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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中把握阶段性机会 

国际方面，将最大限度地重返产需平衡状态，甚至

再次进入供应过剩状态。整体来看，全球白糖在 2017/18

年度，产量有恢复性增长，在未来，过剩预期大于短缺，

外部环境先紧后松。 

国内方面，从需求端看，来年暂无较大亮点和热点，

整体较为平稳。下游食品产量整体对食糖的需求基本保

持稳定，存在阶段性的库存压力，在 2 月中下旬至 3月

份达到峰值。消费季节性虽有改变，但阶段性更为明显，

可以把握阶段性的操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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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全年行情走势回顾 

2017/18年度的供需基本面，无论是全球还是国内，供求缺口都不具备边

际大幅扩大的条件，内外都由减产向增产转变中。在食糖增产以及国储糖抛储

的双重压力下，食糖上涨压力增加。而因产量增加后仍有供应缺口以及保障措

施调查暂未出结果的因素影响，食糖价格下跌空间亦受限。  

图 1、原糖、郑糖期货连续合约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图 2、白糖期现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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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图 3、郑糖期货合约季节图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二、市场分析 

（一）全球市场分析 

1、全球：存销比减速下调  

图 4、全球食糖产销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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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预期刚开始不久的 17-18制糖年，全球的食糖产量将达到 1.85 亿吨，食糖

消费量将达到 1.74亿吨，为历史新高。预期巴西食糖增产 110 万吨至 4,020 万

吨、良好天气支撑印度和泰国食糖增产、欧盟食糖生产配额体制终结、中国糖

料种植面积扩大等因素是导致全球食糖产量创历史新高的主因。基于欧盟和印

度食糖库存量增加将抵消中国食糖库存量下降，估计 17-18 制糖年结束时全球

的食糖库存量将上升 5%。 

2、巴西：含水乙醇销量同比增加 

图 5、巴西食糖产销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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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11 月上半月，巴西糖厂继续优先生产乙醇而非糖，在此期间巴西的乙醇总

销量达到 11 亿公升，同比增加 15.17%，其中国内市场含水乙醇销量同比大涨

36.09%，达到 6.8亿公升。甘蔗行业组织 Unica 周一称，巴西中南部在 11月上

半月分配 57.45%的甘蔗用于乙醇生产，糖生产占到剩余的 42.55%。由于近期汽

油价格大幅上涨，巴西的驾车者选择作为生物燃料的乙醇作为汽车的动力。自

从 7 月以来，汽油价格已经上涨超过 20%。巴西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

（Petrobras)尾随国际市场上调价格，令其与乙醇的缺口扩大。Unica 主管

Antonio de Padua Rodrigues 表示，“在圣保罗、米纳斯加拉斯和马托格罗索

州，乙醇依然同汽油竞争市场份额，这些地区的轻型车辆总数占到巴西的一半。”

该组织并称，11 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糖产量为 125.6万吨，低于 10月下半月

的 188.3万吨。在此期间，巴西中南部糖厂共压榨甘蔗 2,334.8万吨，10月下

半月压榨量为 3,002.5 万吨。11 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乙醇产量为 10.64 亿公

升，10 月下半月为 15.7亿公升。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的糖厂打破了该州甘

蔗定价的僵局，同意支付比政府设定的公平报酬价格（FRP）高 200 卢比/吨（1

美元=64.66卢比）的蔗价。12 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主产区的糖厂共压榨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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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5万吨，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44.5%。同期，巴西中南部地区糖产量为 50.6

万吨，乙醇产量共计 4.94 亿公升。  

3、印度：糖价坚挺，蔗农收益连续两年提高 

图 6、印度食糖产销对比图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印度的糖价已经连续一年高涨，即使在节日期间，零售消费者每公斤糖也

要支付 42-45 卢比。这是蔗农连续第二年获得高回报，特别是在目前其他很多

农作物收益低的情况下。由于国家供应短缺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中央政府已

经要求糖厂在 10 月份之前推进甘蔗压榨。然而，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北方邦在

11月份才开始压榨。中央政府已经将 2017/18年度的 FRP价格提高了 250卢比，

达到每吨 2,550卢比。在北方邦，政府已经将甘蔗指导价格（SAP）从 2017 年

的每吨 3,050 卢比提高到每吨 3,100卢比。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戈尔哈布尔地

区的糖厂同意支付高于 FRP价格 200卢比/吨的蔗价。去年其支付的蔗价较 F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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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75 卢比/吨。因此，这些糖厂今年的蔗价较去年提高 11％。事实上，马哈

拉施特拉邦的许多制糖商由于糖价坚挺而支付了更高的价格。来自戈尔哈布尔

的一位糖厂主表示：“虽然 2017/18年度的糖价预计下滑，但我们认为在甘蔗

价格高企的情况下，糖价不会低于每公斤 32 卢比。” 

4、泰国：出口食糖量有所增加 

图 7：泰国食糖产销对比图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据泰国糖厂公司（TSMC）日前公布的数据，2017年 9 月份泰国累计出口食

糖 59.5 万吨，同比增长 37%，其中高等级白糖占 32.5 万吨，是去年同期出口

量的两倍，原糖占 21.3 万吨，同比下降 7.4%。数据显示，9 月份泰国向印度

尼西亚出口了 15.1万吨原糖，同比下降 12%。2017 年第三季度泰国累计出口

食糖 195万吨，同比增长 40%，其中原糖占 83.9 万吨，同比增长 29%，低等级

白糖占 15.3万吨，同比增长 16%，高等级白糖占 95.5 万吨，同比增长 61%。

总的来看，今年第三季度泰国产糖的竞争力依然很强，不过，同期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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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西进口了约 75万吨原糖，而从泰国进口的原糖总量仅有 65 万吨。泰国即

将进入 17-18 制糖年，其原白糖存量已经不多，而每年此时泰国产糖的升水仍

保持坚挺，如此一来，其他产糖国的产糖不可避免地将抢占一部分印度洋、远

东地区的高等级白糖和原糖市场。 

2017年泰国产高等级白糖流向台湾一直是一个亮点，数据显示，2017 年

第 3 季度泰国累计向台湾出口了约 30.9 万吨，同比翻了 12 倍，其中 9月份的

出口量占 10.3 万吨，这是 7 月份以来单月出口量首次超过了 10 万吨。现阶段

泰国产糖的升水依然坚挺，泰国产糖的库存糖已经不多，而来自台湾需求依然

旺盛（主要是走私到中国大陆）。此外，据悉诸如印度、阿联酋和巴基斯坦产

白糖也已进入台湾市场，10 月底有 4.5-5.0 万吨印度高等级白糖进入台湾。9

月份泰国出口到缅甸的白糖数量已从今年 2 月份高峰期时的 9 万吨锐减至 2.9

万吨，不过，2017 年第三季度泰国出口到缅甸的白糖数量同比仍增长了 18%，

达到了 11.6万吨。至此，16-17 制糖年（10月-9 月）迄今为止泰国的食糖出

口总量达到了 680万吨，15-16 制糖年泰国累计出口 750万吨食糖。 

从中短期看，估计泰国产糖的升水面临考验。一方面是澳大利亚和印度尼

西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澳大利亚产糖进入印度尼西亚缴纳的关税将降

至与泰国产糖 5%的水平；另一方面是巴基斯坦提供 102美元/吨的补贴出口 50

万吨食糖，使得巴基斯坦产糖的竞争力增强；再者，17-18 制糖年印度、阿联

酋，乃至欧盟、独联体产白糖也将加入台湾、远东、太平洋地区白糖市场的竞

争。 

（二）国内市场分析 

1、放储与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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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广西地方政府决定向市场投放 32.6714 万吨的地方储备糖，竞

卖底价为 6400 元/吨；9 月 1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

公告，决定自 9月中旬开始分批投放国家储备糖，数量 37 万吨左右，竞卖底

价为 6500 元/吨。9月 26日，广西决定投放 13.3847 万吨地方储备糖，竞拍底

价为 6400元/吨。虽然地方储备糖流向现货市场终结了 8月份糖市的反弹行情，

但因白糖社会库存整体偏低的支撑，竞拍期间糖价并未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即

便当时储备糖流拍致使市场人士对“需求”定义为悲观，但期货盘面的坚挺现

货价格整体平稳的现象来看，足以推翻前期的市场判断。 

2、替代品比较优势 

第四季度食糖有增产迹象，进口关税也出现 5-10个百分点的降低，而替

代品冲击仍存。由于我国玉米库存较多，东北山东河北在建的淀粉产能有 1000 

多万，而生产淀粉糖的成本原要低于白糖，自去年开始可口可乐就已经修改配

方使得淀粉糖的比例达到了 90%。 

长期来看，从现有的糖料种植形势以及相关政策扶持，未来两个年度国内

食糖存在较强的增产预期，而且从消费角度来说，淀粉糖的低价也对白糖消费

起到一定冲击。麦芽糖浆价格略显弱势，主要是随着天气转凉，啤酒、饮料等

消费情况不佳，加之双节备货并不明显，山东地区厂家在竞价销货情况下，高

价下滑 50 元/吨，二季度山东地区麦芽糖浆高端报价在 2200-2250 元/吨，短

期厂家稳价出货，供应固定客户。四季度天气转凉，啤酒、饮料等需求走弱，

对淀粉糖消耗减少，双节备货过后，对淀粉糖出货也并未出现整体拉动，厂家

销货压力也将逐步增加。虽然淀粉糖市场出货价格稳定为主，但终端采购并不

积极，基本按需补货，未有囤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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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中国食糖产销对比图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图 9、国内白糖供需平衡表（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7 年我国食糖产量 823 万吨，同比减少 200 万吨，

消费量为 1780 万吨，同比增加 30 万吨。进口量为 790 万吨，同比增加 120 万

吨，出口量仅为 4.5 万吨，存消比 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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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国内糖料播种面积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3、进口限制导致供应减少 

图 11、中国糖料进出口概览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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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进口糖利润空间 

 

数据来源：Wind 瑞奇期货 

商务部于 5 月 22 日公布将对关税配额外进口食糖征收保障措施关税，实

施期限为 3 年。2017 年 5 月 22日至 2018 年 5 月 21 日，保障措施关税税率为

45%；2018年 5 月 22 日至 2019年 5 月 21 日，保障措施关税税率为 40%；2019

年 5 月 22 日至 2020 年 5 月 21日，保障措施关税税率为 35%。目前配额内进口

的 194.5万吨的 70%配额分配给国营糖厂，我国的几大精炼糖厂的利润来源很

大部分来自于配额外进口，关税调整后，其加工产量必然受到影响。进口一方

面是配额 120 万吨（含古巴糖），二是估计许可证下进口量 210 万吨，进口变

数主要在许可证方面。2017 年我国进口许可证数量从 210 万吨减为 100万吨，

2018年预计会恢复到 210 万吨。 

本年度，国内糖价在政策支撑下走势平稳，而受基金逐步缩减多头头寸，

国际原糖价格被持续推低，致使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政府为稳定糖市，保护

国内糖企，进一步去库存，进口政策制定上调进口税率，结合国际糖价小幅回

升，进口糖利润已达高位，17年进口量下调。出口量依旧保持平稳，预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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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口量将保持平稳。 

4、加大打击走私糖力度 

今年因为调整配额外关税后内外价差进一步扩大，走私利润也就变得异常

丰厚了。不过国家加大了打击走私的力度，从缅甸进入云南的走私重灾区被全

面压制，导致从缅甸进入云南的食糖量下降了 80%，迫使缅甸政府白糖进口证

审核趋严以防止最终食糖被堆积在国内无法出货，缅甸方面频频发声寄希望于

白糖出口合法化。南方走私陆路被卡死后，食糖走私开始需求水路通衢，台湾

成为新的走私糖中转地。对于国内糖业，政府的意愿就是限制进口、打击走私，

减少供应来源，以便进一步去库存。 

三、总结 
国际方面，12 月糖厂进入开榨高峰期，春节之后将进入新糖供应高峰期，

通常 2 月-4 月的库存压力全年最大。今年，由于糖厂开榨较为顺利，较往年有

所提前，预估本榨季新糖库存压力较去年将有所提前。估计 17-18 制糖年印度

的食糖产量将增长 25%，达到 2,770万吨。美国的食糖产量则将从 16-17制糖年

的 810 万吨减至 800 万吨，食糖进口量将增长 14.3%，至 340 万吨，其中半数仍

将从墨西哥进口。 

国内方面，虽然本年度产量存在供应缺口，但甘蔗已进入增产年份，再加

上国储糖的加入，国内糖源充足，食糖供应整体满足需求。来年仍偏向政策市，

国储糖的成交情况将成为市场较为重要的风向标。  

展望后市，白糖在 2018 年进入减到增的年份，市场心理也将发生改变，

在不具备大幅下跌空间的情况下，上行亦存在压力，预计明年白糖宽幅震荡为

主，底部由生产成本形成支撑，为 5800-6000元/吨，若政策出现预期外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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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能上冲 8000 元/吨。建议后市注意节奏把握，在时间节点上根据基本面情

况，波段性操作为主，整体近月将强于远月，看淡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