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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情的本质是源于矛盾的释放，而在此过程中，将会累积新的矛盾。在过去

半年里，国产糖减产和食糖进口调节政策的组合，导致了内外价差的扩大。

在未来内外价差平复的过程中，或将导致全球食糖库存的结构性转移。另外，

进口的放开，或将与甘蔗种植直补政策相组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空头越

有利。在策略制定方面，我们建议倾向于趋势性策略，逢高做空。同时，也

可以考虑做多波动率，买入跨式期权组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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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章章    策略汇总 

我们基于全球的供需状况和国内上半年阶段性的政策性牛市研判，认为我国的政策

性调节进口速度，只是起到短期的价格干预，中长期而言，价格仍将服从供需基本面的

矛盾。我们在一季报的报告结论中，已经表明未来 3-6个月是做空的最佳时机。我们延

续一季报的整体研判逻辑，认为下半年将会是郑糖政策牛市转空的时间。旧的矛盾释放

完过程中，新的矛盾也在累积能量。 

策略建议：分批建空单；买入看跌期权，或者买入跨式期权（即看涨波动率）。 

第第22章章    矛盾的释放与累积 

市场价格的波动的本质是矛盾的释放过程。主要矛盾释放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两个

结果，一是原有的矛盾得到解释后，市场会进入平稳期；二是在矛盾释放的过程中会产

生新的矛盾。前者会导致价格波动区间缩小，后者则会演化出新的行情。 

在判断新的矛盾演化方向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过去半年的矛盾释放过程，以及价格

波动的方式或路径。 

22..11..  进口调节导致内外价差偏离 

在 2014年底开始，国内的郑糖价格就不再继续跟随国际原糖价格继续走低了，而

是表现出明显的抗跌整理走势。内外价差扩大。究其缘由，国内白糖产量减少以及食糖

进口受到限制是主要原因。 

从数据上来看，在 14/15榨季开始，直到 3月份榨季内累积进口食糖的量，仍然低

于去年同期，而本榨季的国产糖量是要小于去年的。两者的叠加效应，直接导致了国内

食糖价格大幅上扬。而此期间，国际原糖价格持续走低，导致了内外价差大幅扩大，哪

怕配额外的利润，也相当可观。 

图：我国食糖累积进口量-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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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南华期货研究所 

22..22..  巴西累积出口放缓 

导致国际原糖价格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巴西的原糖出口放缓。从数据上可

以看到，14/15榨季，巴西累积出口量是过去 6年最差的一年。我国作为全球主要食糖

进口国，一旦进口放缓，直接影响了出口国的量放缓。 

图：巴西原糖累积出口-千吨 

 

数据来源：UNICA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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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美元升值和巴西货比大幅贬值 

全球以国际原糖期货价格和升贴水作为贸易基准定价，而 2014年随着美元走强，

以及巴西货币的单边贬值，对于国际原糖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仅仅从 2014 年 9

月以来的半年时间，贬值幅度高达 30%左右。 

图：美元兑巴西雷亚尔汇率 

 

数据来源：WIND 南华期货研究所 

22..44..  国际能源价格大跌导致乙醇过剩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单边大幅下跌，意味着全球能源相对过剩，那么作为能源的补的

燃料乙醇，也就同样会受到压制。原本巴西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燃料乙醇出口到美国的，

但是由于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使用原油或许更加划算。 

图：美原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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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弈大师 南华期货研究所 

图：巴西出口到美国的燃料乙醇量-百万升 

 

数据来源：UNICA 南华期货研究所 

22..55..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哪些矛盾会得到累积？ 

以上的矛盾释放，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内价格比较强劲，而国际糖价相对弱势。

国际糖价的下跌，核心是因为供应过剩，加剧过剩的是巴西货币贬值以及国际原油价格

大幅下跌，而导致我国糖价走强的核心驱动力是进口调节。那么，我们自然就清楚了，

哪一种矛盾驱动力会更加持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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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内外价差已经相当大，配额内的利润是每吨 2600元/吨，而配额外的

利润也达到了 1700元/吨。这两个数据都是历史可查数据以来的最大值。市场价格的不

合理表现，将会通过市场自发性的调节，在时间因素下，会慢慢得到解决。那么，在这

一价差平复的过程中，将会伴随着国际食糖的库存结构性转移。亦即：国际原糖将会流

入到国内来，不管是以何种途径，合法的或者非法走私等方式。 

另一方面，替代糖方面，糖价上升到一定程度，淀粉糖将会有利润产生，根据淀粉

糖的成本，在糖价 4600以上，淀粉糖就可以有生产的可行性。 

第第33章章    可供参考的策略 

以上的分析正文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即过去半年，由于政策性的原因，导致

了国内糖价走强，而国际原糖则加剧了过剩状态。直接导致了内外价差的扩大。如果通

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调节，那么最终的结果只有是全球食糖库存的结构性转移。但是，仍

然有一种情况，即在甘蔗直补政策下发之前，我国在下个榨季仍然执行进口调节政策。

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未来糖价大幅波动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在策略制定方面，可

以考虑做趋势交易或者跨期期权组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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