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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价跌至生命线 白糖减产周期启动

———广西甘蔗产区调查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在广西G80国道上，一辆大型长途客车搭载着30多位期货私募人士正驱车向北，窗外时时掠过被收割过半、颇为空旷的甘蔗地，以及间种其内的桉树林。

这些私募人士中，不乏傅海棠、付爱民和马明超等知名期货大佬。 他们和其他来自各地的期货私募人士共同组成了一支白糖调研团，耗时5日、驱驰千里，以南宁为辐射中心，展开了南至崇左、北达柳州的白糖调研之旅。

“广西、云南和广东是中国的三大产糖省，其中广西又是产糖第一大省。 因为甘蔗具有一年播种三年收获的特点，国内食糖也存在‘三年增产、三年减产’循环周期，今年正好处在新旧周期的拐点。 而且糖价自从去年跌至4200元/吨附近，就开始跌不动并出现反弹，市场也传来减产的声音，这无疑酝酿着大的市场机会。 所以我们就想亲自到田间地头去看看，评估一下真实的减产情况。 ” 睿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付爱民说。

此次调研成果丰硕是白糖调研团的共识 :白糖减产已成定局，其他作物与甘蔗争地情况突出，若无扶持政策出台，下一榨季减产或更为严重。

价低伤农 桉树争地

国内糖业中，广西产量甲天下，而崇左产量甲广西。 广西有四大主要产糖区 :崇左市、来宾市、南宁市和柳州市，产糖量在广西占比分别为29.9%、15.4%、14.1%和9.5%，合计占广西市场份额约70%。 白糖调研团的足迹便遍布这四大产糖区。

1月17日是实地调研的首日，调研团首站驱车来到南宁明阳糖厂的蔗区。 甫下车，便可见一大片甘蔗地，有五名妇女和一名少年正忙碌地收割着甘蔗，中间已经因收割变得空旷。 在不远处的小山丘上，可以看见一片郁郁的桉树林。 走近地里可以发现，这里的甘蔗长得并不直，有不少歪倒在地，是台风吹刮所致。

“今年种植面积萎缩得很严重。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厂已经榨了120万吨甘蔗，下来地里看还没有这么空。 今年到现在进厂的甘蔗才63万吨，下来地里一看已经很空了。 去年进场甘蔗是190万吨，今年公司给我160万吨的任务，我都没办法完成。 ”明阳糖厂一位负责农务的人士表示，明阳糖厂甘蔗产量上个榨季是 192万吨，今年上报是145万吨，甘蔗减产接近25%。

甘蔗种植面积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桉树及其他作物争地严重，这种现象在整个广西地区都很普遍。 在崇左地区一家大型糖厂保守估计甘蔗种植面积减少10%以上，换种了甘薯、木薯或香蕉等作物，这10万亩中有50%种的是速生桉。

截至2014年8月，广西已种植3000万亩桉树，占全国桉树种植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据当地农民介绍，速生桉去除包地费、化肥、除草剂等成本，每亩仍有4000元以上的纯利。 而种植甘蔗的蔗农近年来净利润不断下降，今年甚至面临不挣钱的困境。

“去年甘蔗收购价是440元/吨，每亩还能挣350元多，今年400元 /吨，完全不得钱，肥料、运输、人工费太贵了。 ”明阳糖厂所属蔗区的一位大户说。

南宁地区大部分是大户种植，总共有40-50户，每户几十亩，收割时需要请人砍蔗，并请人装车送入糖厂。 据当地蔗农透露，请人一天100-150元/亩，装车费是150元/吨。

“现在人工费太贵了，壮劳力都去城里打工了，村里能干活了就只剩下‘61、38、99’部队了，61是儿童，38是妇女，99是老人，人工费年年涨。 以前砍工都是广西人，现在大户为了降低成本，会请越南境外以及贵州等外省来的甘蔗砍工。 ” 前述明阳糖厂人士说。

据当地专业人士介绍，随着国内糖市低迷，广西甘蔗收购价自2011/12榨季以来持续回调，从当年的500元/吨逐年下调至475元/吨、440元/吨以及本榨季的400元/吨。 按照400元 /吨的收购价、甘蔗平均亩产4.5吨计算下来（不考虑大户、专业户租地费），肥料、除草剂、地膜等成本要500元/亩，管理人工费、砍收装车费合计一亩825元/亩，总成本要1325元/亩，而蔗农总收入是1800元/亩，一亩地纯利约475元；如果是第一年耕种，加上机耕费和蔗种费，蔗农还倒亏375元。 而种香蕉，每亩利润3000元，种木薯一亩能赚600多元。

“随着种蔗收益逐年下降，竞争性作物增多，主要是桉树、木薯、玉米、桑树以及香蕉、火龙果、葡萄等水果。 ” 广西永鑫华糖集团农务部副总经理巫义琳表示。

除南宁外，调研团走遍崇左、来宾和柳州，发现各地情况大同小异。 权威数据显示，甘蔗种植面积减幅普遍扩大，柳州地区的甘蔗种植面积减幅最为明显，减幅超过17%；来宾和南宁地区的种植面积减幅也接近15%；崇左地区的减幅不显著，但减幅较上个榨季有所扩大。

减产严重 趋势明确

除了种植面积减少外，各蔗区甘蔗出糖率、糖分、单产普遍出现下滑。 上述明阳糖厂人士表示，该糖厂糖分去年是14.7%，今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到13.7%；出糖率去年是13.2%，而今年截至1月上旬是12.28%；今年已经推迟了开榨，但是单产还是减少15%。 “今年有个闰九月，节气是往后推的，我们就往后延一个月开榨，原以为和去年开榨一样，没想到推迟还是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没有雨水，甘蔗在该发芽的时候没有发芽，推迟了两个月才发芽，好不容易长高一点点又被台风一吹都吹没了，这可能就是祸不单行吧，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 ”上述糖厂人士表示。

广西糖业局有关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甘蔗种植面积本榨季预计从1600万亩减少到1480万亩，产糖量则预估从去年的857万吨降为730万吨，降幅为127万吨或15%，如果这两三个月内不出台政策的话减少20%是正常。 “由于榨季刚开始以及统计困难及口径问题，对于今年减产的幅度。 种植面积萎缩的情况，数据均是预估，并不代表最后结果。 ”

“每个人用的数据不一样，但趋势是一样的。 ”此次调研团的领队混沌天成期货白糖研究所陶秋俊说。 他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多方了解，认为广西甘蔗种植面积较上个榨季减少了170万亩，减幅10.6%，全区种植面积1430万亩。

在此基础上，通过实地测量及农务数据分析，她预期本榨季广西甘蔗单产下降0.22吨 /亩至4.20吨/亩，减幅5%；甘蔗总产量6006万吨，减幅1068万吨或15.1%。

根据当前甘蔗糖分及出糖率情况，估计出糖率在12-12.28%之间，预期糖产量为720-737.5万吨，减幅118.3-135.8万吨或13.8-15.8%。

陶秋俊认为，未来一两年甘蔗面积继续萎缩的可能性大，原因有四：一是种植成本上涨，蔗价下调，农民种植积极性受挫；二是替代作物优势明显，部分作物几年内难以改种；三是广西等地机械化程度低，人工紧缺成为制约甘蔗生产的瓶颈；四是糖厂维持甘蔗产量效果有限。

其中，换种桉树对于甘蔗种植面积的减少有着重要影响。 速生桉堪称“长得最快的树种”，最快3年即可成材出售，投入产出比通常可达1:3。

“速生桉之所以长得很快，是因为它对土壤中的营养吸收得快，这意味着它对土壤的破坏很大。 基本上种了桉树的地，三年内不要想再换回种甘蔗或者其他作物。 ”广西来宾永鑫小平阳糖业农务负责人覃海表示。

明阳糖厂农务负责人也表示：“速生桉的危害大，我们到村里去宣传，说你们村边不要再种桉树了，井水都被污染变黑了，以后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要回村里，但他们不接受。 我们也尝试让农民用树根蔗套种西瓜，但推广不起来，你有什么办法？ ”

“桉树主要是造纸、家具用，农民首选换种桉树原因，主要是易管理、易砍伐，收益比高，投入产出比可以达到1：3，种完桉树，农民就可以出去打工，基本不用管，而甘蔗则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财力进行管理。 预计抢甘蔗地两年内可以达到800万亩。 ”广西糖业局有关人士说。

内外联动 关注外糖

“甘蔗收购价下调必然会对甘蔗的种植起到很大的影响，可以看到明年必定会减产，短期内对价格有提振，但长期价格会不会涨还要看政策尤其是进口、补贴政策。 现在国内糖价相对国外进口糖成本还是高，而长江以北基本是进口糖的天下，我们的糖很难越过长江。 ”南宁糖业内部人士表示。

进口糖现在已成为国内仅次于广西糖的第二大糖源，使得国内外糖价关联度更大，以前进口量占比不到10%，现在接近30%，所以糖价走势不仅要看广西，还要看巴西、泰国、印度等地的情况，未来国内外糖价联动将进一步扩大。

巫义琳指出，目前我国食糖产业与国外市场同台竞争，食糖进口激增，价差驱动型进口成为常态，沿海进口糖加工能力超过800万吨。

据了解，在不考虑关税及增值税情况，进口糖折算人民币成本仅为2400-2500元/吨，考虑到加工费用及加工损耗，成本在3000元/吨。 如果是配额外进口关税50%，增值税17%，目前巴西原糖进口加工完税成本在5400-5500元/吨。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关税及增值税的情况下，国内糖价仍处于过高的水平。

据广西糖业局人士介绍，广西糖厂平均成本在4600元 /吨左右，低的在4200-4300元 /吨，高的在5000元/吨以上。

国外原料蔗收购价200-250元/吨，即便加上50%关税成本，仍比国产糖有价格优势。 国内甘蔗成本占总成本70%，今年云南甘蔗价420元 /吨，比广西400元/吨高，说明政府政府也不愿意甘蔗价下降。 此外叠加劳动力成本、农资成本，国产糖成本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相较于国内糖企，国外主要食糖出口大国基本实现了全机械化，加上制糖生产效率高，整体制糖成本变化不大。

“目前广西的甘蔗种植机和收割机处于试验探索阶段，收获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人意。 ” 巫义琳表示，虽然社会各界十分关注、重视机械化问题，近几年投入了大量物力、财力和经历，但由于广西蔗区条件及种植习惯影响，如地块小、坡度大、种植行距较窄等因素，很难实现机械化。 目前除了机械化深耕深松能够普及外，机械种植和砍收环节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以机械收割为例，其对蔗地的要求繁多：平整无沟坎、大块连片、机耕路较宽（6米以上）、路基低（高度差0.05米左右）、无石块、行距1.2米以上、种植较深、甘蔗不倒伏等，而这些条件正是广西蔗区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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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朱莹

在广西G80国道上，一辆大型长

途客车搭载着30多位期货私募人士

正驱车向北，窗外时时掠过被收割过

半、颇为空旷的甘蔗地，以及间种其

内的桉树林。

这些私募人士中，不乏傅海棠、付

爱民和马明超等知名期货大佬。 他们

和其他来自各地的期货私募人士共同

组成了一支白糖调研团， 耗时5日、驱

驰千里，以南宁为辐射中心，展开了南

至崇左、北达柳州的白糖调研之旅。

“广西、 云南和广东是中国的三

大产糖省，其中广西又是产糖第一大

省。 因为甘蔗具有一年播种三年收获

的特点，国内食糖也存在‘三年增产、

三年减产’ 循环周期，今年正好处在

新旧周期的拐点。 而且糖价自从去年

跌至4200元/吨附近， 就开始跌不动

并出现反弹， 市场也传来减产的声

音，这无疑酝酿着大的市场机会。 所

以我们就想亲自到田间地头去看看，

评估一下真实的减产情况。 ” 睿福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付爱民说。

此次调研成果丰硕是白糖调研

团的共识:白糖减产已成定局，其他作

物与甘蔗争地情况突出，若无扶持政

策出台，下一榨季减产或更为

严重。

价低伤农 桉树争地

国内糖业中，广西产量甲天下，而崇左

产量甲广西。广西有四大主要产糖区:崇左

市、来宾市、南宁市和柳州市，产糖量在广

西占比分别为 29.9% 、15.4% 、14.1% 和

9.5%，合计占广西市场份额约70%。白糖调

研团的足迹便遍布这四大产糖区。

1月17日是实地调研的首日，调研团首

站驱车来到南宁明阳糖厂的蔗区。甫下车，

便可见一大片甘蔗地， 有五名妇女和一名

少年正忙碌地收割着甘蔗， 中间已经因收

割变得空旷。在不远处的小山丘上，可以看

见一片郁郁的桉树林。走近地里可以发现，

这里的甘蔗长得并不直，有不少歪倒在地，

是台风吹刮所致。

“今年种植面积萎缩得很严重。 去年

这个时候我们厂已经榨了120万吨甘蔗，下

来地里看还没有这么空。 今年到现在进厂

的甘蔗才63万吨， 下来地里一看已经很空

了。 去年进场甘蔗是190万吨，今年公司给

我160万吨的任务，我都没办法完成。 ” 明

阳糖厂一位负责农务的人士表示， 明阳糖

厂甘蔗产量上个榨季是192万吨，今年上报

是145万吨，甘蔗减产接近25%。

甘蔗种植面积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桉树及其他作物争地严重， 这种现象在整

个广西地区都很普遍。 在崇左地区一家大

型糖厂保守估计甘蔗种植面积减少10%以

上，换种了甘薯、木薯或香蕉等作物，这10

万亩中有50%种的是速生桉。

截至2014年8月， 广西已种植3000万

亩桉树， 占全国桉树种植总面积的一半以

上。 据当地农民介绍，速生桉去除包地费、

化肥、除草剂等成本，每亩仍有4000元以

上的纯利。 而种植甘蔗的蔗农近年来净利

润不断下降，今年甚至面临不挣钱的困境。

“去年甘蔗收购价是440元/吨， 每亩

还能挣350元多，今年400元/吨，完全不得

钱，肥料、运输、人工费太贵了。 ” 明阳糖厂

所属蔗区的一位大户说。

南宁地区大部分是大户种植， 总共有

40-50户，每户几十亩，收割时需要请人砍

蔗， 并请人装车送入糖厂。 据当地蔗农透

露，请人一天100-150元/亩，装车费是150

元/吨。

“现在人工费太贵了， 壮劳力都去城

里打工了， 村里能干活的就只剩下‘61、

38、99’ 部队了，61是儿童，38是妇女，99是

老人， 人工费年年涨。 以前砍工都是广西

人，现在大户为了降低成本，会请越南境外

以及贵州等外省来的甘蔗砍工。 ” 前述明

阳糖厂人士说。

据当地专业人士介绍， 随着国内糖市

低迷，广西甘蔗收购价自2011/12榨季以来

持续回调， 从当年的500元/吨逐年下调至

475元/吨、440元/吨以及本榨季的400元/

吨。按照400元/吨的收购价、甘蔗平均亩产

4.5吨计算下来（不考虑大户、专业户租地

费），肥料、除草剂、地膜等成本要500元/

亩，管理人工费、砍收装车费合计一亩825

元/亩，总成本要1325元/亩，而蔗农总收入

是1800元/亩，一亩地纯利约475元；如果

是第一年耕种，加上机耕费和蔗种费，蔗农

还倒亏375元。 而种香蕉， 每亩利润3000

元，种木薯一亩能赚600多元。

“随着种蔗收益逐年下降， 竞争性作

物增多，主要是桉树、木薯、玉米、桑树以及

香蕉、火龙果、葡萄等水果。 ” 广西永鑫华

糖集团农务部副总经理巫义琳表示。

除南宁外，调研团走遍崇左、来宾和柳

州， 发现各地情况大同小异。 权威数据显

示，甘蔗种植面积减幅普遍扩大，柳州地区

的甘蔗种植面积减幅最为明显， 减幅超过

17%； 来宾和南宁地区的种植面积减幅也

接近15%；崇左地区的减幅不显著，但减幅

较上个榨季有所扩大。

减产严重 趋势明确

除了种植面积减少外， 各蔗区甘蔗出

糖率、糖分、单产普遍出现下滑。 上述明阳

糖厂人士表示，该糖厂糖分去年是14.7%，

今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到13.7%；出糖率去年

是13.2%， 而今年截至1月上旬是12.28%；

今年已经推迟了开榨， 但是单产还是减少

15%。 “今年有个闰九月， 节气是往后推

的，我们就往后延一个月开榨，原以为和去

年开榨一样， 没想到推迟还是没达到预期

的效果。 ”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没有雨水， 甘蔗

在该发芽的时候没有发芽， 推迟了两个月

才发芽， 好不容易长高一点点又被台风一

吹都吹没了，这可能就是祸不单行吧，不是

人力所能左右的。 ” 上述糖厂人士表示。

广西糖业局有关人士提供的数据显

示，甘蔗种植面积本榨季预计从1600万亩

减少到1480万亩，产糖量则预估从去年的

857万吨降为730万吨， 降幅为127万吨或

15%， 如果这两三个月内不出台政策的话

减少20%是正常。 “由于榨季刚开始以及

统计困难及口径问题， 对于今年减产的幅

度。 种植面积萎缩的情况，数据均是预估，

并不代表最后结果。 ”

“每个人用的数据不一样， 但趋势是

一样的。 ” 此次调研团的领队混沌天成期

货白糖研究所陶秋俊说。 他通过实地调研

以及多方了解， 认为广西甘蔗种植面积较

上个榨季减少了170万亩， 减幅10.6%，全

区种植面积1430万亩。

在此基础上， 通过实地测量及农务数

据分析， 她预期本榨季广西甘蔗单产下降

0.22吨/亩至4.20吨/亩，减幅5%；甘蔗总产

量6006万吨，减幅1068万吨或15.1%。

根据当前甘蔗糖分及出糖率情况，估

计出糖率在12-12.28%之间， 预期糖产量

为720-737.5万吨， 减幅118.3-135.8万吨

或13.8-15.8%。

陶秋俊认为， 未来一两年甘蔗面积继

续萎缩的可能性大，原因有四：一是种植成

本上涨，蔗价下调，农民种植积极性受挫；

二是替代作物优势明显， 部分作物几年内

难以改种；三是广西等地机械化程度低，人

工紧缺成为制约甘蔗生产的瓶颈； 四是糖

厂维持甘蔗产量效果有限。

其中， 换种桉树对于甘蔗种植面积的

减少有着重要影响。 速生桉堪称“长得最

快的树种” ，最快3年即可成材出售，投入

产出比通常可达1:3。

“速生桉之所以长得很快， 是因为它

对土壤中的营养吸收得快， 这意味着它对

土壤的破坏很大。基本上种了桉树的地，三

年内不要想再换回种甘蔗或者其他作

物。 ” 广西来宾永鑫小平阳糖业农务负责

人覃海表示。

明阳糖厂农务负责人也表示：“速生

桉的危害大，我们到村里去宣传，说你们

村边不要再种桉树了，井水都被污染变黑

了， 以后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要回村里，但

他们不接受。 我们也尝试让农民用树根蔗

套种西瓜， 但推广不起来， 你有什么办

法？ ”

“桉树主要是造纸、家具用，农民首选

换种桉树原因，主要是易管理、易砍伐，收

益比高，投入产出比可以达到1：3，种完桉

树，农民就可以出去打工，基本不用管，而

甘蔗则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财力进行管理。

预计抢甘蔗地两年内可以达到800万亩。 ”

广西糖业局有关人士说。

内外联动 关注外糖

“甘蔗收购价下调必然会对甘蔗的种植

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看到明年必定会减产，

短期内对价格有提振，但长期价格会不会涨

还要看政策尤其是进口、补贴政策。 现在国

内糖价相对国外进口糖成本还是高，而长江

以北基本是进口糖的天下，我们的糖很难越

过长江。 ” 南宁糖业内部人士表示。

进口糖现在已成为国内仅次于广西糖

的第二大糖源， 使得国内外糖价关联度更

大， 以前进口量占比不到10%， 现在接近

30%，所以糖价走势不仅要看广西，还要看

巴西、泰国、印度等地的情况，未来国内外

糖价联动将进一步扩大。

巫义琳指出， 目前我国食糖产业与国

外市场同台竞争，食糖进口激增，价差驱动

型进口成为常态， 沿海进口糖加工能力超

过800万吨。

据了解， 在不考虑关税及增值税情况

下 ， 进 口 糖 折 算 人 民 币 成 本 仅 为

2400-2500元/吨，考虑到加工费用及加工

损耗，成本在3000元/吨。 如果是配额外进

口关税50%，增值税17%，目前巴西原糖进

口加工完税成本在5400-5500元/吨。从上

述数据可以看出， 在不考虑关税及增值税

的情况下，国内糖价仍处于过高的水平。

据广西糖业局人士介绍， 广西糖厂平

均 成 本 在 4600 元 / 吨 左 右 ， 低 的 在

4200-4300元/吨，高的在5000元/吨以上。

国外原料蔗收购价200-250元/吨，即便

加上50%关税成本，仍比国产糖有价格优势。

国内甘蔗成本占总成本70%， 今年云南甘蔗

价420元/吨，比广西400元/吨高，说明政府也

不愿意甘蔗价下降。此外叠加劳动力成本、农

资成本，国产糖成本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相较于国内糖企， 国外主要食糖出口

大国基本实现了全机械化， 加上制糖生产

效率高，整体制糖成本变化不大。

“目前广西的甘蔗种植机和收割机处

于试验探索阶段， 收获的经济效益还不尽

如人意。 ” 巫义琳表示，虽然社会各界十分

关注、重视机械化问题，近几年投入了大量

物力、财力和经历，但由于广西蔗区条件及

种植习惯影响，如地块小、坡度大、种植行

距较窄等因素，很难实现机械化。目前除了

机械化深耕深松能够普及外， 机械种植和

砍收环节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以机械收割为例， 其对蔗地的要求繁

多：平整无沟坎、大块连片、机耕路较宽（6米

以上）、路基低（高度差0.05米左右）、无石

块、行距1.2米以上、种植较深、甘蔗不倒伏

等，而这些条件正是广西蔗区很难实现的。

糖业呼唤目标价格政策

□

刘晓雪 陈如凯

受连续四年糖价下滑影响， 中国糖料与食糖产

业不再是“甜蜜的事业” ，而是充满苦涩并面临严峻

的生存危机， 糖农不赚钱与制糖企业严重亏损近百

亿元。 面对这种情况，糖料产业究竟应当如何应对？

从供求格局看，“产量增、进口增、高成本、高库

存” 并存。 我国糖料与食糖产量在2007/08榨季达

到高位后， 连续三年减产， 从2011/12榨季至

2013/14榨季，又连续三年恢复性增产。在产量恢复

性增长、消费稳定增长，产需紧平衡或基本平衡的

情况下，低价进口食糖大量进入国内市场，在进口

糖冲击下，产需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库存高位运行，

近三年库存消费比分别达到41.67% 、57.97%和

75.92%。 与此同时，我国糖料与食糖综合生产成本

持续增长，糖料产业出现了“产量增、进口增、高成

本、高库存” 并存的局面。

从价格上看， 生产成本偏高导致我国糖价仍低

于美国ICE国际原糖价格进口后折算的税后到岸白

糖价格， 与代表食糖主要出口贸易国的国际糖价相

比，国内糖价成为全球糖价的“天花板” ，低价进口

食糖大量涌入国内，走私猖獗，中国食糖市场成为全

球食糖的“泄水池”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天花板”

价格并不是指中国糖价在全球食糖价格中是最高

的，而是全球食糖可进入国家中的较高价。 欧盟、美

国等国内食糖消费价格明显高于国际糖价， 但其借

助有效的市场配额与关税配额政策可以将低价进口

糖拦在国门之外， 根据本国市场需求调节进口配额

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我国由于缺乏有效的闸门，配额

外食糖几乎无阻碍地自由进入国内市场。

从成本收益看， 糖农利润与制糖企业严重亏损

并存。近三年来，由于雇工费用、生产资料价格、土地

成本等刚性增长， 糖料尤其是甘蔗综合生产成本持

续上涨。其中，人工成本上涨了120%，每吨砍蔗成本

由80元上涨到120-150元， 出现了严重的 “蔗工

荒” 。 与此同时，受糖价下跌影响，甘蔗收购价下滑

（广西甘蔗收购价由2011/12榨季的500元/吨下滑

至2013/14榨季的440元/吨，2014/15榨季为400元/

吨），2013/14榨季蔗农不赚钱，2014/15榨季蔗农

每亩至少亏损100元以上， 广西大量蔗农改种其他

作物， 在没有做好产业转移准备下将进一步冲击其

他农作物，威胁农民增收和农业稳定。在糖价大幅下

跌背景下， 制糖业出现多年不遇的严重亏损局面，

2012/13榨季全国制糖企业亏损额31亿元；2013/14

榨季全国制糖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 亏损额为97.6

亿元。

为应对当前困局，短期来看，尽快构建并启动产

业损害应急保障机制。 在产业连续两年受损的情况

下， 应当又快又稳地通过各渠道推进稳定糖业发展

的应急保障措施， 包括甘蔗增值税进项抵扣比例调

整、糖农直补、产业损害时的一般保障措施、对制糖

企业的部分无息贷款或贴息贷款、 受损时的税赋减

免、产业损害应急援助贷款（可以入榨甘蔗量为标

准进行偿付，加快蔗款的支付）等等，并构建产业受

损应急保障机制的启动程序。在此过程中，可由国家

和主产区地方政府各出一部分资金， 以快速地推出

政策为前提，帮助产业度过艰难期。

中长期来看， 建议探索实施以目标价格为核心

的产业政策体系。 根据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

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

见》）和6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更多发挥市

场作用，完善农产品价格和市场调控机制，中央政府

重点调控谷物、棉花、油料、糖料等，其他农产品主要

通过市场调节，地方政府也要承担稳定市场的责任。

在糖价下滑期， 当前临储政策在稳定食糖市场价格

与促进产业发展方面见效甚微， 糖料与食糖产业亟

需构建并完善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

这既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的有关精神， 也是市场发挥

资源配置中主要作用的体现。 由于目标价格政策方

案正在探讨和研究， 大家对于如何做好目标价格政

策尚经验不足，因此，可能需要经历政策批复———细

则推出———具体实施———完善推广的过程， 从这个

角度以及该政策将长期实施， 我们将之视为中长期

政策。 具体来看，比照棉花和大豆等品种，争取国家

批准对糖料与食糖主产区实行目标价格补贴试点，

总结经验后推向全国。 目标价格可以食糖价格为基

准，以蔗农为补贴对象，根据甘蔗生产成本加一定收

益先确定合适的甘蔗收购价格， 并以此测算相应的

食糖目标价格。 也可以根据蔗农与制糖企业产业链

整体利益测算食糖目标价格。 食糖价格按照市场规

律波动，糖厂依据糖蔗联动机制兑付蔗农蔗款。当某

榨季食糖市场平均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 不对蔗农

进行补贴； 当某榨季食糖市场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

格时， 按照食糖价差所对应的甘蔗收购价差乘以甘

蔗入榨量直接补贴蔗农，确保蔗农稳定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目标价格政策不是单一的政策，

它只有在进出口贸易政策、 生产政策和补贴政策等

配套下才能进行，因此，由食糖收放储为主的调控措

施转向目标价格政策，不是单一政策的调整，而是应

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一揽子政策的调整， 适当考虑

实施糖料生产者直补、食糖贸易救济、“启动期权费

补贴构筑食糖行业风险保障工程” 等配套政策，从

而才能真正发挥稳定产业、平衡市场、避免市场大起

大落的效果。

（作者刘晓雪为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 国家甘

蔗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主要研究人员；陈

如凯为国家甘蔗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

“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目前广西蔗农的主力是留守妇女

桉树及其他作物与甘蔗争地明显

远处的桉树林，以前大多种的是甘蔗

才开榨两个月左右，甘蔗地已经显得很空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