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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告名称】：2020 年中国白糖年度报告及 2021 年市场展望 

  
【交付方式】： EMAIL 电子版或 EMS 特快专递 

  

【报告页数】： 约 150 页 
  

【订购电话】： 010-80697616 
  

报告前言  

2020 年国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白糖市场跌宕起伏，但最后因需求减退、配外进口关税调

整以及年度进口量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年度糖价最终回落。2021 年白糖市场又将有面临哪些

挑战和机遇呢？以下报告将详细分析产业现状，敬请期待！ 

  

报告详细资料购买电话：010-8069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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