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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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榨季全国食糖产量 1031 万吨，比上榨季增长 102 万吨，增幅 11.00%，

虽然进入增产周期，但是与 2013/2014 榨季的最高水平 1332 万吨仍有 300 万吨的差

距。预计 2018/19 榨季仍处于增产周期，但增幅不大，产量约 1060 万吨，增长的动力

源自内蒙古甜菜糖新增产能放量，甜菜糖正逐渐恢复其在中国食糖产业中的地位，中国

食糖供给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 

进口方面，2017/18 榨季食糖进口总量达 243 万吨，比上一榨季 229 万吨小幅增

长 6.16%，食糖进口在多重管控措施下得到有效控制。截至 2018 年 5 月 22 日，中国

进口食糖保障措施时间满一周年，按照保障措施规定配额外进口食糖关税由 95%下调

至 90%。与此同时，商务部发布公告取消不适用食糖保障措施国家名单，即从 2018 年

8 月起至保障措施结束，将对所有国家实施提高配额外进口关税制度，那么已经因保障

措施实施一年导致的进口来源变化可能再次发生转变。 

进入 2017/18 榨季，因国际糖市的下跌、屡禁不止的走私、消费低迷以及替代品

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内食糖价格持续走跌。食糖广西产区平均价格由榨季初的 6600

元/吨下跌至榨季末的 5100 元/吨左右，再次跌破国内食糖生产成本，全行业可能再次

面临亏损的可能。从目前国内企业盈利水平和国内市场来看，重振国内糖市、提升国内

食糖竞争力的目标实现的并不理想。国家是否会在此时继续加强对国内食糖的政策扶

持？ 

针对以上现象，本报告将对 2017/18 榨季中国食糖产业进行总结梳理，重点探讨

2018/19 榨季中国糖市面临的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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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食糖未来供需情况及价格走势如何？对中国食糖市场的影响如何？ 

（2）中国食糖行业政策导向如何变化？糖料直补、贸易政策是否会落地与发生变

化？  

（3）新榨季糖料种植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甜菜糖增长空间如何？  

（4）升级的保障措施下食糖进口如何变化？进口来源格局是否会再次发生转变？

严厉打击走私的情况，走私糖会否继续影响国内供给？ 

（5）时隔多年，糖价低迷情况下国家是否会再次进行收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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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食糖产业整合、重组进展如何？未来竞争格局将会怎样？ 

（9）中国食糖行业投资现状、投资潜力及风险如何？ 

 

本报告将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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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客观、准确，为关注中国食糖产业的业界人士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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