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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期货白糖行情分析：国际油价强势，白糖低位反弹

白糖

摘要：近日国际糖价有所企稳，主要原因是原油上涨

对于糖价构成利好支持，因为这有助于改善乙醇需求，促

使巴西甘蔗加工厂提高乙醇的加工比例，相应减少糖的加

工比例。印度和泰国本榨季食糖产量和出口有望均出现不

同程度增加，且季风或将利于新季作物生长，今明两年北

半球总体供应仍较充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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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偏弱，最高 5899，最低 5835，收盘价 5847，周环比下跌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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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底，南方甘蔗糖产区除云南外，其余省区榨季生产已经结束。云南本

榨季有 50 家糖厂开榨，收榨 14 家，收榨糖厂比例约为三分之一。预计云南糖厂将在 5 月

全部收榨。据中国糖业协会消息，截至 2022 年 4 月底，2021/22 年制糖期全国制糖生产已进

入尾声，除云南省少数糖厂生产外，其它省（区）糖厂均已收榨。截至 4月底，2021/22 年制

糖期全国已累计产糖 935.05 万吨，累计销售食糖 443.67 万吨，累计销糖率 47.45%。工业企

业成品白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5736 元/吨。4月成品白糖平均销售价格 58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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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外进口糖价格持续倒挂，有助于减少食糖进口及市场供应压力。

2022 年 1-3 月糖浆累计进口量 23.15 万吨，同比增加 13.19 万吨。 因此，尽管 3 月进

口糖 12 万吨，同比减少 8 万吨，但是加上糖浆折糖量后，共计 19.1 万吨，同比仅减少 2.65

万吨。糖浆进口管控若持续放开，那么进口糖利润倒挂对于郑糖的驱动将受阻。

图 4：国内食糖进口 图 5：我国糖浆进口及均价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3、 国内食糖库存



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条款 - 4 -

据中糖协数据，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全国工业库存为 517.81 万吨，同比下降 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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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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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我国进口巴西原糖的成本约 5143 元/吨（关税配额内，15%关税）或 6556 元/

吨（关税配额外，50%关税）；我国进口泰国原糖的成本约为 5039 元/吨（关税配额内，15%

关税）或 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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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3 元/吨，进口泰国原糖的成本维持在

5039 元/吨。

图 7：巴西食糖进口加工利润 图 8：泰国食糖进口加工利润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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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白糖市场供需分析

1、 巴西产量数据

目前巴西已经进入 2022/23 榨季，根据巴西蔗糖行业协会(Unica)4 月 28 日公布的数据，

巴西中南部地区 4 月上半月甘蔗压榨量总计为 519 万吨，远低于上年同期的 1567 万吨，因

多数糖厂尚末开始压榨。4 月上半月糖产量为 126630 吨，同比减少 80%，乙醇产量为 3.9753

亿公升，同比下降 4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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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巴西双周食糖产量 图 10：南巴西双周制糖比

图 11：巴西含水乙醇加工走高（美元/升） 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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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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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产量数据

5月 5日，印度糖厂协会（ISMA）发布了印度 2021/22 榨季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的生产、出口等数据。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仍在压榨甘蔗的糖厂 217 家（去

年同期为 106 家）。累计产糖 3423.7 万吨（去年同期 3002.9 万吨），同比增加 420 万吨。目

前印度已经签订了 820-830 万吨的食糖出口合同。其中，截至 4月底实际出口约为 680-700 万

吨（去年同期为 431.9 万吨）。ISMA 预计本榨季食糖出口量将超过 900 万吨。

图 13：印度累计产糖量 图 14：印度月度产糖量

图 15：印度出口平价（无补贴） 图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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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 9 月降雨增加后，泰国 2021/22 年度(10-9 月)的作物前景预计将有所改善，糖

产量预计可能达到 1100 万吨。据泰国蔗糖产业办公室和制糖企业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18 日，泰国制糖企业本榨季累计压榨甘蔗 9190 万吨，高于上榨季的 6670 万吨，累计产糖

1031 万吨，其中原糖 749 万吨，成品白糖 222 万吨、其他精制糖 40 万吨。下榨季方面，

由于天气条件改善，泰国糖业公司预计 2022/23 榨季泰国甘蔗收成和食糖产量将再度扩大，

预计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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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泰国糖产量（万吨） 图 18：泰国甘蔗日压榨量（万吨）

图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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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天，除我国西北、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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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华东部分地区降水

较往常偏少外，其余地区降水偏多，食糖产地云南地区北部偏多、东南偏少，广西地区降水量

偏多。

图 20：国内近 10 日降水与历史平均 图 21：国内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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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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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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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巴西近 14 日降水与历史平均 图 23：印度近 14 日降水与历史平均

图 24：泰国近 14 日降水量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3、宏观因素

（1）汇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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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美元兑巴西雷亚尔汇率 图 26：美元兑印度卢比汇率

数据来源：金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2）美联储 5月议息会议

4月 21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延续了此前的强硬立场。他表示，有可能在 5月会议

上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截至 5月 3日，美国联邦利率期货隐含的政策利率显示 5月加息 50bp

的概率为 106%，6 月加息 50bp 的概率同样高达 124%，7 月加息 50bp 的概率为 96%，市场计价

后续三次会议均将至少加息 50bp。

（3）油价因素

利多因素来看，欧盟将在 6个月内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和成品油进口，以及 OPEC+坚持其

小幅增产计划和美国开始填补战略原油储备，利空因素来看中国奉行零冠肺炎战略引发原油需

求放缓担忧，利比亚恢复原油出口，以及美国活跃石油钻井平台数增加和沙特下调西北欧和亚

洲的油价。综合来看，国际油价仍将高位震荡偏强运行。

（4）国内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 4月 29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一、经济增长

目标方面，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仍未变化。会议指出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一季度经济增速未达 5.5%且 4 月份上海静默管理对全国经济拖

累的大背景下，可以期待未来的稳增长力度。二、房地产端，此次会议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

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

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三、会议强调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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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

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目前国内稳增长的大背景下，未来的稳增长力度可以期待。

五、后市研判

近日国际糖价有所企稳，主要原因是原油上涨对于糖价构成利好支持，因为这有助于改善

乙醇需求，促使巴西甘蔗加工厂提高乙醇的加工比例，相应减少糖的加工比例。印度和泰国本

榨季食糖产量和出口有望均出现不同程度增加，且季风或将利于新季作物生长，今明两年北半

球总体供应仍较充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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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