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2. 人均食品消耗图 1. 农业净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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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扬波动已进入
第五年

市场驱动因素显示价格
将继续波动

向生产者传递市场信号
对供应方反应至关重要

提高生产率需要投资

由于主要产区作物产量出现缺口、存量下降导致供应短缺，同时发展中国家及新
兴经济国家经济增长重新上升刺激了需求，2010年8月商品价格再次急剧上扬。农
产品市场价格连续高度波动的时期已进入第五个年头。高位、波动的商品价格及
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显然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2010年11月20国
集团首尔峰会的讨论情况，及拟请2011年20国巴黎峰会审议的行动建议都明显反
映出这一点。

随着市场对价格上升导致获利增加作出反应，商品价格将会从2010—2011年的高
位回落，本期展望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今年的收成将是关键，但恢复生产平衡
尚需时日。在库存得到重建之前，价格继续上行的波动风险依然很大。本期展望
仍维持前几期的观点：今后十年农业商品实际价格与前十年相比可能会维持在一
个更高平台。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可能使全面实现粮食安全的难度更大，增加穷人
营养不良的风险。

对经历了几十年实际价格不断下滑的农业部门而言，商品价格上涨是个积极信
号，应能刺激投资提高生产率增加产量，以满足不断提高的食品需求。但供应方
反应受到投入物相对价格的制约，由于交易费用高或国内政策干预，国际价格上
升产生的激励信号并不总能传递到生产者。在某些主要产区，货币升值也对农业
部门竞争力产生影响，制约了生产回应(图1)。

迹象表明生产成本在上升，生产率提高在减速。能源成本及饲料成本都已大幅增
加。资源压力，特别是水资源及土地资源压力，也在加大。许多传统供应地区的
农业可耕地日益受限，只能转向较不发达地区、肥力较低恶劣气候风险较高的边
缘土地扩大生产。需要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以确保农业部门满足今
后不断增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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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预计将停留在
较高平台

食品价格通胀的关注

预计农业生产增长将
减速

渔业增长以水产养殖为
基础

发展中国家引领食品需
求增长

新兴供应国继续赢得市
场份额

要点

假设气候条件正常，对目前高价的预期供应方反应是，短期内农业生产就会增
加。商品价格应该会从2011年初的高位下跌，但预计与前十年相比2011至2020年
期间谷物（玉米）的实际平均价格仍将高20%，肉类（禽类）价格可高至30%。商
品价格上升趋势现已向商品链下游延伸，影响到了畜牧产品(图3)。

由于商品价格上扬贯穿整个食品链，近期数据表明多数国家消费者食品价格通胀
率都在上升，使整体消费者价格通胀率升高。较贫困群体的购买力受到削弱，引
起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及粮食安全的关注。

预计全球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将为1.7%，而前十年为2.6%。多数作物的增长率
都将下降，尤其是生产成本加大生产率提高减速的油料及粗粮作物。畜牧生产的
增长则接近于以前趋势。尽管增长减速，预计人均产量仍能每年增长0.7%。

全球主要作物产量提高的预期减速，将继续对国际价格施加压力。新兴供应国在
其现有技术基础上有很大增产潜力，预计会有更大的产量增长，但产量/供应变数
可能更大。在展望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份额将继续增加。

本期展望首次涵盖的渔业部门，预计全球产量至2020年将每年增长1.3%，增长低
于前十年，原因是水产养殖增长率下降至2.8%（2001至2010年期间年增长率为
5.6%），以及捕捞渔业产量将下降或停滞不前。预计2015年水产养殖将超过捕捞
渔业成为人类消费鱼类的最大来源，2020年将占渔业总产量（包括非食品用途）
的45%。与2008—2010年相比，至2020年捕捞鱼类平均名义价格将提高20%，养殖
品种则将提高50%。

因收入增加，人口增长减速，东欧、亚洲及拉丁美洲的人均食品消费增加速度最
快(图2)。植物油、食糖、肉类及乳制品需求量增加应最大。

主要在生物燃料议程及扶持政策驱动下，生物燃料的农业生产将继续强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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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2020年前农业商品的价格趋势（名义价格）



对生物燃料原料的需
求日增

农业贸易增长可能减速

本期展望仍有高度不
确定性

至2020年，估计全球13%粗粮、15%植物油、30%甘蔗产量将被用于生产生物燃料。
石油价格上升将促进生物燃料的使用，如果石油价格足够高，在许多国家即使没
有政策扶持生物燃料也将成为可行方案。

由于传统出口国产量仅略有增加，而进口国国内生产将有所提高，预计农业贸易
年增长率为2%，低于过去十年。增加最快的主要有东欧新兴出口国、中亚及拉美
国家。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各国因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
度，预计粮食缺口仍将扩大。

随机分析显示价格预测极不确定，对假设基础有高度依赖性，并表明价格上行风
险大于下行风险。该分析也确认，粮食主要出口国收成导致的产量变化是国际价
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去年出现的俄联邦和乌克兰干旱及火灾、美国气候过度潮
湿，证实市场平衡会被迅速打破。预计气候造成的作物收成变化将成为今后价格
波动的更关键驱动因素。

A) 原油价格涨跌 25% 对世界商品价格的影响（预测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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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谷物年产量增减5%对世界商品价格的影响（预测期平均值）

图 4. 模型情景揭示出本《展望》中的主要敏感因素



价格波动的诸多驱动
因素

提高生产率与抵御力，
减少浪费

改进市场信息、促进政
策协调

有针对性地保护穷人，
实施风险管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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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

本期展望审视了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力量(图4)，它们对生产者、消费者及政府
都有不确定性及风险。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价格波动都会对农业部
门、粮食安全及更广经济领域产生广泛负面影响。

 » 天气与气候变化—难以预料的气候条件是造成波动的最通常也是最重要因
素。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气候模式，但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尚不清楚。

 » 储存水平—长期以来储存在减缓商品短期供求失衡方面发挥着作用。当可获
得的储存量与使用量相比水平较低时，如现在粗粮的情况，价格波动就可能
加大。

 » 能源价格—由于在化肥及运输投入、生物燃料原料需求两个方面与能源市场
关系越来越大，能源价格波动也日益向农业市场转移。

 » 货币汇率—通过对国内商品价格产生影响，货币波动对世界各国的粮食安全
和竞争力都有潜在影响。

 » 需求增加—如果供应跟不上需求的增加步伐，就对商品价格产生上行压力。
随着全球各地人均收入提高，许多贫穷国家的提高幅度预计可达50%，食品需
求弹性将大大降低，需要更大价差才能对需求发生影响。

 » 资源压力—投入物成本增加，技术应用缓慢，生产发展转向边缘土地，双季
作物及灌溉用水受限等都制约着生产增长率的提高。

 » 贸易限制—进口和出口限制都会放大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

 » 投机—多数研究者一致认为，期货市场的高度投机活动会放大价格短期波
动，尽管对价格波动的更长期系统性影响尚无定论。

政策挑战

本期展望强调指出: 今后十年平均价格的预计上升，既是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巨大
挑战，也是粮食农业生产者的重大机遇。政策挑战是要促进提高生产率，尤其是
小生产者生产率，增强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减少浪费、向本地市场增加人
们支付得起的供应。需要对农业研发、农业机构及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以提高
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及应对天气/气候变化及资源缺乏的抵御力。也需要投资以减少
收获后损失。意识到波动将继续成为农业市场的特征，需要利用政策尽量减小波
动、限制负面影响。

 » 减缓波动—提高市场透明度能减小价格波动。需要更加努力地改进有关市场
前景的国际及国家信息与监测系统，包括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的商品生产、
储存及贸易数据。消除减少进出口限制、生物燃料补贴及任务等政策扭曲也
有助于减小价格波动。鉴于各种交易之间的协调措施极其重要，应该增加期
货市场的信息与透明度。

 » 管理波动—社会安全网能在粮价上升时帮助最脆弱的消费者，而生产者安全
网能弥补生产者的收入减少、维持其购买投入物及维持生产的能力。建立救
济贫民的针对性应急粮食储备有助于减小粮价上升的影响。需要加大力度建
立基于市场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有小生产者参加的期货合同及粮食期货交
易。各国政府也可采取保险等风险管理战略，在不利气候导致国内生产减产
时为进口食品提供资金，或利用期权合同锁定未来的粮食进口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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