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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棉花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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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西北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土壤酸碱度适中，日照时间长，有利于绒长质优

棉花的生产。作为我国最大的棉花种植基地，西北地区棉花产业的发展现状决定着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现

状。本文基于近来棉花产业的系列事件，针对西北地区棉花产业链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以

促进西北地区棉花产业的长久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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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rthwest China has uniqu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moderate soil acidity and alkalinity, long 
sunshine time, which are conducive to the production of high quality cotton. As the largest cotton planting bas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al situation of cotton industry in northwest China determines the condition of cotton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a series of incidentsin the cotton industry,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the cotton 
industrial chain in northwest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otton industry in northwest China. 

【Keywords】ChinaNorthwest Territories Cotton; Cotton industrial China ; Domestic brands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棉花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作物，在中国乃至全

世界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作为世

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棉花产量位居世

界第二，在全球纺织品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2020
年，我国棉花总产量 591 万吨，其中西北棉区棉花

产量 516 万吨，占全国棉花产量的 87%。中国西北

内陆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是我国

棉花三大产区的主要产区，对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内棉花产业链发展日趋成熟，尤其是西北内

陆地区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产业链，且国家不

断实行利好政策，促进棉花产业的人才培养和技术

扶持，使西北内陆地区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不断

扩大。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国内棉花产业链

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本文基于近来棉花产业的

系列事件，分析西北地区棉花产业现状，针对棉花

产业链的现存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以

期望推动西北地区棉花产业的长久稳定发展。 
1.2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在棉花产业方面开展了大量的

调查研究。卢秀茹等（2018）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

景下，从动态的产业角度分析，对中国棉花产业国

内生产和消费不匹配对策建议。刘文静等（2022）
从种植面积、产量、进出口和消费等方面对全球及

我国棉花种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指出我国棉花受

水土资源约束、比较效益下降、农村劳动力缺失、

生产成本升高等问题，围绕提升植棉质量这一中心

提出相关建议。郭艳芹等（2021）基于区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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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分析了中国棉花各个产区的竞争力，提出我国

棉花产业布局正在向西北地区转移，在严峻的国际

环境下应当优化棉花产业布局，加强棉花产业各环

节的联系。 
总体上来说，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棉花产业链的

研究多是集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棉花目标价格

改革背景下，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对生产销售环

节和价格等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在棉花产业

的相关事件发生后，针对这些事件影响对棉花产业

链开展的个别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全球产业链的

研究。本文则是基于西北地区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结合棉花的相关事件的影响对棉花产业链的上、中、

下游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同时

联系国货品牌活化问题，通过产业链下游国货品牌

活化推动全产业链增值，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西北地区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棉花播种面

积为 3030.0 千公顷，总产量 573.0 万吨，单产 1865.15。
我国作为第二大棉花生产国，棉花产量仅次于印度，

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存在约 185 万

吨的年度缺口，需从国外进口满足国内需求。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总经理丁好武指出：在 2014

年国家实施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之后，棉花产量稳

步提升，产业链体系不断完善，并有效带动了国内

纺织服装产业长足发展。2020 年，我国西北地区棉

花产量占国内棉花总产量约 90%，约有 50%的农户

从事棉花生产加工；纺纱产量达到 2000 万锭，直接

吸纳带动就业人数近 60 万人。棉花产业在促进农民

增收、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3 西北地区棉花产业现存问题 
3.1 棉花生产成本上升，种植规模化程度不高 
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2020 年

西北地区棉花生产成本与上年同比增加了 79.27 元，

增幅 3.54%。棉花生产资料成本不断增加，病虫害

泛滥和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等使得棉花生产管理成

本上升。此外，西北地区棉花种植区域相对分散，

棉田生产规模较小，分散经营不但不利于收益的形

成，散户经营模式中，经营者抗风险能力较低，将

直接导致棉花产量下降，种植面积减少。受人工成

本不断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国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发展棉花生产的规模化与机械化，2021 年西北地区

棉花机采率高达 87.9%。但目前机采棉发展技术不

成熟，与手工采摘的棉花相比，机采棉的质量参差

不齐，导致其价格偏低，限制了机采棉的发展。 
3.2 产业链中游竞争激烈，价格波动大 
西北地区棉花产业集中度不高，企业规模小但

数量庞大。大量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不仅导致产业

陷入过度竞争的窘境，而且还增加了市场中各企业

逐利行为导致的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在加工环节

上，多数企业不具备使得棉花成为高质量进出口商

品的能力，加工能力过剩，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使得

棉花质量下降。同时国内棉花在收购过程中出现了

惜售惜购现象，导致了棉花价格不断被压低，产生

了不必要的收购价格战。面对有心人士对国内棉花

的恶意抹黑，导致国外市场的需求降低，短期内棉

花产业形成产能过剩的现象，加剧了产业竞争现状，

导致棉花价格长期波动，损耗并动摇着产业链的整

体利益和市场的稳定性，影响未来国内棉产业的长

远稳定发展。 
3.3 棉花产业链缺乏完整性和纵向一体性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

出口量大但利润率却普遍不高。主要是由于长期以

来，我国的服装产业以加工为主，产品附加值低，

导致我国服装出口利润率不高。服装企业仅以贴牌

的方式代加工生产服装，利润来源基本只包括代工

费，缺乏自主服装品牌。目前产业主要集中棉花生

产和初加工环节，在下游的纺织和服装制造产业并

未得到重视，其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变

成经济效益和产业优势。同时近年来受生产成本不

断增加、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等条件影响，纺织

服装业向国外进行了产业转移。在近期有关棉花产

业的国际事件的影响下，势必会使纺织服装业国内

国外市场有一定程度上的缩水，将直接影响到上游

棉花产业的生产和发展。 
4 对策及建议 
4.1 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完善的棉花技术

服务体系 
走规模化、科技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是国内

棉花种植产业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进

一步推进棉花种植规模化，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制

定并施行有利于农民合作社、棉农协会等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充分制定

相关的补贴政策，增加棉花补贴，重视各项扶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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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整合协调，建立健全国家现行的棉花补贴政策

体系，刺激棉农生产棉花的积极性。并通过财政拨

款完善棉花种植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

棉花种植生产的机械化，促进棉花产业高效发展。

同时做好以物联网、市场大数据相关的软件要素市

场化对接工作。统筹做好城市规划内产业聚集区的

合理布局，形成一个规模合理可覆盖棉花种植到印

染、制衣合理规模的区域性产业集群。 
4.2 进行企业联合，促进国内棉花产业集群发展 
避免各个企业之间不必要的内耗竞争，首先要

构建起属于国内棉产区的集群产业园，以完善的基

础设施，统一管理进行买卖。形成稳定的生产体系；

其次要继续推进政府政策的改进实施和方针落实，

提高管理水平，减少企业未来会遇到的风险，同时

遵循产业和市场互相制约发展的辩证规律，做好棉

花产业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体系建设，利用储备

棉规范市场价格，完善政府为主导的市场流通机制，

为国内棉产业集群化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支

持。最后作为企业要严格遵守市场规律，为企业牟

利的同时也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而那些大型

的具备良好生产能力的加工企业应制定良好的发展

战略，吸引人才和培养企业内人才，形成科技化的

发展模式，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占比等，要坚定科技

创新的口号，依托良好的设备条件，持续生产优质

棉花。 
4.3 培育新型国货品牌，促进全产业链发展 
关于国内棉花产业的一系列事件激发了国人的

爱国热情，为国内棉花产业和国货服装品牌等提供

了新的发展契机。但短期的热议只能带来消费者一

时的反应，真正长期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仍需依托

全产业链联动，打造核心品牌竞争力。完善棉花产

业链下游体系建设，有效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高效对接棉花上游生产供给端与下游棉纺织行业，

共同促进棉花产业链发展。鼓励国货服装品牌使用

国产棉花，助力品牌兴起并打造“棉花+品牌”的产

业链机制，结合国货品牌与国产棉花的联动宣传，

让更多的人认可国产棉花、认可国货品牌，倒逼全

产业生产链。国货服装品牌也应该顶住贸易摩擦带

来的巨大压力，注重品牌重塑和产品升级，打造品

牌特色提升品牌实力，加大创新力度，丰富产品种

类，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完备的选择空

间。放眼全球，大力发展品质优良，独具地域特色

的国货品牌，切实保证国货质量，实现地域资源优

势到市场竞争优势和产业优势的高效转化，有效突

破同质竞争。 
5 结语 
本文基于西北地区棉花产业发展现状，结合棉

花产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的国际影响，通过

对西北地区棉花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了其棉

花产业链存在种植成本上升，规模化程度不高；市

场竞争主体分散且竞争激烈；产业链缺乏完整性和

纵向一体性等问题。提出加强政府的引导功能、加

强企业间的相互联系、推动国货品牌转型升级等措

施。通过全产业联动促进全产业链发展，化解产业

链中所发生状况对中国棉花产业的消极影响，促进

我国棉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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