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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周期开启，糖价蓄势待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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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从国际方面来看，根据国际糖业组织(ISO) 的报告显示，
预期全球 2015/16 年度糖产量为 1.686 亿吨，全球食糖总产
量或连续两年下降；预期全球糖消费量或有萎缩约为 1.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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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产销缺口或将在 370 万吨，将结束连续 5 年的过剩局
面， 我们认为 2015/16 年度开始全球进入糖料减产周期概率
较大。
我们看见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一个非常清楚的趋势是
全球白糖库存处于新的波峰区，自 2015-2016 年全球连续两年
减产，我们预计库存上升的周期已经结束了；同时库存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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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时间，高库存量将一定程度制约白糖价格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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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基本面来看，2015/2016 年度食糖产量基本形势
确定，预计 2015/2016 榨季全国共生产食糖 900 万—950 万
吨，减产幅度为 9.6%。我们预计中国食糖产量经过 2011 年
连续 3 年的增长，2014/2015 榨季首次出现减产，2015/16 继
续减产，减产周期基本已经确定，这对国内糖价形成中长线
支撑，在严控进口政策下，国内糖价易涨难跌。
目在国内 2015/16 榨季供应短缺 200 万吨，全球白糖
2015/16 年短缺 370 万吨，全球库存消费比下降背景下，全球白
糖基本结束连续 5 年供应过剩局面，我们认为 2015/16 年度开始
全球进入糖料减产周期，将中期支撑糖价，此外由于印度与泰
国年度消费量增加，或将令全球糖供应更为紧张。从长期看，
白糖价格进入趋势上行周期，我们尽量以逢低做多策略为主，
但需警惕短期季节性供应压力回落。若 2016 年下半年全球白糖
种植面积改善不大，全球食糖产量下降的预期会更强烈，国际
糖价上涨的趋势或更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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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 年白糖行情走势回顾
2015 年郑糖指数整理上行重心上移，于 4600 线处上涨至 5800 线遇阻，回调 4900 线后再度整理上行，全
年在 4600-5800 区间波动。我们可以将其走势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年初至 6 月初，指数从 4600 线一路拉高至 5800 走出一波牛市行情，此阶段上涨原因主要是
市场对国内种植面积减少及厄尔尼诺天气影响全球甘蔗单产担忧炒作。
第二阶段：从年初到 6 月中旬到 8 月中旬，此阶段郑糖指数一路从全年高点 5780 附近回落至 4960 线，此
波下跌主要是受到巴西开榨供应宽松及国内市场系统性风险影响。
第三阶段：从 8 月中旬到年末，郑糖指数处于 4960-5760 区间震荡收敛、重心上移，此阶段走势主要原因
是国内外消息多空交织令糖价高位震荡。即巴西 2015/16 压榨产量低于市场预期，全球供应缺口增大中期利多
消息与近期印度政府加大糖出口力度及国内新榨季糖陆续开榨令短期供应宽松利空糖价。
截止 2015 年 12 月 24 日，全年上涨 22%左右。
图 1：郑糖指数 2015 年走势

数据来源：文化财经，中信建投期货

那么 2016 年白糖将何去何从呢？

二、2015 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
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整体美强中欧弱。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其经济处于低通胀、就业数据向好，
经济稳步增长中。这使得 2015 年美元指数延续去年上行态势，年度上涨约 10%，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
经济流动性充裕，货币政策无宽松压力。欧元区经济仍旧低迷，较高的失业率，过低的通胀率，都表明着欧
元区的经济有很大的通缩风险，这也预示着欧央行在未来有可能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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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下。纵观 2015 年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
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9%，全年预计 GDP 增速 7%，经济低迷。在低迷的经济增速下，预计 2016 年央行将
采取降准或降息方式来减缓经济下滑的速度。

图 2：2015 年中国 GDP 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近 3 年以来，中国 CPI 和 PPI 价格指数处于波动向下的状态，截止 2015 年 11 月 CPI 同比上涨 1.5%，PPI
同比下跌 5.9%，PPI 连续 45 个月同比增长为负，工业去库存化问题严重，经济通货紧缩风险较大。

图 3：2015 年中国 CPI 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国内经济缓慢回落和通货紧缩风险加大，我们预计 2016 年中国仍将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将继
续采取降息或降准措施；欧元区将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以刺激经济；美国就业好转经济稳步增长，12 月美联
储会议自 2007 年金融危机来首次加息，宣告其加息周期开启。这对白糖可能造成的影响：从消费端看白糖
的消费需求增长或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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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白糖行情展望
1、全球白糖供需情况
根据国际糖业组织（ISO）的报告显示：2014/15 年度全球糖产量为 1.7275 亿吨，全球消费量为 1.6939
亿吨，供应过剩 337 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50.7%；预计 2015/16 年度全球糖产量为 1.686 亿吨，全球食糖总产
量或连续两年下降，预期全球糖消费量约为 1.723 亿吨，产销缺口或将在 370 万吨，将结束连续 5 年的过剩
局面，我们认为 2015/16 年度开始全球进入糖料减产周期概率较大。
图 4：全球白糖产量、消费量和产消缺口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从 2011 年至 2015，因全球糖产量大于消费量，使得全球白糖库存逐步攀升，在 2014 年全球糖期末库
存到达高点 4385 万吨，随后 2015 年库存下滑到 4356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29 万吨或 0.66%，我们预计 2016
年全球糖供应缺口将加快全球糖的去库存化，预计 2016 年期末库存或将为 3960 万吨，同比下降 396 万吨或
9.1%。在全球糖价低迷的情况下，连续两年种植减产令全球糖供应缺口加大，我们预计库存上升的周期已经
结束了，后期在种植面积不变下，库存将进一步下滑。
图 5：全球白糖期末库存（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6：全球白糖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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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 年到现在，一个非常清楚的趋势是全球白糖库存消费比始终在波动下行，库存消费比的底部被
不断地压低，每一个波峰都比上一个波峰要更深。在过去差不多 14 年的时间里边，整个库存消费比的重心
始终在不断下沉，顶部不断下移底部也在不断下移。我们认为未来这个趋势仍将持续，库存消费比将向新的
波谷前进。由于 2015/16 年供应短缺料，预计库存消费比同比将下滑 3.16%至 47.3%。

2、巴西食糖供需情况分析
巴西蔗产协会（Unica）表示：2015/16 年度巴西糖产量为 3,520 万吨，低于上一年度的 3,730 万吨。截
止 12 月 18 日，巴西国家商品公司(Conab)表示，预计巴西 2015/16 年度糖产量料为 3460 万吨，低于 8 月预
估的 3730 万吨，预计巴西 2015/16 年度中南部糖产量为 3130 万吨，低于 8 月预估的 3370 万吨。巴西东北部
地区的糖产量料为 330 万吨，低于 8 月预期的 360 万吨，因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影响。
巴西 2015/16 榨季由于开榨时间较往年延后，今年收榨时间将推迟到 12 月低。截止到 12 月中旬，巴西
中南部累计压榨甘蔗 5.813 亿吨，较去年增加 3%；糖产量 3010 万吨，较去年减少 5.6%，乙醇产量 266 亿公
斤，较去年增加 3.4%。巴西最新双周压榨数据显示，12 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压榨甘蔗 1800 万吨，同比增加
77%，因去年同期多数糖厂以结束压榨。
从以上数据可知，巴西 2015/16 榨季减产 6%基本上可以确定，巴西减产令全球供应压力增大，支撑国
际原糖价格上行。
图 7：巴西白糖产量、出口量和消费量（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8：巴西白糖产量-出口量-国内消费（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最近三年以来，巴西白糖产量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同时巴西白糖出口量也处于
收缩态势，但是巴西国内白糖消费量保持稳定。如果我们用巴西白糖产量-需求（出口量+国内消费量）的话，
我们发现白糖今年供需出现吃紧，这就提供了白糖未来价格上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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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巴西白糖出口量（千吨）

图 10：巴西白糖出口量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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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两年巴西白糖减产，其出口量从 2014 年开始出现转折，年同比出口量下降。在过去 5 年来国际
糖价的低迷，目前国际糖价已经回到了 2009 年的价格水平，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那么我们认为现在
国际糖价水平在 2006-2007 年的价格水平。在国际糖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全球白糖出口下降，其中巴西 2014
年白糖出口下降 5%，2015 年白糖出口下降 8.6%。但由于巴西近两年产量的下降累计效益，导致巴西国内库
存消费比降低，我们预计 2016 年巴西糖出口量或将维持上一年同期水平。

3、印度食糖供需情况分析
近几年来印度糖产量处于高位，令印度产量连续 6 年过剩。由于受到厄尔尼洛现象影响，印度地区降
雨偏少，令 2015/16 榨季其产量不确定较大。在 9 月 30 日报告中，印度糖厂协会（ISMA）预计印度 2015/16
榨季糖产量为 2700 万吨，上一年度为 2830 万吨，减少约 130 万吨，14/15 榨季期末库存约为 950-1000 万吨，
甘蔗种植面积 528 万公顷，较 2014/15 减少 0.4%，2014/15 国内消费量为 2510 万吨，2014/15 出口量为 110
万吨。在 12 月印度政府预测 2015/16 榨季产量为 2600 万吨，较印度糖厂协会（ISMA）预测低了 4%。
9 月印度政府要求工厂在 10 月开始出口 2015/16 年度糖 400 万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库存较高，印度
国内供应总量还是较为宽松，同时印度鼓励糖出口，对国际原糖价格有一定打压。12 月 17 日，印度政府宣
布一项糖税法修正案，将糖税从 24 卢比/100 公斤上调至 124 卢比/100 公斤，以支付蔗农直接补贴费用。政
府计划征收 250 亿卢比（约 3.726 亿美元），以弥补 4.5 卢比/100 公斤的蔗农直接补贴财政支出。此政策在保
护印度蔗农种植利润，也对糖价有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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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印度白糖产量和期末库存（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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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印度白糖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小结，近几年印度产量处于高位，由于受到厄尔尼洛影响，今年印度降雨偏少，或将影响印度糖产量
令其减产，但印度现正处于集中压榨中，降雨将直接影响最后产量。我们预计印度 2015/16 年糖产量减产为
大概率事件，目前预估值在为 2600-2700 万吨，印度政府修正糖税法直接对农户实施补贴，长期看对糖价有
支撑作用。

4、国内供需情况
4.1、国内种植情况
种植面积大幅下滑，连续两年减产
2014/2015 年度食糖产量为 1055 万吨，较上一年大幅减产 276 万吨或 20%，除北方甜菜糖除新疆外，
其余产区都减产。南方甘蔗糖产区全部减产，海南、广东种植面积下降幅度较大，广西、云南次之，减产的
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连续两个榨季下调了甘蔗收购价，种植户种植积极性受挫，农户种植替代物增加，导
致种植面积减少；二是由于 2014 年主产区不利天气对甘蔗单产的影响。
2015/2016 榨季国内大部分主产区的糖料种植面积继续大幅减少, 甘蔗种植面积减幅达 13.3%，其中广
西减少 12.5%，广东减少 12%。广西糖料种植面积同比减少 250 万亩至 1200 万亩；云南糖料种植面积同比减
少 57 万亩至 480 万亩，广东糖料种植面积也略微出现减少。据相关专家预测，新榨季全国糖料种植面积同
比减幅为 14%。由于国内种植面积继续减少，15/16 榨季产量将大幅下降，产量可能减少 100 吨左右，约为
900-950 万吨左右，其中广西估产 580 万吨，云南 200 万吨，广东 75 万吨，其他地区 10 万吨，甜菜糖 70 万
吨。
由于连续 2 年减产，令国内供应出现严重缺口（在严控进口糖背景下），2015/16 榨季广西上调甘蔗收
购价至 440—450 元/吨，上一年为 400 元/吨，此措施意在鼓励农户加大种植面积改善国内糖供应紧张局面。
对于 2016 年国内糖种植面积能否止跌企稳，不确定性还较大，后续需要跟踪白糖价格及种植生产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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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白糖播种面积（千公顷）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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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白糖播种面积同比增长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在 2015 年 11 月的桂林糖会上，根据各省糖协公布数据估算，预计 2015/16 榨季全国共生产食糖 900-950
万吨，减产 100 万吨，减产幅度为 9.5%。我们预计中国食糖产量经过 2011 年连续 3 年的增长，2014/2015
年度首次出现减产，2015/16 继续减产，减产周期已经确定，这对国内糖价形成中长线支撑，在严控进口政
策下，国内糖价易涨难跌。

4.1.1、主产区广西 2015/2016 榨季甘蔗产量预估
自治区糖业发展局数据显示,2013/2014 年榨季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 1584 万亩,同比减少 66 万亩;上个榨
季又同比减少 234 万亩，2014/15 榨季广西种植面积为 1450 万亩，同比减少 134 万亩。眼下已经开榨的
2015/2016 年榨季，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同比再减 114 万亩。过去 3 年里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累计减少 404
万亩,累计下滑幅度达到 25%。
从 2011 年来白糖价格持续的走弱，广西甘蔗收购价将连续第三年下调：2012/2013 榨季下调 25 元/吨至
475 元/吨，2013/2014 榨季下调 35 元/吨至 440 元/吨，2014/2015 榨季下调 40 元/吨至 4000 元/吨，国内糖厂
在过去三个榨季持续亏损，导致国内种植面积持续大幅下滑，令产量连续 2 年回落。2015/2016 年榨季广西
将继续执行全区统一的普通糖料蔗收购首付价政策，普通糖料蔗收购首付价定为 440 元/吨，较去年上调 40
元/吨。各市可根据市情，在 440 元/吨的基础上上下浮动 10 元/吨自主确定普通糖料蔗收购首付价，甘蔗收购
价格继续采取蔗糖价格挂钩联动、二次结算的管理方式。每吨普通甘蔗收购价格 440 元与每吨一级白砂糖平
均含税销售价格 5800 元挂钩联动，挂钩联动价系数维持 6%。
我们认为，广西提高 2015/16 年糖料收购价格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减产原因，一方面是维持种植利润，加
大农户种植积极性。因而预计 2015/16 年广西种植面积会将止跌企稳，保守认为与 2014/15 年面积持稳约为
1400 万吨左右，若后期糖价得到上涨，将促进甘蔗种植面积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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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广西: 糖料播种面积（千公顷）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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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广西糖料播种面积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4.2、国内消费量
白糖销售情况
中糖协产销简报消息，2014/15 年制糖期食糖生产已全部结束。本制糖期全国共生产食糖 1055.6 万吨（上
制糖期同期产糖 1331.8 万吨）
，比上一制糖期少产糖 276.2 万吨，其中，产甘蔗糖 981.82 万吨（上制糖期同
期产甘蔗糖 1257.17 万吨）
；产甜菜糖 73.78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甜菜糖 74.63 万吨）
。
2014/15 榨季截止 9 月底，本制糖期全国累计销售食糖 962.57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 1140.39 万吨）
，下
降 177.82 万吨或减幅为 15.59%；累计销糖率 91.19%（上制糖期同期 85.63%）
。其中，销售甘蔗糖 892.66 万
吨（上制糖期同期 1078.32 万吨），销糖率 90.92%（上制糖期同期 85.77%）
，销售甜菜糖 69.69 万吨（上制糖
期同期 62.07 万吨）
，销糖率 94.75%（上制糖期同期 83.17%）
。2015/16 榨季 10-11 月累积新糖销售为 13.83
万吨，去年同期累积为 13.99 万吨。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化转型加上经济增长缓慢回落，下游企业需求增长疲
弱，其中成品糖需求下降较大，罐头增长放缓，饮料和糖果需求基本持稳。
图 17：白糖产量和消费量（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图 18：白糖产销缺口：白糖产量-消费量（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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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食品下游行业（成品糖、饮料、糖果、罐头）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根据历史数据看，我国是历来糖消费大国，国内糖产量不能满足其消费，需要进口一定糖量弥补缺口。
根据糖协的估计，2013、2014 年我国食糖消费量分别为 1393 万吨及 1443 万吨，而同期我国食糖产量分别
为 1275 万吨及 1080 万吨，产量和消费的缺口分别为 118 万吨及 363 万吨，产量和消费的缺口有扩大的趋势。
由于 2014 年来糖料种植面积持续大幅下滑，预计 2015 年、2016 年国内供需缺口将达到 400 万吨以上，此缺
口主要通过进口糖来弥补，然而进口糖数量受到国内“一号文件”政策影响。
据海关进口数据，2015 年 10 月国内进口 35.61 万吨，同比减少 6.03 万吨或 14.5%，累积进口达到 408.59
万吨，同比增幅 45%，14/15 榨季累积进口 481.59 万吨，比上一榨季增加 79 万吨或 19.6%。由于国内在 2014
年对进口策略做出调整，整体进口数量处于可控可调节状态中，但由于内外价差较高，进口量过大会直接打
击国内糖价。我国近年来食糖进口配额一直在 194 万吨，配额内进口关税 15%，配额外进口关税 50%。在今
年“一号文件”中表示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积极支持优势农产品出口，把握好农产品进口规模、节奏。
完善粮食、棉花、食糖等重要农产品进出口和关税配额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行为。在 9 月原糖加工企业行业
自律协会上，各方也积极响应支持“一号文件”对进口政策表示继续严控，以国产为主、进口为辅。我们认
为中长期对于食糖进口采取有效调控，2015/16 榨季进口数量仍将维持较高维持，预计 400 万吨，主要由于
减产较为严重。
2015 年 10 月国内进口 35.61 万吨，同比减少 14.5%或 6.03 万吨；截止 10 月 2014/15 榨季累计进口 408.59
万吨。虽然国内在 14 年末改变进口政策，整体进口数量在可控状态中，但由于内外价差较大，进口利润空
间大，进口数量增多对国内糖市形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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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白糖进口量（千吨）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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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白糖进口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信建投期货

四、2016 年白糖投资机会展望
从国际方面来看，根据国际糖业组织(ISO)

的报告显示，预期全球 2015/16 年度糖产量为 1.686 亿吨，

全球食糖总产量或连续两年下降，预期全球糖消费量或有萎缩约为 1.723 亿吨，产销缺口或将在 370 万吨，将
结束连续 5 年的过剩局面，我们认为 2015/16 年度开始全球进入糖料减产周期概率较大。
从国内基本面来看，由于国内种植面积连续减少，2015/16 榨季产量大幅下降基本确定，预计 2015/2016 榨
季全国共生产食糖 900- 950 万吨，减产幅度为 9.6%。我们预计中国食糖产量经过 2011 年连续 3 年的增长，
2014/2015 榨季首次出现减产，2015/16 继续减产，减产周期基本已经确定，这对国内糖价形成中长线支撑，
在严控进口政策下，国内糖价易涨难跌。
在国内 2015/16 榨季供应短缺 200 万吨，全球白糖 2015/16 年短缺 370 万吨，全球库存消费比下降背景
下，全球白糖基本结束连续 5 年供应过剩局面，我们认为 2015/16 年度开始全球进入糖料减产周期，将中期
支撑糖价，此外由于印度与泰国年度消费量增加，或将令全球糖供应更为紧张。从长期看，白糖价格进入趋
势上涨周期，我们尽量以逢低做多策略为主，但需警惕短期季节性供应压力回落。若 2016 年下半年全球白
糖种植面积改善不大，全球食糖产量下降的预期会更强烈，国际糖价上涨的趋势或更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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