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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来宾调研甘蔗长势时，期货日报
记者结识了一位糖厂的老农务，这位16岁就
到糖厂当甘蔗过磅员的梁大姐，至今已经在
制糖企业工作了32年，当前的工作岗位是在
糖厂农务部门，主要任务是为广大蔗农提供
服务。

“从事农务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
为农民服务的意识，要不怕苦、不怕累。”梁
大姐告诉记者，在甘蔗的种植、砍收等过程
中，蔗农有很多需要解决的切身问题，如甘
蔗良种的选择、优质肥料的采购、种植技术
服务、甘蔗病虫害的防治等。

“多年来，蔗农与制糖企业的利益是一
致的，整个食糖产业发展了，细分下的甘蔗
产业、制糖产业等也会有好日子过。”梁大姐
说，由于近年来糖价不十分理想，很多制糖
企业陷入了亏损的泥潭不能自拔，但为农民
服务却一点也不敢放松。

记者调查发现，我国糖市有一种现象很
值得关注，即食糖的销售与价格完全市场
化，而甘蔗收购、价格制定等却是“计划性”
的。在这种情况下，制糖企业一边要与农民
对接，要保证农民的收益稳定，另一边要与
千变万化的市场对接，要承担各种市场波动
风险。如此一来，由于糖厂面临的各种压力
过大，近年来不断有制糖企业关闭，最终不
利于我国食糖产业长远发展。

有关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即将过去
的 2017/2018 榨季，国内糖市是“蔗农增收、
糖企亏损”，虽然部分糖企在2017/2018榨季
硬挺了过来，但如果这种现象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会使得我国糖业始终处于生产力落
后、竞争力差的位置。

梁大姐认为，在当前广西等甘蔗种植区
面积扩大有限、原有田地生产力难以提升、
蔗田基础设施差与抗灾害能力低的情况下，
再综合考虑蔗农种植规模小、单位产量分摊
成本高，以及蔗农收益低、农村青壮劳动力
短缺等情况，有关机构要在制糖企业的大力
配合下，引导广大蔗农积极进行土地流转，
进行甘蔗的规模化、良种化、机械化等种植，
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降低甘蔗生产成本，提
高种蔗效益，并把农民从种植甘蔗全凭人力
的劳作中解脱出来。

目前来看，经过市场各方多年来坚持
不懈的努力，特别是糖厂农务人员的辛勤
付出，广西甘蔗种植正在向良种化、规模
化、机械化等方面发展。例如，目前广西甘
蔗种植区“双高”基地已建设好的总面积在
400 万亩以上。由于平整了土地，建全了农
田水利等设施，加上甘蔗良种的普遍推广，
今年广西甘蔗平均单产预估提高不少，这
有利于降低农民种植甘蔗的成本，增加农
民的收入。

在广西柳州、南宁等地，记者与糖厂农
务和甘蔗良种繁育人员交流时获悉，当前
有很多新的甘蔗种植技术和方法值得推
广。例如，在传统的种植模式下，种植 1 亩
甘蔗需要蔗种 0.8 吨，而如果采用新的种植
方法和技术，种植 1 亩甘蔗仅需要蔗种
0.2吨。

另据了解，在传统的种植模式下，甘蔗
是 3 年一轮作，而如果种植良种甘蔗，加上
进行正确的田间管理和科学实肥等，甘蔗种
植可以做到 6年一轮作。如此一来，一是可
以大大降低甘蔗种植的直接成本；二是可以
大大减少日常田间管理等间接的劳动力投
入与农资和机械投入；三是在大量流转土地
用来种植甘蔗的情况下，还可以获取集约
化、规模化、高度机械化效益。

梁大姐认为，国内制糖产业最终会好起
来的，只要全心全意为蔗农服务，全心全意
提高自己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在为蔗农提
供好服务的同时，制糖企业也会取得较好的
经营业绩。

业内人士认为，高度重视农民增收企业
亏损的新情况，并不断构筑企业、蔗农、流通
商高度融合发展大格局，大力推进高质量、
市场化发展，全面贯彻落实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糖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等，才能够
保持我国食糖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老农务：全心全意为农服务B

2006 年，期货日报记者在广西进行甘
蔗生产调研时认识了一位老糖人。如今，
这位老糖人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仍然十分
关心食糖产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地运用
新的市场工具和平台为食糖产业发展出谋
划策。

“在即将过去的2017/2018榨季，在很多
制糖企业亏损的情况下，广西一家糖厂净挣
了 7000多万元。为什么同在一片蓝天下别
人可以挣钱呢？”老糖人告诉记者，这家糖厂
之所以能挣钱，关键在于手中掌握了应对市
场变化的新工具和方法。

据老糖人介绍，今年年初，当很多糖厂
还认为糖价仍将上涨时，这家糖厂已经通过

郑糖期货市场把生产的食糖抛售了出去，不
但锁定了生产利润，而且有效规避了糖价下
跌风险。随后在糖价从6000元/吨以下跌到
5000元/吨以下时，很多糖厂“哭”了，这家糖
厂却“笑”得很开心。他说：“在完全市场化
的情况下，市场是很残酷的，我们需要通过
不断学习来应对市场变化。”

调研期间，记者听到了一个小故事，在
郑糖期货上市初期，广西甘蔗产区有一位食
糖贸易商由于期货工具运用得好，加上头脑
灵活对市场分析得好，数年间就获取食糖期
现货结合经营收益 6 亿元。随后受诸多因
素影响，逐步退出了郑糖等市场，后来其食
糖业务虽然经营得较为稳定，但也错失了很

多大的发展机会。
老糖人认为，当前广西食糖产业的发展

面临很多问题，如要面对北方甜菜糖和走私
糖的冲击、要面对劳动力日益短缺等问题，
但只要创新经营方法与模式，并满怀信心地
做大做强食糖产业、坚持市场化发展的道
路，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据记者了解，当前在广西甘蔗产区，有
关机构正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优势产区的
甘蔗生产，并不断提高甘蔗单产、制定食糖
产业保护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机构
正积极申请甘蔗直补等政策，预计“蔗低伤
农、糖贱伤企”的现象将不断减少，未来我国
食糖产业一定能做大做强。

老糖人：做大做强食糖产业C

根据有关机构最新公布的广西与国内
其他食糖产区的情况分析，新榨季国内糖市
生产形势预计较为乐观，如很多产区甘蔗长
势较好，不但面积增加，而且单产将有所提
升。同时，内蒙古等地甜菜增产明显，新榨
季我国甜菜糖产量增幅较大。另外，市场预
计，今年食糖价格将企稳回升，加上部分糖
厂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降低生产成本，很多糖
厂扭亏为盈的概率增加。

从广西的市场情况来看，新榨季广西甘
蔗种植面积同比增加约 20万亩。虽然今年

4月、8月、9月降水不均匀，局部地区出现了
干旱天气，部分产区降雨较多，令甘蔗出现
了倒伏现象，但由于“双高”基地的大面积推
广，将提高广西甘蔗的平均单产。由此预计
广西食糖产量略有增加，新榨季广西产糖量
有望达到610万吨。

“当前广西甘蔗已经进入成熟期，虽然即
将砍收，但田间管理依然十分重要，所以建议
蔗农及时为甘蔗刷叶，增加田间通风的效果，
这有利于提高甘蔗糖分与单产。”梁大姐说。

“甘蔗砍收时，我计划用机械收割，这样

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可以避免出
现甘蔗烂在地里的现象。如果效果好，明年
我会再多流转一些土地来种植甘蔗。”陆保
光表示，近期又有传闻讲甘蔗收购价与去年
持平，普通甘蔗收购价仍为 500 元/吨，这让
他的担忧降低了很多。

老糖人认为，食糖产业关系民生，相信
有关机构会及时制定并出台惠农、支农、扶
企等政策，加上广大蔗农的积极辛苦劳作、
农务人员的无私付出等，广西乃至全国食糖
产业美好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新榨季：糖市生产形势乐观D

左江清澈的江水围绕着广西崇左市濑湍镇仁良村静静流
淌，茂密的甘蔗林在江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看着自己种植
的 50 亩甘蔗长势喜人，仁良村的老蔗农陆保光又喜又忧，喜
的是今年甘蔗产量肯定不会低，忧的是市场传言今年甘蔗收
购价将调低，这会影响到他的收入。

期货日报记者在崇左市濑湍镇及其周边调研时发现，这
里为山区干旱地区，山岭丘陵密布，石灰岩山林立，平整土地
狭小而分散，大部分可耕地分布在山坡上。根据当地常年的
天气情况分析，当地气温较高，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热同
季，无霜期短，很适合甘蔗生长。因此，这里就成为广西乃至
全国闻名的甘蔗重要种植区，濑湍镇 8 万亩左右的旱地大部
分都种上了甘蔗。

另从广西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气候、水利条件等分析，当
地农民选择种植甘蔗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更划算。加上近年来
各级政府持续扶持以及制糖企业的资助，种植甘蔗更能保证
收入稳定。

甘蔗是广西主要的经济作物，甘蔗产业长期以来是广西
的支柱产业，是广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虽
然广西农业种植结构出现了调整，甘蔗种植面积有所下调，但
种植面积仍在1200万亩以上，种植甘蔗的农民有上千万人。

“我今年 53 岁了，从事甘蔗种植已经 28 年，去年 50 亩甘
蔗总产量约有230吨。今年雨水较多，甘蔗长得不错，产量估
计会达到 250 吨。”陆保光告诉记者，甘蔗产量提高主要得益
于“双高”基地的建设。

“近 30 年种植甘蔗的生涯，让我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和技术，但上了年纪以后，明显感到种植甘蔗力不从心了。”陆
保光告诉记者，现在农村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在外打工，部分青
壮年会在甘蔗砍收季回来帮忙，但这解决不了种植甘蔗劳动
力大面积缺乏的问题。目前他的孩子正在外地上大学，未来
回来种植甘蔗的概率不大。

陆保光坦言，虽然当前种植甘蔗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仍愿
意一心一意把甘蔗种好。前几年，当地有一些人在甘蔗田里
种上了桉树、香蕉树等，碰上市场光景好时，他们的收入会高
于甘蔗，但由于市场经常变化，加上种植桉树对地力破坏较为
严重，长期来看还是种植甘蔗比较可靠。

站在陆保光等老蔗农的角度来看，当下他们最关心的问
题是甘蔗收购价的高低，因为这关系着他们今年收入的增减。

“蔗农与市场的主要联系渠道是甘蔗价格，甘蔗价格的涨
跌决定着农民收入的高低，也将左右蔗农种植积极性的高低，
最终影响广西食糖产量的增减，从而决定国内糖市的供应。”
陆保光认为，农民如何种植甘蔗，虽然看上去是一件仅关系到
个体的事，但市场影响却很深远。

近几个榨季广西甘蔗收购价不断上调，2017/2018榨季普
通甘蔗收购价已经提高到500元/吨。提高甘蔗收购价，对蔗
农而言确实得到了一些实惠，但由于近年来糖价不稳和不断
走低，制糖企业等承受了巨大压力。因此，如何发展广西甘蔗
产业，不仅要考虑农民种植甘蔗的收益，而且要考虑提升整个
糖业的收益。有业内人士认为，应该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建立
国家扶植、企业重点参与的完善的政策扶植体系。

通过在广西崇左、来宾、柳州、南宁等重要甘蔗产区调研，
记者看到，尽管面临农资投入稳步增加、劳动力短缺、机械化
程度偏低、甘蔗产量“靠天吃饭”、甘蔗收购价趋降等各种困
难，但各产区蔗农仍对种植甘蔗充满了热情，就像陆保光一样
的老蔗农，对种植甘蔗是从内心迸发出喜爱的热情，毕竟这是
一项甜蜜的事业。

据一些老蔗农介绍，在 19世纪 80年代，国内糖市的情况
是“广西缺粮、全国缺糖”，当时全国全年产糖量仅有数百万
吨，食糖凭票配给。据了解，当时我国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不到
3公斤的计划糖，为鼓励广西多生产甘蔗，每生产1吨甘蔗，国
家便拨给广西 400 公斤原粮。随后在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广
西食糖产量逐步由原先的数十万吨上升到了最高时的900万
吨左右，这让我国逐渐摆脱食糖 70%的需求依赖进口补足的
尴尬境地。

目前虽然广西食糖产量有所下降，但每个榨季的产量仍
高达600万吨，广西仍是我国糖市的最大产区。因此，只要种
植方法得当，有像陆保光一样的老蔗农存在，广西甘蔗产业原
有落后的发展模式一定会得到改变，广西甘蔗产业也将继续
快速发展。

老蔗农：一心一意种好甘蔗A

三位糖业老工作者的美好愿望

积极种蔗 做好服务 创新经营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10月下旬，在我国最大的食糖主产区广西

2018/2019榨季即将开榨之际，期货日报记者

对当地部分种植甘蔗的农民、糖厂农务人员、制

糖企业生产负责人和贸易商进行了采访，并实

地调研了部分地区甘蔗长势与“双高”基地的建

设情况。

从记者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广西壮乡

甘蔗产业及下游的制糖产业等发展稳定，面对

北方甜菜糖和走私糖的冲击、面对劳动力的日

益短缺等问题，广大蔗农、农务工作人员与涉糖

机构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模式，使得市场出现了

农民积极种蔗、农务人员好好服务、制糖企业等

认真且创新性做好经营的可喜局面。

乔林生乔林生//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