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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 华泰期货冀蒙甜菜糖调研报告 

调研背景 

目前白糖正处于增产周期中，北方甜菜糖的产量也受到市场关注。河北、内蒙

古在气候和土地上非常适宜甜菜的种植。那么目前糖厂的销售进度完成的如何，是

否存在库存压力？甜菜的种植收益怎样？未来内蒙古的甜菜糖产量会增长多少？带

着这些疑问，我们在 4 月 10 日至 12 日对华北甜菜糖市场进行调研，并希望解开这

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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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路线 

河北 A 糖厂→内蒙古 B 糖业→内蒙古赤峰 C 酵母企业→内蒙古赤峰 D 糖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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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内容 

4 月 10 日：张家口——张北——赤峰 

调研对象：A 糖业（张北）有限公司。 

调研成果：A 糖业压榨 80 万吨甜菜，年产 10 万吨糖。副产品方面，一年的出粕率为

5%，这些颗粒粕由英联农业负责销售，作为饲料主要卖给蒙牛、伊利等公司。 

对于糖蜜，产出率也为 5%，这些糖蜜则卖给了集团下属的关联公司。糖蜜对外销售量占

比为 40-50%，目前报价在 800-900 元/吨，之前卖给东北九鼎酵母价格为 800 多元/吨。 

种植方面，目前纸筒种植占比 85%，而直播为 15%。种植时间上，4 月 1 日开始育苗，5

月 1 日移栽，10 月 1 日开始起送甜菜。 

生产方面，去年张北工厂产糖率 16.04%，而 16 年的出糖率受天气影响为近年来的最低。

17/18 榨季共生产 9 万 8 千吨糖，张北工厂以绵白糖为主，共产 6 万 6~6 万 7 千吨。而另

一个前旗糖厂则以砂糖为主，产糖 6 万 7 千吨。总体产量上，内蒙总共产 48 万吨糖，而

集团糖业产 17 万吨不到。 

对于 18/19 榨季产量预估，预计将保持差不多的产量，去年甜菜收了 73 万吨，今年则计

划收 80 万吨糖。 

目前的生产能力，A 糖业日处理量在 4000 吨/天，而饱和性生产则能达到 6000 吨/天。 

今年甜菜收购价计划为 550 元/吨，去年为 520 元/吨，同时暂时没有听到政府有补贴的计

划。 

销售方面，张北糖是优级糖，现在砂糖报价 6200 元/吨，但目前销售停止。绵白糖报价

6400 元/吨，随行就市。一般食品工业用砂糖，而绵糖一般民用或者面包厂使用。总体而

言，今年销售不错，进度在 60-70%。春季时做了交割，2 个工厂做了 3 万多吨，主要交割

地在天津和河北藁城。相应的运输成本不到 200 元/吨。砂糖供应给雀巢、伊利、蒙牛

等。销售方式为点价、采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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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 糖业现场实拍照  图 2: A 糖业现场实拍照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A 糖业现场实拍照  图 4：A 糖业现场实拍照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4 月 11 日：赤峰→B 糖业 

调研对象：林西 B 糖业 

调研成果：在林西县甜菜糖种植实现了 100%机械化。产糖量 7 万吨，另一家商都糖厂产

糖量在 8-9 万吨。一般开榨季在 10 月至过年前，今年则在一月二十五、六结束。 

另外粕产量为 3 万吨，林西这里今年销售价最低 1800 元/吨（全款）。而目前市场主流价

为 1930-1950 元/吨。 

糖蜜方面，今年产糖蜜 2 万 8-3 万吨左右，市场价 1400-1600 元/吨，现在糖蜜全卖给酵母

厂。之前糖蜜也销售给贸易商、终端（酱油厂、味精厂）。在酵母生产上，基本 6 吨糖蜜

出 1 吨酵母（干物质含量约 30%），酵母出厂价在 132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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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上，林西去年有 18 万亩，今年有所减少。减少的原因在于，甜菜最佳加工时间

为 120 天，时间了长了会有烂菜出现。对于林西糖厂来说，产能 4000 吨/天，而实际每日

压榨 4400-4500 吨。公司倾向于减少种植面积而提高含糖分。商都糖厂实际产能为 4800-

5000 吨/天。去年甜菜收购结算价为 520 元/吨，运输则由公司来承担。目前甜菜亩产在

3.7-3.8 吨（净菜）。在种植上，甜菜种植是订单种植，一个农民能维护 100 亩，年收入 8-9

万元，没必要打工。甜菜种植最远辐射半径 200 公里。对于耕地来说，有的地会轮种，有

的地则一直种甜菜。轮种的话种的玉米占 80-90%，即种 3 年甜菜再轮种 1 年玉米。去年含

糖率平均在 14-15%。林西、太仆寺旗、商都的天气由于无霜期太短，只适合种甜菜。产地

天气上，由于调研前几天刚下雪，今年天气比去年好。 

目前还在建林东糖厂，设计产能 4000 吨/天，明年投产。太仆寺旗糖厂则是今年投产，产

能大于林东。对于林西糖厂来说，1978 年建厂至今，连续 40 年始终生产，原来的品牌是

冷山，现在则改成 B 品牌。 

销售方面，由于 B 林西糖厂全部生产绵白糖，因此在 4 月份就能消化。而库里颗粒粕也剩

不多，这几天的贸易战对提货提到了推动作用。绵白糖目前市场售价在 6300-6400 元/吨，

而现在糖厂 6500 以下的现货不卖，准备做小包装出售。今年糖价没有去年好，但总体持

平。另外目前林西糖厂销售对象主要是东北三省的集贸市场，商都糖厂则是覆盖山西、天

津、北京。目前有一些造假情况，即买了包装兑葡萄糖粉。由于现在品牌改名，现在市场

再有了冷山糖就是假的。在东北，饭店用甜菜糖制作糖葫芦、拔丝、烘焙，甜菜糖上色

好，不板结，而甘蔗糖有板结。因此在东北甜菜糖要比甘蔗糖卖的价高。 

B 未来会投一个 4000 吨产能的糖厂，投资额 3-4 个亿。 

甜菜糖成本方面，14 年白糖最困难的时候 B 还有盈利，因为有自然优势。甜菜、煤、石

灰石等资源都离的很近。生产成本在 4800-4900 左右，比周围糖厂要低 100~200 元。同时

因为是老厂，因此不存在机器厂房的折旧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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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B 糖业现场实拍照  图 6：B 糖业现场实拍照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7：B 糖业现场实拍照  图 8：B 糖业现场实拍照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4 月 12 日：赤峰→C 酵母企业→D 糖业企业 

调研对象：上午，翁牛特旗 C 酵母企业；下午，D 糖业企业 

调研成果：在上午赴 C 酵母企业调研的过程中，恰逢翁牛特旗农业局和 C 酵母企业糖业联

合举办“2018 膜下滴灌直播甜菜播种现场会”，我们便在田间与种植户和 C 酵母企业糖业

负责人进行交流。 

农户 1：种地成本的话，种子一斤 50 元，一亩用 1 斤 3 两，种子成本在 60-70 元。今年化

肥在 1.4 元/斤，去年则为 1.26 元/斤。地膜一亩 50 元，滴灌带一亩 115-120 元（含人

工）。农药 3-4 元/亩/次，一共打 2 次，刚出苗 30%的时候就要防虫。拔苗成本 50 元/亩。

一亩用水 15-16 吨，水费的话一个地区一个价。另外在 8 月要补水。雇人成本 10 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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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于单个甜菜，滴灌下能达到 2 斤半，而纯大地种植则为 1 斤 8-1 斤两。亩产 4.5-5 吨

（净菜），今年甜菜收购价在 560 元/吨，对于自己的地，一亩能挣 1500 元，而包地一亩地

租在 680 元，最低一亩地能挣 800-1000 元，目前种甜菜收益高。  

农户 2：去年包地地租 300 元/亩，一亩赚 700-800 元。去年甜菜收购价 520 元，今年是

560 元（含 25 元/吨的补贴）。目前农户有 240 亩地，180-190 亩准备种甜菜，其他的种绿

豆。雇工 10 元/小时，一天干 12-13 小时。 

C 酵母企业糖业：产能 5000 吨/天，一年产糖 5 万吨，其中 60%是绵白糖，40%是砂糖。

产能上，D 糖业企业是 4000 吨/日，而 C 为 5000 吨/日。糖蜜上，D 糖业企业售 1300 元/

吨，而 C 酵母企业不对外销售，内部结算价为 1300 元/吨，颗粒粕卖 2050 元/吨。目前采

用的是膜下滴灌。销售的话主要销往东北、华北（河北、京津）等地，目前销售了 1 万

吨，剩余准备做小包装，砂糖的销售在哈尔滨和天津，另外也有盘面交割，目前盘面交割

比卖现货更方便。当地甜菜含糖量在 14%左右，糖蜜 5%。今年种植面积为 20 万亩。生产

成本按照去年 520 元/吨的甜菜算，财务平衡点要达 6000 元/吨。其中生产 48 万吨甜菜需

要 5 万吨动力煤，折合在每吨制糖的燃料成本在 300 多。财务费用上，投资 4 个亿，2013

年投产，需要 12 年折完，这样折到糖上的费用为 700-800 元/吨。另外制砂糖成本比绵白

糖成本高 200 元/吨。 

D 糖业企业：去年甜菜收获 36.7 万吨，2015 年为 11 万亩 33 万吨，今年计划种植 18 万

亩，收 55 万吨甜菜。但现在看最终播种面积应该在 14-15 万亩，收获 45-50 万吨甜菜，这

里合同签订了 14 万亩。主要原因是玉米价格出现了上涨。播种的甜菜中，1/3 采用纸筒，

主要是老百姓对纸筒还不认可（不可全程机械化）。而玉米所有流程都可以机械化。种植

收益比较上，甜菜亩产 4.5-5 吨，一吨 540 元（去年 520 元），玉米一亩能卖 1600-1700

元。补贴方面，今年松山区每亩补贴 20 元，而翁牛特旗也有补贴，其他地区则没有补

贴。种植面积，松山区共有 300 万亩耕地，甜菜有 9 万亩，其他地区甜菜 5-6 万亩。另外

还有 20 元/吨的运费补贴。目前每亩产量为 3.3 吨。去年产了 4.1 万吨糖，其中绵白糖 2.3

万吨，砂糖 1.7 万吨。含糖率 14%，但因为有虫病，出糖率 11%，工业损失了 3%。目前库

里还剩 1000 吨砂糖，颗粒粕都已卖出，产了 1.6 万吨，还有 7000 吨没有提货。成本上砂

糖比绵糖要高，今年售价出现了倒挂，绵白糖之前售 6450 元/吨，现在是 6300 元/吨。白

砂糖现在卖 6000 元/吨。在应用上，砂糖用于食品工业，而绵白糖用于民用。 

目前糖厂产能 4500-5000 吨/日，共有 425 亩地，总投资在 4.2 亿左右，这里包含了电厂也

包含了锅炉。D 糖业企业从 10 月 1 日起开榨，1 月 19 日结束。正常的生产时间为 120

天。对于额尔古纳，那里天气偏冷，可以榨 6 个月。天越冷，甜菜冻死后就能保持新鲜。 

关于糖蜜，目前价格在 1150-1160 元/吨左右，其他厂家卖 900 元/吨左右。16/17 榨季则能

卖 1360 元/吨左右，现在价格下降就是因为甜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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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照新建了 2 家糖厂，日处理 6000 吨，今年会投入生产。新建糖厂目前的盈利能力

不强，资金利息很高，2、3000 万吨的利息要摊到 4 万吨糖上。 

目前折旧加起来后的综合成本超过了 6000 元/吨，而今年销售均价为 6300-6400 元/吨。上

榨季达到 6600 元/吨。去年化肥卖 2500 元/吨，今年则涨到了 2700-2800 元/吨。 

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做农民。而一般农民亩产 4 吨、大户亩产 3.5 吨能盈利。种植成本不能

降。 

 

图 9：C 酵母企业现场实拍照  图 10：C 酵母企业现场实拍照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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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论 

从此次调研所获得的信息来看，今年糖厂销售进度较快，且平均售价相对较高，因此大部

分甜菜糖厂能做到有盈利。新的一年一部分糖厂将增加种植面积，另一部分糖厂采取减少

种植面积提高糖分，但总体而言由于原有糖厂的产能限制，因此单个糖厂扩增的面积有

限。 

目前农民种植甜菜收益非常可观，即使地租上涨，甜菜收购价也随之上调，种地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高涨。相对而言，糖厂下榨季的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压力加大。 

18/19 榨季内蒙新投产 6 家（太仆寺旗、扎赉特旗，额尔古纳，日照凌云海（阿旗、通

辽）和骑士乳业），考虑到新投入产的生产线不可能立即达到满负荷生产，因此我们目前

推测内蒙古 18/19 榨季的产量将在本榨季 48 万吨的基础上增加 20-30 万吨左右，即产量在

70-8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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