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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减产助推国际糖价走出底部
国内糖价上行仍受政策不确定影响
——2020 年白糖投资策略报告
【报告要点】


包括印度、泰国在内的主要产糖国因遭受灾害天气影响，2019/20 榨
季糖产量预计将大幅下降，前两个榨季积累的高库存有望在新榨季得





到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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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扩大，需通过进口糖和国储糖来补充，新榨季国内糖价重心将上
移，进口与抛储政策将决定国内糖价上行空间
【2020 年白糖市场行情展望】
2020 年全球糖价将在主产国减产、供应出现缺口的大背景下逐渐走
出低谷开启震荡上行之路，虽短期仍受高库存和新榨季北半球主产国产能
释放的压力，但后期随着印度、泰国压榨推进，产量逐渐清晰，若是减产
得到印证，国际糖价站上 13.5 美分以给出印度糖出口利润去弥补全球市场
供应缺口将是大概率事件。
由于云南、广西等主产区减产，19/20 榨季国内食糖产量预计将小幅
下降，另外自 2019 年起国内严控走私，非正常渠道进口量大幅下降，我
们认为明年国内食糖供应缺口将扩大，需通过进口糖和国储糖来补充，若
进口和抛储政策不超预期，我们认为国内糖价重心将跟随国际糖价上移，
运行区间预计在 5300-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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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行情回顾
图 1：2019 年内外盘糖价走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东吴期货研究所

国际市场，2019 年原糖整体呈现先抑后扬的走势。1-3 季度在印度、泰国庞大的供应与期货合约巨量交割
的压力下震荡下行，三季度后市场开始逐步关注到印度、泰国遭受干旱天气后下榨季产量或大幅下修，全球食糖
供需将由宽松转为紧缺，且各机构不断上调缺口预估，ICE 原糖自 9 月 11 日见底后，CFTC 非商业空头持仓大幅
减持，原糖开启了一波上涨行情，涨幅接近 16%，截至 2019 月 12 月 30 日，原糖主力合约收于 13.55 美分。
国内市场，2019 年全年郑糖整体呈现震荡上行的走势。在经历了 18 年年末的低谷后，国内糖价在 2019 年
伊始，伴随原糖价格的反弹，从 4672 开启了近 3 个月的上涨行情，3 月份国内增值税下调引发中间商集中采购
囤货，使得糖价在 5000 一线得到了有效支撑。4 月份券商资金炒作牛市预期，将糖价推升至半年度高位 5459，
随后产业资金大量套保，盘面回归基本面，糖价由高点再次回到 5100 一线。5 月下旬巴西 UNICA 称中国将于
2020 年 5 月之前取消贸易救济措施，引发市场恐慌，糖价大跌 200 点至 4900 一线。自 6 月开始，伴随消费旺
季来临、走私量锐减等利多，国内糖源快速消化，糖价开启了近 5 个月的上涨走势，郑糖指数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最高上涨至 5749。进入 11 月，广西等主产区开启新榨季压榨，现货在产能释放的压力下逐步回落，郑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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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高点下跌至 5400 一线。在 2019 年即将过去的最后几天里，郑糖突然增仓放量上行，三天时间大涨 200 点，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郑糖指数收于 5605。

二、国际市场供需分析
（一） 巴西：甘蔗制糖比维持低位，糖产量波动不大
因近两年国际糖价低迷，而巴西国内乙醇需求旺盛，自上榨季起巴西就将甘蔗原料向乙醇生产倾斜，甘蔗制
糖比由前一榨季的 46.5%下降至 35.2%，本榨季依然维持较低的甘蔗制糖比，从最新的 UNICA 双周报可以看到，
截至 12 月 16 日，巴西中南部累计甘蔗制糖比为 34.51%，较上榨季下降 1 个百分点左右。正是由于连续两个榨
季甘蔗制糖比处于低位，巴西糖产量自 18/19 榨季下降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恢复，截至 12 月 16 日，巴西中南部
累计产糖 2644.3 万吨，同比仅小幅增长 0.67%，因巴西本榨季已进入收榨阶段，最终产量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
数，预计较上榨季基本维持平衡。
巴西本榨季整体出口进度偏慢，导致其国内糖库存水平较上榨季偏高，截至 2019 年 11 月，巴西本榨季累
计出口糖 1322.53 万吨，同比减少 11.26%，巴西中南部糖库存为 1119.23 万吨，同比增长 22.74%。但是自 2019
年 10 月起，巴西糖出口量逐步回升，巴西国内糖库存开始去化，11 月库存水平较上月下降 7.41%。随着原糖逐
步走强，预计后期巴西食糖出口量将保持增长，一定程度上对短期原糖上行构成压力，不过随着巴西糖库存逐步
去化，后期市场受到巴西糖的压力将逐步减轻。
图 2：巴西中南部双周甘蔗入榨量

图 3：巴西中南部累计甘蔗入榨量

图 4：巴西中南部双周糖产量

图 5：巴西中南部累计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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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巴西双周甘蔗制糖比

图 7：巴西甘蔗制乙醇、食糖占比

图 8：巴西食糖月度出口量

图 9：巴西榨季累计食糖出口量

图 10：巴西中南部食糖库存

图 11：巴西食糖供需平衡

数据来源：UNICA、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二） 印度：产量下降，出口增长，高库存有望得到去化
印度自 17/18 榨季产量迅速恢复，达到历史最高的 3430 万吨，18/19 榨季产量继续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
并超越巴西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糖国，经过两个榨季的高产量，印度国内库存高企，18/19 榨季期末库存高达 1450
万吨左右。为了缓解其国内巨量库存，印度政府出台补贴政策激励其国内糖厂增加出口，18/19 榨季对 500 万吨
糖提供出口补贴，实际出口 340 万吨，19/20 榨季印度政府批准对 600 万吨糖提供出口补贴，总补贴额度达到
626.8 亿卢比，截至到目前印度已签订 240 万吨食糖出口合同，我们预计新榨季印度食糖出口量或将达到 500

请阅读正文后的声明

www.dwfutures.com

5／14

2020 年度投资策略报告-白糖
万吨左右的水平，根据我们的测算，算上政府补贴后，印度糖出口成本在 13.5 美分左右。
2019 年上半年印度国内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干旱，8 月印度又发生洪灾，使得印度甘蔗生长遭到破坏，其中
马邦受灾最为严重，预计马邦 19/20 榨季产量在 580 万吨左右，较上榨季下降 46%，马邦新榨季生产于 11 月
22 日开启，同比上榨季晚了一个多月，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马邦仅产糖 165 万吨，同比下降 62.98%。
鉴于新榨季马邦产量前景不乐观，印度糖业协会（ISMA）将 19/20 榨季印度糖产量预估下调至 2600 万吨左右，
较上榨季产量下修 22%。根据 ISMA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31 日，印度 447 家糖厂累计产糖 779.5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1117.2 万吨减少 337.7 万吨，降幅 30.2%。在新榨季印度产量大幅下降，出口继续增长的
背景下，我们认为印度将在 2019/20 榨季进入去库进程。
图 12：印度食糖供需平衡

图 13：印度糖出口量

数据来源：ISMA、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三）泰国：受干旱影响，产量将下降
泰国这两年的情况与印度非常相似，同样是 17/18 榨季产量增长至历史高位，国内库存高企，同样是本年度
遭受干旱天气影响，新榨季糖产量有下降风险。2019 年 1-3 月泰国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偏少 4-7 成，影响
甘蔗播种和出苗；5-7 月东北部和中部主要蔗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少 2-4 成，持续的干旱天气将导致泰国甘蔗产量
大幅下降。我们预计 19/20 榨季泰国糖产量将由上榨季的 1450 万吨下降至 1180 万吨左右，降幅为 18.62%。
从出口情况来看，在上榨季巴西糖产量下降，出口量也出现下滑的背景下，泰国 18/19 榨季出口量大幅增长，
整个榨季共计出口 1008.9 万吨，创下历史最高水平。19/20 榨季虽然会被印度抢走一些市场份额，但是巴西糖
产量并没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泰国新榨季出口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最新的泰国出口数据显示，2019 年 11 月，
泰国出口糖 110.26 万吨，同比增长 30.22%；19/20 榨季截至到 11 月，泰国累计出口糖 201.64 万吨，同比增
长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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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泰国糖月度出口量

图 15：泰国糖累计出口量

图 16：泰国食糖供需平衡

数据来源：WIND、Thai Sugar Miller、东吴期货研究所

（四）全球： 2019/20 年度全球食糖供需将由宽松转为紧缺
由于 19/20 榨季全球各主要产糖国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减产，预计全球食糖供需关系将发生反转，各分析机构
均认为 2019/20 年度全球食糖供应将出现缺口，国际糖业组织（ISO）预计 19/20 年度全球食糖供应将出现 612
万吨缺口；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近期将 19/20 榨季全球食糖供应缺口上调 300 万吨至 820 万吨。我们
综合各分析机构的预估，倾向于明年全球食糖供应缺口在 558 万吨左右。根据 USDA 最新的预估数据，2019/20
年度全球糖产量将从上一年度的 1.79 亿吨下降至 1.691 亿吨左右，降幅 5.58%；消费量由上一年度的 1.74 亿吨
增长至 1.747 亿吨，增幅 0.42%；期末库存预计将下降 10.2%至 4909 万吨左右，为近 3 年来首次出现库存拐点，
这为 19/20 榨季国际糖价逐渐走出低谷开启震荡上行之路提供了支撑。
从近期的资金动向来看，原糖基金持仓变化较大。根据 CFTC 持仓报告，2019 年前三季度，非商业基金持
仓几乎都呈现净空状态，其中 9、10 月份净空持仓量最大，曾达到 178319 手。进入到 11 月份非商业基金空单
持续减持，多单持续增持，目前净持仓已由净空转为净多，原糖价格也因此大幅反弹，从资金层面来讲，多空格
局也发生了逆转。

请阅读正文后的声明

www.dwfutures.com

7／14

2020 年度投资策略报告-白糖
图 17：全球食糖供需平衡

图 18：全球食糖期末库存

图 19：CFTC 非商业持仓

数据来源：WIND、USDA、东吴期货研究所

三、国内市场供需分析
（一）产量：受极端天气影响，新榨季食糖产量小幅下降
本年度由于云南、海南产区上半年遭遇严重旱情，广西产区 7-9 月降雨偏少，预计新榨季南方产区甘蔗产量
将出现明显下降，虽然干旱天气使得温差变大，利于糖分积累，但含糖率的提高难抵甘蔗产量的降幅，19/20 榨
季国内食糖产量预计将小幅下降。中糖协对 19/20 榨季国内食糖产量预估为 1050 万吨，较上榨季下降 26 万吨
左右，降幅 2.42%，其中云南产区减产 20 万吨，广东、海南产区减产 11 万吨左右，广西产区产量与上榨季持
平，内蒙增产 5 万吨。关于新榨季广西产区是否减产，目前市场仍存在分歧，沐甜科技最新的调研报告显示，广
西 2019/20 榨季产糖量预计为 615 万吨，较上榨季下降约 20 万吨左右。我们根据各机构的调研结果以及我们所
了解的情况，认为 19/20 榨季全国食糖产量在 1026 吨左右，较上榨季减产 50 万吨，降幅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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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20 榨季主产区产量预估表

图 20：全国食糖产量

数据来源：WIND、中糖协、东吴期货研究所

（二）产销情况：新榨季压榨进度加快，季节性供应压力施压现货市场
2019/20 榨季为广西实行糖料蔗购销市场化的第一年，此前签订的订单农业合同约定普通甘蔗品种收购价为
490 元/吨、良种为 520 元/吨，为了尽快锁定蔗源兑付蔗款，加之上榨季末糖源偏紧，糖价处于高位，新榨季广西
糖厂开榨时间普遍提前。11 月 10 日，中粮北海糖厂率先开榨，同比上榨季提前 11 天左右，拉开了新榨季广西产
区开榨的序幕，12 月广西产区进入压榨高峰，最新的产销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31 日，广西全区共入榨甘蔗 1842
万吨，同比增加 777 万吨；产糖 227.36 万吨，同比增加 113.86 万吨，12 月单月产糖 191.83 万吨，同比增加 82.11
万吨。由于产能快速释放，自 12 月起产区现货价格自高位回落，下调幅度近 500 元/吨。
从新榨季近几个月的销量情况来看，下游需求并不悲观，最新的产销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31 日，广西累计
销糖 125.77 万吨，同比增加 51.17 万吨，12 月单月销糖 105.6 万吨，同比增加 34.11 万吨；广西 12 月产销率
为 55.32%，同比下降 10.41 个百分点，12 月整体呈现产销两旺的格局，不过产量的增幅要比销量增幅更大一些。
进入到 2020 年一季度，随着春节后下游需求转淡，产区食糖库存将快速增长，预计一季度国内现货价格仍将偏
弱运行。
图 21：全国累计产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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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全国累计销糖率

图 24：全国食糖工业库存

图 25：全国产销区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中糖协、东吴期货研究所

（三）进口：贸易救济到期带来进口成本下降隐忧
由于 2019 年国内自动进口许可证发放较晚，加之下半年国内糖价攀升导致内外价差扩大，自 6 月起我国食糖
进口量大幅增加，截至 2019 年 11 月，全年累计进口糖 317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52 万吨。不过近期随着国内现
货价格下调以及国际糖价走强，配额外进口利润得到修复，目前配额外进口已几乎没有利润，这将抑制后期国内食
糖进口；另外市场预计 2020 年 5 月 22 日后为期三年的贸易救济到期后将不再延期，配额外进口关税税率将由 85%
恢复到 50%，这将导致配额外进口成本下降 1000 元/吨左右，预计 2020 年 5 月前将不会有新的自动进口许可申
请，2020 年上半年国内更多地以消化 2019 年四季度的进口糖为主。
至于 2019/20 榨季国内进口总量预估，我们认为进口政策大幅放开的概率较小，行业自律仍将起到规范进口秩
序的作用，预计 19/20 榨季国内进口量将稳中有增，总进口量在 330-350 万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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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全国食糖月度进口量

图 28：巴西糖配额内进口利润

图 30：泰国糖配额内进口利润

图 27：全国食糖累计进口量

图 29：巴西糖配额外进口利润

图 31：泰国糖配额外进口利润

数据来源：WIND、天下粮仓、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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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正常渠道进口：严控走私，非正常渠道进口量大幅下降
由于内外糖价差巨大，走私利润丰厚，近年来国内白糖走私行为屡禁不止。2019 年中国政府严厉打击白糖
走私行为，非正常渠道进口量大幅下降，预计 19 年国内白糖非正常渠道进口量下降 45%至 100 万吨左右的水平。
我们可以从泰国糖向缅甸和台湾的出口数据看出，2019 年泰国向缅甸和台湾出口糖数量大幅减少，这也从侧面
佐证了我们的判断。我们认为 2020 年，国内白糖走私行为将继续得到严控，非正常渠道进口量将继续减少。
图 32：泰国对缅甸食糖月度出口量

图 33：泰国对缅甸食糖累计出口量

图 34：泰国对台湾食糖月度出口量

图 35：泰国对台湾食糖累计出口量

数据来源：Thai Sugar Miller、东吴期货研究所

（五）国储糖：影响新榨季国内糖价高度的关键因子
我国食糖供应缺口长期存在，需通过进口糖与国储糖来补充，我们以 1026 万吨的产量、1510 万吨消费量、
60 万吨非正常渠道进口量以及 350 万吨正常渠道进口量来测算 2019/20 榨季国内食糖供需平衡表，我们发现如
果不算上国储糖拍卖的预估量的话，国内是呈现小幅短缺的状态的，国储糖将是影响新榨季国内糖价高度的关键
因子。目前国内国储糖库存在 600-700 万吨，国储糖出库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国内市场糖源阶段性短缺；
二是国内糖价需上涨至一定高度，市场普遍预期糖价在 5800 以上，国储糖才会出库，这也与前几年国储糖的收
储成本较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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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国食糖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wind、广西糖网、东吴期货研究所

四、2020 年行情展望及风险提示
（一）行情展望
国际方面，我们认为包括印度、泰国在内的主要产糖国产量下降将导致 2019/20 年度全球食糖供应出现缺
口，而供应缺口将是明年全球糖价重心上移最大的驱动力，2020 年纽约原糖波动区间预计在 12-16 美分。由于
当前原糖仍面临印度、泰国上榨季积累的高库存以及北半球主产国产能释放的压力，13.5-14 美分这一中枢位置
短期将面临较大阻力，但是到明年一季度随着印度、泰国压榨进入高峰，产量逐渐清晰，若是减产被进一步证实，
原糖预计将突破压力位，迎来新一轮上涨行情。
国内方面，我们把明年的行情分为上下半年来看。明年上半年国内包括甜菜糖、南方蔗糖以及进口加工糖将
同时供应市场，到目前为止，本榨季甜菜糖消化是比较快的，北方糖从季产年销变成季产季销，预计明年上半年
北方甜菜糖的供应量是比较有限的；而进口加工糖方面，市场普遍预期贸易救济将于明年 5 月 22 号到期后不再
延期，我们认为明年上半年大概率不会有新的自动进口许可证发放，那么明年上半年国内更多地以消化今年四季
度的进口糖源为主，我们认为进口加工糖这块的供应也不会给明年上半年国内糖市带来太大的压力，那么明年上
半年国内白糖定价可能要更多地看南方糖的情况了。今年广西产区出糖率预计提高 1 个百分点左右，成本预计下
降 300 元/吨，我们测算本榨季广西产糖成本在 5300-5400 元/吨。由于今年云南产区先后受旱灾和霜冻影响较
为严重，我们认为云南本榨季的产量降幅会比较大，这个基本是可以确定的，至于广西今年是否减产，目前市场
仍有分歧，但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广西糖价弱于云南将会是常态，换句话说讲，广西糖的成本价决定了明年上
半年南方糖价的下限。因此虽然明年上半年仍是产能释放期，且春节后下游需求转淡，但是从估值角度来看，我
们认为郑糖主力 2005 合约 5400 以下空间不大，明年上半年国内糖价的驱动在外盘，随着近期内外价差的修复，
我们认为后期内外盘的联动性将增强。而明年下半年，国内糖市将面临配额外进口税率下降、进口量增加以及国
储糖出库等不确定性，我们需密切关注这些变量，待这些不确定因素落地后，若是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认
为国内糖价在消化了这些利空后将继续走强。2020 年我们对国内糖价运行区间的判断为 5300-6300。

（二）风险提示
1、印度、泰国减产不及预期。目前两国处于榨季初期，产量变数仍存，若是减产不及预期，原糖上行空间
将被限制。
2、国内进口政策的不确定性。明年 5 月 22 日后贸易救济到期后大概率不再延期，我们需关注中国与巴西、
印度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谈判，是否会带来进口量的超预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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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抛储政策的不确定性。目前国内国储糖库存在 600-700 万吨，国储糖出库数量将影响明年糖价上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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