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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告名称】： 2020-2021 年中国淀粉糖产业发展及市场走向研究报告 

  
【交付方式】： EMAIL 电子版或 EMS 特快专递 

  

【报告页数】： 约 110 页 
  

【订购电话】： 010-80697616 
  

报告前言 

根据十三五规划以及临储政策调整，玉米供给侧改革目标提前完成，我国东北地区种植结

构调整效果显著，自 2017 年我国玉米进入产不足需新常态，临储玉米可供抛储量快速减少，

2019/20 年我国临储玉米去库存效果明显，今年 9 月份临储拍卖以“0”结转库存收官，在此背

景下今年东北地区玉米遭受连续三次台风洗礼，玉米减产成定局，今年供需转入紧平衡阶段。

2020 年是玉米爬坡过坎之后，真正腾飞的一年，临储去库存基本结束，玉米又走到了新一轮周

期的入口处。在原料飙升之际，玉米的深加工企业面临高成本压力，加工利润大幅萎缩。 

 

2020 年受突发新冠疫情影响，国内淀粉糖出口明显受制，另外原料玉米市场出现供需紧张

局面，导致原料玉米价格强势飙升，深加工企业成本大幅提升，令 2020 年下半年淀粉糖价格高

位上涨，淀粉糖价格虽在高位，但是企业加工利润仍处于亏损状态，且下游需求不佳，企业走

货明显放缓，不少企业停产、限产及时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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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成本和供需等多方面影响下，市场该如何应对未来新形势？原料玉米的影响愈加

突出，原料成本不断增加，淀粉糖企业利润是否会有所提升？下游行业需求是否有新的突破口，

市场面对淀粉糖及白糖的替代意愿是否会有所增加？原料成本继续增加，淀粉糖企业是否将面

临重新洗牌？未来开机率是否会出现调整？ 

 

天下粮仓对淀粉糖行业市场生产销售、竞争格局、标杆企业等进行深入具体调查、研究、

分析，深入剖析淀粉糖行业的发展趋势，最新发布《2020-2021 年中国淀粉糖产业发展及市场

走向研究报告》，将为您详解 2020/21 年度淀粉糖产业现状，及又将有迎来哪些机遇以及严峻

的挑战！为淀粉糖行业投资决策者和企业经营者提供决策参考。 

  

报告详细资料购买电话：010-8069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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