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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期货白糖行情分析：供给端担忧，白糖承压运行

白糖

摘要：近期国际糖价大幅下跌，全球白糖供给充裕的

预期令市场承压，受到南亚和印度增产影响，有机构目前

预计全球 2021/22 年度原糖市场将供应过剩 228.50 万吨，

2022/23 年度国际糖市将供应过剩 141 万吨。同时机构也预

计即使制糖比例下降，2022/23 年度巴西中南部地区糖产量

也将增加。后期应重点关注巴西产糖及出口进度的指引，

不过我们认为高油价背景下国际糖价高位震荡运行为主。

国内方面因进口利润长期倒挂，一季度进口同比下滑 31 万

吨，叠加国内减产超过 100 万吨，本榨季国内供应有较明

显下滑。随着夏季到来进入采购旺季后，消费有向上驱动，

国内供需情况逐渐好转，郑糖未来 2-3 月将震荡偏强运行，

2209 合约关注 5800 一线支撑。

风险因素：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巴西产量超预期、国

内消费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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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趋势强度数据含义

0：震荡

1：谨慎看多

2：强烈看多

负数表示相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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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行情回顾

1、期货市场

上周白糖 09下跌，最高 5993，最低 5828，收盘价 5876，周环比下跌 2.26%。

图 1：国内白糖期价走势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2、现货市场

表 1：国内白糖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国内白糖市场供需分析

1、国内食糖产销数据

截至 4 月 29 日，内蒙古 13 家已全部收榨；新疆 14 家已全部收榨；云南已 50 家全

部开榨，收榨 7 家；广西 74 家已全部收榨，广东已开榨 19 家，收榨 18 家。2021/22 年

制糖期制糖生产已接近尾声，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全国共生产食糖 888.55 万吨，其中，

甘蔗糖产量 801.65 万吨；甜菜糖产量 8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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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内月度食糖产量 图 3：国内月度食糖销量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2、国内食糖进口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3月份进口食糖 12 万吨同比减少 8万吨。2022 年 1-3 月

中国累计进口食糖 94 万吨，同比减少 31 万吨。21/22 榨季截至 3月底中国累计进口食糖 278

万吨，同比减少 97 万吨。

图 4：国内食糖进口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3、 国内食糖库存

截至 3月底，全国工业库存 517.81 万吨。2021 年 4 月布瑞克中国食糖供需平衡表数据显

示：2021/22 榨季，布瑞克预计食糖期末库存为 1073 万吨，库存消费比 72.51%。展望 2022/23

榨季，瑞克预计食糖期末库存为 946 万吨，库存消费比 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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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国内食糖工业库存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4、白糖进口利润走势

5月 5日，我国进口巴西原糖的成本约 4957 元/吨（关税配额内，15%关税）或 6314 元/

吨（关税配额外，50%关税）；我国进口泰国原糖的成本约为 4899 元/吨（关税配额内，15%

关税）或 6238 元/吨（关税配额外，50%关税）。2022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 194.5 万吨。

新年度执行配额内关税对应当天进口巴西原糖的成本 4957 元/吨，进口泰国原糖的成本维持在

4899 元/吨。

图 6：巴西食糖进口加工利润 图 7：泰国食糖进口加工利润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三、国际白糖市场供需分析

1、 巴西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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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圣保罗 4 月 27 日消息，据巴西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预估，随着

蔗区农田从2021年的严重干旱中部分恢复，巴西作为全球最大的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2022/23

新榨季年度食糖产量预计将增长 15%达到 4028 万吨。Conab 在 4 月 20 日最新发布的数据，巴

西于 3 月 31 日结束的 2021/22 年榨季累计产糖 3504.9 万吨，同比上榨季下降 15%，此前的

2020/21 年榨季巴西产糖 4125.4 万吨。

图 8：巴西双周食糖产量 图 9：南巴西双周制糖比

图 10：巴西含水乙醇加工走高（美元/升） 图 11：巴西含水乙醇较原糖溢价走势（美元/升）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2、印度产量数据

据印度报刊消息，印度食品部部长 Sudhansu Pandey 与各州蔗糖产业官员召开了视频会

议，主要交流讨论食糖产销供应和出口情况，根据食品部修订后的预估，在将 350 万吨糖用于

乙醇生产之后，印度 2021/22 榨季最终的食糖产量预计将增长 13%，达到 3500 万吨，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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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30 日的营销年度内，印度食糖出口量预计达 950 万吨。该部称，印度的食糖供应足以

满足国内需求，本年度印度国内食糖消费量约 2780 万吨，预计 2021/22 销售年度初的结转库

存约为 850 万吨。食糖的供应将平稳顺利进行，国内市场的糖价预计将稳定在合理水平。

图 12：印度累计产糖量 图 13：印度月度产糖量

图 14：印度出口平价（无补贴） 图 15：印度食糖进出口量（万吨）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3、泰国产量数据

据泰国糖业公司（Thai Sugar Millers Corp） 称，在泰国经历了两年的干旱天气后，预

计食糖产量重新获得增长（增幅 33%以上），预计泰国总的食糖产量的 70%用于出口，其余的

将用于国内消费。由于天气条件改善，泰国糖业公司（Thai Sugar Millers Corp）预计 2022/23

榨季泰国甘蔗收成和食糖产量将再度扩大，预计 2022/23 榨季泰国甘蔗产量约为 1亿吨，食糖

产量预计为 13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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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泰国糖产量（万吨） 图 17：泰国甘蔗日压榨量（万吨）

图 18：泰国食糖出口量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四、天气与宏观因素分析

1、国内主产区天气

过去 30 天，除我国西北、东北、华北部分地区气温较往常偏高外，其余全国地区的气温

与往常持平。产地云南、广西气温较往常偏低。降水量方面，我国除西北、华北部分地区降水

较往常偏少外，其余地区降水偏多，食糖产地云南、广西降水量偏多。

图 19：国内近 30 日降水与历史平均 图 20：国内近 30 日气温与历史平均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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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主产国天气

过去 30 天，印度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北方产区降水稍多，收榨进程

顺利；巴西方面，过去 30 天巴西较往常依然偏干旱，但相比上个榨季作物前景得到缓解。

图 21：巴西近 30 日降水与历史平均 图 22：印度近 30 日降水与历史平均

图 23：泰国近 30 日降水量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3、宏观因素

截止上周五，美元兑雷亚尔报 4.9198，雷亚尔继续回调，雷亚尔当月累计贬值 5.63%。

美元兑印度卢比报 76.257，卢比与美元相对持平，卢比当月累计贬值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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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美元兑巴西雷亚尔汇率 图 25：美元兑印度卢比汇率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五、后市研判

近期国际糖价大幅下跌，全球白糖供给充裕的预期令市场承压，受到南亚和印度增产影响，

有机构目前预计全球 2021/22 年度原糖市场将供应过剩 228.50 万吨，2022/23 年度国际糖市

将供应过剩 141 万吨。同时机构也预计即使制糖比例下降，2022/23 年度巴西中南部地区糖产

量也将增加。后期应重点关注巴西产糖及出口进度的指引，不过我们认为高油价背景下国际糖

价高位震荡运行为主。国内方面因进口利润长期倒挂，一季度进口同比下滑 31 万吨，叠加国

内减产超过 100 万吨，本榨季国内供应有较明显下滑。随着夏季到来进入采购旺季后，消费有

向上驱动，国内供需情况逐渐好转，郑糖未来 2-3 月将震荡偏强运行，2209 合约关注 5800 一

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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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

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报告所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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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布、引用或再次分发他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征得本公司同意引用、刊发的，需在

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金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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