据持续恢复，韧性十足。据统计局房地产数据，2020 年 1-11月，开发投资同比+6.8%，

较前值+0.4%； 1-11 月的土地购置面积同比-5.2%，较前值-1.9%；土地成交款同比+16.1%，较前值+1.4%。房

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速已连续 5 个月同比两位数增长，在施工加速、竣工持续好转带动下，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

速有望保持中高水平。 

房屋销售面积累积同比由负转正，1-11 月销售面积同比+1.3%，销售金额同比+7.2%，单月来看截至 11

月，全国销售规模已实现连续 7 个月正增长，涨幅高位。1-11月竣工同比-7.3%，较前值+1.9%，11月竣工面

积同比增长 3.1%。相关数据体现出房地产市场整体需求韧性十足，也体现了“三道红线”强监管下，房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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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融资新规对投资的压制下加大推盘促回款、加大竣工，增厚净资产降杠杆的紧迫。 

房屋新开工面积继续正增长，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为 20.1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2.0%。全国房屋施工面积

为 90.2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3.2%。预计接下来，房企仍将继续加大推盘力度，年底房屋开工规模或保持在高

位，竣工向好趋势将延续，在新开工的传导下未来竣工数据仍将持续回暖。玻璃作为地产后周期的典型代表，

需求在 2021年应有良好的表现。 

 

图 11 房地产开发投资及其同比增速 

 

图 12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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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全国房屋累计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汽车方面，据统计局数据今年 1-11月份累计产量 2247 万辆，同比增速-3.0%，累计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

同比下降原因同样是一季度疫情期间汽车基本处于销售停滞状态，大幅拖累了全年的整体销量。而刨开一季度，

今年中国汽车销量已连续 7 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11 月新车产销量分别为 284.7 万辆和 277 万辆，同比增长

9.7%和 12.6%。1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20万辆，同比增长 104.9%；1-11 月累计销量 110.9 万辆，同比增长

3.9%，首次由负转正。随着汽车促消费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国内汽车市场加快复苏，消费需求继续扩大。明

年汽车行业有望延续目前的强劲增长势头。 

图 14 汽车产销量及其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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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玻璃的成本利润 

2020 年因为疫情原因，上半年市场较为萧条，5 月份随着市场好转，行业产销盈利水平逐渐提升。玻璃现

货市场在经过 3-4 月份的持续下跌以后，4月底开始价格出现止跌回升。经过前期持续下跌，市场价格已跌至

近年来低位，触及了生产企业的成本线。随着各地开工陆续恢复正常，终端地产的需求也开始有起色，加工企

业订单有所好转，下游买涨不买跌心态也带来信心，三季度玻璃利润快速恢复。9月份，原片高位变现叠加市

场恐高情绪，现货价格到达高点后出现了回调，利润也随之回调。四季度再次开启上涨通道。 

从原材料来看，玻璃成本主要来源于硅砂、纯碱、以及煤炭、天然气、石油焦等所需燃料。目前在产的玻

璃产线中，以天然气为燃料的产能最多，占比达到 45%，其次是石油焦，占比 28%，再次是煤炭占到 20%。 

自 2016 年起在环保压力下，硅砂、原盐、纯碱、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均有所抬升。2019 年后原材料价格逐

步走弱，今年下半年纯碱、动力煤等成本价格再度走升。最直接的原因是玻璃产能释放周期结束，而原材料产

能还处于投放阶段。 

图 15 动力煤价格走势 

 

图 16 重质纯碱采购价格 

 

从玻璃行业利润来看，2020 年全年利润运行区间 0-1000 元/吨，跨度较大。3-5月受疫情影响，玻璃售价

打到成本线，几乎没有利润。利润随着价格高企在四季度达到峰值。据市场不完全统计，以煤制气为例，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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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价格为 1817 元/吨，利润 724 元/吨左右；以天然气为例，浮法玻璃价格 2180 元/吨，利润 732 元/

吨；以石油焦为例，浮法玻璃价格 2028 元/吨，利润 931 元/吨。较往年 400-500 元/吨的峰值水平翻一番，

平均利润水平位于近几年的最高水平。预计明年在高利润下玻璃产能复产节奏仍将加快。随着下游加工厂对高

价格抵触情绪升温，我们预计明年利润或难维持的近 1000 元/吨的峰值水平，但依然会维持在高位 400-800

元/吨。 

图 17 浮法玻璃利润走势图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5 进出口 

今年境外经济环境受疫情影响，需求减弱，我国玻璃出口大幅减少。，进口增加。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需

求较好，进口玻璃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国内的供给缺口。2020 年 1-10 月份我国浮法玻璃进口总量 45.25 万吨，

同比增加 50.18%；1-10 月累计出口量为 35.26 万吨，同比减少 39.35%。此外，预计明年在境外需求缓慢恢复

的背景下，出口有所回升，但不会有大幅上涨，而进口玻璃或将维持高位，以填补国内潜在的供需缺口。 

图 18 玻璃进出口走势图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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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供给方面，2020 年整体供应较去年小幅上涨，尤其下半年复产产能呈现递增趋势。全国浮法玻璃产能同

比去年增长近 4%，产量增长近 2%。年末产能利用率也同比表现为小幅增长。分区域看，主产区沙河在环保压

力下产能递减，部分企业陆续关停退市生产线较去年减少，现在仅保有存量产能，导致传统的价格洼地表现强

于其他区域。华南、华中地区点火投产产能均有明显上涨，华东区域产能稳定。展望 2021 年，在国家严格控

制产能扩张的政策管控下，新增产线数量受到限制，从目前的点火停产计划预计，总供给量持平甚至有小幅收

缩，重点关注高利润下产能投放节奏。光伏玻璃需求缺口给浮法玻璃增添了供应压力，2021 年不排除部分浮

法玻璃产能转产光伏玻璃。在高产销、低库存的背景下，玻璃高利润有望延续，在利润驱动下，原片厂开工率

及产能利用率预计也将维持高位。 

需求方面房地产和汽车行业有望持续增长。延续 19 年竣工节奏玻璃市场整体需求表现亮眼，下游地产消

费具有一定韧性，今年玻璃的表观消费总体或与 19 年持平，受前期疫情拖累稍有逊色。从近期的地产行业数

据来看，房屋销售面积累积同比由负转正，竣工数据的降幅在收窄，新开工数据加速回升。加上房地产企业资

金受新规“三道红线”监管，将加快资金周转，加速施工、竣工。在此背景下，我们预计 2021 年的房地产行

业对于玻璃的消费也不会悲观。另一方面，随着海外国家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温和复苏，玻璃出口也将逐步回

暖。整体需求良性发展，预计玻璃的需求稳中有增。 

宏观环境下的 2021 年，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从供需平衡来看，供给端实现了产能指标的严控，未来产能

指标也有向光伏玻璃的转移的迹象；需求端近三年的高新开工增长对竣工周期加快回暖影响仍将持续，对玻璃

需求形成一定提振；叠加汽车下乡补贴带来的汽车玻璃需求旺盛、以及工业品功能玻璃的增量，将使得现有普

通玻璃原片的供应出现进一步的短缺。因此我预计未来玻璃供需紧平衡的局面将维持，2021 年玻璃有望延续

高位震荡走势，浮法玻璃维持价格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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