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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白糖月度报告

摘要：

11月份郑糖在国内供给偏紧炒作下，价格不断升级，快速触及

7300元/吨的压力位后迅速回落，而且在外糖的连续下行状态下，郑

糖继续上涨缺乏心里成本支撑。走私虽然因为缅甸战事因素暂时被彻

底遏制住有利空成分，但这部分需求将会转为正规的配额内外进口，

整体影响呈现中性。贸易救济关税是否提高结果要到4月以后才能陆

续揭晓，当前的影响可忽略。国家在10月的2次抛储后暂时熄火，但

会随时待命供给市场。国内产区陈糖基本提前完成向贸易商的转移，

主要产区基本全部提早开榨，广西出糖率同比提高近1%幅度，整体

产量提升有望达成，后续新糖将则高价快步入场，今年春节同比提

前，因此年前备货也将提前，12月份到春节前仍有进场做多的机会，

笔者建议放在12月20日原糖进口数据发布后，因此，原糖仍在回调，

郑糖也需要时间吸收前期过快上涨，进场区间在6800-6900之间逢

低，上方可看到7500元/吨附近。

ICE原糖经过10-11月份的淡季回调后，对中国的配额外进口利

润再次拉大，笔者认为这是支撑原糖持稳的一个重要因素。伴随中

国采购的再次增长，原糖有望逐步持稳并反弹。当然，巴西、印度

及泰国的整体产量是否如预期的减少也是中长期原糖走势的最根本

原因，需要持续关注。伴随圣诞节及新年等节日的到来，原糖大概

率12月期间逐渐筑底并反弹，支撑区间18-19美分，企稳后可逢低

进场，上方看到24美分附近。

报告日期：

2016-11-31

报告类型：

月度报告

高级研究员：

尚崇

F3010184

TZ008979

联系电话：

0755-83472566

联系邮箱：

1643865493@qq.com

白糖：郑糖春节前有望再创新高

mailto:xutongzhao@szjhqh.com


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NONFEMET COMMODITES & FUIURES
AGENCT CO.,LTD

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
免责声明:本报告仅可作为投资人交易之参考依据。报告中讯息数据来自可信赖之媒体，但是来源与数据未经独立验证，严格来说并无法代表、表示或暗示本报告提及的资讯或意见的

正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因此，金汇期货对于使用或基于信赖本报告的信息形成的交易方向所造成的任何损失(包含获利减少)与伤害并不负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报告内的任何

讯息、意见或建议若有改变将不另行通知。

公司电话：0755 83472566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18楼 网址www.szjhqh.com

市场流动性

市场流市场流

11月郑糖行情走势前半呈现高位震荡，月末强势上扬，并创下了5年半以来的新高。而ICE

原糖延续回调态势，不断向下突破21、20美分整数关口，内强外弱局面十分明显，并且配额外

利润得到了修复，重新由负转正月末时达到近800元/吨利润，重新打开配额外进口原糖的窗口。

11月份一般为国内传统的小淡季，经历过中秋国庆的年中用量高峰后，11月份一般用量下

滑较大，广西云南都陆续进入集中开榨，叠加国家10月末抛储的部分，进入11月份后的前面时

间里，供给偏紧的状态有所缓解。因此，11月份前面大半时间都维持高位强势震荡格局，7000

元/吨整数关虽是近在咫尺，但压力重重。但自从20日官方开始公布缅甸战事发生后，郑糖开始

逐步反弹，因为通过缅甸进入云南那的走私糖将彻底被遏制，利好国内糖市。而随后22日海关

发布10月进口食糖数据，10月进口11万吨，同比下降25万吨，环比下降39万吨，大幅低于预期

值，郑糖盘面开始发酵，一周的时间里，郑糖一举突破7300元/吨的大关，上涨幅度超过7.5%幅

度，并创下5年来的新高。由于获利盘的立场及上涨过快，当前郑糖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强势。

ICE原糖在经过9月底10月初的4年半多的高点后，开始一路下行。首先是基金净多持仓不断

下降，截至11月末，已经较9月底创下历史纪录高位萎缩三成以上，做多资金不断流出造成原糖

价格不断下行。其次，巴西处于压榨高峰期，不断调降出口升贴水，加大马力扩大出口，截至

11月末，巴西原糖出口207万吨，环比提高11.5同比也提高3.5%。第三，印度糖协ISMA称，由于

印度降雨的恢复，印度糖产量有可能开始大幅反弹，因此，2016/2017榨季有可能不需要进口。

第四，国际糖业组织ISO的年会上，有分析机构称，2017/2018年度糖市将结束连续2年的短缺开

始转为过剩，主要因为印度、泰国等降雨恢复导致产量提升影响。整个11月份原糖跌幅接近8%

幅度，跌回了年中上涨启动前的水平，而且技术面跌破100日均线，但经过此次下跌回落，投资

价值开始显现，接下来巴西压榨将逐渐结束，将进入北半球时刻，随着印度、泰国产量的逐渐

明朗，原糖有希望再上一成。

图1：ICE03原糖近半年走势图 图2：SR1701近半年走势图

11月白糖市场表现

品种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SR1701 6752 7314 6692 7180 428 6.34%

ICE03 21.52 22.59 19.50 19.81 -1.71 -7.95%

LIFFE03 571 586.1 520.9 526.7 -44.3 -7.76%

美元指数 98.325 102.025 95.820 101.635 3.31 3.37%

人民币 6.7735 6.9206 6.7533 6.8837 0.1102 1.63%

行情回顾及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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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及加息预期

美国就业通胀及加息

2016年的美国的所有议息会议中，美联储明确表达了年内加息的倾向，从年初的预测加息

3-4次，到9月份预测年内至少加息一次，到当前美联储整整喊了一年加息，但是连一次都没有

落实。8月初时，市场预期美国12月加息的概率不到50%，而目前已经升至90%以上，意味着在今

年12月美联储大概率会启动本轮第二次加息，美联储需要对自己的信誉在年底前画上一个句号。

今年的美国就业市场总结就是缓慢并曾可持续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2016年以来美国失

业率基本维持在5%以下，从就业增长均值来看一直也很稳健。美国劳工部刚刚公布的11月就业

形势报告显示就业强劲，11月新增非农就业17.8万，略高于市场预期的17.5万，前值由16.1万

下修至14.2万。10月失业率4.6%，为2007年8月以来新低。10月私营部门平均时薪环比和同比低

于市场预期和前值，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增长，但后期有望通过降低资源闲置，吸引更多的适龄

人口重返劳动市场而进一步改善。新总统特朗普也计划通过增加基建支出和减税，或能激励企

业增加招聘，推动经济在未来几年以更快速度增长。另一个加息考察指标通胀显示，当前美国

核心PCE已经在1.7%，距2%的目标仅一步之遥，美国家庭支出继续强劲增长，私人投资恢复上升，

在以上数据支持下，12月加息将逐步得以兑现。

图3：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图4：美国失业率

图5：美国核心PCE 图6：美国工资和薪金指数

重要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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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总额 图8：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华尔街财经

美国房屋销售及领先指标

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NAR)公布的美国成屋销售在6月创下纪录新高后，7-8月开始回落，成

屋销售表现不及预期，源于高房价和库存供应有限，令一些潜在的购房者退而却步。但全美地

产经纪商协会(NAR)公布的10月数据显示，美国10月成屋销售上升2%，年率为560万户，美国10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率创下9年半高位。此外，美国9月成屋销售年率由547万户上修至549万户，

显示今年和明年美国的房地产行业将继续稳步增长。劳动力市场的稳健及薪资改善，有助于购

房者克服房价的上升以及全国住房库存紧缺的影响。

美国谘商会发布的领先经济指数9月值124.4，10月为124.5，环比上升0.1%，连续2个月上

升，金融指标的积极表现大幅抵消了非金融指标的疲软表现，表明直至2017年初美国经济将继

续温和增长。

领先指标是评估美国整体经济包括就业，制造业平均每周工作时，初领失业金人数，营建

许可，股票价格和收益曲线等方面的未来发展趋势。它是衡量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指标。

图9：美国成屋销售折年数 图10：美国谘商会领先指标月率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华尔街财经

美国制造业与耐用品订单

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6月份时创出年内高点，制造业表现还不措，也给了市

场积极的信号，尤其是雇佣增加创造了年内最高水平，暗示企业对未来经济更加乐观，开始再

次扩张产能。但随后面临美元走强、能源价格下滑和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7月开始逐渐回

落，8月跌落50一线，9-10月份制造业PMI缓慢反弹，美国11月ISM制造业PMI为53.2，预期为52.5，，

该项数据创今年6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表明美国企业正从进一步回升的国内需求中得到支撑。美

国大选的不确定性已经散去，制造业PMI好于预期表明美国制造业商业环境改善，企业当前正在

重建库存，暗示库存对制造业的拖累正在缓解。美元走强拖累出口，另一方面降低了进口成本，

进口成本降低有助于抵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企业处于担忧经济前景及成本可能上涨，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3/7a336b65/1.html
http://auto.ifeng.com/news/finance/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quote.php?symbol=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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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能对新增雇佣较为谨慎。

美国美国10月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涨4.8%，涨幅创2015年10月以来新高，大幅好于预期的

1.7%。美国耐用品订单在过去5个月中实现4个月增长，表明企业投资可能正在开始回暖。美国

10月扣除运输类的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上涨1%，预期为上涨0.2%，9月数值从环比涨0.1%修正为

0.2%，这部分订单自2014年12月以来，首次实现同比上涨，四季度经济继续复苏增长。

图11：美国ISM制造业PMI 图12：美国耐用品订单月率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中国宏观数据

统计局数据，中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1.8%。全年有望实现6.5%增速，整体保持稳健。2016年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名义增长8.3%，增速比1-9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9%，增速

比1-9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二个月增速扩大，且为近5个月最快。1-10月份，全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6.6%，增速比1-9月份提高0.8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三个月增速扩大，且为

近5个月最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制造业投资有所企稳，但前期地产新开工面积大幅下滑、且

地产调控趋严，地产投资后续面临巨大下行压力。随着PPP加快落地，基建投资仍有望继续托底

经济，总体上笔者认为接下来固定资产投资有望继续保持稳定。

2016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至10%，为近5个月最低，不及10.7%的预期

和前值。但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24.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重为11.8%。进入11月份后，国内外节日假期逐渐增多，采购需求增多，有望发生年底翘尾行情。

2016年1-10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9%。其中，出口11.22下降2%，进口下降1.8%，

贸易顺差2.88万亿元，缩小2.6%。而单10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0.6%，其中出口下降

3.2%，进口增长3.2%，贸易顺差3252.5亿元，收窄16.8%，人民币持续贬值有利于出口，尽管全

球经济不稳定仍持续，但年底前的节日带动消费会对接下来的出口带来一定增长。

从上面数据看，虽有短期零星数据下降，但总体国民经济运行曾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并好于预期态势，稳步回升中并伴随阶段性下行压力。

图13：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 图14：中国三大类投资累计同比（%）

http://money.163.com/keywords/4/0/4e095b635ea6/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9/589e957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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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速度（%） 图16：进出口当月同比及贸易差额（%）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中国货币

M1与M2倒剪刀差今年6月份达到20年来最大，往年M1出现较快增长时一般伴随经济上行，企

业的支付结算和投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了其活期资金持有，M2也应伴随增长。而今年M1与M2

的巨大剪刀差，显示消费终端相对活跃，但投资明显不足，需要谨防流动性陷阱。虽然大量货

币流向企业，但是企业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随着定期与活期存款利差的收窄，企业更倾

向于把大量的钱留在活期存款账户上，从制造业投资不断下降上面也可看出。地方政府债务置

换短时间增加企业或事业单位存款，也导致M1增速不断上升。虽然年初3月份央行曾经降准对冲

资金外流，而后汇率出现短期稳定，下半年人民币加速贬值，但央行锁短放长，只是采取了逆

回购、MLF对冲等成本高的方式进行释放货币，回购利率不断攀升，货币短期有收紧的趋势。

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这在今年已达成共识，国家在下半年已经通过减轻企业税赋，适当

增加政府债务发行，提高财政赤字率等方式，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在积极地拉动经

济，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截至10月份，M2同比增长11.6%， M1同比增长23.9%，M1月M2增速“倒

剪刀差”连续三个月收窄，11月以来随着楼市调控逐渐加码显威，房贷在信贷中占比正在持续

下降，货币剪刀差不断缩窄。

201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整体呈现稳中有降。中国10月以美元计价的外储规模为31207亿美元,

环比再下降457亿美元, 连续3个月下降，6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不断升级是外储持续下降的

主因，中长期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可忽视,美联储12月加息及每年1月份居民换汇增加等因素,预

计今年底明年初人民币贬值将持稳和外储下滑触底开始反弹。

图16：中国M1与M2的剪刀差 图17：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资产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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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及经济景气数据

2016年以来中国城镇失业率保持稳中有降，一直位于4.06%以下波动，而且新增就业人数同

比持续增加，3季度更是持续增长，就业情况整体稳中向好，经济环境持续改善。

中国PMI指数自2016年1、2月荣枯线以下逐步恢复到50之上，特别是3季度来回升速度加快，

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1.7% ，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创下2014年7

月来的最高值，经济增长转稳的信号比较明确，工业企业仍然处于去库存阶段，未来补库存空

间仍然非常巨大，经济进一步回暖可期。12月份美国有望迎来加息，但伴随加息的落定，美元

也将再次迎来年内的高点，人民币的贬值也将告一段落，预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在春节前保

持企稳态势。

图18：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图19：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图20：中国制造业PMI 图21：中国宏观经济先行指数

图22：美元兑人民币走势图

图23：美元指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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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销

图24：国内期现货价格及增幅

图25：全国产销率

图26：国内新增工业库存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数据分析

·11月国内产销区食糖价格一起水涨

船高。截至11月底，柳州价格整月上

涨+525元/吨，昆明价格上涨+470元/

吨，日照价格上涨+290元/吨。

·广西甘蔗480元/吨收购价对应白糖

含税价6470元/吨；云南收购价420+

元/吨对应白糖含税价5800元/吨。

·16/17 榨季截至 11 月底，广西云南等都

已开榨，广西产糖率为 10.31%，同比提高

0.97 个百分点，产销率 86.03%，同比提高

65.1 个百分点，开局产销两旺；整体产销

率同比有望增长。

·截至 2016 年 9 月新增工业库存，59.83

万吨，同比减少 33.2 万吨处于历史相对

低位。

·陈糖基本完成到贸易商的转移，当前

陈糖报价基本为贸易商，买货氛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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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进出口

图27：国内进口原糖

图28：原糖配额内利润

图29：原糖配额外利润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截至 2016 年 9 月底，15/16 榨季共进口

原糖 373 万吨，同比大幅减少 107 万吨，

减幅达到 22.2%幅度。但原糖走私至少补

了这部分正规进口。

·11 月发布 10 月进口食糖 11 万吨，同比

下降 25 万吨，环比下降 39 万吨，数据偏

利空。

·缅北战事持续，通过缅甸云南进入中国

的走私部分被彻底封锁，后续有转向正规

进口需要。

2016 年 11 月份，配额外利润从月初的

负数不断恢复，截至 11 月底，配额外利

润已经接近 800 元/吨，后期配额外进口

数量有望增加。

注明：参考日照价格计算配额外利润

·2016 年 11 月份，内强外弱持续，内糖

销售价格坚挺，配额内外利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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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货仓单

图30：期货仓单及预报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国外情况

国际糖业组织ISO的报告显示，2015/16年度市场供应短缺990万吨，2016/17年度短缺620万

吨。在11月底由ISO举办的年度峰会上，F.0.Licht 等多家机构认为2017/18年度全球将结束长

达两年的供应短缺，市场将更加平衡，甚至可能出现小幅供应过剩，因亚洲主要产国迎来降雨，

印度及泰国等迎来恢复性增产，且欧盟改革将提振产量。原糖11月份回调了近8%幅度，供给短

期增加及周期性淡季影响造成原糖回落。

但2016/17榨季的全球短缺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本扭转，2016/17年度库存/使用比率将大幅下

降4.9个百分点，达到相当于43.2%消费量水平，亦低于45%的临界水平，这一水平曾引发原糖价

格在2009/10和2011/12榨季大涨至每磅24美分以上，因此，原糖在在2017年上半年仍然有望再

次创新高。

巴西糖及乙醇协会Unica在11月底称，11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地区糖产量为136万吨，低于

10月下半月的205万吨，因压榨活动逐渐放慢，主要是由于出现降雨导致收割放缓，且很多糖厂

已经结束运作。根据迄今为止收集的数据，Unica表示该地区总的甘蔗压榨量可能难以达到之前

预估6.3亿吨的水平，应该是高于6.05亿吨的水平，同比略增。

图31：巴西食糖生产进度

数据来源：Unica、金汇期货

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仓单数量 18673

张，较月初 38800 张减少 51.9%，主要

原因为陈糖仓单注册截止到 11 月份交

割，因此陈糖仓单已流出到现货市场销

售；另一方面也说明现货市场需求热度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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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厄尔尼诺导致干旱天气严重影响，泰国2015/16榨季糖产量仅为970万吨，预估2016/17

榨季泰国糖产量为 960 万吨程度。2016 年 6-9 月降雨量有所回升，2017/2018 年度泰国产量有

可能回升到 1100 万吨程度。同时，由于甘蔗收益高于木薯和水稻，2017/18 榨季的甘蔗种植面

积也将大概率扩大。

消费方面，政府有意对国内配额制度进行改革。政府已经撤销了糖厂用于国内销售的 A类

配额，A类配额下规定，要以远高于国际价格的预定价在国内市场售出指定数量的糖。关注接下

来泰国政府将出台的替代政策。

图32：泰国甘蔗压榨量及糖产量走势（单位：百万吨）

图33：Kingsman对泰国2016/17榨季糖产量预估（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2015/16榨季，印度糖总产量为2510万吨，低于印度糖协ISMA的2700万吨预测，因2016年7-8

月种植期间天气严重干旱将导致2016年10月开始的2016/17新榨季糖产量料减少7%，产量介于

2300-2400万吨之间，而新榨季糖消费量预估为2550万吨，印度新榨季结转库存虽为700万吨，

但考虑到3-4个月的安全库存，印度有可能需要进口补充国内。但印度糖协最近表示，由于近期

降雨的改善，马邦可能由2016/2017年度的550万吨大幅反弹到2017/2018年度的900-1000万吨，

因此，按照预估有可能无需进口。后续关注印度1月产量公布情况。

图34：印度食糖产量&消费（单位：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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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印度进出口（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印度 16/17 榨季已于 16 年 10 月提前一个月开启，截至 10 月 1 日-11 月 30 日期间，印度糖

厂共产糖 274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 17%，因北方邦地区提早开榨。印度制糖厂协会(ISMA)

称，截至 11 月底有 365 家糖厂开榨，多于去年同期的 340 家。

图 36：印度 2016/2017 榨季生产进度

数据来源：ISMA、广西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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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净多持仓萎缩

2016 年 9 月底时，基金投机净多头创出新高，那时基金持仓投机多头总共持有 1760 万吨糖，

或者说是巴西中南部一半的产量，市场担心基金平仓而发生价格踩踏。而截至 11 月底，对冲基

金及大型投机客持有的原糖净多头仓位为 216714 手，较前周减少 36,191 手，为连续第八周回

落，创半年最低，较 9月底创下的纪录高位萎缩三成以上。做多资金不断流出，造成原糖价格

连续回落，9月高点到当前回落了 17.8%幅度，进入技术性熊市。

图37：纽约11号原糖合约 vs.投机净多头头寸

数据来源：Wind、金汇期货

总结及展望

中国宏观经济仍稳步前进，经济结构处于不断优化之中，经济后劲慢慢体现，虽然仍有下

行压力，但国家信心十足，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向更合理推进。从各种国家经济指标都可以看得

出，2017年中国GDP有望继续保持6%以上平稳增长，就业及经济发展稳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对食糖的需求也将稳步增长。

11月份郑糖在国内供给偏紧炒作下，价格不断升级，快速触及7300元/吨的压力位后迅速回

落，而且在外糖的连续下行状态下，郑糖继续上涨缺乏心里成本支撑。走私虽然因为缅甸战事

因素暂时被彻底遏制住有利空成分，但这部分需求将会转为正规的配额内外进口，整体影响呈

现中性。贸易救济关税是否提高结果要到4月以后才能陆续揭晓，当前的影响可忽略。国家在10

月的2次抛储后暂时熄火，但会随时待命供给市场。国内产区陈糖基本提前完成向贸易商的转移，

主要产区基本全部提早开榨，广西出糖率同比提高近1%幅度，整体产量提升有望达成，后续新

糖将则高价快步入场，今年春节同比提前，因此年前备货也将提前，12月份到春节前仍有进场

做多的机会，笔者建议放在12月20日原糖进口数据发布后，因此，原糖仍在回调，郑糖也需要

时间吸收前期过快上涨，进场区间在6800-6900之间逢低，上方可看到7500元/吨附近。

ICE原糖经过10-11月份的淡季回调后，对中国的配额外进口利润再次拉大，笔者认为这是支

撑原糖持稳的一个重要因素。伴随中国采购的再次增长，原糖有望逐步持稳并反弹。当然，巴

西、印度及泰国的整体产量是否如预期的减少也是中长期原糖走势的最根本原因，需要持续关

注。伴随圣诞节及新年等节日的到来，原糖大概率12月期间逐渐筑底并反弹，支撑区间18-19美

分，企稳后可逢低进场，上方看到24美分附近。

技术分析及后市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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