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日渐宽裕，郑糖难续强势
—— 2012 年 2 月白糖分析报告
内容导读：预计2月份上半月，受收储等利多传闻支撑， 半月存在一定的回落风险，因此我们预计郑糖在2月份可
郑糖有望维持相对强势，不过在全球经济并未取得实质

能出现先扬后抑，价格重心有所下移的走势，预计1209

性好转和全球食糖供需日渐宽裕的背景下，郑糖的反弹

合约在2月的运行区间为6400-6650元/吨。

空间将较为有限，随着收储效果的逐渐褪去，郑糖在后

【1月郑糖行情回顾】
一、郑糖盘面走势回顾

二、现货市场走势回顾

郑糖在 1 月份出现了单边的上涨行情，上涨主要有

在期货市场大幅上涨和收储传闻的共同作用下，1

两个原因，一是经过前期大幅调整后，技术上有反弹需

月份的现货市场呈现出触底反弹的走势，截止到 1 月 31

求；二是各个版本的收储传闻充斥市场，大量资金积极

日，柳州现货价格报于 6550 元/吨，环比去年 12 月底上

买入所致，其中后者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截止到 1

涨 240 元/吨。

月 31 日，郑糖 1209 主力合约收于 6534 元/吨，比去年

图 2 郑糖指数与柳州现货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吨）

12 月底的收盘价上涨 604 元/吨，月环比上涨 10.18%；
成交量 1070.2 万手，月环比增加 42.09%。
图 1 郑糖 1209 主力合约日线图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中钢期货

三、1月观点回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在2012年年报中，我们预计郑糖在1月份将走出一波
反弹行情，目标位6600元/吨附近，从实际情况看，1月
份单边上涨，最高6591元/吨，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

【影响因素分析】
一、产销数据偏空，国内供给日渐宽裕

二、进口糖持续到港，糖价上扬乏力

作为季产年销的农产品，每年的 12 月至 3 月是白糖

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我国 12 月份共进口食糖

生产的高峰期，从今年的生产情况看，由于本榨季初甘

49.45 万吨，环比增长 18.2%，同比增长 295.62%。2011

蔗含糖率低，整体开榨时间推迟，截止到 1 月底，主要

全年我国进口食糖总量为 291.94 万吨，
同比增长 65.3%，

食糖产区的产量要低于过去几个榨季，不过需要注意的

均创出历史新高。

是，产量的下滑并没有带来产销率的提升，反而由于国

图 5 近年我国进口食糖情况汇总 （单位：吨）

储糖、进口糖的替代作用，导致产区产销率的下降和库
存量的增加（具体如表 1 所示）。
图 3 最近几个榨季单月白糖生产情况（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钢期货
2011 年，进口糖的大量到港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
是国内经过连续抛储之后，国储库存孱弱，急需进口原
数据来源：中国糖协、中钢期货

糖补充国储库存。二是由于国际食糖供给日渐宽裕，国

表 1 11/12 榨季产区产销率情况（截止到 1 月 31 日）

际原糖的到港价格大幅回落，进口原糖空间利润较大，

11/12 榨季

10/11 榨季

同比变化

巨大的利润使得进口商的热情高涨。目前进口利润仍保

广西

39.5%

46.84%

-7.34%

持在 300-500 元/吨，因此我们预计虽然一季度不是传统

云南

29.73%

36.1%

-6.37%

广东

65%

77.13%

-12.13%

海南

15.54%

18.86%

-3.32%

一季度的进口数量仍会出现同比增长，进口糖的大量到

新疆

48.36%

48.37&

-0.01%

港不仅有力补充了国储库存，并且明显加大了国内现货

省区

数据来源：中国糖协、中钢期货
从图 4 中我们可以看到，本榨季的新糖销售情况要

的进口旺季，但考虑到合约的时滞性和进口利润的存在，

销售压力，使得后期糖价上扬乏力。
图 6 食糖进口价格与国产价格对比图（单位：万吨）

明显弱于过去几个榨季，而历年春节之后，都是白糖的
消费淡季，一方面是产量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销售
的不断减少，我们预计进入 2 月份后国内食糖的供给将
更加宽裕，郑糖走势不容乐观。
图 4 最近几个榨季新糖销售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钢期货

三、收储传闻不绝于耳，提振作用较为有限
正如我们在行情回顾中提到的，本轮郑糖能够大幅
资料来源：中国糖协、中钢期货

触底反弹至今，各个版本的收储传闻是其中的决定性因

素，虽然至今官方尚未对收储明确表态，不过收储的各

剩预期外，各投资机构也并不看好 11/12 榨季国际糖价

种传闻却甚嚣尘上，目前市场比较流行的版本是国家和

走势，荷兰合作银行在其最新的报告中称，因预计 650

地方共收储 150 万吨，收储价格为 6550 元/吨，从 2 月

万吨的全球过剩量将打压价格，原糖价格近期的涨势可

中旬起执行。从历史上看，在糖价大幅下跌的 2000/2001

能是短暂的，2012 年糖价将呈现逐季下滑的趋势。

榨季、2007/2008 榨季国家都曾大规模收储稳定糖价，

在全球食糖供给过剩的背景下，投机资金也开始大

那么本次国储局是否会再次出手？笔者认为目前的收储

幅减持白糖多单，从 CFTC 基金持仓来看，截至到 1 月

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产区的地

24 日，投机资金持有的白糖多单为 7.49 万张，虽略高

方政府已经将收储计划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将根据食

于 12 月底的净多单持有数量，但仍处于历史性低位，并

糖实际情况择机收储，也就是何时收储尚存变数。退一

且一月份部分基金由空翻多主要是对巴西未来产量的担

步说，目前的现货市场价格已经接近最高收储版本的

忧，但目前来看巴西产量至少不会差于 2011 年，因此净

6550 元/吨，收储的利多已被基本消化，即使收储，对

多单数量的增加很有可能是昙花一现，2 月份原糖难回

盘面的提振作用也将极为有限，因此郑糖依靠收储传闻

强势。
图 8 基金所持净多单与糖指数价格对比图

延续强势的可能性不大。

（单位：万张，美分/磅）

图 7 历年国家收储（抛储）情况汇总（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钢期货
数据来源：CFTC、中钢期货
四、全球食糖产区大多进入增长周期，国际糖价难
回强势

小结：

作为世界第二大产糖国的印度目前生产状况良好，

随着生产旺季和销售淡季的来临，白糖在2月份的供

截止到 1 月底，11/12 榨季印度糖产量由上年同期的 1134

给将更加宽裕，与此同时，进口糖的大量到港和美盘的

万吨增至 1328 万吨，同比增加 17%。从目前情况看，除

孱弱也将拖累郑糖走势，虽然国储传闻甚嚣尘上，但即

了巴西产量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外，全球主要产糖国在

使传闻属实，对郑糖的提振作用也将非常有限，我们预

11/12 榨季都将实现增产。全球食糖供给的日渐宽裕已

计2月份郑糖走势并不乐观。

成不争事实，除了糖业专业机构不断上调 11/12 榨季过

【技术分析】
从日K线上看，1209主力合约虽连续收阳，维持相
对强势，但MACD红柱持续缩短，快线有下穿慢线趋势，

KDJ指标与K线走势出现明显背离，短期存在调整可能，
下方支撑位6450元/吨。

图9 郑糖1209主力合约日线图

从月K线图上看，经过1月的大幅上涨后，郑糖指数
的KD指标有形成金叉趋势，存在继续上行的可能，不过
价格的上行并未得到成交量的配合，上方又面临38.2%
的黄金分割线压制，价格上涨空间应较为有限。
图10 郑糖指数月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从周K线图上看，在经过连续收阳之后，周线形态得
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周线KDJ等指标扭头向上，技术上有
继续上行的可能，不过上方均线和成交密集区密布，持
续反弹空间有限，上方阻力区间6650-6700元/吨。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图10 郑糖指数周线图
小结：
经过1月份的大幅反弹后，白糖的周线、月线下跌趋
势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变，并存在超跌反弹的可能，不过
郑糖上方压力重重，持续反弹的空间不会太大，并且目
前日线价格走势与技术指标持续背离，将进一步限制郑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糖的走强。

【2月白糖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预计2月份上半月，受收储等利多传闻支

郑糖在后半月存在一定的回落风险，因此我们预计郑糖

撑，郑糖有望维持相对强势，不过在全球经济并未取得

在2月份可能出现先扬后抑，价格重心有所下移的走势，

实质性好转和全球食糖供需日渐宽裕的背景下，郑糖的

预计1209合约在2月的运行区间为6400-6650元/吨。

反弹空间将较为有限，随着收储传闻效果的逐渐褪去，

【白糖大事记】
1 月 5 日，市场传闻国家和地方即将收储 150 万吨
食糖，收储价格 6500 元/吨，郑糖价格大幅攀升

1 月 20 日，市场传闻春节后即将收储，收储价格提
升至 6550 元/吨，郑糖价格当日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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