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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思想 紧跟市场 多学新知识

糖业勇于改革 脱困值得期待

3月12日，来自制糖行业的产业企业和私
募机构、专业投资公司等代表参加了“2019 年
广西、内蒙古暨全国糖市供需形势分析会”，并
且在会后针对当前榨季国内食糖销售、收储、
白糖期货工具的使用、未来甘蔗市场放开、预
期甘蔗生产者补贴政策出台概率、糖价涨跌等
热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信息交流。

参加会议的广西潮起投资公司董事长李
海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在经过长达两年多的糖
价下跌的打击后，国内涉糖企业特别是蔗糖生
产企业正在进行深刻反思，面对甜菜糖产业的
蓬勃发展与竞争，很多糖业界人士找到了认识

上的差距与不足，愿意积极学习新知识，如掌
握白糖期货工具与市场平台的应用，同时针对
糖市出现的新变化，他们也勇于改革，预计未
来国内制糖业将逐渐脱离亏损的苦海，从而走
上健康发展之路。

近期，在国内股市指数持续走高的过程
中，有一家糖企的股价连连涨停成为热点新
闻，但这并不能掩盖当前国内大部分涉糖企业
亏损的事实。

据记者了解，当前国内糖市销售价格远低
于生产成本，制糖企业特别是广西等地生产蔗
糖的企业亏损严重，如广西一家大型蔗糖生产

企业2018年的亏损数额高达10亿元。究其原
因，一是制糖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二是很
多制糖企业“吃不饱”；三是市场竞争加剧。

据李海介绍，自 2016年年底以来，受国际
市场糖价下跌、国内甜菜糖蓬勃发展及玉米淀
粉糖得到广泛应用、走私糖涌入等因素的共同
作用，国内糖价持续下行，截至目前已持续了
两年多时间，这令国内糖市销售价格不仅跌破
了蔗糖生产成本，而且跌破了甜菜糖生产成
本，导致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成本与售价倒挂的
现象。由于入不敷出，造成大部分制糖企业陷
入亏损的泥潭不能自拔。

陷入泥潭：涉糖企业大范围亏损A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3月12日，期货日报携手中粮期货南宁营

业部在我国食糖主产区广西南宁举办了

“2019年广西、内蒙古暨全国糖市供需形势分

析会”。会上糖业界资深专业人士针对2019
年广西及我国糖市供给、进口、需求形势，以及

内蒙古和新疆甜菜糖市形势做了详细分析，针

对白糖期权的应用等进行了案例讲解，对印

度、泰国、巴西等国际市场主要食糖生产国形

势如何发展进行了探讨。

“来参加会议的产业企业分布在食糖全产业链上，
数家广西的大型制糖企业与贸易公司均有代表来参
会，很多参会代表是‘老糖人’，这在以往不多见。”熟知
广西糖业圈情况的参会代表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一个
市场分析会来了80多位业内人士的确出乎意料，这说
明广西糖业界正在发生积极变化，转变思想、紧跟市
场、多学新知识等已经在业内达成了共识。

自白糖期货上市以来，已经有众多产业企业参与
了交易，特别是在白糖期权上市以后，随着产业企业可
以使用的期货、期权工具与投资组合模式越来越丰富，
食糖期现货市场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产融结合得到
加强，这也是众多产业企业代表积极参加糖市分析会
的主要原因。据了解，当前广西大部分制糖企业、农业
合作社和甘蔗种植大户都知道利用白糖期货与期权工
具和市场平台来规避市场风险。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前几年在深圳的金融市场，一
位期权投资者曾用200万元资金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内挣到上亿元，虽然这不是一个投资常例，但期权工具
运用得当的确可以获得丰厚收益。

中粮期货南宁营业部白糖期权高级研究员颜晓明
表示，与利用期货工具相比，白糖期权还具有其他优
势，如利用期货工具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风险管理时，
市场行情可能会出现不利于企业变动的情况，会令投
资者陷入两难境地，甚至会错过盈利的机会，可能会令
保证金压力增大、套保操作失效，但如果选择使用白糖
期权工具来操作，在不利于产业企业的行情出现时，则
可以安心继续等待，因为期权是结果导向型与功能导
向型的工具，投入的交易成本只有权利金，而且买方无
需支付保证金。

近年来，记者在广西持续进行甘蔗市场调研时发
现，当前广西的蔗糖产量在全国食糖市场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不过由于生产成本较高，虽然食糖产量仍实现
了持续增长，但发展后劲不足，特别是近两年广西食糖
产业更是陷入了亏损的泥潭不能自拔。因此，未来如何
保证广西糖业稳定发展很重要，其中离不开金融市场特
别是白糖期货与期权市场的引导和助力。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仍要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其中要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
和“保险+期货”试点，支持重点领域特色农产品期货期
权品种上市。另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指出，要将
糖料蔗“双高”基地建设范围覆盖到划定的所有保护区。

截至目前，在国内农产品期货市场，我国已上市了
玉米、豆粕、白糖、棉花、天胶期权，已上市交易的玉米、
豆粕等农产品期货品种更多，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条，为产业企业规避市场风险提供了市场平台与工具，
郑商所、大商所等更是在农林产品生产环节，面对农民
深入开展了“保险+期货”试点工作，并且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综合效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糖料
蔗“双高”基地建设范围覆盖到划定的所有保护区更具
有深远意义，也会对白糖期货市场产生长远影响，同时
也会刺激白糖期货市场更好地发挥功能。

“目前，国际糖市正处在熊牛转换与国内糖价正值
筑底反转的关键阶段，加上糖市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产
业企业在经营上面临很多风险，所以更要注重对白糖
期货与期权工具的使用。”李海表示，根据他在印度实
地调研的情况与对巴西、泰国等糖市了解的情况分析，
当前印度已经成为国际糖价波动的源头。印度食糖产
量预计减少，但依然产大于需，库存依然在积累当中。
不过，巴西、泰国、欧盟己开始减产，其中巴西食糖产量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糖价过低将促使其用更多的甘蔗去
生产乙醇。

综合记者在会上所了解到的信息可以发现，食糖
产业在广西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兴衰一方面关
系着上千万蔗农的幸福生活，关系着涉糖企业的生存；
另一方面与国内糖市供给的余缺有密切联系。当前广
西糖业界积极学习新知识的态度与敢于改革的勇气让
我们看到了糖业脱困的希望，市场也正在期待着白糖
期货与期权发挥更大的市场功能和作用，引导并帮助
我国食糖产业发展壮大。

产融结合：
用好用活白糖期货与期权D

一年之计在于春，面对瞬间就会发生变化
的期现货糖市，大家总想找到更多的介入机会，
而做好市场信息交流与分析是很重要的一环。

期货日报记者在会上发现，面对涉糖企业
大范围亏损的严峻局面，市场各方均具有了

“穷则思变”的意识，其中广西有关机构正率先
迈出第一步。日前，广西有关机构发布了关于
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糖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有
关事项的通知。从通知内容来看，未来有关机
构将认真组织做好订单农业等改革政策解读，
确保政策进企入户，落实到基层。会切实抓好
订单农业，分级抓好试点，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确保到今年 6 月底基本完成订单合同签订工
作。同时，将要加强糖料蔗购销事前、事中、事
后监管，会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种问题，最终会
推进糖业改革，促进产业发展、蔗农增收、社会
稳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广西将围绕提
高生产能力、保护蔗农权益、放开甘蔗市场、兼
顾地方利益、整合加工能力、培育知名品牌、拉
长产业链条、做大糖业产业，深化糖业体制机

制改革，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
糖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
提升糖业发展水平。

记者从业内人士那里获悉，广西糖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2年广西现代
糖业发展体系将不断完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
提高，把广西糖业打造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
色优势产业，其中糖料蔗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基本建成 1150 万亩糖料蔗生产保护区，糖料
蔗平均亩产在 5 吨以上、蔗糖分在 14%以上，
500万亩高产高糖糖料蔗基地平均亩产在6吨
以上。糖料蔗生产能力在 6000 万吨以上，产
糖能力在 700 万吨左右。健全良种繁育推广
体系，争创一批国家级区域性甘蔗良种繁育基
地，糖料蔗良种覆盖率达98%。生产全程机械
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双高”基地综合机械化率
达 85%，机收率达 70%。企业综合实力进一步
增强。进一步发展壮大制糖龙头企业，培育一
批年制糖能力 100 万吨以上的大型制糖企业
集团，形成一批原料足、成本低、效益好、竞争
力强的糖厂，糖厂原料蔗平均满足率在80%以

上。现代糖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商贸、金融、
物流、科技等社会化服务进一步完善。

业内人士表示，下个榨季广西就将放开甘
蔗市场，预计这将对广西乃至我国整个食糖产
业形成长远的积极影响。参会代表普遍认为，
食糖生产与销售“市场化”，以及甘蔗收购和定
价“政策化”的不对接、不协调格局将消失，制
糖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等会得到扩展，产业企
业洗牌重组必将发生，未来涉糖产业企业的规
模效益、管理效益等会逐渐显现，产业企业的
抗风险能力会得到提高。

“能够克服思想上的局限性，把发展食糖
产业的眼光从广西扩展到全国范围，并将率先
放开甘蔗市场，这说明广西有关机构正在紧跟
市场的变化探索糖业改革之路，这是一个令人
惊喜的变化。”李海向记者表示，广西地处边疆
地区，多年来当地糖业的发展一直受到管理模
式前瞻性不强、市场化不足、资金短少、土地贫
脊等因素的制约，现在有关机构能够主动引导
糖业发展值得肯定，并将对糖业长远的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

穷则思变：放开甘蔗市场勇敢走出第一步C

记者与参加会议的制糖企业代表交流时
了解到，当前国内制糖企业的日子过得很苦。
2016年年底，广西南宁地区制糖企业质量较好
的蔗糖售价在7000元/吨，到了2018年年初只
有 6000元/吨左右，而到了当年年底只有 5000
多元/吨了。重要的是在糖价下跌的过程中，
食糖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原料价格并没有出现
同步下跌。由于成本与售价严重倒挂，几乎全
部的蔗糖生产企业都出现了亏损。

目前，虽然国内糖价仍处在 2016 年以来
的低价区，但为了兑付农民的蔗款，制糖企业
不得不亏本售糖，如果没有外来资金流入企
业，估计部分制糖企业会陷入更加被动的生存
环境里，一些中小型企业可能会关门倒闭。

糖料蔗收购价难以下调。“我今天是与同
村的 3个人一起去江西景德镇打工的，在家呆
着只种甘蔗过不下去。”期货日报记者 3 月 14
日从南宁返回郑州时在高铁上认识的一位桂
北地区的袁姓蔗农说，他今年近 50岁了，兄弟
4 人有 3 个靠外出打工生活，主要原因是种甘
蔗挣不了多少钱。

当前榨季广西地区甘蔗收购价在 500
元/吨左右，虽然比广东湛江等地的 400 元/吨
左右高出不少，但对广西的蔗农来说仍不挣

钱。第一是当地人均蔗地面积小，难以降低种
植成本和形成规模种植效益；第二是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少，人工成本高。

“当前农村年轻的一代很少有人愿意下
田。原来我年轻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就下田管
理甘蔗与种稻，而现在的年轻人连早餐都懒得
起床吃，天天抱着手机不离手，更不用说让他
们下地种蔗、砍蔗了。”桂北地区的袁姓蔗农
说，由于劳动力缺乏，现在到了砍蔗旺季，很多
蔗农需要出高价请帮工，请一个工人一天需要
200元左右。

另据记者了解，即使近年来广西甘蔗收购
价稳定，但甘蔗产量并没有出现大幅提高，很
多制糖企业“吃不饱”，在遇到较差天气的时
候，制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还会出现“断槽”的
现象。近年来，广西地区的甘蔗种植面积稳定
在 1150 万亩左右，受可开发的土地面积有限
制约，预计甘蔗总产量大幅提高的概率不大，
制糖企业的规模短期内很难扩大，企业经营效
益不好改善。

站在制糖企业的角度来看，除了生产成
本高、糖价低造成企业生存困难外，市场竞争
的加剧也让生存环境恶化。首先是由于近年
来玉米价格较低，玉米淀粉糖在食品等领域

的价格优势得到显现，并且得到了市场认可，
其在食品、饮料、啤酒等市场占有的份额不断
增加，大量挤占了蔗糖的传统销售市场；其次
是由于生产成本较低，近 3 年以来，我国内蒙
古与新疆地区的甜菜产业发展迅猛，甜菜糖
产量大幅增加，当前已经在我国北方地区占
有了较大比例的市场份额；最后是非正常进
口的食糖等也挤占了一些市场。

据对广西甘蔗种植较为熟悉的业内人士
介绍，尽管近年来因为甘蔗收购价提升，甘
蔗种植面积增加到了 1150 万亩以上，但仍有
制糖企业面临甘蔗不足的问题，这一方面影
响了国内食糖供给总量不能大量增加；另一
方面让市场必须找到其他糖源来弥补，最终
造成糖市竞争加剧。目前，我国年产糖数量
在 1000 万吨左右，年需求量在 1450 万吨左
右，较大的缺口吸引了市场各界的关注。这
既是未来国产糖前景看好的理由，同时也是
市场各方力量角逐的平台。

记者在广西与糖界人士交流时还发现，当
前榨季广西地区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
天气，造成甘蔗糖分普遍较低，让吨糖耗蔗数
量增加，最终导致食糖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这
也是造成制糖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之一。

困难重重：糖市待解难题多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