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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A.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的背景和框架  

1.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由二十国集团在法国担任轮值主席期间于 2011 年 6 月

启动，是《粮食价格波动与农业行动计划》内容的一部分 i。该举措旨在应对基本

大宗粮食商品国际价格的急剧上涨和波动，这一情况暴露了市场信息系统以及行动

和政策响应协调中的多项缺点，例如缺少关于作物产量、消费量、库存和出口量

的最新可靠数据和信息。  

2. 2011 年 9月 15和 16日，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在罗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举办启动会，会议通过了《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职责范围》 ii和《议事规则》 iii。

会议选举法国为第一主席国，选举粮农组织的 Abdolreza Abbassian 担任秘书。  

3.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的任务是，监测主要大宗粮食商品（小麦、玉米、稻米

和大豆）的全球供需形势，并在全球市场粮食安全风险较高时推动政策协调。为

实现以上两个目标，系统成立了两个小组：  

i) 全球粮食市场信息组，由系统参与国的技术专家组成，负责收集相关市场

和政策信息；  

ii) 快速应对论坛，由系统参与国的高级别代表组成，旨在推动市场不确定时

期的政策讨论，加强政策协调。  

4. 两个小组的支持部门是一个机构间秘书处，设在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

由若干国际机构和实体组成。1秘书处工作由粮农组织任主席的指导委员会进行管理。 

5. 为确保参与国代表全球粮食市场的较大份额，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和西班牙

（二十国集团永久观察员）邀请了另外七个国家加入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即埃及、

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和越南。28个参与国共占系统所涉

作物全球产量的至少 80%。 

II.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结果框架 

6. 秘书处工作受《总体计划》iv指导，其中规定了经参与国和秘书处指导委员会

批准的系统活动战略框架。  

7. 根据《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职责范围》，秘书处工作包括：提升系统所涉四种

商品的全球市场数据和信息的质量和可得性；分析全球市场形势和前景；参与国家

层面的能力建设活动；并推动参与国之间的政策对话，尤其是在市场不稳定时期。 

                                                 
1 除粮农组织外，秘书处现包括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国际谷物理事会（2012 年加入）、地球

观测组织全球农业监测计划（2016 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国际食物政策

研究所以及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危机高级别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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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2011-2019 年结果框架确立了五个主要目标：  

a) 收集市场和政策信息，包括建立、维护和持续改进关于商品平衡表、政策

信息和市场价格的三个合作性的数据库。主要产出是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市场数据库、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政策数据库和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

系统粮食价格监测和分析工具的特定价格序列更新。  

b) 制定相关方法和指标，方式是研究作物产量、库存和消费量估算以及市场

和政策驱动因素，以此加深对全球市场动向的理解。主要产出包括：用于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商品平衡表收集的统一方法，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指标

门户，以及若干项研究（文件列表见下文）。  

c) 加强参与国的市场信息系统，方式是向国家联络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

准则、培训材料和实践支持，生成高质量市场信息并实施新的方法和指标。

根据这一目标，秘书处不断与各联络点交流（通过电话、邮件或上门拜访），

要求提供月度数据；参与两个多年期能力建设项目（目标国是印度、尼日利亚、

菲律宾和泰国），改进数据收集和监测体系；并与系统特定参与国（以中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南非、泰国和越南为对象）开展交流计划，

为联络点培训如何汇总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商品平衡表。  

d) 传播信息改善政策制定，方式是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更好地

评估全球市场形势和前景。主要产出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市场监测

报告》，全球粮食市场信息组每年举办的两次会议，以及秘书处组织的各类型

外联活动（活动列表见下文）。  

e) 推动政策对话，方式是确保系统参与者之间定期交流及分享知识和最佳做法。

秘书处组织或推动的主要产出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快速应对论坛；参与国

在市场不稳定时期进行非正式政策对话；各国间就具体技术问题进行交流。 

9. 秘书处定期向全球粮食市场信息组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快速应对论坛提交其

工作进展报告。此外，对外部供资项目开展的两次独立评价v均发现农产品市场信息

系统的工作高度相关且质量优良。  

10. 最后，秘书处为其主要出版物《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市场监测报告》开展

的两次用户调查均确认了报告在全球粮食市场监测中的重要性。  

III. 活动和产出 

11. 在系统工作计划实施中，秘书处成员组织通过实物支持（据估计约 550万美元，

自 2011 年起主要以职工工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会议后勤形式提供）和资金捐助

（截至 2018 年 1 月共 160 万美元）推动系统运行。参与国也通过借调职工（据估计

约 100万美元）和提供项目资金（截至 2018年 1月共 170万美元）的形式支持工作。

提供资金支持的六个国家中，四国同意将其资源汇集至一个多捐助方信托基金中，

以减少行政管理费用并促进长期规划。  

http://www.amis-outlook.org/database/market-database
http://www.amis-outlook.org/database/market-database
http://www.amis-outlook.org/database/policy-database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tool/public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tool/public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1060212
http://www.amis-outlook.org/indicators
http://www.amis-outlook.org/indicators
http://www.amis-outlook.org/technical/en/
http://www.amis-outlook.org/technical/exchange-programme/en/
http://www.amis-outlook.org/amis-monitoring/monthly-report
http://www.amis-outlook.org/amis-monitoring/monthly-report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information-group/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rapid-response-for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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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会议和活动 

12. 秘书处组织各种类型活动，其职责是每年举办两次全球粮食市场信息组会议，

地点通常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秘书处还与相应主席合作组织快速应对论坛，至少

每年一次。除以上常规活动外，秘书处还组织各种类型的研究研讨、专家会议和

培训研讨。 

13. 秘书处自 2011 年系统创建以来组织了以下会议和活动。  

全球粮食市场信息组： 

 第一届会议：2012年 2月 9-10日，罗马  第七届会议：2015年 5月 14-15日，罗马 

 第二届会议：2012年 10月 2-4日，罗马  第八届会议：2015年 10月 19-20日，米兰 

 第三届会议：2013年 4月 23-24日，巴黎  第九届会议：2016年 6月 22-23日，罗马 

 第四届会议：2013年 10月 1-2日，罗马  第十届会议：2016年 10月 6-7日，罗马 

 第五届会议：2014年 5月 20-21日，墨西哥城  第十一届会议：2017年 6月 22-23日，罗马 

 第六届会议：2014年 10月 9-10日，罗马  第十二届会议：2017年 11月 13日，日内瓦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快速应对论坛： 

 第一届会议：2012年 4月 11日，墨西哥城  第四届会议：2015年 3月 26-27日，伦敦 

 第二届会议：2013年 2月 20日，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第五届会议：2016年 3月 10日，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第三届会议：2014年 3月 6日，堪培拉  第六届会议：2017年 2月 27日，柏林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研究研讨会、专家会议和培训研讨会  

 完善泰国和菲律宾的稻米数据：2013 年 12月 16-17 日，曼谷  

 关于库存计算的专家会议：2014 年 11月 21日，伦敦 

 关于数据记录及存档标准和工具的培训研讨会：2014年 12月 1日和 2015年 5月

25日，阿布贾 

 完善泰国和菲律宾的稻米数据：2014 年 12月 3-4 日，马尼拉 

 关于“通过在尼日利亚设计和执行用户友好型获取政策改善现有数据获取”

的三次培训研讨会：2015 年 1月 29日至 2 月 6日，阿布贾  

 为尼日利亚联邦和州级机构相关人员举办关于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工具和做法

的培训：2015 年 5月 13-14日，阿布贾  

 加强孟加拉农业市场信息工作，2015 年 6 月 30日，达卡  

 在中国举办关于库存和消费量计算的专家研讨会：2015 年 7月 6-7 日，北京 

 关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收集的培训研讨会：2015 年 10 月 5-8日，阿布贾 

 关于市场指标的专家研讨会：2015 年 11 月 12-13 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information-group/gfmi-feb/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information-group/gfmi7-may-2015/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information-group/gfmi2-oct-2012/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27144/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information-group/gfmi3-apr-2013/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409919/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information-group/gfmi4-oct-2013/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433027/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information-group/gfmi5-may-2014/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900380/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information-group/gfmi6-oct-2014/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1049293/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rapid-response-forum/rrf-april-2012/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2259/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rapid-response-forum/rrf-2-february-2013/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87948/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2247/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469122/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technical-workshops/rice-dec-2013/en/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70511/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8259/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7892/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3316/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3316/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3316/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7491/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7491/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87491/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08768/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08768/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95725/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295725/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35517/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35916/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35916/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45670/


CCP 18/INF/6 5 

 

 

 关于完善泰国和菲律宾稻米市场数据的最后一次研讨会：2015年 11月 23-26日，

曼谷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市场价格数据收集移动工具：2016 年 4月 4-7 日，阿布贾  

 作物监测和产量预测途径和方法：2016 年 5月 25-26 日，达卡  

 使用人工智能收集市场信息：2017 年 11 月 14日，日内瓦  

B. 报告和研究 

14. 除常规出版物外（例如一年十期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市场监测报告》

或偶尔发布的进展和监测报告），秘书处还为全球粮食市场信息组和农产品市场

信息系统快速应对论坛每届会议准备会议文件。仅会议代表可通过限制访问的网站

获取会议文件。2 

15. 此外，秘书处还在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公开网站上发表了若干研究论文、

准则和文献研究。完整列表如下。  

 《全球价格上涨期间国内谷物价格变化研究》（2011 年 11 月） 

 《期货市场信号变化：价格行为阐释》（2011 年 11 月） 

 《库存消费比-受全球谷物市场价格攀升影响强弱的指标》（2012年 10月） 

 《农产品期货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2013 年 10 月） 

 《改进粮食库存估算方法》（2013 年 11 月） 

 《粮食-乙醇-油系统中的非线性协整：来自平滑阈值矢量误差校正模型的证据》

（2013 年 12 月） 

 《改进饲料消费量估算：数据、方法和挑战（全球范围界定报告和国别案例

研究）》（2014年 4 月）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尼日利亚数据评估报告》（2014 年 5 月） 

 《国际商品基准和生产者价格》（2014 年 10月） 

 《作物产量预测：方法和体制》（2016 年 2月） 

 《制定一系列全球市场预警指标》（2016 年 3月） 

 《谷物库存调查的设计和执行准则》（2017 年 3月） 

 《粮食作物波动模式评估》（2017 年 3 月） 

 《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文献研究》（2017 年 6 月）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农场和地块一级作物产量预测方面的近期做法和进展：

研究》（2017 年 7 月）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供需平衡手册》（2017 年 11 月） 

  

                                                 
2 注册信息请联系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秘书处（AMIS-Secretariat@fao.org）。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345670/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410431/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410431/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410962/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410962/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1069729/
http://www.amis-outlook.org/events/detail/en/c/1069729/
http://www.amis-outlook.org/amis-monitoring/monthly-report
http://www.amis-outlook.org/amis-monitoring/monthly-report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en/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89/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88/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88/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86/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85/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80672/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84/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84/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84/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76/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76/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76/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76/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79959/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294272/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386062/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386062/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390612/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853675/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865876/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892793/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992163/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992163/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992163/
http://www.amis-outlook.org/resources-list/detail/en/c/1060212/
mailto:AMIS-Secretariat@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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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主要成绩 

16.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的创立宗旨是降低粮价危机的可能性和减小其影响。

系统启动以来并未发生重大市场波动，自然难以判断是否已实现目标，但有迹象

表明，系统可能对市场产生了镇定作用。本节讨论了秘书处和其他市场观察员认为

十分关键的三项主要成绩。  

A. 改进市场数据 

17.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出现之前，明显已经存在关于主要大宗粮食商品全球

供需形势的信息。然而，全球市场信息主要提供方（粮农组织、国际谷物理事会和

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有时不一致，偶尔还会互相矛盾。通过与以上数据提供方

密切合作，系统逐渐提高了信息可靠性，从关键指标的总体趋同中即可看出。  

18. 库存信息方面的趋同尤为明显，不同来源之间的差异明显变小。但努力实现

更高趋同性并不意味着数字最终会一模一样。事实上，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的优点

之一即，增加了磋商，可以公开指出仍然存在的差异，并解释为何这些不同观点

能够有效评估全球市场形势。  

B. 增强国家能力 

19. 可以说，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对提高各国粮食市场监测能力产生的影响最大。

对于某些系统参与国来说，供需平衡表仍然是新概念，所以这些国家从提交月度

数据后得到的指导以及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中受益匪浅。其他监测系统已经良好

运行的国家则将其分析范围由国家上升至全球，例如评估其作为粮食进口国或出口国

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  

20. 具体案例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商品平衡表大为改进；印度尼西亚

调整其玉米产量预测；中国加深了对其供应形势的理解；南非开始定期评估其市场

形势；欧盟开始应系统要求制定月度平衡表。  

21. 此外，系统国家联络点与地球观测组织全球农业监测计划联络点之间的合作

加强了卫星信息的采用，以便更好地进行农业监测，加拿大即为例证。  

C. 建立互信网络 

22. 或许最重要的是，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在大宗粮食商品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

之间构筑起一个互信网络。自系统创建以来，只有少数几个联络点发生人员变化，

因此同一批国家代表基本上在技术和政策层面无数次见面，这进一步增强了他们

的集体感和共同目标意识。  

23. 该网络在系统建立早期就已经受考验。2012 年，北美旱灾导致玉米和大豆

产量大幅下调，同时南欧炎热干旱引发对小麦产量的担忧。鉴于两区域对全球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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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举足轻重，很多观察员担心再次出现粮价危机。然而，当时情况与 2007/08年

不同，各国能够借助系统提供的论坛分析市场形势和讨论适当对策。尽管外界敦促

二十国集团采取行动，但系统参与国认为紧急会议会加剧市场不稳定状况，因此

当时决定不举行紧急会议，并反对仓促采取过去曾加重危机的出口禁令等政策行动。

2012 年的情况表明，系统可防止出现市场不稳定现象。  

V. 下一步工作 

24. 过去六年，系统十分受认可，被视为市场信息和政策对话的权威平台。证据是

外界一再呼吁系统扩大覆盖面，加入其它大宗粮食商品，甚至要求在可能情况下

拓展职责范围，例如在工作计划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贸易节点加入大宗粮食商品

实物贸易流量的监测。  

25. 尽管系统可能会开展新的工作，加强与各国合作以及各国间合作仍将是最为

重要的关注领域。系统蓬勃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利益相关方都积极通过以下方式

参与工作，例如定期分享市场和政策信息、参与系统会议并积极为互信网络做贡献。

系统秘书处及其所有成员组织愿满足各国需要和期望，为此，秘书处正与潜在捐助方

探讨多个供资方案，以期为系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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