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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崇左市糖业集群进行“SWOT”分析，即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威胁

（Threats）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崇左市糖业集群发展六大措施：第一，抓好结构调整，提高种植技
术；第二，构建七大循环系统和六条生态链，
做长产业链，
提高糖业经济效益；第三，
实施重点产业培植，加大产业扶持
力度；第四，
大力推进蔗糖业产业化经营；
第五，改善生产条件；
第六，
协调上级区域，建立食糖价格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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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崇左市制糖业总压榨能力达到 14.3 万吨 / 日以
上，2005—2006 年榨季全市产糖 185 万吨，占广西 34.3%，占
全国 23.1%，制糖工业产值 83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 51.93%，占全国制糖工业总产值 21%，占全广西制糖工业
总产值 35%,已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
糖都”[1]。因此，对崇左市的糖业集群进行研究分析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崇左市糖业集群发展的优势（Strength）
1.区位优势明显。崇左市地处中国南疆，
面向东南亚，背
靠大西南，具有沿边、
沿铁路、
近首府、
近海港的区位优势。全
市边境线长约 530 多公里，有国家各类口岸 11 个和 13 个边
贸互市点，其中所辖的宁明县国境线长约 212 公里，是广西
边境线陆路最长的县，是通往东南亚地区最为便捷的陆路通
道。
2.自然条件优越。
（1）阳光充足。甘蔗是一种喜高温、
强光
的四碳作物，其产量(干物质)90％~95％来自叶绿素的光合作
用，整个生育期需阳光照 1 400 个小时左右。市境内年均光照
为 1 634.4 小时，每年 6—9 月光照月均 180 小时，适合甘蔗
旺盛成长需要。
（2）热能丰富。市内年均≥10℃的活动积温在
7 800℃~8 100℃之间 ， 大 大 超 过 了 甘 蔗 对 该 指 标 的 要 求
（5 500 ℃ ~6 000℃以上）。（3）雨量充沛。甘蔗全生育期平均
产 1 吨蔗需水 100 吨～130 吨。市内平均每年降雨量为 1 200
毫米，各月降雨量适合甘蔗各生育期需水规律，全年降雨量
（4）土壤适宜。甘蔗是旱
可以提供亩产 4 吨～5 吨蔗的需水。
地作物，对土壤条件要求不太严格，适应性较广，全市土壤对
甘蔗生长也较适宜。
（5）糖分较高。在全国同品种，同天下种，
同天收获，崇左市蔗区蔗糖份绝对值约比桂中蔗区高 1 度，

比桂北蔗区高 2 度左右，比湖南等蔗省区高 2 度以上，单产
也同比较高[1]。

二、崇左市糖业集群发展的劣势（Weakness）
1.蔗糖生产
“第一车间”面临短期内不易解决的问题。首
先是甘蔗种植品种单一，管理粗放，存在种植低水平、低单
低效益、高成本
“三低一高”状况。目前，崇左市新台糖 22
产、
号和 16 号占全部品种的 95%以上，品种集中度过高，早中晚
熟品种之间搭配极不合理，造成种性逐渐退化，黑穗病、白蚁
等病虫害严重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直接导致含糖量从原均
15.23 ％下降到 12.4%左右，
造成较大减产，
利润下滑。其次，
劳动力相对短缺且素质不高。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引
致农村劳动力相对短缺，很多蔗农仍沿用传统粗放型方法进
行种植管理，
单产没有得到较大提高。另一方面，
部分群众对
新知识、新技术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存在欠缺，因而影响到地
膜覆盖、深耕深松、配方施肥等甘蔗高产节本高效种植管理
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和普及[3]。第三，
甘蔗种植以分散经营为
主，
集约化程度低，生产效率低下。一是良种率不高且更新换
代速度慢；二是管理粗放，肥料利用率低，用肥成本高，亩用
肥量是国际先进水平的 1.5～2 倍；三是生产机械化程度低，
机械作业率仅占 2％。甘蔗田间管理落后，
耗工多，劳动强度
大，
效率低。四是农户种植规模小。全市 262 963 个种蔗农户
中，平均每户 8.86 亩，平均每 16.4 户才有一个种植面积 20
亩以上的专业户，每 161.8 户才有一片面积为 200 亩以上的
大种植区；
五是蔗地水利设施差，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全
市可灌溉蔗地面积 4.366 万亩，仅占蔗地总面积的 2％左右，
绝大部分蔗地等天用水[4]。
2.总体规模大，
但日产万吨以上的糖厂比例不高，产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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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链不长，产业大而不强，
抵御风险能力差。在全市 15
家糖厂中仅有 4 家糖厂的日压榨能力在万吨以上，而国外的
糖厂大都在万吨以上。由于规模小，
糖厂一般只加工食糖，
缺
乏综合利用和生产能力，成本较高，产品单一，利润容易受到
糖价波动的影响而出现严重亏损。据研究，
小型糖厂在管理、
能源、
耗料等方面的生产成本均比大型糖厂大概要高 10％左
右[1]。
3.蔗糖业加工环节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资
源综合利用率低，资源优势没有很好的转化为经济优势。崇
左市每年约 70 万吨的糖蜜被利用再加工仅 35 万吨；蔗渣产
量约为 480 万吨，绝大部分用于烧锅炉；蔗尾梢产量约 450
万吨，只有不到 10%用于畜牧养殖饲料，其余均烧掉或废弃。
第二，产业规模不大，链条不长，精深加工不足，未能实现范
围经济。蔗糖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产值不到整个蔗糖业产值的
30%，粗品多且产品档次不高。第三，
蔗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不强，深加工和综合利用能力弱，缺乏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科技支撑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攻
关能力较弱[3]。

三、崇左市糖业集群发展的机遇（Opportunity）
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确立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即将建成，崇左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了应对这一
千载难逢的机遇，崇左市政府加快了各个园区建设的步伐，
如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建设，万通物流园区和崇左（东盟）国
际物流园，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大力开展与东盟的经济技
术合作，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促进口岸经济发展；加强与
北部湾开发投资公司合作共同建设凭祥国际边贸城，打造南
宁至友谊关的百里口岸经济大通道，争取把凭祥边境经济合
作区作为国家开放合作的试点；继续保持崇左市对越南的农
副产品出口贸易量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扩大优势农产品的
贸易额；充分利用国家出口扶持政策，对重点企业实行重点
扶持，积极协调理顺企业在进出口中出现的问题[1]。

四、
崇左市糖业集群发展所面临的威胁（Threats）
第一，国内糖价持续走低，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状况。从
2007 年开始，整个糖业市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以
及生产成本提高等原因而面临剧烈的价格下滑。2005—2007
年三年间崇左市和广西糖产量均大幅度攀升，而食糖利润连
年下滑，2007 年由于糖价下降，广西食糖产业利润下降了近
50%，2008 年降到不足 20 亿元[5]。受广西糖价的影响，
崇左市
糖业的利润也从 2006 年的 213 360 万元狂跌至 107 810 万
元，缩了近一半的水。第二，
国际竞争形势严峻。根据我国政
府对 WTO 的承诺，对食糖进口逐年增加进口关税配额，2001
年为 168 万吨，而后每年按 5％递增；而配额内关税和配额外
关税率不断降低，2004 年，中国承诺的进口配额量为 194.5
万吨，配额内食糖进口关税降到 15％，配额外食糖进口关税
为 50％。国内食糖价格将受到国际糖价的直接影响。由于大

多数国家普遍对糖业补贴和采取用内销高价格补偿外销低
价格，
致使国际食糖市场竞争激烈[4]。

五、
崇左市糖业集群发展的措施与策略
1.抓好结构调整，
提高种植技术。崇左市甘蔗产量低的原
因除了生产条件较差外，科学种蔗、科学管理水平较低也是
很主要的原因。因此，
应抓好科学种蔗工作，
提高科学种蔗的
水平。各县（市、
区）在重点发展区域内建立高产、
优质、
高效、
稳定的糖业生产基地，广泛应用宽行窄株种植、地膜覆盖、机
械深耕深松、智能化施肥、综合防治病虫害、化学除草等六大
先进实用技术。大力推进甘蔗“六化”工作，重点建设 150 万
亩的稳产高产旱涝保收的吨糖田地和万亩甘蔗良种繁育基
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和蔗糖份，降低甘蔗生产成本，提
高甘蔗生产效益提高甘蔗生产的竞争力。
2.构建蔗田、制糖、
酒精、
造纸、
味精、
热电联产、环境综合
治理等七大循环系统和甘蔗—制糖—废糖蜜制酒精—酒糖
废液制复合肥，制糖—废糖蜜制酒精—酒糖废液制复合肥，
甘蔗—制糖—蔗渣造纸、纤维板，甘蔗—制糖—低聚果糖、精
制糖，甘蔗—制糖—滤泥生物肥，蔗梢—饲料等六条生态链。
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制糖加工技术水平，千方百计做长产业
链，
提高糖业经济效益。
3.实施重点产业培植，
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出台各种蔗糖
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措施，增加科技、资金等投入，强化服
务，与全国各大知名院校挂钩进行合作，注重新产品、新技术
开发，不断增强的产品开发能力和配套服务体系，继续充分
发挥地方优势特色经济，依靠科技进步，政策扶持，资金引入
等，开发糖业新技术、新产品，抓好“双高”甘蔗生产和糖业综
合利用水平[1]。
4.大力推进蔗糖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产供销一条龙，
建立
以龙头企业与蔗农紧密联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
制，实现蔗糖业布局合理化、生产基地化、经营集约化、技术
科学化、
管理现代化。应通过政府扶持企业以及
“糖厂 + 基地
+ 农户”
、
“糖厂 + 公司 + 农户”
、
“糖厂 + 专业户”
、农民入股
等形式，实现蔗糖业产业化经营。
5.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建设好原
料蔗生产基地的同时，应注意做好蔗田的基本建设工作，改
善生产条件，减少自然灾害对甘蔗生长造成的影响，提高甘
蔗产量，尤其要注意抓好水利建设、改良土壤和良种的繁育
供应工作。
6.协调上级区域，
建立食糖价格调节基金。无论是国内还
是国际的食糖价格都是波动的，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内的价格
可以说是暴跌暴涨，高的时候每吨达 5 000 多元，而低的时候
每吨只有 2 000 多元。这种大涨大落的价格对蔗糖业发展非
常不利。建议通过糖厂、蔗农和政府各分担一点的办法来筹
措资金，建立区域食糖价格调节基金。基金用来完善地方食
糖储备制度，调节食糖价格，避免榨季开始时各糖厂纷纷降
价销售出现的恶性竞争，保持食糖价格的稳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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