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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 10月份玉米和小麦的国际价格普遍上涨。玉米价格因
2015年主要出口国产量预测进一步下调而受到支撑，
而关于黑海区域和美国2016年冬小麦作物播种期降水不
足的担忧则对小麦价格形成了支持。粮农组织稻米价格
指数在香米和粳米品种价格回落的推动下仍面临压力。

 ↗在南部非洲，10月份玉米价格继续上涨，达明显高于一
年前的水平，尤其是在南非和马拉维，原因是今年该次
区域大幅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

 ↗在中美洲，随着2015年主季作物收获完成以及进口改善
了供给，10月份白玉米价格大跌。但多数国家价格仍高
于一年前水平，这是由于受到第一季作物减产和第二季
收成前景存在隐忧的支撑。

 ↗在独联体和南美洲国家，本国货币疲软继续对国内谷物
价格施加上行压力，过去几个月本币贬值幅度最大的包
括哈萨克斯坦和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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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谷物价格

1 0月份，世界最大玉米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的

玉米出口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上涨。国际基准美

国玉米（2号黄玉米）的价格平均每吨172美元，

比9月份高出近4%，比去年同期高4.5%。价格上

涨的原因是主要出口国（特别是乌克兰）2015年

产量预测进一步下调。小麦价格走强也提供了一

定支撑。但随着2015年作物收获工作大体即将结

束，季节性下行压力显现，加之出口步伐疲软，

这制约了玉米价格的涨幅。在南美洲，10月份玉

米出口价格受到旺盛出口需求的支撑，而在黑海

区域，价格在季节性收获压力作用下出现回落。

10月份小麦出口价格进一步上涨，基准美国小

麦（2号硬红冬麦）价格平均每吨218美元，比9

月份上涨1%，但仍比一年前水平低了20%以上。

虽然10月下半月部分地区降下好雨，但对于天气

条件总体干旱可能影响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美

国部分地区冬小麦播种的担忧挥之不去，这继续

对价格形成支撑。但总体上看，全球库存充裕且

出口竞争激烈则继续对价格施加着压力。

10月份粮农组织稻米价格指数继续下滑，比9

月份降低7个点，即3.3%。稻米价格指数下滑主

要是受到香米和粳米的推动，该两品种的价格分

项指数分别下降了8%和5%。另一方面，低质籼米

价格分项指数则基本保持不变，而优质籼米价格

则反弹了1%。白米基准价格（泰国100%B级）是

走强的品种之一，10月份上涨了近3%，至每吨

376美元。泰国稻米的价格大多上行，越南也是

如此，原因是预期或已确认向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和马来西亚增加出口。相反，印度和巴基斯坦

的出口价格则由于新作物即将上市、采购意愿有

限而仍然面临压力。南美洲的价格稳中有降，出

口国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

10月份玉米和小麦国际价格普遍上涨，稻米国际价格则面临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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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价格预警

某一种或多种基本粮食商品价格处于异常高水平且可能对粮食获取产生负面影响的国家。

多米尼加共和国 | 豆类

萨尔瓦多 | 白玉米

豆类价格接近创纪录水平

10月份红豆和黑豆零售价格略微有所回落，但仍明显高

于去年同期水平约40%。虽然开展了进口，但由于在去

年原本旱灾减产的基础上又发生严重旱情，预计今年产

量将继续下滑，这对价格形成了支撑。

玉米价格仍处相对高位

1 0月份白玉米批发价格相对稳定，但仍高于一年前水

平，原因是第一季作物减产，而且对将于11月底开始收

获的第二季作物收成存在担忧，因为播种期受到厄尔尼

诺现象引发的严重旱情影响。

10/15 同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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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

10/15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0.7

-3.6

实际复合增长率

El Salvador, San Salvador, Wholesale, Maize (white)

-4.2

0.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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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 | 白玉米

10月份玉米价格大幅回落但仍高于一年前水平

随着2015年主季作物收获工作的完成和来自墨西哥（该次

区域最大生产国）及美国的进口货源流入，10月份白玉米

批发价格出现大幅回落。但价格仍明显高于一年前水平，

这是由于受到第一季作物减产的支撑；另一个支撑因素是

播种期厄尔尼诺现象引发严重旱情，从而产生了对将于11

月底开始收获的第二季作物收成的担忧。

10/15 同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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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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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hom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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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价格预警  延续

印度尼西亚 | 稻米
稻米价格处于创纪录水平

10月份中等品质稻米的价格进一步走强至创纪录高点，

原因是库存水平下降且当前正在收获的2015年淡季作物

收成减少。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旱情造成2016年主季

作物播种进展缓慢的担忧也对价格提供了一定支撑。为

稳定价格，政府于10月2日开始通过Raskin（为穷人提

供稻米）计划以补贴价格发放30万吨稻米。官方报告还

显示该国政府很可能将在今后几个月中进口稻米，用于

改善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

10月份玉米价格进一步上涨

10月份玉米价格在5月以来稳步上行的基础上继续较大

幅度攀升。10月份全国玉米均价比一年前水平高出90%

以上，仅比去年1月创下的历史高点低了4%。价格大涨

的原因是2015年第一季度长时间旱情造成今年玉米大幅

减产。虽然为稳定国内供给而增加了进口数量，但“农

业发展及供销合作局（ADMARC）”仍把玉米销售限量定

为每人20公斤并把玉米补贴零售价上调了约37%，这对价

格提供了进一步支撑。

10/15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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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

马拉维 | 玉米

10/15 同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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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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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wi, National Average, Retail,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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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

稻米价格仍然处于高位

10月份该国消费量最大的emata品种稻米的价格比一年

前高出近40%，接近创纪录水平。虽然随着2015年主季

收获工作的开局10月份稻米价格回落了6%，但价格仍明

显高于一年前水平，原因是7月份和8月初的严重洪涝使

作物蒙受损失，因此预计当季作物将减产。8月初为稳定

价格而中止的稻米出口在9月中旬已经恢复，这对价格施

加了进一步上行压力。今年早些时候，旺盛的进口需求

加之货币疲软把价格推向高位。

缅甸 | 稻米

10/15 同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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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hom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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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价格预警  延续

塔吉克斯坦 | 面粉
面粉价格虽近期回落但仍处高位

近期完成收获的2015年小麦作物获得好收成，这继续对

面粉价格形成重压，10月份出现一定程度回落。但该国

依赖进口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特别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进口，而过去一年中本国货币急剧贬值使得食品进口成

本提高，也抑制了面粉价格进一步回落。因此，10月份

的价格仍比去年同期高出约20%，若干市场的价格接近

创纪录水平。

10/15 同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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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

尽管出现大幅回落但白玉米价格仍高于一年前水平

10月份白玉米价格出现大幅回落，逆转了前几个月的上

涨势头。2015年主季收成大量上市对价格形成了压制。

但价格仍明显高于一年前水平，这是由于受到第一季作

物减产的支撑；另一个支撑因素是播种期厄尔尼诺现象

引发严重旱情，从而产生了对将于11月底开始收获的第

二季作物收成的担忧。

尼加拉瓜 | 白玉米

10/15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0.9

-2.6

实际复合增长率

Nicaragua, Managua (oriental), Wholesale, Maize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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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

10月份玉米价格在高位徘徊

10月份玉米价格上涨步伐有所放缓，涨幅仅为1%，但价

格仍明显高于一年前水平并接近进口玉米价格水平。价

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受到2015年减产的推动，货币

走弱也对总体涨势提供了支撑。由于预计播种面积减少且

厄尔尼诺现象大行其道而降雨预报不利，2017年作物的

收成前景也不如人意，这对价格施加了进一步上行压力。

南非 | 玉米

10/15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4.0

-0.6

实际复合增长率

South Africa, Randfontein, Wholesale, Maize (white)

2.3

-0.1

至

参照 :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hom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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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 | 玉米
玉米价格稳定但明显高于一年前水平

10月份玉米价格在此前几个月大幅上涨之后保持了相对

稳定，原因是“国家粮食储备局（NFRA）”投放的储备

粮和出口需求的减弱改善了市场供给。但价格仍为去年

10月份水平的两倍以上，原因是多数产区降雨推迟且失

常，造成2015年谷物产量低于常年水平，同时过去几个

月邻国的进口需求源源不断。燃料成本提高也对价格施

加了上行压力。

10/15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6.3

8.9

实际复合增长率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Dar es Salaam, Wholesale, Maize

0.0

-1.0

至

参照 :

国内价格预警  延续

乌干达 | 玉米
10月份玉米价格进一步上涨

10月份，玉米价格在9月份大涨的基础上继续攀升，明显

高于一年前水平。区域需求量巨大（特别是肯尼亚、南苏

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好布隆迪的需求）在过去几

个月中对价格形成了支撑。但10月份价格上涨步伐较上月

放缓，原因是近期肯尼亚的作物收获工作正在进行，因此

来自该国的出口需求有所下降。燃料成本提高和对将于12

月开始收获的第二季作物收成的担忧（原因是过去几个月

降雨低于常年水平）加剧了季节性价格趋势。

10/15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3.9

8.2

实际复合增长率

Uganda, Kampala, Wholesale, Maize

-6.4

-0.5

至

参照 :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hom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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