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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1、 糖协领导在厦门会议中表态：18/19 榨季不会执行

“直补”。 

 

2、 直补≠≠≠目标价格补贴，严格意义上的直补早已执

行多年，我们或将执行的是目标价格补贴。 

 

3、 目标价格补贴迫在眉睫因于政策目标的不可调和。 

 

4、 目标价格补贴可在广东试点。 

 

5、 推广至广西、云南后，可同时启动储备糖出库。 

 

6、 目标价格补贴有助于核心产区稳定甘蔗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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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补”之声由来已久，熊市期间更胜。产业人士分享，中糖协领导在厦门会议中明确

表态：18/19榨季不会执行“直补”！ 

前期，广西在摸底收购价意见，糖厂普遍意见是 440元，但政策端的意见是 480-500元，

矛盾看似不可调和，“直补”呼声再起。我们反问：不“直补”，新榨季广西收购价怎么定-

--5000之下，安有完卵？糖料保护区如何实现？选择个别产区试点能否可行？ 

从 11/12 榨季云南糖协上报材料，到大豆、棉花价补分离接连“反超”，推进糖料变革

的政策挡板到底在哪？到底哪些条件还不具备？ 

一、直补是什么？直补=目标价格补贴？ 

直补是直接补贴的简称，仅代表补贴款发放的支付方式，并未包含目标价格补贴的实施

细节。用“直补”指代“目标价格补贴”是一种概念匹配错误。 

有人认为直补即“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主要包括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作

物良种补贴，这是一种认知错误。直补较为精准的解释是政府将财政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农

民或直接让农民受益的一种补贴方式，包括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目标价格补贴及“农业支

持保护补贴”只是直补的一个子集，且两者互斥。 

所以，直补≠≠≠目标价格补贴。 

目标价格补贴是指政府不干预市场价格，价格由市场决定，生产者按市场价格出售农产

品，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根据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和种植面积、产量或

销售量等因素，对试点地区生产者给予补贴；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国家不发放补贴。

具体实施方案由试点地方政府拟定交由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批复。 

试点阶段（大豆、棉花）目标价格基本每年确定一次，在播种前公布，以向农民和市场

发出明确信号，引导农民合理种植，目标价格是按照农产品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算出来

的，当然实际的计算公式肯定还要复杂，要综合考虑国内市场价、国外离岸价、税率。与目

标价格相对应的市场价格为采价期内全省（区）平均市场价格，已试点的棉花采价期为当年

的 9 月至 11 月，大豆为当年的 10 月至次年 3 月，期间两者的交易量分别达全年销售量的

85%、80%左右。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保持农业补贴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逐步扩大“绿箱”支

持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应。继续实

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选择部分地方开

展改革试点，提高补贴的导向性和效能”。 

显而易见，文件中指出的改革试点即大豆、棉花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其中“绿箱”是

指该政策不会对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其不受 WTO关于“我国农业微量许

可的补贴是 8.5%”规则的限制，“黄箱”则反之。所以，目标价格补贴将对我国农业起到了

更大的保障和激励作用。 

二、签发目标价格补贴是哪个部门？目标价格补贴拨款来自何处？ 

补贴的发放流程是层层下拨，在试点之内的省级政府先把区域内的种植面积或预计产量

上报，中央财政部据此拨付资金到各单位在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省级部

门则根据市县级政府上报的数据下拨资金。乡（镇）财政部门和县（市、区）财政部门结合

比对信息平台基础数据和种植户提供的税务票据，以“一卡（折）通”或其它形式将补贴资

金兑付到实际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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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市场糖料种植补贴采用何种方式？ 

世界主要粮食主产国运用“目标价格补贴”引导农产品种植由来已久：包括美国的“反

周期支付”、欧盟的“干预价格”，日本的“水稻生产收入稳定计划”，韩国的“稻米差价直

接补贴”等等。 

以美国为例，反周期支付政策是按照有效价格和事先确定的目标价格之间的差价作为支

付率对农民进行补贴。价格损失补偿在触发原理上与反周期支付相似，只是操作更简单，即

当国内市场价格 12个月平均值低于《农业法案》设定的参考价格时，价格损失补偿被触发，

并以两者之差作为补贴率向生产者提供补贴。该补贴以农场核定的基础面积和补贴单产作为

计算补贴额的依据，具体计算方法如下：补贴额=（参考价格-市场价格或贷款率）×补贴单

产×基础面积×面积补贴系数（85%）。其他国家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基本类似，在此不做赘

述。 

全球糖料市场中，泰、印两国皆有基于原料补贴的惯例。其中与国内目标价格补贴类同

的（2018年取消的）是泰国甘蔗补贴法案：当泰国的甘蔗市场收购价低于甘蔗生产成本时，

泰国政府将会通过泰国甘蔗和糖基金支付给农民 160泰铢/吨的补贴，生产成本即目标价格。 

四、目标价格补贴为何迫在眉睫？ 

政府对甘蔗种植面积稳增的要求与甘蔗收购价下调对面积抑制之间的矛盾。 

 

图 1：白糖市场的政策目标 

 

数据来源:国投安信期货 

 

相对于玉米市场“去国储+去面积”的政策目标，糖料市场的政策目标与大豆颇为相似。

所以我们看到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启动较早，并在 2017年调整为生产者补贴，目的在于加

速大豆收购的市场化进程。大豆补贴政策的推进或是糖料市场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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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大豆政策目标 

 

数据来源:国投安信期货 

五、推进目标价格补贴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有两个前提：一是取消临（收）储，二是原料收购市场化。从大豆的经验看，原料收购

市场化可与目标价格补贴同时进行。 

第一条，2014年至今，国内糖市并未进行任何收储、临储行为。 

第二条，从制度层面，产区中除广西外，已全部实现。执行层面，仅广东在切实运行。 

关于第二条的争论很多，执行确有阵痛；但不执行，本文讨论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市场另一个争论在于如何处置国储，无论从白糖的保质期还是先行品种的政策取向，目

标价格补贴后，启动“有明确时间表”的去国储应无争议。 

六、大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的具体方式是什么？  

表 1：棉花、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对比  

大豆目标：去国储、保面积

2014-2016年启动目标价格补贴

2017年价补调整为生产者补贴

 棉花 大豆（2014-2016年） 甘蔗 or白糖 

“目标”类型 成品 原料 未知 

等级 
3128B籽棉折 

皮棉价格 
国标三等大豆 未知 

补贴对象 棉农 豆农 蔗农 

补贴省市范围 新疆 东北四省 未知 

计算方式 
棉花目标价格倒推 

籽棉价格 

目标价格与收购 

均价之差 
未知 

是否进行补贴上限管理 是 否 未知 

抛储与否 抛储 抛储 未知 

“目标”价格采集范围 当年 9月至次年 1月 当年 10月至次年 3月 未知 

补贴方式 面积+产量 面积+产量 未知 

目标价格调整 
三年一定（之前为一

年一定） 
一年一定 未知 

申请方式 棉农自主申请 豆农自主申请 未知 

补贴发放截止时间 
12月底（第一批） 

2月中旬（第二批） 
5月底 未知 



  白糖专题报告 

 5 / 7 
 

数据来源：国投安信期货 

七、大豆、棉花价补后的面积表现如何？ 价格一定下跌吗？ 

图 3：棉花种植面积  图 4：大豆种植面积 

 

 

 

数据来源：Wind 国投安信期货  数据来源：Wind 国投安信期货 

 

我们发现，在 2014 年先后启动目标价格补贴后，大豆、棉花的面积并未出现回升，反

而延续下滑态势，隔年面积才出现明显回升，并延续至今。从结果看，无论价格的起（棉花）

伏（大豆），目标价格补贴皆对种植面积起到正向作用。起步期的滞后性，我们认为有三点

原因：一是农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消化需要时间、二是政策执行过程面临部门与部门、农民与

部门之间的沟通、磨合（或是摩擦）；三是比价效应。 

图 5：价补后棉价走势  图 6：价补后大豆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国投安信期货  数据来源：Wind 国投安信期货 

 

糖市习惯将“目标价格补贴”作利空对待，因为补贴将推升种植面积、抛储叠加降低糖

厂成本，核心在于增加国内供给。从棉花、大豆的经验看，国内供应（产量+储备出库）增

加毋庸置疑，但以此论证价格下跌，论据相对单薄。因为国内市场的边际定价来自配额外成

本，配额外进口规模决定国内市场的紧松。即使国内供应增加，价格仍可追随国际糖价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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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果 18/19榨季试点，哪个产区是最优选择？  

广东湛江产区。糖料的目标价格补贴相对大豆、棉花，有较强的灵活性---如果地方政

府有太多的犹豫，农民反应期又相对滞后，那么就让他们有更长的观察期。早在 13/14榨季，

广东即采用甘蔗市场化定价，甘蔗收购价与糖价高度联动：湛江执行每 15天公布一次基础

糖价的新机制，若 15 天内糖价均价涨跌超过 200元，将会以该周期糖价加权平均价为基础

糖价进行计算，及时调整甘蔗收购价格。 

湛江蔗农对浮动的甘蔗收购价接受较早，对补贴与否的差异感更强，预计政策执行后对

种植面积的传导更快。加上政府、媒体以及金融机构的广泛宣传，政策制定者有了足够的观

察期，其它产区蔗农可提前消化政策，顺利过渡到核心产区。  

九、市场主体对目标价格补贴的态度是？ 

表 2：市场主体对目标价格补贴态度 

 

数据来源：国投安信期货 

十、糖市目标价格补贴细节大猜想？ 

表 3：糖市目标价格补贴细节猜想 

试点产区 广东 

“目标”类型 成品---国标一级白砂糖 

“目标”价格 ---- 

补贴对象 蔗农 

计算方式 白糖价格倒推甘蔗价格 

是否进行补贴上限管理 是 

抛储与否 （暂时）否 

价格采集范围 12月至次年 4月 

补贴方式 面积（%）+入榨量（%） 

补贴发放时间 当榨季 5-6月份 

目标价格调整 一年一定 

发放形式 一卡通 

数据来源：国投安信期货 

政府

•补贴从黄箱转变为
绿箱

•保住甘蔗种植面积

•减轻糖厂负担推进
蔗价市场化

•财政负担靠卖国储
糖？

糖厂

•抓紧下调收购价

•国家帮我承担部
分收购价

•国储也别抛，成
本国家来扛

蔗农

•直补是啥

•降收购价就不种
甘蔗了

•直补不能打白条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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