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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预测2008年世界谷物产量�����������录�22��2�������������录�22��2��。
较先前预测有较大幅度提高，原因是过去两个月中主要作物收
成高于预期。

n	根据最新产量预测�2008/0�年度全球谷物供求关系有望大为
改观。即便考虑到利用量的增幅大于7月份做出的预测，世界
谷物库存量仍可能增加8%。

n	多数谷物�国际价格在过去两个月中继续回落，主要原因是
2008年收成前景看好，因而2008/09年度供给前景改善，但这
也反映了原油价格下跌和世界各经济体金融动荡的影响。

n	尽管2008/0�年度全球谷物供给前景改观且国际价格已出现下
滑�但粮农组织�最新估算显示世界上仍有�6个国家因作物歉
收、冲突或动荡、自然灾害及国内高粮价�影响而需要外部援
助。当前索马里出现的人道主义灾难规模巨大，形势持续恶化
的速度惊人，局面令人极为担忧。

n	东部非洲，若干国家谷物收成前景仍然不佳，包括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索马里及肯尼亚和乌
干达部分地区。该次区域数百万处于粮食不安全境地的人们需要援助。在西部非洲，早期作物
前景总体看好，当前紧张的粮食形势有望自10月份开始有所缓解。在南部非洲，�期主�谷物�期主�谷物
收成总体看好，其中南非产量回升，其他若干国家收成不错，但在已受严重经济危机所累的津
巴布韦，产量下滑，大大低于去年和平均水平。在北部非洲，去年遭受旱灾的大部分地区谷物
产量大幅回升，但突尼斯收成减少。

n	在亚洲，预计该区域谷物产量略高于去年
的高水平，其中中国和印度的丰产将抵消
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预计产量
减幅还有余。但该区域还有12个国家面临
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n	在南美洲，2008年粗粮作物获得创纪录收
成，原因是在国际高价格的刺激下播种面
积扩大且天气条件有利。小麦收成前景喜
忧参半；巴西播种面积扩大但政策和天气
因素致使阿根廷播种面积减少。

n	在北半球许多地方�200�年收获�冬小麦
作物已经开始播种。虽然播种条件总体有
利，但早期迹象显示欧洲和美国小麦面积
均将减少，原因是价格预期低于去年此时
的前景，另外农资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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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外部援助处于危机中的国家1	(�6国)

粮食不安全�性质	 主要原因	 与上次报告相比�变化情况

	 	 （2008年7月）

非  洲（21国）

粮食总产量/供应量严重缺口	 	
莱索托� �产�低，�����������	 �产�低，������������产�低，�����������	 
索马里 �突，经济危机	 �突，经济危机	 
斯威士兰 �产�低，�����������	 �产�低，������������产�低，�����������	 
津巴布韦 经济危机加�，恶�天气	 经济危机加�，恶�天气经济危机加�，恶�天气	 
大范围粮食获取困难	 	
厄立特里亚 �部���所�，经济���	 �部���所�，经济����部���所�，经济���	 
利比里亚 �����	 ����������	 
毛里塔尼亚 �年干旱	 �年干旱�年干旱	 
塞拉利昂� �����	 ����������	 
局部严重粮食不安全	 	
布隆迪� ��，�部���所�和���	 ��，�部���所�和�����，�部���所�和���	 
中非共和国 难�，部分地区动荡	 难�，部分地区动荡难�，部分地区动荡	 
乍				得 难�，�突	 难�，�突难�，�突	 
刚果�主共和国 ��，���	 ��，�����，���	 
刚果共和国 �部���所�	 �部���所��部���所�	 
科特迪�瓦� �突���	 �突����突���	 
埃塞俄比亚 部分地区动荡，局部作物�收	 部分地区动荡，局部作物�收部分地区动荡，局部作物�收	 
加				纳� 干旱和��的影响	 干旱和��的影响干旱和��的影响	 
几�亚 难�，�突	 难�，�突难�，�突	 
几�亚比绍� 局部动荡	 局部动荡局部动荡	 
肯尼亚 ��，恶�天气，���	 ��，恶�天气，�����，恶�天气，���	 
苏				丹� ���达����，动荡�苏丹�南部�，局部作物�收	 ���达����，动荡�苏丹�南部�，局部作物�收	 
乌干达 局部作物�收	 局部作物�收	 

亚  洲（12国）

粮食总产量/供应量严重缺口	 	
伊拉克� �突和��不��	 �突和��不���突和��不��	 
大范围粮食获取困难	 	
阿�汗� �突和动荡，��不��	 �突和动荡，��不���突和动荡，��不��	 
朝鲜�主主义人�共和国 经济���和前期��的影响	 经济���和前期��的影响经济���和前期��的影响	 
缅				甸� 气����	 气����气����	 
局部严重粮食不安全	 	
孟加拉国 ��和气����	 ��和气����	 
中				国 中国西南部地��		 中国西南部地��中国西南部地��	 
尼泊� ���道不�及干旱���	 ���道不�及干旱���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干旱	 ��干旱��干旱	 
菲律宾� ��	 ����	 
斯里兰卡	 �突	 
塔吉克�斯坦 ��作物��，���道不�，��	 ��作物��，���道不�，����作物��，���道不�，��	 
东帝汶� �部���所�，高粮价	 �部���所�，高粮价�部���所�，高粮价高粮价	 

拉丁美洲（�国）

局部严重粮食不安全	 	
玻利维亚	 前期��	 
古				巴	 飓�
海				地	 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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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1需要外部援助处于危机中�国家系指缺乏资源应对现有的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国家。粮食危机通常是由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引发的，但为筹划应对措施的目的，需要确认粮食危机的性质是否主要涉及粮食供应不��、获得粮食的�道

不�或属严重的局部问题。因此需要外部援助的国家划分为三个大类�相互之间互不排斥�：

•由于作物�收、自然灾��、进口中断、分配受到干扰、收获后��过大或其它供应障碍而面临粮食总产量/供应量

严重缺口�国家。

•出现大范围粮食获取困难�国家，由于收入极低、粮价畸高或国�无法�通而使大部分人口被认定为无力从当地�

�购买粮食。

•由于难�涌入、�部���所�聚集或某些地区作物�收和严重贫困交加而出现局部严重粮食不安全情况�国家。
2当前作物收成前景不佳�国家系指当前的作物产量，因种植面积减少和�或�天气条件不利、植物����及其它灾

��而可能减产的国家。这表明需要在�长�节余下的时间中密切监视作物的�长情况。

当前作物收成前景不佳的国家2

无变化	 改善	 恶化	 

粮食不安全�性质	 主要原因	 与上次报告相比�变化情况

	 	 （2008年7月）

非  洲

埃塞俄比亚	 部分地区��不��	 
肯尼亚	 ��不��，作物����	 
索马里	 恶�天气，�突	 

亚  洲

阿�汗�	 恶�天气，�资不��和高粮价	 
伊拉克�	 ��普遍不��	 
��				旦	 ��不��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不��	 
塔吉克�斯坦	 恶�天气	 
土库曼斯坦	 恶�天气	 

拉丁美洲

阿根廷	 ��不��	 
海				地	 恶�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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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粮食紧急	
情况

在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虽然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

措施，但高昂�和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继续对整个次区域

消费�的购买力和获取粮食�道造成影响。进口稻米价

格涨幅最大。在塞内加尔，稻米是主粮之一，2008年7月

达喀�的价格比一年前的水平翻了一番�上。国�产小

米的价格形势也同样严峻，而小米是尼日尔、马里和布

基纳法索等国的主粮品种，8月份尼亚美、巴马科和瓦�

加杜古的价格比一年前的水平分别上涨了��39%、28%和

46%。但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部分国家粗粮价格开始回

落，原因是2008年新收货源进入��。例如，在加纳��

阿克�拉�，9月份玉米价格比8月下跌了20%。据报尼日

尔部分地区价格也有小幅回落。由于该区域10月份开始

大面积收获，预计粮食供应形势的改善将进一步压低价

格。

在东部非洲，由于作物�收、高粮价、�突和粮食

供应数量不��，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粮食需求持续

增加但粮食援助链条面临短缺。在索马里，出现了世所

罕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危机的规模、程度和恶化速度惊

人而深重。需要紧急�计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的人口在

过去几个月中从183万增至325万，��占总人口的43%。人

道主义通道的减少加�了极度的粮食不安全局势，限�

了响应��动的开展。在南部和中部地区，武装分子袭击

援助工作人员。在这些地区，为遏�危机已尝试采取了

大多数应对机�。在埃塞俄比亚，1000多万人受到干旱

影响，而这�干旱波及了南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大

面积地区。世界粮食计划署启动了金额为4.6亿美元的呼

吁，为受干旱、价格上涨和�突影响的960万人提供口

粮。大批牲畜死亡，据报为寻找水源和草�而出现了异

常迁移情况。中央统计局�期报告显示，8月份的粮食通

胀�为46.9%，比2007年8月份提高了28.3%。在吉布提，

据报目前��有34万人�总人口的�半数�需要援助。粮

食供应数量和�道的���造成农户大批向城镇迁移，导

致儿童营养不良�和牲畜死亡�上升。为应对这一紧急

情况，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始在农村牧区向5.5万人发放定

量口粮。在厄立特里亚，大批脆弱人口继续受到高粮价

和高通胀的影响。霍�和疟疾等疾���发仍令人担忧。

在肯尼亚，若外部不施�援手，城镇贫�区和农村500多

万人在今后几个月�的粮食供应前景将继续恶化。受影

响最严重的当属�活在北部区和裂谷区的人们。当前粮

食不安全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粮价的大幅上涨和北部受干

旱影响的地区针对水源和草�的�突升级。在苏丹，由

于庄稼�收、与��隔绝及动荡，南苏丹�东部地区的家

庭仍处于粮食极不安全的境地。在北苏丹�，预计达��

�西部地区���所和�计丧�的情况仍将持续。总体

看，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有590万人受到达���长期

�突和该国其他地区�突后安置问题的影响。估计受负

面影响最严重人口的需求估计为67.799万吨粮食。在乌

干达，卡拉莫贾地区70多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境地，需

要紧急粮食援助，原因是长期动荡、牲畜价格下跌、

2007年������及农业�资成本高昂�。

在南部非洲，由于许多进口国谷物减产且当地和国

际��粮食和燃料价格高昂�，预计在2008�09销售年度该

次区域脆弱人群，尤其是在津巴布韦、莱索托和斯威士

兰，将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国际贫困与发展会议报告，该区域��有45%的人口�活在

每天一美元的水平。除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津

巴布韦和斯威士兰进��的联合作物和粮食供应评估外，

若干国家的脆弱性评估委员会也开展了脆弱性评估。预

测2008�09销售年度该次区域粮食不安全人口总数��为

870万人，其中大部分���510万人�在津巴布韦。这比

去年增加了��32%。粮农组织估计，整个次区域的粮食不

安全人口在预计商业进口的基础上还将需要共55.8万吨

粮食援助，�满��2008�09年度正常消费需求。

在大湖区域，尽管�期签署了和平协定，但刚果民

主共和国东北部地区安全问题死灰复燃，继续危及脆弱

人群，他们需要粮食和其他援助。高粮价继续对布隆迪

大量自给型家庭造成不利影响，需要粮食和农业援助，

尤其是用于���和�部���所�的安置。

在亚洲远东，尽管总体供应形势良好，但据报若干

国家继续存在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特别是缅甸，原因

是受到纳��吉斯气����的影响，该���2008年5月2日

和3日席卷了伊洛瓦�底三角洲地区及该国主要城�兼原首

都。在孟加拉国，大规模人道主义赈济��动仍在开展，

为因锡德气����受灾最重的150万人提供援助，该���

2007年11月15日袭击了该国的30个县，数百万人受到粮

价上涨的影响。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供应

前景仍岌岌可危。2008年6月进��的世界粮食计划署�粮

农组织紧急粮食安全评估确认该国多数地区粮食安全形

势大幅度恶化。

尼泊尔仍然存在局部粮食不安全状况。东部地区

数万人因科西河溃堤而���所，8月份�水淹没了这

一地区，而据报自9月19日�来在远西区和中西区受灾

地区有18万人因��和泥石�而���所。斯里兰卡

大量人口的粮食安全形势继续受到�部�突卷土重来

的影响，自2008年年初�来�突已造成7000人丧�，

粮价飞涨。在菲律宾，2008年6月18日“�神”��的

影响和高粮价继续对大量脆弱人口的�计造成影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粮食供应形势令人十分担忧，原

因是该国干旱条件造成2008年小麦减产，且��霜冻

对庄稼造成了���。在中国，四川省遭受5月份强烈地

��灾��的100万城镇家庭和350万农村家庭已搬入过渡

住房。但预计今后几个月中有数百万人将继续需要农

业和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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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东，在伊拉克，随着安全形势的持续好转及政

府提供的财政激励措施，在��旦和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寄居的许多难�正在�回家园。但由于干旱使国�小麦

大幅减产，意味着该国对进口的依赖更深，围绕粮食安

全的担忧加�。此外，干旱也造成安全饮用水充��供应

方面的难度。8月底中部和南部地区霍�大面积��发。在

阿富汗，2008年干旱造成减产，加�了动荡和大范围缺

乏获取粮食的�道。估计2008�09年度谷物进口需求量为

230万吨，比上年水平翻了一番�上。由于估计商业进口

能力为150万吨，因此还需要70万吨粮援。该国政府和联

合国呼吁筹集资金，满��粮援需要，同时促进9-10月间

下一���作物�节的整地和播种。

在亚洲独联体，在塔吉克斯坦，2008年谷物收成�

续第二年因干旱而减产，加�了粮食获取�道大范围不

�的状况。由于收成不佳，估计谷物进口需求量为56万

吨之多。该国在通过商业�道筹集货源方面存在难度，

需要提供粮食援助，赈济贫困人口。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异常大量的��自8月中旬�

来影响到该次区域。三次热带���和一次飓�在古巴、

牙买加、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引发了��和泥石�，

对基础设施造成���并造成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严重

��，尤其是香蕉、大蕉、木薯和稻谷。若干加勒比国

家粮食脆弱性大幅加�，这些地方土壤大面积饱和，当

地�计和粮食供应在今后两个月直至飓��节结束前可

能受到更多��的进一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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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谷物供给与需求
简况

2008/0�年度谷物供给前景改观

由于2008年全球谷物收成较大

程度上高于先前预测目前已成定局，

可�预计2008�09年度全球谷物供求

关系将出现大幅改观。即便考虑到利

用量的增幅大于7月份做出的预测，

世界谷物库存量仍可能增加8%。预

计增量的大部分为主要出口国小麦库

存，同时预测稻米库存量也将�续第

二年出现显著提高。同时，从全球角

度看，预测粗粮库存量将与上年基本

持平，因为利用量增幅与产量增幅同

步，主要出口国的库存量将回落至

2006�07年度相对较低的水平。在供

给前景总体看好的背景下，国际谷物

价格在今年早些时候达到创纪录水平

之后大幅走弱。

产    量
2008年全球谷物收成好于先前预

测

自7月的上次报告�来，粮农组

织对2008年世界谷物产量的预测进��

了上调，至22.32亿吨�稻米�碾米

计�，比去年增长4.9%，创历史新

高。预测上调主要是考虑到整个欧洲

粮食收成、特别是美国的玉米收成�

及亚洲远东的粗粮收成均好于预期。	

在小麦方面，目前预测2008年

全球产量为6.77亿吨，比上年大幅提

高�11%�，大大高于过去五年的平

均水平。在已收获的小麦作物中，与

先前预期相比调整幅度最大的是在欧

洲，目前最新估算显示产量大幅增长

�25%�，原因是单产普遍高于平均

水平且若干国家产量回升幅度远远高

于预期，尤其是在2007年因干旱减收

的东部地区。在北美洲，原已预计产

量为高水平，根据对美国今年产量的

最新估算�及对加拿大的预测�该国

收获工作尚未完成�也进��了上调。

有利的天气条件使平均单产高于先前

预测。相反，对亚洲2008年小麦总产

的最新估算数字略有下调，但仍属高

水平。下调幅度最显著的是�东次区

域的土耳其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长

期干旱天气造成单产下�。在北半球

其他地方，北部非洲总产较去年因干

旱减产的水平大幅回升，主产国产量

均有回升。在南半球，2008年主要小

麦作物的大部分尚有待在目前至年底

之前收获。在南美洲，阿根廷原本已

因干旱减少了播种面积，不利的天气

条件又继续困扰着其主产区。因此，

目前预测该国小麦收成较去年的高水

平减少��25%。相反，巴西的前景仍

然看好。在大洋洲，由于部分地区天

气干旱，过去两个月中澳大利亚小麦

作物前景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尽管

如此，仍预计今年产量较去年因干旱

减产的水平大幅回升。

在北半球许多地区，200�年收

获�冬小麦作物已经播种。虽然播种

条件总体良好，但早期迹象显示欧洲

和美国小麦面积减少，原因是与去年

此时的前景相比价格预期下�，加之

农业�资成本提高。

自7月份�来，粮农组织对

2008年世界粗粮产量的最新预测上

调了�3000万吨，目前为创纪录的

11.06亿吨，比去年创下的原纪录高

2.6%。过去两个月中产量预测的提高

主要是由于整个�节天气条件有利使

美国玉米作物的单产前景改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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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粗粮收成提高。南美洲已经

获得创纪录的好收成，其今年的播种

面积再次增加，理想的天气条件使

单产高于平均水平。在南部非洲，

2008年粗粮作物已经收获，该次区域

总产也将达创纪录水平。但高产主要

归功于主产国南非获得好收成，因为

该次区域其他国家的总产出现下滑。

在北半球，在北美洲，由于今年低温

多�条件影响了作物成熟，今年美国

玉米收获工作开局迟缓。但这种天气

有利于单产，目前预计产量明显高于

先前预期，但仍略低于去年的极高水

平。在中美洲，由于播种面积大、天

气条件好及优质�资用量增加，预计

2008年粗粮产量将达新纪录。在欧

洲，正如预测的那样，随着大批作物

已经收获，粗粮产量明显高于去年因

干旱减产的水平。在亚洲，预测今年

粗粮收成与去年的高水平基本持平。

估计该区域最大�产国中国的产量大

大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随着2008年稻米�节的推进，

收成前景与上期展望相比进一步提

高。目前预测全球稻谷产量为创纪录

的6.72亿吨�折合碾米4.49亿吨�，

��比2007年取得的优异水平还高2%。

增产是由于天气条件有利，加上��

价格具有吸引力和政府的激励措施，

预计这些因素将使播种面积和单产均

大为提高。

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稻米增产

量的大部分，因为预计该区域收成将

达6.09亿吨，比去年增加1000万吨。

预计所有主产国，尤其是孟加拉国、

中国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将大幅增产，预计柬埔寨、巴基斯

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也有较

大增长。相反，日本正在实施削减供

给的计划，因此产量可能出现下滑。

预计阿�汗�、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和土耳其的收成也将下�，原因

是长期大面积干旱问题，预计5月份

纳��吉斯气����登陆对农业活动造

成的���和干扰将使缅甸�产量减少

200多万吨。鉴于到目前为止非洲�

长条件普遍有利，预测该区域产量将

增长7%，至创纪录的2450万吨，主要

原因是埃及、马达加斯加、马里和尼

日利亚增产。但预计该区域将出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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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增长，这说明�产�的确对有利的

��条件和政府的激励措施做出了响

应。此外，该区域在国家和国际层面

为推动稻米�产采取了诸多努力，包

括2008年6月启动的紧急稻米计划。

预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产量也将提

高，增幅不俗，达7%，主要集中在阿

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

圭，原因是�长条件有利且价格高。

相反，8、9月间袭击了中美洲和加勒

比的几次飓�可能影响古巴和海地的

产量。虽然飓�也袭击了美国一些稻

米产区，但官方展望仍显示本�节增

产4%。在世界其他地方，预测澳大利

亚和欧盟将减产。

价    格
国际谷物价格走低

在过去两个月中国际小麦价格

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继续在今年3月

创下高点�来开始的下�通道运��，

当时2008年世界产量创纪录的前景和

巨大的出口供应量开始对��形成

压力。随后，北半球国家�节性收

获压力、原油价格下滑和世界各经

济体的金融动荡也进一步推动了小麦

价格的下跌。9月份美国小麦�2号硬

红�小麦，墨西哥湾�岸价�均价每

吨308美元，10月第一周跌至264美

元，比3月份的高点低��45%，比去年

1	0月份均价低25%。

国际玉米价格在过去两个月中

进一步回落，继续在6月份�来的下

�通道运��，当时全球收成前景看

好，显示2008年又取得好收成，同

时世界��饲料小麦供应可能也十

分充裕。9月初一定程度企稳后，月

底原油价格大幅下滑、全球金融动

荡及美国本年度�末库存量估算的

最新上调�主要是由于饲料用量和

国�乙醇产量减少�对价格不断形

成下��压力。9月份美国玉米�2号

黄玉米，墨西哥湾�均价每吨229美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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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10月第一周跌至184美元，比

6月份的高点低35%，但仍比去年

10月份均价高13%。

对北半球2008年稻谷收成创纪

录的预期对稻米出口价格不断形成

下��压力。9月份作为基准的泰国

100%B级白米均价每吨764美元，比

8月份下跌��3%，10月第一周跌至

734美元。若非泰国于2008年6月15日

启动了官方采购计划，过去几个月泰

米价格的下滑可能会更为显著，这一

措施使2008年6月�当时价格处于高

点�至2008年9月之间的跌幅限�在

12%。事实上，在其他出口��，价

格下滑幅度要显著得多，同期类似质

量的报价在越南和巴基斯坦下跌了

35%，在美国下跌了16%。但价格仍

大大高于2007年9月份的水平�泰国

+130%、美国+92%、越南+74%和巴基

斯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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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全球谷物供求指标

2	第二项指标为出口国粮食�小麦和粗
粮�供应量�即产量、�初库存量与进
口量之和�与其正常��需求量�定义
为国�利用量加前三年的出口量�之
比。主要粮食出口国为阿根廷、澳大利
亚、加拿大、欧盟和美国。

1	第一项指标为某一�节世界谷物�末
库存量与下一�节世界谷物利用量之
比。2009�10年度利用量是根据1998�99-
2007�08年度期间的数据进��外推计算得
出的趋势值。

3	第三项指标为主要出口国各谷物品种
的�末库存量与其总消耗量�即国�消
费量加出口量�之比。主要小麦和粗粮
出口国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
欧盟和美国。主要稻米出口国为印度、
巴基斯坦、泰国、美国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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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	 预计2008�09年度世界谷物

�末库存量与下一年度世界谷物利

用量趋势值之比将略提高至21.6%，

说明新年度�2008�09�与���尤为

紧张的2007�08年度相比有一定程度

的好转。在主要谷物品种中，预计小

麦的比�提高幅度最大，反弹5%，至

29%。预测2008年世界小麦产量的预

期增长将使库存得到大量补充，供应

形势改善。在稻米方面，预计该比�

也将提高，至25.9%，为过去几年的

最高水平。预计粗粮�尤其是玉米�

的��状况仍最为紧张。由于预期利

用总量仍接�世界产量，预测粗粮库

存量与利用量之比将仅有小幅提高，

至15.6%，接�过去两年的低水平。

n	 鉴于在2007年出现减产的主

要出口国2008年粮食产量有望较大

幅度回升，估计其粮食供应总量与

2008�09年度正常��需求量之比将

比前两年较低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提

高，至123%。

n	 预测2008�09年度主要出口

国�末谷物库存量与其消耗总量之比

将比上年度的30年低点略有提高，

至15%。在小麦方面，预计该比�将

大幅回升至15.8%，原因是除阿根廷

外所有主要小麦出口国产量均大幅增

长。目前预计稻米的该比�也略有提

高，至18.5%。但在粗粮方面，预计

该比�将从上年已很低的水平进一步

�至10.8%。预计美国2008年玉米减

产但玉米�物燃料用量增加是该比�

下�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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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鉴于低收入缺粮国最易受到其自身
产量和供应量变化的影响，粮农组织的
第五项指标衡量的是低收入缺粮国的产
量变化情况。第六项指标反映的是不含
中国(大陆)和印度这两个最大�产国的
其它所有低收入缺粮国的年度产量变化

4	第四项指标反映的是在全球范围�某
一年的谷物总产相对于下一年总产的变
化情况。

7	 第七项指标反映的是根据部分价格指
数的变动而得出的世界��谷物价格	
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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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	 估计2008年世界谷物产量增

长4.9%，是�续第二年出现较大幅度

提高，这在本年度之初全球供求关系

尤为紧张的背景下是一个积极进展。

但由于某些主产国粗粮收获工作尚未

完成，一些南半球国家小麦收获工作

尚未开始，亚洲主�稻米尚处于早期

阶段，因此，若对于有待在今后几个

月中完成的2008年这些作物�节来说

天气条件出现较大差池，则这一预测

仍需修正。

n	 尽管预测2008年低收入缺

粮国谷物产量进一步提高，但仅为

1.7%的增幅是�续第三年出现下�。

但与2007年不同，若不把占该组别谷

物总产��三分之二的中国�大陆�和

印度计算在�，估计今年其他低收入

缺粮国的产量增长2.0%，这一增产在

去年产量下�后是一个积极特点。但

这些国家在上年度减产后今年增幅有

限，意味着它们仍将严重依赖进口来

满��2008�09年度的消费需求，而此

时国际谷物价格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

平。

n	 预 测 谷 物 产 量 高 于

2008�09年度的预计利用量，这是4年

来的首次，且库存量有望增加，多数

谷物的价格在2008年开始回落。由于

部分小麦的价格已跌至其一年前水平

�下，新年度到目前为止�2008年7-

9月�小麦价格指数的增幅大大低于

2007�08年度的指数增幅。2007�08销

售年度玉米价格指数提高了35%，由

于2008�09年度前几个月玉米价格大

大高于上年水平，当前销售年度指数

到目前为止上升了60%。鉴于2008年

1-3月份稻米价格大幅上扬，即便

此后有了相当幅度的回落，但估计

2008销售年度稻米指数到目前为止�

1-9月�比上年提高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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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综述

 

北部非洲
•	粗粮：收获期
•	稻米：成熟期

南部非洲
•	��谷物�次��：即将成熟
•	主�作物：整地

肯尼亚、索马里
•	 主�谷物：收获
期至已收获
•	次�：整地

厄立特里亚、埃塞

俄比亚、苏丹
•	主�粮食：�殖
�长期至成熟期

乌干达
•	次�谷物
作物：成
熟期

注：系指截至
9月份的形势.

西部非洲
萨赫勒地区
•	谷物：成熟期
沿海国家
•	主�作物：收获期
•	次�作物：播种期

中部非洲
北部
•	玉米�主
��：收获期

布隆迪、

卢旺达
•	谷物�
次��：
播种期

坦桑尼亚
•	次�谷物：整地至
播种期

非    洲

北部非洲
北部非洲国家由于对进口依赖程度高而受到国际谷

物高价格的严重影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抵

消国际价格飞涨的影响，其中包括免征关税、价格管�

和补贴，这对公共财政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例如在阿

尔及利亚，估计政府每个月在面包补贴�度上的花销为

5000万美元，而在埃及，估计2007�08财年�7月-6月�

用于补贴的总开支�包括食品和能源补贴�比2006�07财

年增加了56%。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高通胀继续侵蚀

整个次区域的购买力，限�了获取粮食的�道。在受影

响最大的国家埃及，2008年8月份城镇地区年同比通胀�

达23.6%，而2007年12月仅为6.9%，这主要是由于受到

食品类价格上涨的推动，食品类年同比通胀�从2007年

12月的8.6%提高至2008年8月的30.9%。该国整体通胀�

大幅上升，估计为25.6%。同样，在摩洛哥和突尼斯，虽

然8月份通货膨胀�略有下��，但通货膨胀�仍相对较

高。预计今年该次区域小麦的增产，尤其是摩洛哥和埃

及，将缓解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对这些国家粮食获取的影

响。

�粮�主要为小麦和大麦�占该次区域谷物收成

的大部分，其收获工作已经完成。粮农组织的最新估算

显示该次区域小麦总产�主要作物�为1560万吨，比上

年因干旱减产的水平提高16%，而大麦总产��为316万

吨，��比2007年增长8%。在该次区域最大�产国埃及，

2008年小麦产量比上年属平均水平的收成提高��9%。在

阿尔及利亚，估计小麦收成也比平均水平高��7%。在摩

洛哥，谷物产量比去年因干旱减产的收成大幅回升，但

产量仍低于平均水平。相反，在突尼斯，虽然政府为农

�增产提供了激励措施，但小麦产量仍下�了一半，主

要原因是播种期土壤墒情不��，后在主要产区有出现了

���常的情况。

西部非洲
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处于高位且

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继续对该次区域消费�的购买力

和获取粮食的能力造成影响。进口稻米的价格涨幅最

大。在塞内加尔，稻米是主食品种之一，2008年7月

达喀�的价格比一年前的水平翻了一番�上。当地产

小米的情况也类似，是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等

国家的主食，8月份尼亚美、巴马科和瓦�加杜古的价

格比一年前水平分别上涨了��39%、28%和46%。淡�

时供应有限而需求量大，谷物价格��上涨，但今年

还受到国际商品价格异常高水平的影响。但最新数据

显示，一些国家9月份粗粮价格已开始回落，原因是

今年新收获的货源进入��。例如，在加纳�阿克�

拉�，与8月份相比9月份玉米价格下跌了20%。据报

尼日尔若干地区价格也出现小幅下跌。预计该次区域

10月份收获工作大面积展开之后，粮食供应状况的改

善将使价格进一步走低。

除各国采取措施对眼下粮食供应和脆弱人群

获取紧急粮援给予支持之外，若干国家还提供了提

高�产力的安全网络，其中多数情况是在大型农

业发展计划的框架下进��的。例如，塞内加尔 “粮
食和���大��动”的目标是今年稻米产量翻一番

�上至50万吨。据农业部称，截至8月底共发放了

��3.4万吨补贴化肥。同样，在马里政府“稻米计

划”框架下�补贴价销售了�11 . 7万吨化肥，该

计划的目标是在2008�09年度把该国稻米产量提高

50%。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在�几个月也启动了�

容包括向农�发放�资的类似计划。虽然目前所掌

握的有关单产和面积数据还很少，难�评估这些计

划的影响，但早期预测显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幅

提高。根据马里政府8月份所做的中期评估结果，

稻米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53%�上。估计粗粮面

积也有大幅增加。预计其他国家也呈类似趋势。此

外，自�长�节开始�来，�量和土壤墒情总体充

��，作物长势令人满意。事实上，某些情况下�

量之大�至于据报8月份在某些国家发�了局部�

�。尤其是在该次区域最大�产国尼日利亚，�量

充��，分布均匀。

总之，西部非洲作物总体早期前景看好，预计当前

紧张的粮食形势将自10月份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

前提是10月期间天气仍保持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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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非洲
在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南部地区首�玉米作物

的收获工作基本完成，而北部地区较晚成熟的谷物作物

长势普遍令人满意。农作�节开始�来��和土壤墒情

总体充��，因此作物长势良好。2008年国�增收将缓解

国际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但在中非共和国，农业的恢

复仍受�于持续��和农业�资供应的不��，尤其是在

北部地区，据报过去两年中那里有�30万人被迫�开家

园。乍得和苏丹�达���地区的持续动荡可能进一步危

及该国北部地区局势的稳定。

东部非洲
若干国家2008年收成前景依然看淡� 

索马里和乌干达2008年主�谷物作物的收获工作已

经结束，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则正在全面展开。在埃塞

俄比亚，次�作物的收获工作已于�期完成。在苏丹�、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今年早些时候播种的2008年

主�谷物作物的收获工作将在几周之后展开。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年��贫乏，

2008年4月至6月索马里��不��，这都导致了�节性作

物�收、草�退化和饮用水供应不��。9月份索马里南部

和肯尼亚西部的��使状况得到缓解，但要使水源和草

�恢复还需要更多��。

在厄立特里亚，2008年主�谷物的收获工作即将开

始。尽管6月份��贫乏在加什巴�卡、南部和中部省的

传统和机械化农区都造成了�节开局的延后，但7月份基

本正常的��对营养�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卫星图像显

示红海省植被指数低于平均水平，原因是今年头几个月

��低于平均水平。因此，虽然播种面积增加，但预计

谷物总产�主要为高粱和小米�将与去年的收成基本持

平。尽管过去几年产量有大幅提升，但国�谷物产量仍

不��满��需求，需要进口大量谷物。	

在埃塞俄比亚，次���贫乏导致播种延后和�

期收获的作物部分�收，尤其是奥罗米亚、索马里和南

方人��族州的低地地区。虽然该�作物仅占全国谷物

总产的一小部分，但在严重减产的阿姆哈拉州和提格雷

州，大量人口依赖该�作物供给其每年��半数的食品消

费需求。

在当前主���开局推迟后，7月份开始�水，改

善了作物和草�条件。虽然8月和9月初持续��，但提

格雷和阿法�州局部地区�水仍有亏欠。在南方，奥罗

米亚和索马里州的北部地区9月初所不常见的��有利于

和草�和饮用水水源。

在肯尼亚，4月份粮食主产区长��玉米�节开局

不错，但至6月中旬���常，其后出现干旱，至7月份

才恢复��。能用得起��量化肥的农户有望获得好收

成，但平均来看，预计粮食主产区预计产量将低于上年

度，原因是���常、面积减少、燃料和农业�资价格

上涨�及劳动力价格高。此外，在1月份，��造成众多

农����所，未受影响的农�也仅能种植了小部分农

田，原因是农业�资成本提高。农业部估计今年长��

玉米产量为225万吨，比2007�08年度减少11%。预测即将

播种的短��玉米的产量为36万吨的平均水平，前提是

��及时开始且本年度剩余时间��量充沛。为增加谷

物产量，该国政府启动了若干项目，�容包括作物多种

经营、促进�资供应，向农�提供、拖拉机租赁和信贷

基金等。此外，该国政府�期宣布已拨备��1.4亿美元用

�补贴化肥进口，化肥成本在今年早些时候选举后的��

力�突之后立即出现了相当幅度的提高。

在索马里，由于开局推迟且该国多数地区��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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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期收获的主�谷物作物大幅度�收。据索马里粮

食安全分析处称，估计2008年主�谷物产量为85000吨，

��比�后�1995-2007�平均水平低42%，而此前两�均

低于平均水平�2007年主�和2007�08年度次��。

主���普遍贫乏也造成牧区旱情和水源危机的加

�。6月初的少量��使水源得到补充，但时间太迟，庄

稼未能受益。此后的大�在摩加迪�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加�古杜德和希兰州等中部牧区�及北部部分牧

区也出现了旱情。

在苏丹，由于��姗姗来迟，将于年底收获的主�

高粱和小米作物的前景尚不明朗，在7月份�量低于正常

水平之后，8月份��开始增加。这些��的后果喜忧参

半：在东部卡萨拉州部分地区及阿维�、东特维克�和纳�

瑟�州部分地区引发了��，但也缓解了上尼罗和琼莱

州的长期旱情并改善了卡波埃塔州的草�状况。据报当

前�节播种面积为平均水平且农业�资供应为正常至好

于正常水平。本�节剩余时间的��对作物最终收成将

发挥关键作用。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部低地玉米收获工作已

经完成，但在双峰和单峰产区收获工作仍在进��。由于

��正常，预计产量略高于去年，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

高��18%。预计这一好收成将能满��全国粮食需求，对据

报已出现回落的谷物批发价格形成下��压力。

在乌干达，主�粗粮作物的收获工作接�完成。该

国多数产区��正常，预示作物和畜牧�产将为正常水

平。相反，预计卡拉莫贾地区将�续第二年严重减产，

由于3-9月��推迟和�常，该地区许多农�没有播种作

物。

该次区域出现严峻粮食安全形势

由于作物�收、贸易扰�、食品和非食品高价格、

�突�及粮食、水源和草�不��，该次区域粮食安全形

势继续恶化。在若干国家，需求持续增加但粮援�道却

面临短缺。因此，据报一些国家大范围存在严重的粮食

不安全状况。

在吉布提，�续四个����贫乏、主食高价格、

高通胀及政府和捐助�资源不��，这些导致了城�贫困

家庭粮食消费量大幅减少。据报目前��有34万人�接�

人口半数�需要援助。粮食供应量和供应�道不��造成

大批农村家庭迁�城镇地区，使儿童营养不良�和牲畜

死亡�水平上升。此外，城�人口面临水资源严重短

缺，在城镇地区不得不定量供水。最脆弱和粮食最不安

全的人口在西北和东南部，这些地方的家庭严重依赖畜

牧业获得食品和收入。

为应对这一紧急情况，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始向农

村牧区的55000人发放定额口粮。为防止粮食安全形势

进一步恶化所迫切需要采取的其他��动包括：向全部有

需要的15.5万农村居�发放粮食；牲畜补栏和资产建设

计划；在全国范围�增加供膳中心数量所需的资源�及

在城镇地区的食品券或按劳付酬计划和用水罐车大量供

水。

在厄立特里亚，当前高粮价和通货膨胀继续对大批

脆弱人口造成影响，同时新的和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可

能导致人口进一步大批���所，增加人道主义需求。

霍�和疟疾等疫�的��发仍令人担忧。这一状况将因安

全水源和卫�设施不��及黄热和脑膜炎等其他����所

进一步加�。

 

 



第4期	n	2008年10月 1�

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

在埃塞俄比亚，次���贫乏且当前主���开局

延后造成了相当严峻的粮食形势。有1000多万人受到干

旱影响，1-5月间，干旱袭击了该国南部、中部、西部和

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干旱导致作物�收，使460万人需要

紧急粮食援助，受旱灾影响地区的570万人需要现金补助

或粮食配给等其他救济。2008年9月22日，世界粮食计划

署向国际捐助�提出呼吁，募集4.6亿美元为受干旱、粮

价上涨和�突影响的960万人提供食物。需要援助的人口

中��四分之一�活在东部干旱和动荡的索马里区，该地

已三年滴�未下。

据报该国若干地区牲畜大量死亡，为寻找水源和草

�出现了非同寻常的迁徙，尤其是在索马里区。相反，

自3月底本�节开始�来埃塞俄比亚西部��充沛，分

布均匀。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称，由于采取了粮食援助

��动，加之玉米、马铃薯和芸豆已开始提前收获，南部

奥罗米亚州和南方人��族州部分地区营养状况有一定

程度的改善。据报多数地区牲畜状况也有改善。但多数

地区供应形势仍十分紧张。索马里区的Gode、Zafder、

Korahe、Warder和Liben地区继续存在严重的水资源和

粮食短缺。据报也出现了迁徙增多、日常食物摄入量减

少、牲畜状况不佳及造成死亡的情况。�期中央统计局

发布的报告显示，8月份食品通胀�为46.9%，与2007年

8月的食品通胀�相比提高28.3%，但低于今年上三个

月。相反，在过去六个月中该国总体通胀�稳步上升，

8月份达33.6%，比2007年8月的通胀�翻了一番�上，而

7月份通胀�为29.6%。为�低食品高通胀�对穷人的影

响，政府决定对占该国消费量半数�上的粮食和面粉取

消增值税和�转税。政府采取的措施还包括提供直接和

间接补贴并花费3.72亿比��3800万美元�用于补贴小

麦，35.2亿比��3.66亿美元�用于补贴燃料。

在肯尼亚，根据肯尼亚粮食安全指导委员会�期所

做的全国粮食安全评估，如果不提供外部支持，城�贫

�区和农村500多万人的粮食安全形势在今后六个月中

将进一步恶化。估计农村地区需要帮助的人数有138万，

贫�区居�在350万至410万之间。受影响最大的是�活

在北方和裂谷各省牧区的人们，如图�卡纳�、曼德拉、

桑布鲁、巴林戈、马萨布、瓦�吉�、莫亚莱和加里萨等

县。受影响的其他地区包括农牧间作和边缘农业区�及

该国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塔纳�河。

根据肯尼亚粮食安全指导委员会的报告，当前粮食

不安全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长��表现不佳，加上小

反刍动物瘟疫���、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大涨�及肯尼亚

北部受干旱影响的地区�水�草�突升级。

在索马里，不断演化的人道主义灾难世所罕有。

这�危机的规模、强度和恶化速度惊人而深重。在今年

前六个月，需要紧急�计和人道主义支持的人数增加了

77%，从183万增至325万，影响波及该国总人口的43%。

迅速恶化的人道主义形势是若干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包括：粮价上涨、索马里先令大幅贬值、�部��和�

部贸易扰�、大量人口���所�目前粮食安全评估处

估计为100万�上��及不断加�的�部动荡。此外，人

道主义通道的减少也加�着当前极为严峻的粮食不安全

形势，这在过去几个月人道主义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了响应��动的开展。需要�命攸关的人道主义援助

的人口有�四分之三�活在南部和中部各州，那里武装

团伙袭击援助工作人员，严重限�了人道主义活动的深

度和广度。为应对当前由作物�收�原因是4-6月间��

低于平均水平�、粮食和燃料高价格�及持续骚�引发

的危机，这些地区的城�家庭已经利用了大多数的应对

机�。

在苏丹，由于作物绝收、与��隔绝和动荡而造成

粮食短缺，南方东部地区的家庭仍处于高度粮食不安全

状况。在2008年5月13-14日的武装�突之后，估计有5万

人逃�阿贝依。这些人多数投亲靠友，造成迁入社区另

外4万人处于脆弱状态，使需要赈济援助的总人数增至

72300人。预计在西部达���地区���所和�计丧�

情况将继续下去。总体上看，达���受�突影响和�

��所人口及脆弱居�、苏丹�南方、东部和“三区”�

���及东部难�被世界粮食计划署确定为因达���

长期�突和该国其他地区�突后安置问题而需要国际援

助的首要群体。估计受影响最严重的590万人的粮食需求

为677	990吨。

在乌干达，据备灾部9月中旬发布的报告称，该国

许多地区在今后两个月中可能将遭受大�侵袭。该报告

指出，预计��的中心在乌干达东部，那里的350万人

正在从去年摧�了庄稼的��中恢复元气。如果大�果

真来临，将对处于高度粮食不安全境地的卡拉莫贾地区

造成负面影响，那里有70万人因长期动荡、牲畜价格下

滑、高粱严重蚜�危��、2007年�����及农业�资

高成本等因素而处于粮食不安全状况，需要紧急粮食援

助。与2004年相比，目前50公斤袋装氮肥的价格上涨了

三倍。该国政府已经向农�提供了部分农具和种子，但

人们仍需要粮食救济方能度过下次收获前的难关。最�

的调查显示莫罗托�区和纳�卡皮里皮里特区的急性营养不

良�在15%�上。充��的粮食储备和��供应保证了该国

其他双峰地区的粮食安全的稳定。

价格仍在上涨但某些国家已开始回落

该次区域的主食价格仍大大高于长期平均水平。但

在肯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干达部分地区，由

于新收成货源不断增多及政府采取了改善国�供应的措

施，价格已开始回落。

在厄立特里亚，2007年7月�来阿斯马拉的粮食价

格稳步上涨，原因是国际��价格普涨。2008年7月面粉

零售价每吨报价1821美元，比一年前的价格翻了一番�

上。在埃塞俄比亚，2008年的粮食价格在2007年底略有

走弱之后继续上涨。由于在�续丰产后埃塞俄比亚粮价

仍继续上涨，因此在即将开始的主�作物收获后价格回

落的可能性也不大。由此可�看出在供求关系之外还有

其他因素造成了埃塞俄比亚价格的上涨。其中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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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经济中�动性高、燃料高价格、粮食��体系不

完善及价格投机等。7月份亚的斯亚贝巴小麦价格从6月

份的每吨623美元上涨至643美元。在同一个��，7月份

白玉米报价每吨563美元，而一个月前为536美元。

在肯尼亚，�罗毕��8月份玉米价格为每吨319美

元，比今年5月创下的379美元低了��16%。同样，8月份

蒙巴萨��玉米价格回落至每吨329美元，而今年6月份

高点为每吨363美元。在索马里，�年�收、�部��

�所�需求增长、�部动荡加�、燃料和国际食品类商

品价格上涨�及��扰�导致了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

最�，据报进口高粱和进口棕米的价格比一年前分别上

涨了五倍和四倍。在苏丹，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期

间喀土穆小麦批发价在每吨541.56美元至733.68美元之

间波动，4月份上涨至每吨766.79美元，6月份跌至每吨

604.78美元，然后于7月份又涨至每吨752.41美元。在苏

丹�南方，由于�节性谷物短缺、�部���所�需求增

加、动荡和��带来的高昂�运输成本，高粱价格已经出

现上涨。在开始提前收获作物之前这些价格趋势可能将

持续下去。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由于南部低地玉米收获后

国�库存量增加�及持续禁止出口，主食农产品价格稳

步回落。但价格仍高于五年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燃料

和运输成本高昂�。达累斯萨拉姆玉米批发价从2008年1月

的高点每吨335美元回落至8月份的每吨239美元。在乌干

达，虽然新收成为平均水平，但坎帕拉玉米零售价在6月

份下跌至每吨259美元之后，8月份再次涨至每吨295美

元。但在其他玉米产区，如阿鲁阿，据报玉米价格既低

于去年水平也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南部非洲
该次区域2008年谷物产量��录�但主要归功于南

非大幅�产

对调整后的2008年谷物总产估算�包括对个别国

家当前次�小麦产量的预测�显示，该次区域谷物收成

达创纪录水平。但这主要是由于南非玉米和其他谷物收

成大幅提高。若不把南非计算在�，则其他国家总产比

去年下�，尽管仍高于五年平均水平�参见图6和7�。

斯威士兰、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的产量也比

上年较差的水平有所回升，但不���抵消赞比亚、马拉

维、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减产幅度。估计2008年该次区

域主食作物玉米的产量为2020万吨，比上年不甚令人满

意的收成高��28%。

在该次区域最大�产国南非，与上年受干旱影响的

收成相比，2008年玉米和谷物总产分别提高70%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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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次区域总收成提高�但2008/0�年度进口需求

仍��加

据粮农组织称，尽管该次区域获得丰产，但估计

2008�09销售年度谷物进口需求仍将比2007�08年度略有

提高。不计南非在�，估计该次区域玉米和谷物进口需

求总量分别大幅增加43%和13%�参见图8和9�。随着人

均国�谷物占有量的大幅下滑，加之粮食和燃料高价格

造成商业进口能力大为下�，因此估计粮援需求，尤其

是是玉米需求将大幅提高。

在该次区域进口速度要求方面，进口玉米到货�或

签���速度快于去年同期�参见表5�，而南非玉米出口

价格仍保持相对稳定。相反，鉴于今年国际小麦和稻米

价格比去年大为提高，这些谷物的进口采购速度减缓。

谷物价格仍普遍较高

在南部非洲，除了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国�及

国际上对玉米的强劲需求，使得本销售年度初期按美元

计算的主�玉米价格仍高于去年同期。南非因为喜获丰

收，玉米价格有所走弱。在马拉

维，由于私营商贩的��投机��

为，玉米价格在最�几个月�持

续上涨；价格在2008年4月出现

猛涨，��似乎对2008年收成早

期预测的不确定性做出了过度反

应。在莫桑比克，因为运输成本

增加、本地食品加工商的需求增

加�及政府的粮食储备日渐减

少，所有地区的价格都有所上

升。

在马达加斯加，今年全国

稻米均价高于去年同期。收获后

时期的稻米价格早于�年，从

6月就开始上涨。虽然进口稻米

的价格同时也有所上涨，但是收

获后并未像本地稻米一样出现大

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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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

远      东
预计2008年亚洲远东稻米�获丰收

在该次区域，主�稻米的收获工作已

经完成或接�尾声。鉴于价格上涨刺激了

�产积极性，且大多数地区整个�长�期

间��都十分充沛，粮农组织预测2008年

稻米总产为4.033亿吨，比去年创纪录的水

平还高出710万吨。增产主要来自孟加拉

国、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

律宾�。在中国�大陆�，预计2008年稻米

产量将再创纪录，在去年1.855亿吨的高

产水平上增至1.873亿吨。中国政府9月份

宣布，籼米�中晚稻�的最低保护价提高

至1580元�吨，而粳米的最低保护价每吨

增加了140元，至1640元�吨。在印度，9月

中旬之前，2008年西南��带来的��与

长期平均值接�。整个区域的��情况对农业都十分有

利。初步预测2008年碾米产量为9800万吨，而去年产量

为9640万吨。

估计该次区域2008年小麦整体收成不错�但各国情

况参差不齐

该次区域2008年�小麦收获工作已经完成。粮农组

织估计整体收成良好，小麦总产将达2.15亿吨，比上年

增产350万吨。但各国情况参差不齐。估计中国和印度的

收成不错，但据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收成

很低。

估计中国�大陆�2008年小麦总产达创纪录的

1.125亿吨，比去年创纪录的高产水平还增长了2.4%，主

要因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适宜的天气条件。印度小麦收

成也很好，估计2008年为创纪录的7800万吨，是过去8年

来的最高水平，比去年创纪录的水平还高出220万吨，

主要因为天气适宜且整个�产期�增加了农业�资的用

量。该产量���满��2008�09年度国�需求，而不用像过

去两年大量进口小麦。2006�07年度�4月�3月�该国进

口了��670万吨小麦，2007�08年度进口了��200万吨。与

中国和印度创纪录的产量相比，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2008年小麦产量出现大幅滑坡。目前估计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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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	稻米�主��：�殖�长期

至成熟期至收获期

•	玉米：播种期

中国

•	单�稻、玉米�北方�和大豆：收获期

•	晚稻：成熟期

•	�小麦：播种期

南亚

•	稻米：收获期至成熟期

•	粗粮：收获期

印度

•	稻米�主��：收获期

•	玉米和小米：�殖�长

期至成熟期

•	小麦�次��：播种期

近东

•	�粮：整地至播种期

亚洲(独联体)

•	小粒谷物：已收获

•	玉米：已收获

•	��作物：整地

注：系指截至9月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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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小麦产量为2100万吨，比去年减产了150万吨，

主要是因为播种期滞后导致耕种面积缩水、灌溉水源不

��、种子质量欠佳�及化肥价格上涨等因素。由于天气

干旱，估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08年小麦将在去年创纪

录的高产水平上减产��500万吨，至1000万吨。

由于灾害、冲突动荡及粮价上涨�若干国家面临持

续�粮食供应短缺

2008年5月2日和3日，纳��吉斯飓��每小时200公

里的速度袭击了缅甸，横扫伊洛瓦�底三角洲地区和该国伊洛瓦�底三角洲地区和该国三角洲地区和该国

的前首都兼最大城�。飓�对农户的粮食安全产�了十

分巨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家庭的粮食储备受�。鉴于就

业机会稀少，而下一�作物要到11月才能收获，因而在

农户能够自谋�计之前需要提供紧急粮食救济。粮农组

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考察组将于10月份考察该国，

评估2008�09年度的作物情况和粮食供应情况，确定是

否需要粮食援助和农业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仍然处在长期的粮食不安全之中，营养不良人群比例较

高，经济困难，仍然需要依赖外来粮食援助满��2300万

人口的粮食需求。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于2008年

6月开展的粮食安全快速评估显示，该国的大部分地区粮

食安全状况大幅恶化。该国最重要谷物稻米正处于收获

期。贫困人口，特别是那些城�贫�，也饱受粮价和油

价上涨之苦。尼泊尔由于旱灾和�期部分地区的�灾而

造成作物减产，粮食形势岌岌可危。8月，由于科西河河

堤垮塌而使尼泊�东部地区受�，导致成千上万人��

�所。自9月19日，由于西部持续��而引发的�水和泥

石�，造成至少38人死亡，90多人�踪。在远西和中西

区的受灾地区，大��18万人无家可归。虽然对本年度斯

里兰卡的收成预期良好，但是该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仍然

受到国��突和粮价上涨的影响。自2008年初�来，已

有超过7000人在交火中丧�，安全形势继续恶化。科伦

坡2008年6月的稻米和面粉价格比2007年同期分别上涨了

67%和75%。

三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八级地��于5月12日袭击了

中国西南部四川省。最新数据显示超过69000人丧�，

374000多人受伤，仍有18457人�踪。大��450万家庭在

地��中�去了家园。共有��100万户城�居�迁进临时住

所，350万农户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通过自己的努力重

建新居。���神于2008年6月18日席卷了菲律宾，进一

步加�了西南��造成的负面影响，引发山体滑坡、�

水和���潮，使得基础设施和农业受到严重���。来自

国家灾难协调委员会的最新数据表明，超过400万人直接

受灾，��81000所房屋被完全��，326000多所房屋受

�。

根据粮农组织�期的评估，东帝汶粮食供应形势总

体良好。预计今年的收成好于上年，主要是因为天气条

件较好且��价格较高刺激了种粮积极性。进口稻米在

全国各地都能买到。该国政府希望进口更多的稻米，并

对各地区的运输成本继续给予补贴。然而，鉴于该国对

进口谷物的依赖度过高、社会局势的不安定�及高�业

�，仍需继续密切监测东帝汶的粮食安全状况。小麦和

大麦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要��作物。8月小麦收

获已经结束，估计2008年产量比上年创纪录的1000万吨

减少了��500	 万吨，是过去六年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因

为该国的干旱天气和��冻��使得作物受�。由于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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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2008�09年度�4月�3月�小麦进口量可能将增至

500万吨。这将是该国在过去六年间小麦基本自给自��情

况下，最大的一次进口。在孟加拉国，大规模人道主义

救援��动仍在继续，覆盖了因11月15日席卷该国30个地

区的锡德飓�而受灾的150万人。2007年稻米减产和粮价

上涨严重地影响了城�地区脆弱人群的粮食安全状况。

亚洲若干国家的主粮价格仍然保持在高位波动状态

�图12和13�。在斯里兰卡，稻米价格在2008年3月的

好收成之后有所回落，但8月份的价格几乎比去年同期翻

了一番。同样，尼泊尔稻米价格在主�水稻收获后从3月

的最高水平开始回落，但随后从5月份就又开始上涨，到

9月时比去年同期高出85%。在巴基斯坦，自2008年2月�

来价格飞涨，波动幅度很大。孟加拉国稻米价格在主�

水稻创纪录的好收成之后，从5月的最高水平上有所回

落，但随后又有所反弹。

近    东
在伊拉克，�长期普遍欠佳的天气状况使得

2008年�粮作物大幅减产，同时也增加了饮用水安

全的不确定性。估计小麦和大麦总产为190万吨，比

2007年属正常水平的收成减产��40%，是�年来的最

低水平。因此，预计在截止于2009年6月的本销售年

度�小麦进口量将增至��380万吨，而上年进口量估计

为360万吨。受安全局势好转�及该国政府为帮助难�

重新安置，尤其是在巴格达安置而给予资金补贴的鼓

励，许多在��旦和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国的伊拉克�难�

已经决定重�家园。补贴主要针对旅��发�的费用，

对那些因远�家园而遭受��的人们给予资金上的支

持和补偿。伊拉克�卫�部仍然在奋力抗击8月底开始�

��的霍�，这次疾���发已经造成中部和南部地区人

员死亡。

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2007�08�长�节��贫

乏且分布不均，威胁了相应地区农牧�的粮食安全，严

重影响了他们的�计和营养状况。�期联合国多机构�

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和国际移�组织�干旱影响评估考察团的报告指

出，今年小麦、稻米、小扁豆和鹰嘴豆在灌区的平均单

产下�了��32%，而在�育农业地区减产高达89.9%。估

计2008年小麦总产为200万吨，仅为去年收成的一半，�

续第三年低于平均水平。由于草�不��，牧�正�比常

价低30-40%的价格出售牲畜，许多地区甚至将整个畜群

出售一空。该国政府对此做出反应，�明年偿还的借贷

形式向牧�发放饲料，并提供免费的动物疫苗和兽医服

务。而且，该国政府还向27000个家庭发放了定量口粮。

小麦和大麦的减产导致��粮价进一步攀升。这也严重

影响了特别是受灾地区农户的收入和购买力。考察团预

计东北部地区��有100万粮食不安全人群，该地区饮用

水源也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减少。预计这一状况在2009年

春�现在耕种的作物收获之前不会有所好转。考虑到所

需援助超出了该国政府的能力和资源，多机构考察团呼

吁国际社会捐款2023万美元，�满��紧急的人道主义需

求，防止100万受干旱影响的人群在未来的6个月间�

2008年10月-2009年3月�遭受进一步的负面�击。

也门政府�期呼吁国际社会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帮助那些北部撒阿达省和阿姆兰地区在四年�突中

而���所的人们。而且，援助还将重建在�突中���

的基础设施和房屋。初步估计需要1.9亿美元，其中，

该国政府已经拿出5500万美元。剩余部分需要捐助国援

助。世界粮食计划署�期在也门开展了一项总计3000万

美元的紧急项目，旨在消除主食粮价高涨对粮食不安全

人群的影响。此项��动希望能够�低高粮价的影响，减

少急性营养不良的发�。该项目��覆盖70万人，主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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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5岁的儿童及孕期�哺乳期妇女。2008年高粱和小米

正在收获之中，估计产量分别为63万吨和12.9万吨。天

气条件总体良好、农业�资供应充���及播种面积高于

常年，使得2008年产量高于去年，也高于前五年平均水

平。预测2009年谷物进口，主要是小麦，将略有增加，

��为310万吨。

在阿富汗，官方估计2008年谷物产量为380万吨，

大大低于平均水平，比2007年产量低三分之一，主要是

因为播种期和�长期天气状况均不利。估计小麦产量仅

为260万吨�2007年为430万吨�。

因此，估计2008�09年度谷物进口量为230万吨，

比2007�08年度100万吨的进口量增加了一倍还多。小麦

进口量占220万吨。估计商业进口能力为150万吨，还有

70万吨则需要援助。认识到粮食减产的严重性，该国政

府和联合国机构已向世界发出呼吁，向其捐助4亿美元，

帮助受灾的450万阿�汗�人进��大规模小麦进口和粮食援

助，并为本月开始的��播种做准备。

亚洲独联体
严�、��低于常年、缺乏灌溉水源等因素严重

影响了中亚南部地区的作物单产。在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2008年收成大大低于常年。在

吉�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续两年粮食�收。在哈

萨克�斯坦，初步预测2008年谷物产量为1700万吨，比去

年的高产水平减少300万吨，但仍高于常年。2008年4月

15日颁布的小麦出口禁令已自9月1日起取消。这有助于

受干旱影响的邻国与之开展贸易，满��邻国的小麦国�

需求。然而，该地区粮食安全状况最大的限�因素是购

买力，而非谷物供给不��。乌兹别克斯坦也受到干旱影

响，但严重程度较低。官方称产量为600万吨，高于常年

但低于去年。相反，今年高加索地区�长条件良好，亚

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续第二年丰收。

该区域谷物总产量为2990万吨，与常年水平持平，

但比2007年减少400万吨。初步预计小麦产量为2440万

吨，比去年减少310万吨。粗粮产量为480万吨，也低于

2007年的570万吨。估计稻米产量接�去年水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中美洲和加勒比
中美洲2008年谷物收成前景良好�但强烈�大西洋

飓风季节使海地和古巴蒙受重大损失

粮农组织预测该次区域2008年谷物总产为4150万

吨，比去年创纪录水平还高出��80万吨，也高于前五年

平均水平。在墨西哥，预计占全年总产量��75%的�养夏

�粗粮作物的收获工作将从10月底开始从瓜纳�华托�、墨

西哥、哈利斯科和普埃布拉等州启动。预计本�收成与

2007年的创纪录水平基本持平，主要原因是普遍使用了

改良品种、增加了播种密度而提高了单产。此外，该国

��期的��量与�年持平或略有增加，使得整个主产

区的土壤墒情都保持在适宜的水平上。高粱作物也拥有

类似的良好�长条件，产量达创纪录的620万吨。西北部

的基本全部为灌溉区，目前正在平整土地，准备种植十

分重要的、将于2009年收获的�小麦。

在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和巴拿马，2008年首�玉米作物的收获工作正

在进��，第二�作物，特别是豆类作物的播种工作也已

经开始。初步估计这些国家2008年玉米总产��为350万

吨，比2007年的高产水平还增加10%，因为各国政府为应

对日益走高的国际粮价而开展了支持本国农业�产的各

种计划。

在加勒比，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和古

巴在8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到四周时间里�续遭受了四次

热带����费伊、古斯塔夫、汉娜和�克��，严重��

了城�地区的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在海地，大��

墨西哥

• 粗粮�夏�作物�：营养�长期至成熟期

• 稻米�夏�作物�：收获期

小麦���作物�：整地

巴西

• 玉米�主��：播种期

�中南部各州�

• �小麦：收获期

阿根廷

• �小麦：营养�长期

• 玉米�主��：播种期

乌拉圭

• �小麦、大麦：营养�长期

• 玉米�主��：播种期

注：系指截至9	月份的形势.

中美洲 �不含墨西哥�

• 玉米�首��：收获期

85万人受灾，超过400人丧�，粮食状况的早期评估报告

显示，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及阿��尼特�域尚未收获阿��尼特�域尚未收获�域尚未收获

的夏�作物例如玉米和豆类�及香蕉种植园��惨重。

同样，多米尼加共和国中部和南部省份也是这些作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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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严重。牙买加农业部称，香蕉种植园受�严重，特别

是东部的圣玛丽、圣托�马斯和波特兰省估计��了70-

85%的作物。在古巴，主要的农业��来自青年岛特区和

西部的比那�德里奥省，�及东部的奥�金省和拉斯图比那�德里奥省，�及东部的奥�金省和拉斯图省，�及东部的奥�金省和拉斯图拉斯图

纳�斯省。大蕉、木薯、稻米、玉米和��等主粮受灾严省。大蕉、木薯、稻米、玉米和��等主粮受灾严

重，官方估计仅飓��克�就��了��49万吨主粮作物。

而且，大��50万只鸡也因此受�。所有加勒比国家现在

都格外关注今后两个月�飓��结束前的局势发展，因

为粮食安全状况已经极为脆弱，大面积土壤仍�渍，甚

至极少量的��都会对当地的�计和粮食供应产�十分

不利的后果。

在该次区域大多数国家，自2007年初开始稻米价格

呈攀升趋势�图14�。到2008年8月，稻米价格比前几个

月上涨了25%-90%，但小麦和玉米的价格7月份�来略有

下跌。这将对最贫困家庭的粮食获取造成负面影响，因

为这些家庭获得粮食的主要�道是从��上购买。

南美洲
严重干旱影响阿根廷2008年冬小麦作物�产量前景

巴西的中南部各州和巴拉圭2008年�小麦的收获

工作�期已经开始，并将持续至11月。预计阿根廷和乌

拉圭重要产区的收获工作将于10月底开始。初步预测该

次区域小麦总产为2100万吨，比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低

了��150万吨。据称播种总面积为820万公顷，处于较低

水平，主要受5月份�来长期困扰阿根廷的干旱所致。

受旱最严重的省份包括科�多瓦�省、圣菲省南部、圣地圣地

亚哥-德�埃斯特罗省、查科省和拉�帕省。这些地方省、查科省和拉�帕省。这些地方

5月-9月间的累积�量为40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土壤墒

情不��，播种不得不推迟，估计播种面积为460万公顷，

是1996年�来的最小面积。此外，干旱和频繁的霜冻天

气阻碍了受灾最严重地区作物的整齐出芽和立苗，对单

产造成不利影响，在一些地方，单产水平甚至可能比上

年�低40%。但在最大小麦产区布宜诺斯�利斯省的东南

部地区，由于8月接�或略高于常年的��，单产前景依

然良好。相反，巴西巴拉那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等主产南里奥格兰德州等主产等主产

州适宜的天气条件�及受国际高价刺激而普遍增加的播

种面积有力地推动了粮食增产，预计产量达540万吨，是

2004年�来的最高水平。

2008年首�玉米作物的收获工作已经在8月份完

成，估计总产�首�加上第二��为8940万吨的创纪录

水平，比去年的纪录水平还高出��6%。和2007年一样，

高产主要来自受国际粮价高企刺激而增加的播种面积，

再加上�长�节极佳的天气条件使得单产也达到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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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尤其是官方估计该次区域最大玉米�产国巴西

2008年总产为5860万吨，比2007年的创纪录水平又高出

��13%，比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高33%。

干旱造成200�年夏季玉米作物播种推迟

在该次区域南部国家重要的2009年夏�玉米作物

的播种工作已经开始，将于10月中旬之前结束。在阿根

廷，官方播种意向调查显示，播种面积��为270万公顷，

比去年缩减��15%，主要是因为�产资料价格相对较高，

国�粮价低迷�及政府实施的出口禁令，使得农�愿意

转而种植更有力可图的大豆和向日葵。此外，如果目前

主产区干旱天气一直得不到缓解的话，播种总面积将进

一步减少。巴西中部和乌拉圭也需要更多的��，因为

当前土壤墒情对2009年夏�次�谷物作物的播种尚不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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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

北美洲
官方估计美国2008年小麦产量将比上年的6800万

吨增产��21%。播种面积�增和良好的天气条件使总产

明显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据报截至10月初，将于

2009年收获的�小麦在南部一些州的播种工作已经结

束，全国范围�也已完成�60%，接�常年水平。据报播

种条件总体适宜。但随着2008�09年度全球小麦供给形

势的明显好转，6月份�来小麦价格持续走低。另外，

�产资料成本在下一年度仍将保持较高水平甚至增长，

因此，2009年小麦�产将不会像今年那样对�产�具有

吸引力。在粗粮方面，截至10月初，因本�节成熟期延

迟，玉米收获进度明显慢于�年。但作物长势仍为良至

优的状况，早霜对单产已不会造成显著影响。目前官方

预测今年玉米产量为3.067亿吨，比创纪录的去年低��

8%。

在加拿大，低温多�的夏�延缓了作物�长，但有

利于提高单产。据报收成好于本�节早些时候的预期。

10月初官方估计小麦总产为2730万吨，比�收的去年增

长��36%。对今年粗粮�主要是大麦、玉米和燕麦�的前

景最�几周也有所改观，但因玉米面积减少，预测粗粮

总产将低于去年水平，为2610万吨。

欧    洲
2008年欧洲谷物收成好于先前预期�200�年冬粮播

种前景看好

对2008年欧盟谷物总产的预测比今年7月份的报告

大幅增加，达3090万吨，比上年27国的总产��增19%。与

上年相比，播种面积明显扩大，特别是欧盟15国取消了

10%休耕地的计划。同时，平均单产也有提高，尤其是东

欧国家，主要因为天气条件良好。总产中，目前估计小

麦��为1480万吨，比2007年增长23%。但今年部分地区过

度潮湿的天气已经使小麦质量受到影响，蛋白质含量�

低，这将导致用于饲料的部分比�年增加。目前看，粗

粮总产��为1580万吨，比减产的去年增加�15%。

在巴尔干地区的非欧盟国家，2008年谷物收成也令

人满意，总产从2007年因干旱而减产的水平上得到了大

幅回升。在塞�维亚，单产的提高部分地弥补了小麦播

种面积的减少，小麦总产估计超过210万吨。这将���

满��国�需求，且还可有少量�余用于出口。预测玉米

总产将从400万吨增加到650万吨，若预测兑现，将有��

150万吨盈余可用于出口。

小麦和春�粗粮的�长条件良好，总产远远超过

因旱减产的2007年。在塞尔维亚，尽管小麦播种面积

减少，但谷物产量仍有望超过900万吨，比平均水平高

19%。总产中，其中小麦产量为200万吨，其它为粗粮。

在克罗地亚，谷物产量有望恢复到280万吨的正常水平，

其中小麦产量为60万吨；预计玉米产量达200万吨。在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尽管播种面积减少，但估计谷物

总产仍可达110万吨，比平均水平高6%。

在北部�西部的�产国，将于2009年收获的�播谷

物作物的播种工作已全面展开。因9月初阴��绵，北

部�西部一些国家播种起步较晚，但月底情况好转，田间

作业进展迅速。在东南部，9月中旬普�好�，尽管妨

碍了还在进��的2007年作物的收获，但却改善了土壤墒

情，有利于在干旱的收获期之后�粮的播种。在目前阶

段，�粮播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鉴于当前谷物价

格萎靡，加之投入成本增加，这无疑预示欧盟27个成员

国的�粮面积将会下滑。

在欧洲独联体，作物�长条件非常适宜，所有国家

产量均创记录。在白俄罗斯，官方估计2008年粮食收成

��为830万吨。摩尔多瓦谷物产量从受干旱影响的2007年

80万吨增至丰收的290万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均获得

北欧

• �粮：播种期至�长早期

中南欧

• 玉米：收获期

•	�粮：整地至播种期

欧洲独联体

• 小粒谷物和玉米：多数已收获

• �粮：整地

澳大利亚

• ��谷物：营养�长期至�殖�长期

加拿大

• 小粒谷物：成熟期至收获期

• 玉米：营养�长期

美国

• 玉米：�殖�长期

• �粮：播种期

注：系指截至9月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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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纪录收成。在俄罗斯联邦，粮农组织初步估计其谷物

产量接�9500万吨，也有一些分析预测可�达到1亿吨甚

至更高。粮农组织的估计包括5700万吨小麦和3700万吨

粗粮。预测乌克兰谷物产量达4700万吨，而去年受旱灾

影响的产量只有2760万吨。由于取得了这些好收成，该

区域谷物产量增长了30%�上，谷物价格大幅下滑。俄罗

斯联邦和乌克�兰都有大量可供出口的小麦和粗粮。实际

上，出口有可能受到基础设施的限�，预计该次区域库

存量将增加。

乌克�兰��作物的播种工作正在进��，预计播种面

积将达��880万公顷。

大洋洲
澳大利亚2008年��谷物作物前景在最�两个月

有所恶化，主要是由于新南威�士州西南部受到干旱影

响。但下一次收获的前景大大好于大面积受旱的去年。

9月份最新官方估算2008年小麦产量��为2250万吨，已低

于先前预测，但�期10月初的迹象显示进一步的��可

能使最终产量只有2100万—2200万吨。尽管如此，这一

产量水平仍大大高于大减产的2007年的1300万吨。未来

几周即将播种并将于2009年收获的次要夏粮作物�主要

是高粱和玉米�的早期前景显示面积将减少。由于目前

��作物播种面积扩大，昆士兰州南部和新威�士州北

部可用于夏播作物的休耕地减少。假设单产从2007�08年

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回归至正常水平，那么预测2008�09年

度高粱产量将�至略低于200万吨。

 

1 2006 25 2007, 2008 27  
2 200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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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部分谷物市场指标�����������������������������������������������������28

表 A2� 世界谷物库存量�������������������������������������������������������2�

表 A�� 小麦和粗粮部分国际价格（美元/�）�������������������������������������0

表 A�� 低收入缺粮国谷物进口需求量估算 - 2007/08年度或2008年������������������1

表 A5� 低收入缺粮国谷物进口需求量估算 - 2008/0�年度���������������������������

统计数字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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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 监 测 全 球 、 区 域 、 国 家 和 国 家 � 部 各 层 面 的 作 物 前 景 和 粮 食 安 全 形 势 并 就 迫

在眉睫的缺粮和紧急情况进��预警。本系统建立于 2 0世纪 7 0年代初世界粮食危机发�

之 后 ， 在 世 界 每 个 国 家 的 粮 食 供 应 和 需 求 的 各 个 方 面 都 收 集 保 留 着 独 具 特 色 的 数 据

库。本系统定期向政策�定�和国际社会提供当前的准确信息，�便及时筹划，防患	

未然。

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GIEWS

注：本报告是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处根据官方和非官方来源的资料负责编写的。不应将报

告的任何�容视为政府观点的陈述。本报告及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的其它报告均可见因特网，属粮农组织万

维网�www.fao.org�的一部分，其URL地址为：http:��www.fao.org�giews�。此外，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出版

的专题报告或特别警报可通过自动邮寄清单的形式通过电子邮件订阅，订阅详情可参阅	 http:��www.fao.org�

giews�english�listserv.htm。

敬请垂询：

罗马粮农组织商品及贸易司全球信息	

及预警处处长Henri	Josserand

直线传真：0039-06-5705-4495，	

电子邮件：GIEWS1@FAO.ORG。

或访问粮农组织万维网站�www.fao.org�：

http:��www.fao.org�giews�。

免责声明

本报告使用的名称和提供的资料并不

意味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任何国

家、领地、城�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

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