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要点提示：

1、2018/19 榨季全球食糖仍面临供应过剩格局。目前巴西产量基

本确定，后期对原糖价格的影响将逐步减弱，而印度和泰国迎来开榨，

届时新糖供应将对食糖价格形成进一步的压制。

2、主要含糖食品累计产量呈增长趋势。预计 2018/19 榨季中国食

糖消费量 1520 万吨，较 2017/18 榨季增加 20 万吨。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为食糖消费的增加提供了基本支

撑；另一方面，预计 2018/19 榨季国内食糖价格将会走低，从而提升

了食糖在甜味剂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助于拉动食糖消费量的增加。

3、18/19 榨季广西甘蔗有望小幅增产。对于 18/19 榨季产量的评

估，结论是受单产有所下滑但是面积增加的影响，如果 18/19 榨季产

糖率恢复正常，产糖量或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或有限。预计新

榨季广西的产糖量在 607—626 万吨，较 17/18 榨季的 602.5 万吨增加

约 4.5-23.5 万吨。

4、郑糖后市将弱势震荡。在经过了 1个半月的大幅下挫行情后，
糖市利空基本面已得到较大程度的释放，后期继续回落的空间有限。

预计 12 月郑糖将以为宽幅震荡行情为主，运行范围为 4850-5000，建

议在 4850 一线附近企稳后，可适量多单介入，目标位 5000，止损位

4820。后期关注广西销售情况，走私情况及打击力度。国际方面需要

注意巴西天气情况，印度政策变动情况、泰国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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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郑糖 11月逐级走低

本月 ICE原糖走出触底反弹的行情，相比之下，本月郑糖表现疲弱，呈现逐级下行的趋势，月
初市场期盼的海口糖会如期召开，但未能给市场带来太多的提振作用，期价在创下 5109的高点后承
压回落。临近下旬时，空头资金打压郑糖期价再下一城，伴随着进口数据的公布，郑糖以底部震荡

的行情为主，并以 4857创下近 2个月以来的低点 。

第二部分 糖市多空因素交织

一、2018/19 榨季全球食糖仍面临供应过剩格局

图1: 全球食糖供需情况 单位：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巴西作为食糖主产国，其生产情况是市场关注的焦点。11 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糖厂甘蔗压榨

量达到 2129 万吨，比 2017 年同期下降 9.18％。由于缺乏对甘蔗田的投资，加上恶劣的天气条件，

2018/19 榨季截至 11 月 15 日，该地区累计压榨甘蔗 5.2965 亿吨，同比下降 4.55％。产量下降主要

集中在圣保罗和巴拉那两个干旱较严重的州。

2018/19 年度截至 11 月 15 日，该地区累计产糖 2523 万吨，同比减少 26.82％；累计乙醇产量

同比增加 19.44％，达到 283.4 亿升（无水 87.6 亿，含水 195.8 亿）。由于甘蔗产区出现的暴雨天

气延缓了收割进程，导致许多糖厂延迟收榨。11 月上半月仅 31 家糖厂结束压榨，低于预期的 7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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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榨季截至 11 月上半月累计有 83 家糖厂已经收榨，数据显示 11 月下半月将有 104 家糖厂收榨。12

月份将有 76 家糖厂继续压榨甘蔗。

就 2018/19 榨季而言，巴西 2018/19 榨季甘蔗种植面积预计维持 990 万公顷，甘蔗产量预估下

调 1800 万吨至 6.1 亿吨，同比下降 4.8%；糖产量预估下调 360 万吨至 3060 万吨，同比下降 20.7%；

甘蔗制糖比预估下调 4.7 个百分点至 37.5%，同比下降 8.9 个百分点;

出口方面，由于产量下滑以及出口份额被侵占，巴西 10 月份的出口量出现下滑。10 月该国出

口食糖约 193.4 万吨，环比下降 24.9%，同比下降 32.8%。其中 174.1 万吨为原糖，19.2 万吨为

精炼糖。截至 10 月末，今年巴西累计出口食糖 1867.9 万吨，同比下降 24%；18/19 榨季该国已

出口 1312.9 万吨，同比下降 30.7%。预计 2018/19 榨季出口量预估下调 400 万吨至 1960 万吨，同

比下降 30.5%，为 2007 年以来新低；期末库存预估上调 40 万吨至 125 万吨，同比增长 35.9%。

印度食糖生产方面，18/19 榨季截至 11 月 13 日，印度糖厂累计产糖 108 万吨，低于上榨季

同期的 190 万吨。其中马邦已产糖 56 万吨，卡邦和北方邦分别产糖 23 万吨及 12 万吨。截至目

前，马邦已有 103 家糖厂开榨，北方邦为 42 家。印度产量的下滑主要来自于马邦和卡邦的虫害以

及北方邦的降水过量，印度糖产量的下调成为大概率事件，对印度糖出口起到一定缓解作用，但能

够影响多少还有待观察。由于受爆发严重虫灾的影响，印度全国联营糖厂联盟(NFCSF)将印度

2018/19 作物年度糖产量预估下修至 3240 万吨，其中马哈拉施特拉为 970 万吨。同时由于蛴螬侵害

和降雨较低，2019/20 年度的甘蔗种植将受到限制，预计 2019/20 榨季糖产量为 2920 万吨。

食糖出口方面，过去一个月由于受到国际糖价上涨及卢比汇率下跌的影响，印度已锁定近 100

万吨的原糖出口，但频繁调整产量数据以及国际价格的大幅波动可能导致出口后劲不足。印度糖厂

协会（ISMA)理事长 Abinash Verma 表示：“通过与全球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流，预计国际市场对印

度糖的需求约为 300-350 万吨，加上一点市场运作，本榨季印度可以达成 400-500 万吨的出口。”

目前印度糖主要计划出口至孟加拉国、中国和马来西亚，印度糖业已派遣代表团到孟加拉国和中国

进行糖出口的游说，接下来即将到访马来西亚。马哈拉施特拉邦合作制糖厂联合会常务董事表示正

鼓励出口商不要只看短期收益，要尽可能多地出口。

泰国食糖生产方面，食糖出口呈渐增趋势。此前受国内国际食糖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泰国糖

厂普遍亏损，部分已无力偿还蔗款。鉴于此，泰国政府批准糖业补贴，以缓解国内糖厂的资金压力，

有利于蔗款兑付。10 月 11 日，泰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总额为 156 亿泰铢的糖业补贴计划，其中，

65 亿泰铢将直接用于甘蔗种植投入；剩余 91 亿泰铢将由甘蔗和糖业基金赞助。就 2017/18 榨季而

言，泰国共压榨甘蔗 1.349 亿吨，产糖 1468 万吨，同比增加了 46%，泰国国内白糖年均消费量约

为 260 万吨，其余糖需要用于出口，即可供出口量将达到 1200 万吨左右。而 2017/18 榨季截至 8

月泰国累计出口糖为 861 万吨，同比增加近 40%，剩余的 340 万吨需要在四季度消化。

对于 18/19 榨季， Kingsman 对产量的预估为 1492.8 万吨，而泰国蔗农联合会发布的产量预
期报告甘蔗产量较去年将有所下滑，预计在 1.2636 亿吨左右，出糖率不变的情况下，食糖产量则
为 1375 万吨。当前不同机构对泰国 18/19 榨季糖产量预估在 1300-1500 万吨，不会明显减少，
主要是由于虽然糖价仍处于低位，但作为套种作物的大米和木薯价格同样较低，农民改种其他作物

的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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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方面，受天气影响，欧洲糖料作物产量预减。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欧盟取消食糖生产
配额与出口配额制度。甜菜农大量扩种，2017/18 榨季糖产量同比大增逾 20%，达到 2115 万吨。
在配额制度下，欧盟每年食品类用糖数量要控制在 1350 万吨白糖以内，配额外食糖可供出口（欧
盟年出口限制在 135万吨白糖以下）、向工业企业售卖、投放欧盟内部市场（将课税）、以及结转
为来年生产配额。配额制度取消后，欧盟食糖生产量和出口量将不再受到限制。截至今年 8 月，
2017/18 榨季出口糖 314.4 万吨，同比增加 157.70%。欧盟配额制度的终结使得出口量大幅增加，
加剧全球糖市供应过剩情况。本季原糖价格大幅下跌，不过甜菜农大多签订了 2-3 年的合约，改种
其他作物的情况较少，欧盟对 18/19 榨季预估产量 2010 万吨。而今年 7 月份以来，欧盟多个甜
菜产区经历了长时间的干旱和热浪天气，欧盟委员会预计 18/19 榨季甜菜单产或因此受损，预计产
量减幅可能达到 150-200 万吨。

就全球食糖供需格局而言，巴西和欧盟产量预估下降，17/18 榨季全球贸易流过剩的情况有所
改善。近日国际糖业组织将 2017/18 年度糖供应过剩量从 860万吨下调至 728 万吨。同时由于
2018/19年度巴西、印度、欧盟和巴基斯坦产量预估值被下调 220 万吨、200 万吨、75 万吨和 40
万吨，因此 2018/19 年度全球产量料为 1.8049 亿吨，低于此前预估的 1.8522 亿吨和上一年度的
1.827 亿吨。预计全球糖市过剩 217 万吨，低于 8 月预估的 675 万吨。自 8 月份以来，多家机
构对于 18/19 年度的预期已有明显改变，目前来看 ，18/19年度将处于供略大于求或供略小于求的
相对平衡状态。目前巴西产量基本确定，后期对原糖价格的影响将逐步减弱，而印度和泰国陆续迎

来开榨，届时新糖供应将对食糖价格形成进一步的压制。

二、主要含糖食品累计产量呈增长趋势

图2: 1-10月主要七类含糖食品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中国、美国、印度、巴西位列白糖消费量前四名，2017/18 年度消费量合计 6414.2 万吨，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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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白糖消费 36.67%。从统计的我国下游用糖产品的产量来看， 2018 年 1-10 月份国内主要七类含糖

食品累计产量五类呈增长趋势，增幅为 0.65%-7.34%。累计同比增长最快的是碳酸饮料类，其次是

糖果类，而七类含糖食品中罐头类、冷冻饮品类累计产量同比下降。

果葡糖浆是淀粉糖行业最耀眼一个产品。目前 69%的果葡糖浆应用于饮料市场，仅在饮料领域

对白糖形成了明显替代，特别是碳酸饮料。跟踪白砂糖与果葡糖浆的价差，发现今年以来两者的价

差明显收窄，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果葡糖浆产能扩张的积极性。今年果葡糖浆新上的比较大的产

能只有一家——5月份投产的河北玉峰，年产量 30-40 万吨，下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上产能

的消息。果葡糖浆产能扩张趋势下滑，也意味着对白砂糖的替代量有限，这有利于白糖的消费量保

持稳定。

对于未来的淀粉糖市场，因工艺技术、口感以及下游产品需求不旺等因素的影响，淀粉糖并不

会完全替代食糖，其替代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走向饱和，有限的市场容量并不能消化所有产

能。未来淀粉糖对食糖的替代比重将逐渐增加，但发生大面积替代的可能性较小。淀粉糖行业应致

力于淀粉糖产品的应用和创新，改变其受食糖市场制约的被动局面，培育新的消费市场是未来发展

的趋势。

预计 2018/19 榨季中国食糖消费量 1520 万吨，较 2017/18 榨季增加 20 万吨。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为食糖消费的增加提供了基本支撑；另一方面，预计 2018/19

榨季国内食糖价格将会走低，从而提升了食糖在甜味剂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助于拉动食糖消费量的

增加。

三、关注新糖上市进度

中粮屯河新宁糖业公司于 2018年 9月 25日率先开机生产，标志着 2018/19年制糖期生产的开
始。截至 2018年 10月底，2018/19年制糖期甜菜糖厂已开机 30家，共生产食糖 30.11万吨，销售
食糖 11.18万吨。目前看北方甜菜新糖销售情况要比去年同期要好。其中新疆 2018/19 榨季共计划
收购 450 万吨甜菜，产糖约 53 万吨，最早开榨的时间是 9 月底，最晚开榨是 10 月 19 日。

云南方面，从 11 月末调查的云南第三方库存分布看，昆明、祥云、大理还有陈糖，其中占比最

大的是大理，占总量的 56.66%。截止 11 月末，云南第三方库存约为 14 万吨，环比下降 44%，其中

仅有 4000 吨为新糖，其余的仍是陈糖。截止 11 月 29 日不完全统计，云南仅开榨 1家糖厂，开榨糖

厂的产能为 2500 吨/日，同比增加 190 吨/日。目前甘蔗糖分有上升的趋势。预计至 11 月末，新糖

产量在 5000 吨左右。自云南开榨以来，蔗区气候基本正常，暂时没有异常情况发生，预计在 12 月

内云南将会有 18 家左右的制糖厂开榨，占全省预计开榨 56 家的 1/3，由此推断，云南集中开榨时

间仍在 1月份，离新糖上市还有 1月有余，一定程度上为陈糖的销售腾出了空间。

广西方面，截至目前不完全统计，广西累计 18 家糖厂开榨，同比增加 8家，开榨糖厂计划产能

合计 161300 吨/日，同比增加 73800 吨/日。从各集团糖厂开榨统计的情况看，广西糖业集团 3家，

南糖集团 4家，东糖集团 4家，凤糖集团 2家、中粮集团 1家、湘桂华糖制糖集团 2家、南华、贵

糖集团各 1家。12 月第一周，预计还有 13 至 20 家糖厂开榨。

总体来看，糖协预估全国 18/19 年度糖产量为 1060 万吨，糖料种植面积 2191 万吨，糖料收购

面积为 902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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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糖进口量大幅增长

图3:食糖进口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10 月份进口食糖 34 万吨，同比增加 17 万吨，环比增加 15

万吨。2018 年 1-10 月我国累计进口糖 231 万吨，同比增加 30.68 万吨。2017/18 榨季我国累计

进口糖 243 万吨，同比增加 15 万吨。从年度来看，2017 年全国累计进口糖 229 万吨，在预期配

额外许可 100 万吨全部使用的情况下，配额内进口量仅 129 万吨，还有 66 万吨没有使用。相当于配

额内除了 40 万吨古巴糖进口，以及 60 万吨的非国营进口之外，国营进口或只有约 30 万吨。2018

年配额外许可增至 150 万吨，在预期配额外进口许可全部使用，且配额内进口量维持不变的情况下，

进口总量或同步增加 50 万吨，达到 280 万吨。

目前缅甸暂停了白糖等进口转出口贸易。由于美元汇率不平稳，因此，缅甸商务部暂停下发转

手出口执照。商务部副常务秘书吴钦茂伦称，转手出口虽然能为国家带来税收，但汇率不平稳，且

转手出口耗时，付款后需要等待货物到达，等到货物到达后再来转手出口，这中间耗费了大量时间。

考虑到以上因素，商务部决定暂停向商人们下发转手出口执照。同时，今年 9月份开始，中方已不

再购买缅甸白糖，缅甸将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白糖市场。自 9月开始，中国严管抓捕从缅甸进口的

白糖，因此中国商家不敢再买，目前缅甸白糖出口已停止 2个多月。近期缅甸会制定今年的白糖价

格和甘蔗价格，目前缅甸白糖存量较高，若中国持续不购买缅甸白糖，对缅甸白糖厂而言，从农民

手中购买甘蔗的难度会加大。

五、18/19 榨季广西甘蔗有望小幅增产

对于 18/19 榨季产量的评估，结论是受单产有所下滑但是面积增加的影响，如果 18/19 榨季产

糖率恢复正常，产糖量或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或有限。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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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今年 8月份广西部分产区的部分蔗区仍有天气灾害，以及在 9月中旬广西受到台风

“山竹”的影响，广西甘蔗的生长也受到影响，导致甘蔗的株高和长速均受到影响。

第二，广西的甘蔗有效径在 10 月份呈现增长趋势，10 月份广西的平均有效径达到 4002 株，较

7月份的 4168 株相比下降幅度不大，但是与上一年 3853 株相比增加了 149 株，增加的幅度为 3.9%，

增幅不大。有效茎的小幅增加使得今年的甘蔗单产下滑不大。

第三，今年 500 元/吨的甘蔗收购价激发了蔗农的种植积极性，甘蔗种植也小幅增加。但 2018

年也是双高基地建设的重要一年，各个蔗区为在 2019 年完成 500 万亩的双高基地建设任务，有些蔗

区的甘蔗种植比较晚，这在无形中也影响了部分甘蔗的生长周期。

从平均单产和加权单产上看，今年广西的单产或同比稍微下降，但是降幅也不大。预计新榨季

的工业单产在 4.25—4.35 吨/亩左右，根据面积和预估的单产来看，预计 18/19 榨季广西的甘蔗入

榨量达到 5015—5133 万吨左右，较 17/18 榨季的 5083 万吨相差不大。

从产糖率上看，10 月上旬广西天气比较好，甘蔗田间平均锤度有所增加，但在 10 月中旬以来

广西降雨不断，后期的产糖率能否回到正常水平仍值得商榷。并且根据美国气象机构预报，厄尔尼

诺在北半球冬季发生的概率在 70-75%,一旦厄尔尼诺发生，在厄尔尼诺的秋冬季，我国东部容易出

现北少南多的降水分布型，即北方大部地区降水比常年偏少，南方大部地区降水比常年偏多。曾在

2015 年厄尔尼诺发生之时，广西冬季降雨偏多，导致 15/16 榨季广西的产糖率仅为 11.53%，是近几

个榨季的新低。因此后期仍需保持对天气的警惕。根据 10 月份的调研情况看，按照 12.1—12.2%的

产糖率计算，预计新榨季广西的产糖量在607—626万吨，较17/18榨季的602.5万吨增加约4.5-23.5

万吨。

第三部分 郑糖后市将宽幅震荡

基本面上，近期公布的广西 18/19榨季甘蔗收购价为 490元/吨，较去年下降了 10元，云南则
保持不变，可见白糖生产成本较上榨季略低。同时，10月份白糖进口量阶段性承压。当前国内糖市
仍处于增产周期，后期糖厂陆续进入压榨时期，在新榨季供应压力大量释放之前，市场缺乏炒作热

点。而在经过了 1个半月的大幅下挫行情后，糖市利空基本面已得到较大程度的释放，后期继续回
落的空间有限。预计 12 月郑糖将以为宽幅震荡行情为主，运行范围为 4850-5000，建议在 4850 一

线附近企稳后，可适量多单介入，目标位 5000，止损位 4820。后期关注广西销售情况，走私情况及

打击力度。国际方面需要注意巴西天气情况，印度政策变动情况、泰国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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