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与粮食供

应链面临的风险：如何应对？ 

目前的状况 

目前，各国已纷纷关停经济，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超市货物供应尚且

充足，但若疫情久拖不决，则可能会迅速给粮食供应链带来压力，给处于这复杂网络各

环节的农民、农资、加工、航运、零售等各方带来损失。由于港口纷纷关闭，航运业

已经放缓，未来几周内，物流障碍可能会扰乱供应链。 

为避免发生粮食短缺，各国必须保持粮食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与 2007-2008 年全球

粮食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并不缺粮。主粮商品供应运行良好，应将粮食运到最需要的地

方。限制贸易不仅没有必要，还会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造成市场恐

慌。对于需要由工人（而不是机器）生产的高价值商品，各国必须在维持生产和保

护工人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在各国在抗“疫”的同时，还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粮食供应链正常运转。 

应采取的行动 

第一，健康是重中之重。各国必须尽可能加强检测，并采取隔离措施，减缓疫情蔓

延。第二，各国应满足最弱势人群的需求，因为疫情控制措施会严重削弱经济。第

三，各国必须保持粮食供应渠道的畅通，优先考虑粮食部门从业者的健康及产出。以下

是具体建议。 

扩大和完善紧急粮食援助和社会保护计划 

由于最弱势群体需要日薪收入来维持生存，援助和保护措施可为他们提供缓冲

保护，帮助他们按规定居家隔离。随着企业大规模裁员，很多家庭的吃饭问题越发

严重。目前已有 160 多个国家全面关停学校，全球 87%以上的学生受到影响。这意味着

校餐因此而取消，而校餐往往是弱势家庭孩子唯一的营养来源。校餐供应商和餐饮业

者也因此而失去了收入。 

需要尽早提供紧急援助，遏制病毒的蔓延，并在灾后恢复期间保护生计。在人们

居家隔离之际，应动员食品分发站和社区团体，在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的支持下，

向他们递送或邮寄食品。可利用送货机制向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者提供其他实物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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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防护用品包等。从长远来看，各国需要投资改善整个粮食供应链对于突发疫情的

防范，不仅要应对传染病的直接威胁，还要降低营养不良对健康造成的间接损失。 

对于弱势家庭而言，在危机到来时，尽早向其一次性或多次发放现金，可以减轻危

机的全面冲击。发放现金可以帮助他们在疫情缓解之前渡过难关，在社会服务中断时期

尤其如此。利用移动支付系统转账，而非当面发放现金，是确保快速交付、尽量减少人

员接触的理想选择。同时也需要放宽弱势家庭的纳税和按揭付款要求。应扩大社会保护

计划，帮助那些以前没被纳入社保、如今极度脆弱的群体，包括老年人口。发放补充款

项来弥补收入损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提供援助时，应暂时取消任何附加条件。 

截至 2020 年 3 月 20日，共有 45 个国家出台或扩大了安全网计划，以应对疫情。实

例包括： 

• 意大利推出了 250 亿欧元的救助计划“救治意大利”（Heal Italy），向下岗人

员伸出援手，暂停要求支付个人和企业抵押贷款，并取消债务。该计划还包括向

有 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一次性发放 600欧元。 

• 美国正在实施一项 2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向大多数成年人一次性

发放 1200 美元，向每个儿童额外发放 500 美元，并扩大失业保险范围。在此之

前，美国已经推出一项 1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允许工人紧急带薪休假。 

• 法国正在协助家长居家照顾孩子，并为自我隔离的人放病假。 

•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正在向全民一次性发放现金。 

• 葡萄牙正在为个体经营者每月发放 1097 欧元，最长可达 12个月。 

• 中国加快了失业保险的发放速度，扩大社会救助计划，将贫困户纳入救助范围，

同时允许企业暂停缴纳社保费。 

• 秘鲁发行了一只保护 300 万脆弱家庭的债券，并在现行“Pensión 65”等计划的

基础上，向老年人预付养老金。同时，除了由国家发放现金外，还为脆弱家庭提

供一项补充津贴。 

支持小农提高生产力，并通过电商渠道开拓粮食销路 

限制移动让农民无法进入市场购买农资或销售产品。新鲜农产品积压于农场，造成

粮食损失。季节性农民工禁足不出，造成劳动力短缺。2014 年暴发的埃博拉疫情也正是

因此而扰乱了西非的农产品市场链，导致粮食短缺，价格上涨。现在的非洲尤其脆弱，

沙漠蝗虫的侵袭已经威胁到非洲大陆的粮食供应。在中国，物流受限和劳动力短缺已造

成新鲜蔬菜损失，动物饲料的获取渠道受限，屠宰场的产能下降。 

各国必须采取以下核心措施。首先，各国应使农产品集散中心更接近小农生产者，

以减少出行需求。集散中心应具备较强的吞吐能力。食品分发站具备相关知识，并与从

事订单农业生产的农民协会建立了横向和纵向协调机制，因此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第二，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3-10/conte-calls-on-ecb-to-do-whatever-it-takes-against-coronaviru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6/world/coronavirus-news.html?action=click&module=Spotlight&pgtype=Homepage#link-444ff0b2
https://www.service-public.fr/particuliers/actualites/A13890
http://www.ugogentilini.net/wp-content/uploads/2020/03/global-review-of-social-protection-responses-to-COVID-19-2.pdf
http://www.ugogentilini.net/wp-content/uploads/2020/03/global-review-of-social-protection-responses-to-COVID-19-2.pdf
https://home.kpmg/cn/en/home/insights/2020/02/china-tax-alert-15.html
https://rpp.pe/economia/economia/onp-este-mes-se-adelantara-el-pago-de-pensiones-noticia-1248988
https://rpp.pe/economia/economia/onp-este-mes-se-adelantara-el-pago-de-pensiones-noticia-1248988
https://rpp.pe/economia/economia/onp-este-mes-se-adelantara-el-pago-de-pensiones-noticia-1248988
https://www.pension65.gob.pe/
https://rpp.pe/economia/economia/onp-este-mes-se-adelantara-el-pago-de-pensiones-noticia-1248988
http://www.fao.org/3/ca6030en/ca6030en.pdf
http://www.fao.org/3/ca6030en/ca603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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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建立仓单系统，让农民凭仓单提款。第三，各国应加快发展面

向小农的电子商务。1 第四，必须确保小农有机会获得资金，继续开展生产。 

一些国家正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缺乏对小农的明确激励措施。需要向农

民发放现金，并推出安全网计划，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银行应该对农民贷款免收手续

费，并延长还贷期限。农业部门提供纾困资金，可以帮助中小型农业继续经营。改善

仓储有助于减少供应链上收获后环节的粮食损失。应消除对国内贸易的任何限制，包

括清除官僚主义壁垒，以便将小农与市场联系起来。 

政府应满足小农和农村家庭的基本能源需求。对许多农村儿童而言，学校停课也意

味着他们无法获得健康膳食。对生产者而言，这意味着失去收入。地方政府必须考虑采

取校餐替代方案，比如送餐上门，以保持生产者的就业和孩子们的营养。在紧急情况下，

政府可以向小农采购农产品，建立战略应急储备，特别是非易腐商品，以增加粮食供应。

即使在学校停课期间，此举也便于实施安全网计划，保证校餐不中断。 

各国应制定措施，确保农场工人的安全。现场派驻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可以确保

工人不生病。如有可能，应对工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如能上门提供新冠病毒检测，

则更为便捷。政府应加快农民工通行证发放速度，以防止农场和工厂发生劳动力短缺，

即使这样做似乎有违常理。种植农场和仓库应谢绝访客。商店应缩短营业时间，实行

轮班工作制，并将送货服务增加一倍。仓库和加工厂应该重新布置内部空间，确保工

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卫生专业人员应给员工测量体温，并确保他们戴上口罩、手套

和其他防护用品。 

贫困国家可以寻求国际供资渠道，支持小农户。目前存在一些供资机制，如 2007-

2008年粮食危机后设立的“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就是为了应对此类突发情况。 

中国和意大利为保护小农及其农业生产力所采取的行动值得一提。 

中国 

• 中国在封城期间采取了“菜篮子工程”政策，以减轻病毒对小农的影响，并将食

品短缺控制在最低限度。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就在郊区扩大蔬菜种植基

地，建立蔬菜储备，增加城市新鲜农产品的供应量。依托“菜篮子工程”，九个

省的农民和商家合作，向疫情中心湖北省供应粮、油、肉、菜、奶、蛋、水产品。 

• 一些地方政府统一采购，对县级合作社的禽畜屠宰和冷链储存进行集中管理，并

全额补贴仓储费用。 

• 电商平台为积压农产品打开销路，助推销量。例如，中国电商阿里巴巴设立专项基

金，帮助农户为滞销农产品寻找销路，并建立专门的生鲜农产品“绿色通道”。 

 
1 阿里巴巴集团、京东、美团网、美团点评等企业通过一款“超级 APP”将购物行为转至线上，改变了中国消费者的购物

行为。截至 2019 年，中国的电商渗透率达到 36.6%；71%的中国消费者主要通过智能手机 app 进行网购。智能手机应用占

电子商务交易的 80%。 

http://www.fao.org/3/a-i3339e.pdf
http://www.fao.org/3/a-i3339e.pdf
http://www.fao.org/3/a-i3339e.pdf
https://www.gafspfund.org/
https://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0-08/18/content_11173854.htm
http://en.people.cn/n3/2020/0310/c90000-9666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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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发放了 2000万美元的农机具购置补贴，用于振兴农业。中国向

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减免租金，以发展高科技农业技术，如农业无人机和无人

驾驶汽车等，在减少人员接触的同时，保持供应链的运转。 

意大利 

“救治意大利”计划包含若干项支持农业部门的措施，可对现有国家政策形成

补充，确保农民获得农业服务，包括种子和化肥的供应。 

该计划拨出 1 亿欧元，支持不得不暂停经营的农业或渔业公司，另外拨出 1 亿欧

元用于融资。通过该计划，农民可从欧盟的农民补贴中获得预付款。该计划将欧盟向

贫困人口发放食品的预算提高了 5000万欧元。计划的措施之一是向有短期合同的农业

工人发放 600欧元。 

重点解决关键物流瓶颈问题，确保食品价值链正常运转 

食品价值链大致可分为两类：主粮商品（小麦、玉米、大豆和油籽）和高价值商

品（水果、蔬菜和渔品）。主粮商品生产为资本密集型，新冠病毒防控禁足令导致的劳

动力短缺问题对其生产影响较小。但是，由于粮食的跨市、跨省、跨地区、跨国运输受

到阻碍，产品的物流配送受到影响。 

而高价值商品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生产。所以当员工生病或当地工人和农民工

因封城而无法出行时，这类产品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高价值商品容易腐烂，物流

障碍会扰乱食品供应链的运转，对其影响更大。高价值商品供应链环节之一是劳动密集

型食品加工厂。目前，大部分分拣包装线都不符合安全社交距离要求。 

主粮商品库存充足（见图 1）。2020 年的收成前景良好，可保证粮食的可供性。然

而，供应链物流中断问题正在出现。例如，阿根廷中部的罗萨里奥是阿根廷主要的谷物

出口中心，也是主要的大豆产区。阿根廷是世界最大的豆粕饲料出口国。最近，罗萨里

奥附近的几十个市政府封锁了谷物运输卡车进出城镇的道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许多

地方政府以健康风险为由，对联邦政府解除道路封锁的命令置之不理。大豆因此无法运

往压榨厂，影响了阿根廷豆粕饲料的出口。同样，在另一个主要的主粮商品出口国巴西，

也有报道称，物流方面的障碍使粮食供应链面临风险。从全球角度看，如果像巴西的圣

多斯或阿根廷的罗萨里奥这样的主要港口关闭，则将给全球贸易带来灾难。简而言之，

主要的主粮商品出口国需要尽一切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物流中断，使主

要主粮商品的国际贸易畅通无阻。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发现并解决这些瓶颈的

机会。需要对供应链中的物流环节进行适当检测并给与特批，确保贸易通畅。应将港口

工作人员视为必要人员，需要采取适当的卫生和安全措施，包括开展检测、提供防护用

品，并要求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国际市场企稳。多边开发银行和主要捐

助方有责任支持主粮商品出口国采取这些措施。 

https://www.cnbc.com/2020/03/10/chinese-agriculture-drone-makers-see-demand-rise-amid-coronavirus-outbreak.html
https://worldcrunch.com/coronavirus-1/covid-19-and-closed-borders-italy39s-agriculture-at-risk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argentina-grains/update-1-supply-of-soy-to-argentine-livestock-feed-factories-down-by-half-and-falling-idUSL1N2BK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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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全球主粮库存 

 
资料来源：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高价值商品的供应链更加复杂，各国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将其确定为优先部门，并

确保农民工能够进入农场和工厂。各国必须找到最佳途径，在维持生产和保护工人安全

之间取得平衡。 

解决贸易和税收政策问题，保持全球贸易开放 

依赖进口粮食的国家很容易受到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航运放缓，二是因为本国货币

对美元汇率下跌，购买力随之降低。大多数国家的粮价可能会上涨。在漫长的封城期中，

食品价格可能会突然剧烈震荡。在中国，继政府实施封城令之后，恐慌性购买导致食品

价格飙升。在意大利，对面粉和罐头食品的需求量激增，导致新鲜农产品销售困难。 

各国应立即审查贸易和税收政策备选方案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为粮食贸易营造

有利的环境。在 2007-2008 年粮食危机期间，由于缺乏有关市场情况（生产、库存、消费、

贸易、价格）的信息，加上各国的政策干预措施缺乏协调，造成了粮食贸易的中断和

粮价上涨。如今，各国都可以访问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AMIS），了解主要主粮库存

和价格的最新信息。各国开展合作有助于防止发生 2007-2008 年期间的以邻为壑政策。

一些大国提高了出口税，并采取出口限制措施，这不仅恶化了较小贸易伙伴的处境，

而且对每个人而言都是雪上加霜。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全球各地的贫困人口负担过重，

对人类发展和经济生产力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https://app.amis-outlook.org/#/market-database/supply-and-demand-overview
http://ebrary.ifpri.org/cdm/ref/collection/p15738coll2/id/131393


粮农组织。2020。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与粮食供应链面临的风
险：如何应对？罗马。https://doi.org/10.4060/ca8388zh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与粮食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如何应对？ 

保持全球粮食贸易的开放，对于保持粮食市场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应取

消现有的出口限制，包括出口禁令。各国政府应从 2007-2008 年的粮食危机中汲取经

验教训，妥善应对当前危机。如果一个国家开始设置壁垒，其他国家会纷纷效仿，这

对市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应取消有害的进口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降低进口关税有

利于进口，因此有助于解决粮食供应不足和粮价上涨的燃眉之急。各国还应该暂时降

低增值税和其他税收，帮助稳定世界粮食市场。 

管理宏观经济影响 

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因疫情而大幅下滑。受此影响，生产减少，进而对供应

造成冲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成品生产国，中国工厂的关闭意味着制造从手机到汽车等

产品所需的零部件断供。需求方面也面临冲击。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收入减少

和不确定性会导致经济衰退。 

由于采取了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许多经济体已经陷入衰退。但必须先控制住

疫情，经济才有望复苏。事实上，各国必须愿意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以尽量减少疫情

的影响，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在各国以积极的公共支出应对这场卫生和经济危机时，需要抑制通货膨胀，特别是

降低粮价上涨的风险。各国政府应评估其纾困和刺激计划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确保

不出现赤字。同样，还必须确保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如果粮价上涨，各国在采取应对

措施时，应认真评估其财政措施。 

疫情还可能给较贫穷的国家和已经遭遇粮食危机的国家带来更沉重的负担。这些

国家需要获得国际财政支持，才能在不高筑债台的情况下，进口更多的粮食。 

疫情让全球各国措手不及。然而，通过保持供应链的运转，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以保持贸易开放，各国可以防止粮食短缺，保护最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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