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秦秀凤 陈泉治 实习生林
诗婷） 近日召开的海南省制糖业
2014/2015榨季保增长工作会透露，
由于连续两个榨季下调甘蔗收购价格，
不少农民包括一些专业大户和专业合
作社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加上
今年春末夏初出现较大旱情，以及超强
台风“威马逊”的袭击，2014/2015榨
季我省甘蔗生产形势严峻。

海南甘蔗糖业是传统的、具有明
显区位优势的一个产业，涉及工业、
农业和地方财政收入，是产糖市县重
要的产业，关系千家万户农民生计。

事实上，和国内形势一样，近几年
海南甘蔗生产形势不容乐观。据分
析，受进口糖冲击影响，加上岛内蔗、
糖生产成本又居高不下，糖价长期持
续低迷。

海南省糖业协会理事长王达洲
说，我省2014/2015榨季甘蔗种植面
积仅为77.08万亩，减幅超两成。更令
人担忧的是，新榨季新植甘蔗面积仅
为19.94万亩，比上榨季的29万亩还
少近10万亩。初步预计2014/2015
榨季我省蔗、糖总产量分别在250万
吨和30万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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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甘蔗
种植面积减两成

糖价低迷，蔗农积极性受挫。（资料图）

推动行业整合实现规模效益

2013/2014年榨季，海南制糖行业
在食糖市场疲软的形势之下，也加快了
改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

海口市属国有性质的富汇糖厂在上

榨季结束后已关闭；东方糖厂和白沙合水
糖厂在2013/2014年榨季开榨前夕就被
广东恒福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收购。

2014/2015年榨季，我省制糖企业
将减少至14家，分属6家企业。“我省的制
糖企业已全部转变为非公经济形式。行
业进一步整合之后，我省制糖产能存量将

显得更加健康而富有活力。”李京说。
“海南甘蔗制糖业正面临巨大的危

机，但低迷的糖价也是重新谋划产业发
展难得的机遇，只要把握得好、转变得
快，发挥好海南独特的优势，就能转危
为机。”廖强认为。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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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贷款政策扶持不可少

冯小华坦言，较之广西、云南等地，
海南对蔗糖产业的扶持力度很弱。

“我省应明确把甘蔗等同于橡胶、香
蕉等主要农产品，对甘蔗生产给予明确的
财政补贴。”李京说，甘蔗生产的各项补贴
资金，除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既有的专项资
金外，还可以从食糖税收中拿出部分作为
专项扶持资金，返还于蔗糖生产。

王达洲建议，海南在研究糖料甘蔗

具体的收购价格时，应充分协商以兼顾
到各方利益，体现工、农风险共担的精
神；充分考虑到国内外糖价运行动态、
甘蔗生产与制糖生产成本的变化动态；
充分优待良种，实行优质优价，逐步实
现按质论价。

同时，政府对制糖企业技术改造所
需进口的高效、节能的糖机设备应给予
减免关税，对制糖企业拓展相关项目及
产品，也应该给予税收减免（如对综合利
用产品，应该免征增值税和减免所得
税）。

此外，对甘蔗生产和制糖生产贷款
应给予适当补贴，以减轻甘蔗、制糖生
产的成本负担；继续用好国家工业储备
糖政策，缓解食糖市场压力。

另据透露，省国税局正研究如何理
顺制糖生产成本中原料进项税额扣除
率由现行的 13%改为食糖销售时的
17%的适用税率的相关问题。“政府作
这样的调整之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制糖生产成本负担，增强企业支农能
力，相关方面应该继续协助、跟进此项
工作，力求早日落实。”李京建议。

上榨季全省蔗农共减收1.81亿元，糖企连续三个榨季巨额亏损累计超7亿元

“甜蜜事业”缘何苦不堪言？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实习生 林诗婷

人们依稀记得，2010年的“糖高
宗”风潮一度让业内兴奋不已，海南
白糖出厂价当年达到创纪录的7800
元/吨。在高糖价刺激下，海南甘蔗
种植掀起一轮恢复性增长热潮，并在
2012年遏制住了种植面积连续5年
下滑、从2007年的120万亩下降至
2011年的70余万亩的态势。

上 榨 季 ，海 南 入 榨 甘 蔗 量
355.05万吨，同比减少17.86%；产糖
量 41.65 万吨，同比减少 16.25%。
2014/2015年榨季，我省甘蔗种植面
积又再次锐减至77万亩。

甘蔗种植面积的锐减使一些糖
厂出现“吃不饱”现象，产能利用率严
重不足。

“这几年东方糖厂根本‘吃不
饱’，上榨季我们消化了40万吨原料
甘蔗，估计新榨季只能获得25万吨
的供应量。”张坚解释，这是因为东方
市的甘蔗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1万亩
猛降至今年的6.7万亩了，几乎减少
一半。

上述不愿具名的种植大户许老
板说，由于行情低迷，新榨季他只好
将甘蔗种植面积减至700亩。

“蔗、糖均大幅减产，蔗农基本无
利，糖厂亏损巨大，海南制糖业正处
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王达洲说。

“19世纪的种植模式、20世纪的制糖
工业生产模式、21世纪的流通模式。”8月
22日在海口召开的海南省制糖行业2014/
2015榨季保增长工作会上，中国糖业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闫卫民一针见血道破
海南甘蔗制糖业本身存在的问题。

各自为战，集约化程度不高

省工信厅副厅长廖强说，海南种植
甘蔗的条件是全国最好的，单产和糖份
潜力都是全国最高的，尤其是西部的临
高、儋州、昌江、东方、乐东等地，蔗糖产
业不愧为“金饭碗”。

“然而长期以来，这些地区的甘蔗生
产一直都是零星分散的，基本上仍停留
在小农经济时代，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
产方式，严重制约着甘蔗生产的技术进
步和推广。”廖强说。

上榨季我省甘蔗工业亩产量平均
3.77 吨，同比下降 0.99 吨，减幅达
20.80%。全省平均白砂糖一级品率仅
70.52%，同比下降2.41%（连续三个榨
季下降）。

三四十年前的设备还在用

海南制糖工业生产模式的现状也让
业界汗颜。

“海南糖厂的设备大部分都比较陈
旧，尤其是动力和制炼车间，一些三四十
年前的设备还在使用。有的设备即使通
过技术改造、升级，但仍然很落后，生产
技术的落后突出表现在糖分总回收率一
般要比广西低2%左右。”廖强说。

李京说，海南制糖企业平均产能仅
有0.25万吨/日，规模过小加之技术装
备落后、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水平不高，
产品单一而粗糙，导致制糖生产成本无
法下降、食糖价格无法提高，产品销路不
畅，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偏低。

进口和走私食糖增多

同时，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也在困扰
甘蔗种植业。“现在雇用工人砍甘蔗的价
格是120元/天，装车价格至少要1500
元，耕种前期的机耕费用四五百元，再包
括两次施肥肥料费用500元，林林总总
加起来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海口石山
镇安仁村蔗农老王说。

“建省以后政府从未明确提出如何
发展蔗糖产业的问题，相关职能部门都
没有把甘蔗生产和制糖生产作为重要工
作来抓，蔗糖产业产销过程中出现的种
种问题无人主持解决。”业内人士指出，
政府层面对蔗糖产业的重视程度和扶持
力度不够，也是导致产业难以冲破困境
的重要因素。

外部环境方面，近三年来进口和走
私进来的食糖日益增加，导致我国的食
糖出现虚假的“供大于求”现象，致使糖
价从7800元/吨持续大跌至当前的4500
元/吨左右，制糖业出现全国性巨额亏损。

内外交困之下，海南蔗糖产业也难
以独善其身。

近三年来，因进口和走私进来的食糖日益增
加，导致我国的食糖出现了虚假的“供大于求”现
象，致使糖价从 7800 元/吨持续大跌至当前的
4500元/吨左右，制糖企业出现了全国性的巨额
亏损。

糖厂连年巨亏，产业链条上抵御风险能力最
脆弱的海南蔗农，同样叫苦不迭，上榨季基本无
利，有的甚至亏损，种甘蔗积极性深受打击。

面临严峻外部环境的同时，我省蔗糖业也存
在技术产能落后、政策扶持不足等问题。

蔗糖产业事关我省“老少边穷”地区70万农
民脱贫致富的问题。“如不立即采取有力的挽救
措施，我省这一具有区位优势、始终是产糖市县
重要产业的甘蔗糖业，数年之内将遭遇毁灭性打
击！”海南省糖业协会理事长王达洲忧心忡忡。

现状
糖厂蔗农皆叫苦

探因
为何这般苦？

出路
五举措可望迎来行业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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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94.03万亩

工业总产量436.79万吨

产糖量49.73万吨

工业亩产量4.76吨

建成于1983年的海南椰宝糖业
有限公司坐落在海口市石山镇美党
村。“糖厂老板这段时间一般不接陌
生人电话。”门口值班的保安说：“这
几年糖价不好，老板亏损很多，听说
还欠不少蔗农钱，追债电话太多了。”

“糖厂连年巨亏，生意的确不好
做。”对于蔗农债款问题，海南椰宝糖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辉似乎有难言
之隐：“这个还是不要说了。”

东方糖厂总经理张坚在制糖业
浸淫30年。“以前也遭遇过低迷时
期，但只是收益的多与少问题，最近
这三个榨季不同，从蔗农到糖厂再到

整个产业，无一幸免。”张坚说，
2012/2013年榨季东方糖厂亏损达
2000多万元，上榨季再亏1000多万
元，新榨季估计还要亏上千万元。

椰宝、东方等糖厂的遭遇绝非
个案。

据海南糖业协会统计，海南制
糖企业已连续三个榨季出现巨额
亏损，累计亏损额达 7.12 亿元，制
糖企业数量已经从3年前的 24家
锐 减 至 2013/2014 年 榨 季 的 17
家。“即将到来的 2014/2015 年榨
季，又有3家制糖企业将关闭或停
产。”王达洲说。

“忙活一整年，上榨季全白干了，
听说不少人还倒贴。”海口市秀英区
石山镇安仁村村民老王种有5亩甘
蔗，全家人本指望甘蔗增收，孰料事
与愿违。

“我们种甘蔗好多年了，每年产
量可达20吨左右，以前收购价最高
可以达600元/吨左右，但近年来价
格越来越低，去年跌到了400多元/
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老王眉
毛紧蹙。

不愿具名的种植大户许老板上
榨季在儋州种植甘蔗1000亩，由于

种植了“脱毒健康种苗”，加上雇用专
业技术人员管护，收获时平均亩产逾
5吨，最高的达5.5吨，足足比全省平
均亩产量高出1吨多。因亩产相对
较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购价下跌
带来的影响，上榨季他基本保本。

海南糖业协会秘书长李京说，
2013/2014榨季，全省蔗农甘蔗生产
总 收 入 16.30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25.20%；因收购价下调，全省蔗农共
减收1.81亿元；全省平均每户参与
种植甘蔗的农户蔗款收入 1.36 万
元，同比减收4600元。

蔗农：上榨季同比减收1.81亿
收购价跌到400多元/吨，亩产高的种植大户勉强保本

推广良种良苗及种植新技术

首先，我省甘蔗品种退化严重，而推
广良种良苗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益，故甘
蔗良种良苗的培育推广是基础与前提。

海南省甘蔗学会理事长杨本鹏是国

家甘蔗产业技术体系执行专家组成员。
对于当前海南甘蔗种植技术和水平，他唏
嘘不已。“一个简单的蔗田深耕技术，全省
推广率不到30%，而广西、广东等产区却
达到70%；甘蔗‘双芽苗’种植技术，30年
前就被证实有效，但我省近几年才推广开
来，比外省产区晚了十几年。”

李京说，必须高度重视良种甘蔗的
引进与推广，以及健康种苗、地膜覆盖、
配方施肥、蔗田滴灌、蔗田套种等新技
术的普及，尽快实现甘蔗生产良种、良
苗和良法化，实现甘蔗生产高效益化。
同时支持和鼓励制糖企业或别的相关
企业组建甘蔗生产专业服务队伍。

加快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

甘蔗生产对劳动力需求量和劳动
强度的要求较高，一直以来，海南甘蔗
生产主要依靠人工作业，落后的生产方
式制约着甘蔗生产的发展和甘蔗糖业
成本的降低。

闫卫民认为，行情低迷之时，抵御市

场风险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快甘蔗生产全
程机械化，以提高产量和蔗农效益。

目前，广西、云南等主要产糖区甘
蔗生产机械化水平逐渐提高，其中广西
作为我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约占全
国六成），其糖料蔗生产综合机械化水
平约41%，主要集中在耕种环节。

“在海南，机械化收割可以忽略，即
便在耕种环节，在一些种植地区，人们偶

尔才看见蔗农开拖拉机犁地。”广西洋浦
南华糖业集团董事长、中国糖业协会副
理事长冯小华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2013年广西柳
州建立了1000亩“甘蔗生产全程机械
化及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基地”，通过从
耕地、种植、植保、砍收及运输等环节全
程机械化运作，千亩甘蔗基地管理仅依
靠6-8人即可完成。

开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

李京认为，现有的制糖生产模式很
难具备可持续性，必须彻底改变长期以
来只是把食糖作为其他工业原料来生
产经营的传统观念。

“我省糖厂的产品单一且粗糙，各糖
厂基本上都是生产原料型的大包装的白
砂糖，且一级品率仅有70%多。”廖强建

议，要想使糖价从原先的豆腐价卖出肉
价，必须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具有高
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如各种不同包装
的精细食糖，医药专用糖，无硫糖、营养
糖、冰糖、方糖和块糖等，要特别重视开
发各种配方的富硒红糖，并重视品牌的
树立。

“我省食糖总量不多，这些优质的
食糖完全可以走全国直供消费市场的
道路，如果继续作为工业原料简直就是

一种浪费。而一旦实现了这样的转变，
我省的糖业必将可以承受较高的甘蔗
收购价格，承受较大的国内外市场压
力，并为地方财政提供更大更稳定的税
源。”王达洲认为。

此外，要最大限度发挥每一条甘蔗
和甘蔗的每一部位的作用。甘蔗制糖过
程中的各种副产品如甘蔗渣、糖蜜、滤
泥、废水、废气乃至甘蔗叶等，都应该得
到利用，生产出各种高附加值的副产品。

我省种植甘蔗的地区多是经济欠发达和旅游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农业商品率低的少数民族地区和革
命老区，也是干旱缺水、起伏不平的丘陵山区。食糖税收是产糖市县不可或缺的税率很高的税源。

深陷重重危机的海南甘蔗制糖业，出路究竟在何方？

种植面积100.77万亩

工业总产量364.05万吨

产糖量41.65万吨

工业亩产量3.77吨

种植面积77.08万亩

预计工业总产量250万吨以下

产糖量30万吨以下

工业亩产量3.24吨

制糖业：蔗农不愿种 糖企“吃不饱”
业内人士指出：海南制糖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糖厂：3个榨季亏损超7亿
3年内7家糖企相继“倒下”，老板最怕追债电话

“蔗、糖均大幅减产，蔗农基本无利，糖厂亏损巨大，海南制糖业正处于生
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海南省糖业协会理事长王达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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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新
榨
季
开
榨
还
有
三
个
月
左
右
，今
年
的
产
业
形
势
恐
难
与
往
年
相
比
。

（
资
料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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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广
良
种
良
苗
，能
让
甘
蔗
产
业
获
得
良
好
效
益
。（
资
料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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