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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中期展望：趋势及新问题 

 

I. 引 言 

1. 全球农产品市场在历史上曾多次震荡。作物产量波动、国内和贸易政策扭

曲、需求特点缺乏弹性都曾引发国际价格大起大落，实际价格经多年发展呈现下

行趋势。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仍然有力应对了所面临的挑战，供养着不断发

展、日益城镇化和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地球居民，但仍有超过 9 亿的人口长期营

养不足。从 2000 年开始，根据粮农组织商品价格指数（已考虑通胀因素）评价，

国际市场的实际价格翻了一番。与能源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价格先后于 2008 年

和 2011 年达到两个峰值，居高不下且波动不止。这种情况下，全球农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未来 10 年如何应对，以及可能遇到哪些新的挑战。  

2. 农产品市场中期预测已经成为粮农组织面向农产品市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

的一项强化服务，以此作为政策讨论和资源规划的基础。为了评价并量化市场趋

势和新出现的问题，经合组织与粮农组织联手进行预测，每年出版《经合组织－

粮农组织农业展望》。这项工作融合了两个组织的商品、政策和国家专长，以及

合作成员国的投入，旨在对国家、区域和全球农产品市场的未来发展进行评估1。 

                                                 
1 本文所含信息是基于《2011－20 年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并结合了为编制 2012 年展望开展的

近期工作的最新情况。2012 年版展望将于 2012 年 6 月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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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宏观经济假设越来越多地影响农业市场预测 

3. 工业国家的中期经济预计将以年均 2%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增长前景则更为看好。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有望保持

年均约 8%的增长势头。继过去 10 年以近 7%的速度高奏凯歌后，最不发达国家的

经济增长预计将小幅回落到 6%左右。未来 10 年，全球人口年均增速有望减缓至

1%左右，但非洲人口增速仍为这一水平的两倍。增速放缓体现在各个区域；尽管

如此，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口到 2020 年还将增长 6 亿。未来 10 年中，最发达国家

的平均通胀率预计在 2%左右，但发展中国家会达到 5%。根据最新的中期预测，

原油名义价格在未来几年中将以 3%左右的年均增幅不断提高。美元持续走低加之

能源成本高涨将会刺激以美元计价的农产品价格上扬。  

III. 预测要点 

价 格 

4. 在诸多市场影响因素的作用下，中期农产品价格预计将保持高位运行。商

品供应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原油价格走高带动的投入品（化肥、农药）成本上涨，

这将导致产量和生产力水平增速放缓。这一因素，加之农业扩张带来的水和土地

压力，将会抑制产量增速。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将会扩大对农产品作为食品、饲料

和工业品来源的需求，包括生物燃料，因此供应增长疲软面对的是强劲的需求。

尽管价格高位波动的风险在短期来看可能有所减弱，但是任何预期之外的产量缺

口，特别是在主要的生产国，都可能迅速改变当前局面，再度引发高位波动和价

格激增。 

图 1：2012－2020 年各类农产品平均价格高于之前十年的水平  

（名义平均价格比照不同基期的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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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5. 过去 10 年中，主要温带商品和动物产品的产量总体年均增速为 2.6%。粮农

组织最新的评估预计未来几年中增速将放缓至 1.7%，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

家和工业国的增长势头明显减弱。人均产量增长预计将减缓至 0.7%左右。得益于

农业领域大力投入，近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总体产量增加已经超

过发达国家。预计这种趋势在未来数年中仍将保持。  

图 2：农业净产出年均增速放缓  

 

注：本文件中净产出按 2004－06 年初级商品生产价格计算，即产量减去种子和饲料。增长以最小二乘法计

算。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秘书处  

消 费 

6. 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增加、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以及新兴经

济体庞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富足，加之城市化不断推进，共同导致了膳食和消费模

式的转变。食品消费的重点正在由主粮转向油脂和畜牧产品，膳食中蛋白质和脂

肪的摄入量有所增加。这些趋势扩大了对植物油、肉类、糖类和奶制品的需求，

包括对于粗粮和油籽作为动物饲料的间接需求。预计消费涨势最大的产品为禽肉、

糖、植物油和部分奶制品，年均增速都将达 3%左右。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

水平差异显著。尽管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膳食消费水平趋于一致，但当前差异仍将

持续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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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的消费变化情况  

（消费量变化比例：2020 年与 2009－11 年平均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秘书处  

贸 易 

7. 从中期来看，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国，例如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欧

盟、新西兰和美国，在全球贸易中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农业领域大力投

入、探索利用农业生产优势的一些国家，包括巴西、巴拉圭、俄罗斯、泰国和乌

克兰，有望成为全球市场上的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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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各个区域在农业进出口额变化中所占比重  

 

IV. 商品综述 

人均谷物消费停滞不前，传统出口国仍在贸易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  

8. 从中期来看，全球谷物生产的年均增速将由近年来的 2.5%降至 1%左右，

人均增幅微乎其微。单产增长乏力和面积扩张受限是增速放缓的两个主要原因。

全球谷物产量的增速预计将会略逊于预期的年均消费增速，表明谷物市场供应总

体趋紧。尽管增速放缓，小麦产量在发达国家的传统产区仍将强劲上扬，对增量

的贡献率将达 60%。产量提高也将见诸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以及围

绕着黑海港口的地区。美国仍将主导全球的粗粮产业，特别是玉米，但阿根廷、

巴西、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和墨西哥的产量也将大幅提高。亚洲国家仍将

是主要的稻米生产国，执牛耳者为孟加拉、中国、印度和印尼。  

9. 发达国家将继续主导全球小麦和粗粮贸易。尽管产量所占份额逐步降低，

但粗粮贸易增长大部分仍来源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主导稻米贸易，在展望预

测时期内，预测的稻米和小麦贸易增长大多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很

多传统的小麦出口国贸易前景黯淡，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将保持主

导地位。受到饲料需求扩大的驱动，很多国家粗粮进口预计将大幅飙升，特别是

在中国、埃及、欧盟、墨西哥和沙特。部分情况各异的东南亚最不发达国家（包

括柬埔寨和缅甸），以及巴基斯坦和美国，将在稻米出口的预期增长中占有较大

比例。未来几年中，越南有望赶超泰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国。  

油籽产量增长明显放缓，出口市场上异军突起  

10. 面对粮价高企的局面，更多土地开始转向农业生产，因此世界油籽产量在

历经过去 10 年的强劲增长之后预计将进入平台增长期。尽管如此，全球产量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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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每年 2%左右的增速，新增油籽种植面积对产量提高的贡献率为 50%左右。受

强劲需求的拉动，全球植物油产量曾以年均 5%的增速突飞猛进，而目前预计增速

将回落至 2%左右。市场集中程度仍然很高，7 个国家（阿根廷、巴西、中国、印

度、印尼、马来西亚和美国）在产量扩大中所占份额为 75%。随着政府推行管理

措施引导更为有序的产能扩大，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产量预计将放缓增长势

头，但仍将占据 40%的全球植物油产量增长。到 2020 年，全球油粕粉的产量预计

会提高 20%左右，其中 70%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11. 过去 10 年中，全球油籽贸易年均增速都在 6%以上。从中期来看，油籽贸

易的增速将会放缓，因为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的出口将会放慢增长速度。同时，

巴拉圭和乌克兰等新兴出口国预计将会提高对于全球出口增长的贡献。由于对植

物油和动物饲料的需求不断扩大，中国的油籽进口仍将大幅提高。全球植物油出

口的增速每年接近 2%，多数贸易都是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南南贸易。  

未来数年中糖类产量增速将加快 

12. 未来几年中，糖类是为数不多的增速将超过之前水平的产品之一。预计产

量增速将会略有提高，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持续强劲的增长势头。全球糖类增产的

90%以上都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巴西将保持全球糖类生产霸主的地位，随后是

印度、中国和泰国。发达国家糖类生产预计将会放慢增长。生产周期仍将决定亚

洲糖类市场的晴雨表，有时会出现较大波动和价格不稳定。  

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预计将快速增长，  

主要是受到政府政策和方针驱动  

13. 全球乙醇和生物柴油生产预计都将以年均 5%的增速快速发展，生产原料主

要是粗粮、糖类作物和植物油。预计到 2020 年，生物燃料生产所需原料将消耗全

球 16%的植物油，14%的粗粮以及 34%的甘蔗产量。世界上最大的乙醇生产国是

美国，全球乙醇增量的 44%将来自于美国，其中一半以玉米为原料，另一半使用

的是纤维物质。巴西采用的是高度整合的甘蔗乙醇生产模式，对乙醇增量的贡献

率为 29%；欧盟乙醇生产的原料是多种材料的混合物，对乙醇增量的贡献率为

12%。除了这三个国家 /贸易集团外，中国、印度和泰国预计也将扩大生产。欧盟

是生物柴油的主要生产地，到 2021 年预计对生物柴油增量的贡献率将达到 47%。

在全球产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生产国还包括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印尼。  

肉类生产预计将强势上扬，但生产率提高有所放缓  

14. 肉类价格高于饲料成本意味着畜牧业的收益状况将有所改善，也更加有利

于加强牲畜存量，提高肉类产量。牲畜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单位产肉量也在快

速提高。预测表明多数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提高速度都将放缓，但肉类产量有望实

现强劲增长，禽肉产量将猛增 30%，牛肉和猪肉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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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未来 10 年中，由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提高、需求扩大，全球肉类贸易预

计将以 1.5%的年均增速向前发展。预计到 2020 年全球肉类出口将提高 20%左右，

主要是禽肉和牛肉贸易量的增加。预计发展中国家对于肉价提高会采取响应措施，

巩固作为肉类出口国的地位。日本仍将作为全球最大的肉类进口国，而中国、墨

西哥和沙特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与之相反，俄罗斯的肉类进口量将有所减少。  

奶制品消费增长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16. 与其他农产品发展趋势一样，全球奶制品产量的年均增速预计为 2%左右，

略低于过去 10 年的水平。增速小幅回调表明全球产奶动物存量增长缓慢，奶制品

单产的预期增长也无法弥补存量增长放缓带来的缺口。发展中国家预计将占到预

期增长的 80%，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也包括阿根廷和巴西。考虑到各国采用的奶

制品生产技术各异，奶制品生产增长方面当前的区域差异在预测时间段内仍将保

持。发展中国家在加工能力上的大笔投入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奶制品在未

来几年中将实现最快的产量增速。  

17. 全球奶制品贸易量占产量的比重仍然很低，并继续由发达国家主导，包括

澳大利亚、欧盟、新西兰和美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出口，主要是阿根廷、乌克兰、

乌拉圭和部分东欧国家，有望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渔品是增长最快的动物蛋白来源之一  

18. 未来几年中，水产养殖有望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在人类膳食消费中所占

比重也将超过捕捞渔品。目前水产养殖增速喜人主要是由于亚洲国家淡水养殖发

展迅猛，特别是越南。中国是最大的水产养殖产品生产国。在很多国家，水产养

殖的快速发展使其对饲料提出来越来越多的需求。  

19. 渔产品贸易活跃，预计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到 2020 年渔产品的出口能够

占到产量的 30%。传统上，渔品贸易都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但是随着

发展中国家需求扩大，这种趋势预计将会有所削弱。预计出口仍将主要来自于发

展中国家，水产养殖产量扩大将使出口的重心转移到亚洲生产国。  

V. 总结与不确定性 

20. 受多数发展中国家需求扩大和投入品成本上涨的因素影响，农产品价格比

前十年上了一个台阶，按实际和名义价格计算均是如此。商品价格高企已经传导

给消费者价格，但各国具体情况差异显著。商品存量仍将低水平徘徊，价格不稳

定已成为全球性关注。  

21. 全球人均农业产量预计将进一步提高，但增长较为缓慢。投入品成本上涨，

特别是肥料和其他能源投入品，以及土地和水的压力日益增大，都是产量提高的

制约因素。生产力提高预计将有所放缓，凸显了加大农业创新体制投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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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物燃料领域预计将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对农业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强。

未来全球生物燃料的发展将主要取决于能源市场的动态，包括能源供应的替代来

源。尽管如此，生物燃料市场，包括生物燃料原材料市场，都受到政策和税收的

严重扭曲。 

23. 本文阐述的结果是建立在影响农业环境的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主要假设

涉及未来作物产量、原油价格、生物燃料市场的发展、发达国家主要商品的政策

走向以及收入提高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假设。这些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差异可能导

致预测值发生变化，特别是价格以及农产品和食品商品的供给、需求和贸易。  

VI. 下一步工作及与成员国的合作 

24. 粮农组织的预测工作贯穿在就农业领域市场与新出现问题达成一致的更大

范围努力中。这些工作需要与粮农组织内部相关部门和国家合作伙伴进行交流。

鼓励开展广泛的规划，各利益相关方都要献计献策，以便提出相关问题，分析各

种方案并推进解决对策。  

25.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得到众多国家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他

们提供国家市场数据、政策发展动态，并对预测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希望成员国

更多地参与预测工作，粮农组织可为愿意加入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合作项目的所

有成员国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26. 粮农组织模型平台目前涵盖的主要是温带气候的基本食品商品。该平台应

与国家伙伴合作，拓宽覆盖范围，纳入更多各国各地区感兴趣的商品。粮农组织

愿意携手国际组织和国家机构，共同讨论可能的对策，将现有或新的模型工具纳

入模拟系统，拓展商品覆盖面，提高分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