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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依托 20 多年对行业数据的持续积累、对行业变化

的持续跟踪、对行业的持续深入研究，将为您提供一份有价值的食糖产业及投资分析报

告。 

2016/17 榨季中国糖业开始全面复苏。主要表现在，农民种植积极性渐长，糖料主

产区种植恢复性增长，食糖产量小幅增长；国内糖价稳步回升，国内制糖企业普遍扭亏

为盈；进口糖保障措施全面实施，高额进口得到有效控制；国储糖有序出库，补给国内

供应的同时，缓解库存压力。尽管 2016/2017 年度中国食糖产业开始复苏，但从产业

未来的发展来看，仍面临诸多问题。 

（1）食糖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际竞争力弱 

我国糖料种植，尤其是甘蔗种植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低，糖料单产水平低，而人工

成本逐年高企，导致糖料种植成本高居不下。为了保证糖农的种植收益，并稳定糖料面

积，我国一再提高糖料的收购价格，目前我国蔗糖的成本在 5700-6300 元/吨左右。而

同期对照国际原糖价格计算进口糖加工成本在 3600 元/吨左右，由此导致食糖的国际竞

争力差。 

（2）食糖生产增长空间有限，需求小幅下降  

从生产方面看，随着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实施，传统的甘蔗种植逐渐向主产区

集中，其他地区种植逐渐缩减，未来我国食糖产量增长空间有限。 

从消费方面看，尽管我国食糖人均消费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由于淀粉糖

对食糖的替代，以及健康意识的提高，食糖需求量小幅下降。 

（3）国内外食糖价差巨大，走私糖仍严重影响国内市场 

2016/17 年度，国际食糖供应由紧缺转为过剩，国际原糖价格由 22 美分/磅直线下

滑至 13 美分/磅。2016/17 榨季国内食糖供需缺口约 240 万吨，但国储和地储在放储的

过程中频繁出现流拍，国内糖价在季末持续走弱。由此可见，由于国内食糖外价差巨大，

仍然无法禁止走私的进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2017/18 榨季的国际和国内的糖市： 

（1）国际食糖供需情况及价格走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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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食糖行业政策导向如何？  

（3）新榨季糖料种植是否会继续增长？  

（4）保障措施下的食糖进口如何变化？ 

（5）新榨季国储糖是否会继续放储？ 

（6）食品工业增幅放缓条件下的中国食糖消费如何变化？ 

（7）淀粉糖等替代品对食糖的替代效应如何？ 

（8）国内食糖行业竞争格局将如何变化？ 

（9）中国食糖行业投资现状、投资潜力及风险如何？ 

本报告重点围绕以上几点问题，从国内食糖的行业政策、糖料种植、生产、消费、

贸易、行业整体运行现状出发，结合国际食糖供需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总结并预判

国内食糖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投资机会，为关注中国食糖产业的业界人士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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