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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2018/19 年度全球食糖供应压力缓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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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增产低于预期的背景下，

国际糖市的供应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将抬升国际糖价运行

的底部。 

2、食糖消费相对平稳。预计 2018/19 榨季中国食糖消费量 1520

万吨，较 2017/18 榨季增加 10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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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改革难有实质性突破。总体而言，18/19榨季改革政策难

有实质性的突破，政策炒作更多停留在心理预期上。就甘蔗直补政策

在本榨季落地的可能性不大，且政策取向也不确定，甘蔗直补与目标

价格管理的实行都需具备一定条件。 

4、白糖 2019 年将先扬后抑。18/19 年度处于增产周期末年，糖

价虽然底部运行，但下探空间将有限。随着迎来新的糖市减产周期，

19/20 年度白糖有望将迎来新的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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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郑糖震荡走低 

2018年上半年郑糖以波段式下跌行情为主 ，虽然在 5月份曾出现反弹，但与外盘 ICE 原糖相

比，反弹幅度较小，只坚持了三周便转入到新一轮跌势中。结合基本面来看，国际市场，印度和泰

国超预期的增产使得 17/18 制糖年全球食糖大面积过剩 。国内方面，国内食糖新榨季产量则达到了

之前中糖协预估的 1020万吨，供需过剩成为定局。而在上半年白糖进口配额的发放以及走私糖冲击

国内的同时，需求形势则不太乐观，产销率仍维持在五成以下。到 6月底时，文华白糖指数逼近 5100

关口。 

进入下半年后，郑糖整体以宽幅震荡的行情为主。在 9月-10月期间，外盘 ICE原糖曾展开大幅

反弹行情，推动糖价走高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巴西中南部地区将较大比例的甘蔗用于乙醇的生产导致

减产幅度较大，同时印度主产区传闻虫害和天气干旱影响产量将减产 300-600 万吨，不过郑糖并未

跟随原糖展开强势反弹。食糖消费不及预期，9 月天气的炒作被证伪，11 月市场对 18/19 榨季新

糖增产的悲观预期都对糖价的上行空间构成压制。 

 

第二部分  增产预期压制  白糖延续熊市行情  

一、2018/19 榨季全球食糖供应压力缓解 

巴西作为重要的食糖主产国，其产量变动牵动着全球糖市的神经。2018/19 榨季食糖生产比例

不断刷新历史最低位，自 4 月份压榨工作开始以来，食糖生产比例长期偏低。这主要由于全球糖价

下跌幅度明显，叠加乙醇需求旺盛，使得巴西糖厂甘蔗制糖比明显缩减。目前乙醇生产比例增加的

幅度已经远超历史任何年份的最高值，未来乙醇发展前景依旧乐观，乙醇生产比例将长期维持在较

高水平，这也是巴西食糖减产不断超出预期的原因。近期巴西国家商品供应公司调降了甘蔗压榨量

及糖产量预估，同时调升乙醇产量预估。将巴西 2018/19 年度甘蔗压榨量从 6.355 亿吨下调到 6.158

亿吨，将全国糖产量预估从 3,420 万吨下修至 3,170 万吨，将全国乙醇产量预估从 304 亿公升上修至

323 亿公升。而从出口来看，由于全球市场糖价格持续低迷，巴西食糖出口、消费和乙醇相比缺乏

竞争力，预计 18/19 年度巴西糖出口量为 1960 万吨，较 2017/18 年度的 2820 万吨大幅下降 860 万

吨，是过去 13 年来的最低出口量，预计本年度出口原糖 1568 万吨，精制糖 392 万吨（原糖值）。

从长期来看，巴西减产预期对国际糖价构成支撑，使得国际糖价的底部有所抬升。但巴西收榨在即，

支撑力度将减弱，未来糖市更多会受到出口的多寡和汇率波动的影响。 

印度是全球第一大食糖消费国和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其国内的产销状况直接决定了其在国际市

场上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这将对国际市场的供需格局产生较大影响。但相对于其他主要食糖国家

印度食糖投入成本较高，基础设施落后，其食糖成本远高于国际水准，市场竞争力较弱。目前甘蔗

收购价大约在 18-20 美分/磅，是全世界第二高，仅次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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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度糖厂协会（ISMA）数据，印度 2017/18 榨季食糖产量 3225 万吨，增产幅度远超预期，

刷新历史记录，仅次于巴西。消费小幅增加，进口缩减的同时，将全球食糖库存推升至 5300 万吨高

位。出口方面，印度 2017/18 榨季曾要求糖厂出口 200 万吨，但是由于原糖价格持续下跌，17/18 榨

季出口仅为 50 万吨左右。 

在 2018/19 榨季生产开始前，市场曾预计印度糖产量将再创新高，但之后则大幅调低预估值。

印度糖厂协会（ISMA）最新数据显示 2018/19 榨季印度糖产量预估值为 3000-3150 万吨，将超过巴

西成为全球第一大产糖国，但较上榨季低 75-125 万吨，较榨季初预估的 3500-3550 万吨低 500-550

万吨。预估值为何被大幅调减？这主要是受到了严重蛴螬灾害的影响。 

今年早前，印度马邦部分蔗区发现蛴螬，基于 2017 年情况，蔗农与政府均认为此次蛴螬对甘蔗

产量的影响较小。一般而言，季风强降雨引发的洪水会淹死蛴螬。但今年印度 6-10 月降雨量较正常

年份明显减少，干旱天气在导致甘蔗生长缓慢，甚至部分地区无法种植的同时，蛴螬影响程度也随

之加重。干旱带来的蛴螬虫害令印度甘蔗产量预估下滑至 3.625 亿吨，降幅在 3.8%。而从库存来看，

虽然 2018/19榨季和 2019/20榨季印度食糖产量预估调减，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库存压力巨大。2017/18

榨季印度食糖结转库存 1070 万吨，本榨季产量预估 3000-3150 万吨，国内食糖消费量变化不大，仍

然维持在 2600 万吨左右，因此 2018/19 榨季末结余大约在 400-500 万吨左右，两个榨季共有 1500

万吨左右的量等待出口。除非后期气候发生巨大变化，导致甘蔗大面积减产，否则印度糖产量要发

生巨变，消化大量糖库存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印度政府规定 18/19 榨季强制性出口配额为 500 万

吨，较上年度增加 300 万吨。政府将用于出口的糖补贴从上榨季的 55 卢比/吨上调至 138 卢比/

吨。由于印度出口窗口已经打开，如果印度出口大幅增长，将加剧全球食糖供应过剩量，压低全球

食糖价格，并削减巴西和泰国的市场份额。 

就下一榨季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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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食糖生产方面，从食糖政策来看，由于在 2017年受到 WTO指控其通过食糖保障价间接补贴

出口，2017年年底泰国取消了配额制度和食糖保障价格，这使得国内糖价与国际价格的联动性明显

提升，国际糖价大幅下挫带动了泰国甘蔗价格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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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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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实现了连续第二年增产，

共有 54家糖厂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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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泰国食糖出口量多寡对全球食糖贸易结构有重要影响。近年来泰国的运费成本已大幅降低，与巴西

相比，泰国距离亚洲国家的运输周期更短，运费成本缩减 50%以上，这使得泰国食糖出口竞争力不

断提升，近几年泰国的食糖成为了我国走私糖的主要来源地。 

2018/19榨季，泰国有 3家新糖厂投产，开榨糖厂总数预计达到 57家，不过泰国食糖产量预估

较 2017/18 榨季有所下降。泰国糖业公司(Sugar Millers Corporation)表示，2018/19榨季糖产量

将降至 1380万吨，主要由于甘蔗价格较低，而木薯价格恢复，政府鼓励蔗农转向种植木薯等其它作

物，蔗农在 2019/20年种植的甘蔗也将大幅减少。泰国 2018/19榨季国内消费量变化不大，约为 258

万吨，出口继续刷新记录超过 1100万吨，甚至有望达到 1150万吨的新记录高位，库存也将小幅减

少至 691.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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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榨季，欧盟取消食糖生产配额与出口配额制度，并取消欧盟糖类最低价格，继半个世

纪之久的糖类“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结束后，甜菜农扩种积极性明显提升，欧盟甜菜种植面积大幅

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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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2018/19 榨季而言，自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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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中部和北部地区受到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甜菜生长情

况不佳，特别是主产国法国和德国甜菜产量大幅下降。MARS 将欧盟甜菜平均单产预期下调至每公

顷 72.7 吨，较 5 年平均水平 74.9 吨下降 2.8%。各分析机构也不断下调欧盟食糖产量预估，Green Pool

将欧盟 2018/19 榨季糖产量预估下调至 1710 万吨，较 2017/18 榨季减产 500 万吨，此前预估为 1770

万吨。 

就全球食糖供需格局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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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此前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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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国际糖业组织（ISO）下调 2018/2019 年度全球糖市供应过剩预估至 217 万吨，此前预估

过剩 675 万吨，主要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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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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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增产低于预期

的背景下，国际糖市的供应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将抬升国际糖价运行的底部 。同时报告

预估 2019/20 年度糖市将面临 200 万吨的小幅供应缺口。目前全球糖市基本面持续改善，预计本榨

季将进入周期底部。 

 

二、2018/19 榨季国内食糖有望增产 

图1: 各榨季全国食糖产量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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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食糖供应主要以甘蔗糖为主，甘蔗是宿根性植物，其生长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国内的甘蔗

品种主要以 3 年期宿根蔗为主，因此国内的增产减产周期一般都为三年。目前白糖三年周期规律仍

在延续，2016/17 榨季开启了新一轮增产周期，食糖产量为 928 万吨左右。2017/18 榨季食糖产量

1031 万吨左右，其中甘蔗糖 916.07万吨，甜菜糖 114.97万吨。2018/19 榨季是本轮增产周期的第

三年。18/19 年度我国糖料播种面积增加。根据中国农村农业部 11 月报告显示，18/19 年度糖料

播种面积 1477 千公顷，较上年度增加 101 千公顷。其中甘蔗种植面积 1243 千公顷，较上年度增

加 42 千公顷，甜菜种植面积 234 千公顷，较上年度增加 59 千公顷。18/19 年度甘蔗单产 63 吨

/公顷，较上年度减少 3.75 吨/公顷，甜菜单产 52.5 吨/公顷，较上年度减少 2.7吨/公顷。2018/19

榨季全国食糖产量预估值为 1068万吨，其中甘蔗糖 925万吨，甜菜糖 143万吨。宿根年限短使得我

国甘蔗种植较为灵活，产量变动较大。18/19 榨季我国甘蔗新植面积占种植总面积的 39%，两年以

上宿根蔗面积占比只有 9.7%，71.4%的甘蔗只有一年宿根甚至需要每年翻种。其中广西 2 年及 2 年

以上宿根蔗面积占比 29.8%；云南 2 年宿根面积占比 20.3%，3 年及 3 年以上宿根蔗种植面积占

比 21.2%；广东 2 年及 2 年以上宿根面积占比为 14.5%，绝大部分甘蔗只有 1 年的宿根即需要翻

种。宿根年限短，使得我国甘蔗种植成本较高。同时，广西作为食糖主产区，2018/19 榨季广西甘

蔗收购价格定在 490元/吨，较 2017/18榨季下调 10元/吨，调减幅度不大。各制糖企业要按照规定

的首付价与糖料蔗生产者结算首付蔗价款，原料蔗入厂后一个月内兑付完毕。在上榨季后期，广西

自治区政府对蔗款兑付要求有所放松，部分集团拖延到 8-9月份才付完农民蔗款；今年政府再次从

严要求，糖厂开榨后一周内须支付蔗农 60%的蔗款，开榨一个月内须全部兑付完毕，否则蔗区就划

给其他集团。面临这样的资金压力，制糖集团在新糖集中上市后，多采用降价促销量的方式回笼资

金兑付蔗款。 

 

三、食糖消费相对平稳 

图2：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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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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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印度、巴西位列白糖消费量前四名，2017/18榨季消费量合计 6414.2万吨，占全

球白糖消费 36.67%。目前我国食糖消费仍以工业消费为主。但近年来，工业消费与民用消费此消彼

长。民用消费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工业消费则主要分布在碳酸饮料、乳制品、饼干、

糖果、冷冻饮品、罐头等含糖食品行业。中糖协对 17/18 榨季国内白糖消费量的预估值为 1510 万

吨，工业消费占比为 58%，民用消费占比为 42%，相较于 16/17 榨季的 1480 万吨上升了 30 万吨，

五年平均增长 2.3%。 

2018年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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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10.17%。累

计同比增长最快的是速冻米面类，累计同比增长 10.17%。其次是糖果类，累计同比增长 6.87%，而

七类含糖食品中罐头类、冷冻饮品类累计产量同比下降。单月产量看，速冻米面食品类、冷冻饮品

类、果蔬汁饮料类月同比涨跌均呈现下降，其中果蔬汁饮料类月同比下降最多达 21.81%。 

当前淀粉糖的替代作用要受口味偏好、装置设备、运输瓶颈等客观条件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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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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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几年快速扩张的形势相比，目前已有所冷却。这主要是由于今年以来

白砂糖与果葡糖浆的价差明显收窄，使得果葡糖浆产能扩张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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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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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政策改革难有实质性突破 

在市场过热，价格超出市场承受的范围或影响食糖产业发展时，国家政策性调控措施改变价格

走势，其中重要的调控方式就是收储和放储。糖市宏观调控的核心机制是国家食糖储备制度的建立

健全和国家储备糖的适时吞吐。收抛储政策是农业经济政策中对白糖价格影响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国家储备糖制度在 1991年产生，国家储备糖的来源包括国内收储以及中古政府间贸易从古巴进口的

原糖两方面。  

收放储操作力图从时间上拉长糖价周期，从空间上平抑糖价的波动区间，即逆糖市周期而行。

就实际操作情况而言，收放储行为容易给市场传递食糖供应过剩或者现货紧缺的信号，因此收储后

并不意味着价格会上涨，放储后也不代表价格会下降。相反，越收储糖价越下跌，越放储糖价越上

涨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调控操作基本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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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市调控之所以会 “越抛越涨”，是由于国内食糖较大的供需缺口需要国储糖进行补充，但国

家抛售只能缓解现货市场供应紧张的状况，暂时抑制糖价进一步上涨，并不能改变食糖供求偏紧的

格局。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市场将这种对糖市的打压转变成利好来消化，抛储成为资金炒作的题

材，并担当了期货市场暴涨的重要导火索的角色。国家少量收放储并不会改变糖市走势，在预判糖

市运行方向时，还应结合宏观经济情况以及产销基本面。 

图3：广西甘蔗收购价情况                                            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回顾 2017/18榨季，仅在榨季初期投放了 30 多万吨储备糖，主要是由于国内糖价连续下跌，从

收储成本角度考虑，国储糖不宜投放市场。进入 2018/19榨季，国内糖市仍处熊市周期，在新榨季

整体供应过剩局面下，国储糖或不会成为新榨季的重要供应力量。11 月 16日市场曾传出 40万吨古

巴糖年底前出库并定向投放的消息，多数对于此次举措有诸多不理解。但从库存角度来看，10月工

业库存 18.93万吨，创出了近 4个榨季以来最低库存量，因此即使 40万吨糖投向市场，在市场也

未掀起大的波澜。据市场人士消息，40万吨国储糖投放的企业最终结算价或与广西新糖价格基本持

平，可见利空影响有限。 

总体而言，18/19榨季改革政策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政策炒作更多停留在心理预期上。就甘蔗

直补政策在本榨季落地的可能性不大，且政策取向也不确定，甘蔗直补与目标价格管理的实行都需

具备一定条件。 

 

五、进口管控保持强势 

就食糖进口政策而言，国家自 2014年底开始对食糖进口陆续执行了进口配额自动许可管理和行

业自律政策，进口量受此影响不断走低。2017 年，进口管控继续加码，商务部对配额外进口食糖实

行贸易保障救济措施。2017/18 榨季进口糖 243 万吨，同比虽小幅增长 13万吨，但仍低于

2012/13-2015/16的进口量。2018年配额外进口许可量为 150万吨，较 2017年增加 50万吨，第一

批 75 万吨于 3月 17日后发放，第二批 75万吨今年下半年发放，其中 25万吨在 7月初发放，50万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9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年报 

吨于 8月后发放。自 2018 年 8月 1日起，国家针对配额外进口食糖不再给予 50%的小国优惠政策，

而是全面实行 90%的关税税率。因此虽然配额外进口许可剩余的 50万吨在 8月发放，但在高关税的

影响下，8月进口食糖量仅为 15万吨，同比环比均下滑。此外，2018 年 1-11月累计进口食糖 263

万吨，同比增长 22%。2018 年 1-11月中国食糖进口金额为 974.2百万美元，同比下降 4.5%。继 8、

9月食糖进口下跌后，10 月份因受到国际糖价反弹影响，进口量超出预期，达到 32万吨。2019 年

配额内进口许可量维持 194.5 万吨不变，发放时间暂不确定，后期进口许可和关税税率或有调整可

能，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市场传言中澳有望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若澳大利亚糖以低关税甚至零

关税进入国内，则国内糖市难免会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印度有意向我国出口 200万吨原糖，同时

希望我国调整关税税率 。后期需要关注中澳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印度食糖出口进度。18/19榨

季进口预计在 300万吨上下。 

图4：中国食糖进口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走私糖方面，2014/15 榨季走私糖涌入我国，2015/16榨季创出了走私量的高峰，预计达到了

280万吨左右。2016/17榨季受打击走私力度加大的影响，食糖走私量有所下滑。近年来，缅甸边境

和沿海地区是走私糖流入我国的两条通道，其中陆路方面主要通过云南的红河州、白族州、西双版

纳州等地区流入我国境内。之前缅甸木姐口岸通过转口贸易再出口到云南省的蔗糖量较高。到 2018

年下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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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今年加强了云南边境的入境检查制度，禁止入境者携带食品，并关闭了所有冰糖厂，糖厂

和运输司机均受到惩治，对糖粉和冰糖也作了处理。海运方面，台湾做为中转站，从东南亚地区尤

其是泰国走私的白糖停靠后改换包装流入国内。总体而言，17/18榨季走私总量预计为 250 万吨，

18/19榨季由于打私政策的加压以及缅甸等地的出口暂停，新榨季的走私总量预估调低50万吨至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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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在合法的进口行为得到政策调控的背景下，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与相关企业会发挥合力、加

大对食糖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 

 

第三部分 白糖期权运行情况 

图5：白糖期权交易数据(数据截止2018年12月20日)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018年白糖在本就成交不足的背景下，受基本面影响成交逐渐萎缩，最低时候月度不足 2亿元，

虚值三档以上的期权合约更是无交易，对于这样一个品种，套保资金尚可用，单纯的交易需求在逐

渐下降，未来仍是不明朗，除非行情上有巨大的变化，使得波动率或产业规模的增加，不然交易仍

会维持现状。 

图6：白糖SR909-C-5000期权隐含波动率(数据截止2018年12月20日)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1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年报 

图7：白糖SR909期货历史波动率(数据截止2018年12月20日)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8：白糖SR909-C-5000期权Delta(数据截止2018年12月20日)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9：白糖SR909-C-5000期权Gamma(数据截止2018年12月20日)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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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白糖SR909-C-5000期权Vega(数据截止2018年12月20日)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白糖期权：基本面不明继续看多标的的波动率。三颗星 

 

第四部分  白糖 2019 年将先扬后抑 

展望 2019 年，我们预计全年糖价走势将先抑后扬，随着新糖的大量上市，18/19 榨季食糖产量

降尘埃落定，糖价低点将在第二季度出现。下半年随着食糖消费旺季的出现以及关注焦点向新榨季

产量转移，将迎来糖市高点，全年价格在 4650-550 范围波动。整体来看，18/19 年度处于增产周

期末年，糖价虽然底部运行，但下探空间将有限。随着迎来新的糖市减产周期，19/20 年度白糖有

望将迎来新的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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