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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法的说明

本次市场回顾中的数据和信息根据与贸易国国家来源和行业伙伴的交流、贸易数据监测公司和商品贸易统计
数据库的月度数据以及案头研究的二级信息和数据汇编。

关于主要热带水果全球贸易的详细表格以及关于数据来源和任何偏离基本方法的进一步信息，可在《2020年
主要热带水果统计简编》中找到。

本报告中的所有数据应视为临时数据。

前言

本报告每年分发给商品问题委员会附属机构政府间香蕉及热带水果小组热带水果分组的成员和观察员。报告
由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市场及贸易司负责相关工作的全球价值链团队编写，所载表格汇集联合国粮农组织现有信
息，并辅以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数据，特别是初步估计数。

牵头的全球价值链团队研究和分析全球农产品价值链并提供有关热带水果的经济数据和分析。定期出版物包
括关于香蕉和热带水果的市场回顾、前景评估和预测。该团队还协助发展中国家设计和实施关于农业价值链中负
责任商业行为的国家政策。

本报告可在粮农组织下列网页上查阅:
www.fao.org/economic/est/est-commodities/tropical-fruits/en/

http://www.fao.org/economic/est/est-commodities/tropical-frui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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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热带水果: 市场综述           2020年

2020年发展一览

	` 从现有数据和信息看，事实证明，四种主要热带水果的整体全球贸易情况显示出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 
疫情影响的抵御能力强于预期。

	` 全年数据显示，2020年主要热带水果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3.6%，以2014-2016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达到创纪录
的96亿美元。

	` 除菠萝外，出口增长由全球主要产区的充足供应支撑。菠萝出口似乎受到COVID-19疫情的不利影响。

	` 虽然面临疫情带来的挑战，总出口仍然强于预期，但各种商品的表现差异显著。

	` 从行业来源收到的报告和信息表明，疫情和相关防控措施导致一些供应链中断和进口需求受限，特别阻碍了中
美洲的出口。与前几年观察到的快速增长 相比，这些中断可能导致一些商品的出货量增长相对较低，并导致菠
萝出口下降，如下所示。

	` 不同商品的发展形势：
 ` 2020年，芒果、番石榴和山竹的全球出口增至220万吨，比2019年增长2.9%。
 ` 2020年，全球菠萝出口降至310万吨，比2019年下降7.9%。
 ` 2020年，全球鳄梨出口增至约230万吨，比2019年增长8.2%。
 ` 2020年，全球木瓜出口增至约35.3万吨，比2019年增长2.7%。

	` 2020年，世界平均出口单位价值上升，但鳄梨除外。由于全球供应超过进口需求，鳄梨的世界平均出口单位价
值比2019年低5.7%。

主要热带水果指芒果、菠萝、鳄梨和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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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1 示例请参阅：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201157/overview-global-impact-of-coronavirus/

本报告研究2020年全球主要热带水果贸易的全年
发展信息，并更新早前发布的《2020年主要热带水果初
步市场结果》。本报告中介绍的贸易数量数据系根据以
下来源汇编：各国对联合国粮农组织热带水果政府间分
组2021年问卷的答复；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库和贸易数据监测公司的数据；以及来自案头研究的辅
助数据和信息。调查结果包含截至2021年6月底的修订
数据和信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在持续监测全球主要热
带水果的贸易流，如果发布官方报告数据的修订版，将
更新这些结果。

现有数据表明，尽管COVID-19疫情及相关防控措
施对全球劳动力、供应链和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按
2014-2016年不变美元计算，2020年世界主要热带水果
贸易总额增长至创纪录的96亿美元，比2019年高约3.6%

（图1）。除菠萝外，该积极表现还得益于主要产区的丰
富供应。这些产区在前几年投资扩大生产，以响应迅速
增长的全球需求和有利可图的出口机会。然而，尽管
2020年出口市场的产品总体上持续供应，但据广泛报
道，供应链出现暂时和长期中断，需求萎缩，这尤其阻碍
了中美洲的出口。例如，国际航空交通急剧减少，严重阻
碍向欧盟运输芒果和木瓜；封锁措施导致酒店业关闭，

减少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主要进口方对菠萝的需求1。
另一方面，在零售市场上，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被认为
有助于免疫系统的营养丰富食物。这尤其支持了对鳄梨
的需求。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全球鳄梨出口在2020年达
到峰值；如果供应链、酒店业和收入没有受到疫情相关
限制，销量可能会更高。

从全球看，除香蕉外，菠萝、鳄梨和芒果仍然是
2020年出口量最多的三种热带水果（图2）。菠萝全球
出口量约为310万吨，在数量上仍然是主要商品，其在
世界贸易中的受欢迎程度主要是由极低的平均出口单
位价值驱动。然而，就价值而言，2020年，鳄梨占全球
主要热带水果贸易的50%以上（图2），因为这种水果的
平均出口单位价值明显更高，通常是菠萝的数倍（图3
）。2020年，按数量和不变价值计算，包括芒果、山竹和
番石榴在内的一组商品约占全球主要热带水果贸易的
29%。木瓜的出口量只有35.3万吨，在国际市场上仍然
只发挥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全球木瓜贸易在主要目的地
美国之外大幅扩张的一个主要障碍仍然是这种水果在
运输中高度易腐和易坏，这使得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产品
不太适合供应到包括欧盟在内的更远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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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十亿美元，以不变美元价值计算(����-����)

亚洲 南美洲 其他非洲

图	1 - 按区域分列的主要热带水果全球出口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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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价格

2 按各种商品的世界出货量加权平均出口单位价值计算。指示性出口单位价值仅说明市场行为，不代表实际价格，实际价格由现货或期
货市场决定。

所有四种主要热带水果的世界平均出口单位价值 
2继续密切反映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最明显的是，2020
年1月至4月，由于主要出口国墨西哥出现暂时供应短
缺，鳄梨的平均单位价值上升了46%，在2020年4月达
到每吨3400美元的峰值，但此后由于供应增加而回
落。2020年全年，鳄梨的平均单位价值比2019年低5.7%
，为每吨2397美元。与此同时，芒果的世界平均出口单
位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继续遵循全年的常规季节性变化。

但由于需求强劲，2020年的平均出口单位价值比上一
年高2%，尤其在美国，特别是下半年。与2019年相比，菠
萝的平均出口单位价值略有上升，平均提高2%，因为疫
情造成哥斯达黎加和菲律宾这两个全球主要出口国供
应中断，恰好抵消了美国、欧盟和中国进口需求的减少。
由于木瓜的主要进口国美国需求旺盛，木瓜的平均出口
单位价值略有上升趋势。 

菠萝 鳄梨 木瓜芒果、山竹果和番石榴

28% 39% 29% 4%

吨

28% 16% 53% 3%

美元不变价值(����-����)

图	2 - 主要热带水果 2020年临时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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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主要热带水果 世界指示性出口单位价值 (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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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简报

芒果、山竹和番石榴3

3 针对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商品分类不要求各国单独报告这一组
中的水果，因此官方数据仍然稀少。据估计，平均而言，芒果约
占总产量的75%，番石榴占15%，山竹占剩余的10%。

2020年，全球芒果、番石榴和山竹出口增至约220
万吨，比2019年高2.9%（约6万吨）。该组商品在主要热
带水果中出口增长第二快，仅次于鳄梨。主要驱动力是
南美供应国出口增长15.7%，2020年达到约55万吨。就
出口数量而言，芒果继续占全球出货量近90%。巴西和
秘鲁的有利生产条件导致供应增加，分别促进这两个
国家出口增长12.7%和19.2%（图4）。与此同时，全球芒
果主要供应国墨西哥的出口在2020年增长13.3%，达到
46.5万吨，相当于全球贸易总量的21%。所有三个供应
国 — 巴西、秘鲁和墨西哥 — 都以更低价格向美国出口
了更多芒果。美国报告说，2020年进口增长11.2%。平均
而言，墨西哥产芒果近90%出口到美国，其余主要运往
加拿大。与此同时，来自巴西和秘鲁的货物主要运往欧
盟市场，这两个国家只有大约20%至30%的出口运到美
国。在欧盟市场，巴西受益于其常年生产芒果的能力，包
括汤米·阿特金斯、凯特和肯特等在欧洲主要进口市场
广受欢迎的品种。据报告，2020年，巴西和秘鲁各自出
口总量约为24万吨，约占全球芒果、山竹和番石榴出口
的11%。与此同时，泰国的出口下降了18.4%，原因是疫
情造成供应链中断，影响了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是泰
国山竹的主要进口国。2020年，从泰国到中国的平均出
口单位价值为每吨1700美元，比2019年高约30%。从全
球看，山竹是这组商品中最昂贵的水果。由于中国进口
需求充足，2019年从泰国到中国的山竹出货量实现快
速增长，但2020年的大幅下降阻碍了这种水果的进一
步贸易扩张。和以前一样，番石榴在进口市场上的占有
率仍然很低，特别是因为这一水果不太适合运输。

现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鲜芒果、山竹和番石
榴的进口总量为200万吨，比2019年高6.5%。主要原因
是全球最大的芒果、山竹和番石榴进口国美国的进口增
加。继2019年增长11.2%之后，2020年美国的进口量达
到54.5万吨，相当于全球进口总量的27%。尽管美国经
历了与COVID-19疫情有关的困难，但业内人士报告称，
由于消费者的营养意识普遍提高，且认定芒果有健康益
处，因此对芒果（特别是有机芒果）的需求增加。作为全
球第二大芒果、山竹和番石榴进口国，中国的进口量在
2020年保持相对稳定，略低于38万吨（其中约78%为山
竹），相当于全球进口量的19%。考虑到世界市场主要山
竹供应国泰国出现出口供应链中断，2020年中国进口
的山竹减少19%，为29.4万吨。与此同时，中国从越南进
口的芒果增加，因为从胡志明港出发的海上路线基本上
没有受到疫情相关封锁和中断的影响。中国的芒果进口
量因此在2020年增长近5倍，达到8.4万吨，其中约80%
来自越南。与此同时，欧盟的进口受到与疫情相关供应
中断的严重限制，与2019年相比下降10.6%，尽管欧盟
市场两个主要供应国巴西和秘鲁的供应有所增加。欧盟
在全球进口中的数量份额从2019年的22%下降到2020
年的18%。

不包括山竹和番石榴的美国芒果指示性平均批
发价格（图5）继续反映2020年供求的季节性波动，尽管
变化频率低于往年。由于供应不足，价格在2020年10
月曾达到每公斤2.4美元的峰值，但由于总体上供应充
足，2020年价格总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具体而言，2020
年2月和11月出现两个明显的低谷，当时秘鲁和厄瓜多
尔的供应特别强劲。就全年而言，美国全年批发价格平
均每公斤比2019年低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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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芒果、山竹、番石榴: 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量

图	5 - 芒果: 美国 指示性平均批发价格 (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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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
全球菠萝出口似乎受到2020年COVID-19疫情的强

烈影响。现有数据显示，2020年出口总量为310万吨，比
2019年下降7.9%。全球两个主要菠萝出口国哥斯达黎
加和菲律宾的出货量均大幅下降，降幅分别为7.7%和
5.8%（图6）。业内人士报告称，两国的出口都受到封锁
措施造成劳动力供应减少和全球冷藏集装箱短缺的阻
碍。哥斯达黎加的出口量降至约200万吨，此外，欧盟和
英国的需求也有所下降，这两方2020年从哥斯达黎加
采购的菠萝分别减少约25%和16%。哥斯达黎加的菠萝
出口几乎完全以美国和欧盟为目的地，2020年51%的
货物发往美国，约37%发往欧盟。据业内人士称，美国和

欧盟需求萎靡，给哥斯达黎加菠萝产业带来巨大压力，
特别是难以承受订单取消损失的小规模农户。与此同
时，据报道，2020年菲律宾菠萝出口减少5.8%，至59.5
万吨。菲律宾菠萝的主要进口国中国和韩国的需求大
幅下降。这两个进口国在年初都实行了严格的封锁，港
口和仓库运营能力急剧下降，进口路线受阻。全年，从菲
律宾到中国的菠萝出货量约为20万吨，与2019年相比
下降6%；菲律宾对韩国的出口下降10%，至7.5万吨。菲
律宾菠萝对另一个主要进口国日本的出货量同期下降
1.8%，至21万吨。2020年，菲律宾对近东新兴目的地，特
别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菠萝出口
下降11%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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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热带水果: 市场综述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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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菠萝: 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量

据报道，COVID-19疫情的负面影响还波及非加太
集团几个非洲主要向欧盟市场供货出口国的货运。根
据现有数据和信息，2020年，向世界市场供应菠萝的主
要非洲供应国科特迪瓦的出口下降18.7%，降至2.6万
吨。同样，加纳的出货量在2020年减少57%，至约8 200
吨，而加纳此前是非洲第二大出口国。这两国尤其受到
法国进口需求下降导致先前商定的订单被取消的影
响。此外，加纳的出口很难与其他产地非常低的价格竞
争，2020年，从加纳运往法国的菠萝平均进口单位价值
超过每吨1 100美元，比法国从哥斯达黎加购买的平均
进口单位价值高约55%。与此同时，新兴菠萝供应国肯
尼亚的出货量在2020年增长114%，达到约2.24万吨，跃
升为非洲第二大出口国。大约70%来自肯尼亚的水果被
运往波斯湾国家，即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科威特，这些国家对新鲜热带水果的进口需求一直在 
增长。

鉴于这些困难，2020年全球菠萝进口减少到280万
吨，与2019年相比大约萎缩8.9%。业内人士报告称，美

国和欧盟这两个主要进口方广泛关闭酒店业，破坏了菠
萝的典型分销结构，导致进口需求明显减少。例如，在美
国，菠萝的餐饮业销售额约占总销售额60%4。在此背景
下，2020年美国进口下降3.4%，降至约100万吨，相当于
全球进口总量的37%。2020年，欧盟（欧盟27国，不包括
欧盟内部贸易）进口约75万吨，下降了11.7%，为2016年
以来最低水平。同样，全球第三大菠萝进口国中国的进
口量在2020年下降16.4%，至约21万吨，其中大部分降
幅来自菲律宾采购量的下降。

美国菠萝的指示性平均批发价格（图7）贴切反映
需求的下降，并呈现出全年整体下降趋势，从1月份的
1.59美元/公斤下降到2020年12月的0.92美元/公斤。总
体而言，2020年菠萝的年平均批发价格比上一年下降
4%，给竞争激烈的市场带来进一步下行压力。特别是在
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主要进口市场，零售点通常低价出
售这种水果，给生产商的利润率带来下行压力。

 

4 国际菠萝组织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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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热带水果: 市场综述            2020年

图	7 - 菠萝: 美国 指示性平均批发价格 (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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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梨
现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鳄梨出口增长8.2%，达

到约230万吨，主要生产国供应强劲。前几年，全球鳄梨
需求旺盛，出口价格有利可图。这是增长的关键驱动因
素，刺激了对主要和新兴产区的大量投资，种植面积扩
张。来自墨西哥的数据表明，2020年鳄梨产量增长4%，
与种植面积涨幅大致相同；该国鳄梨出口增长6.2%，达
到近140万吨（图8）。因此，贸易占墨西哥鳄梨产量的比
例从2018年的55%和2019年的56%上升到了57%。墨西
哥是鳄梨原产地，通常占全球总出口量的60%至65%，
因为它有能力在所有季节生产这种水果，并专注于质量
更高、在世界市场上需求更大的哈斯鳄梨。该国邻近美
国是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它使墨西哥在北美市场具有独
特竞争优势，并成为美国鳄梨的主要供应国。现有数据
显示，2020年，墨西哥约77%的鳄梨出口供应给美国，约
7%和5%分别供应给加拿大和日本，约5%供应给欧盟。
鉴于美国的封锁措施妨碍了对酒店业的销售，需求受
阻，2020年，墨西哥鳄梨的指示性平均出口单位价值比
2019年下降12.8%，为平均每吨2 178美元。

有利的天气和先前对扩大生产的成功投资也导致
秘鲁、哥伦比亚和肯尼亚这三个新兴鳄梨出口国的供
应大幅增加。2020年，这三国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出口增
长，合计约占全球总出口的25%。仅全球第二大鳄梨供
应国秘鲁2020年就占全球出口的18%，而前一年约为
15%。这是因为，2020年秘鲁出货量显著增长32%，达到
约41万吨，其中约52%运往欧盟市场。在全球需求下降
的同时，秘鲁强劲的供应形势导致该国鳄梨指示性平均
出口单位价值在2020年下降23%，降至平均每吨1 800
美元。这是从秘鲁到欧盟鳄梨出货量增加约35%的有

利因素。与此同时，从秘鲁到美国的供应量在2020年减
少7%，至7.9万吨。美国之前进口量约占秘鲁鳄梨供应
的27%，但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19%。据报告，2020年，
哥伦比亚的鳄梨出口增长73%，达到约7.7万吨，其中
86%销往欧盟市场。当年该国指示性平均出口单位价
值约为1 900美元，比2019年降低5%。与2020年指示性
世界平均出口单位价值2400美元 5相比，这个价格相当
低，助推了强劲出口。肯尼亚是全球市场上另一个新兴
供应国，也是非洲主要的鳄梨出口国。该国2020年出口
增长24.8%，达到约7.9万吨。2020年，肯尼亚一半以上
出口供应给了欧盟市场。该国平均出口单位价值非常
低，2020年约为1 455美元，比2019年低9%，因而获得
了竞争优势。其他全球重要鳄梨出口国是智利、以色列
和南非，主要供应欧盟，并受益于欧洲市场上墨西哥鳄
梨相对较少的情况。不过，2020年，智利的出口受到疫
情和智利中部严重干旱的影响。该国此前是世界市场
第三大鳄梨供应国，而2020年出口下降33%，至约9.7万
吨。同样，持续热浪和缺水使以色列2020年鳄梨收成的
数量和质量下降，生产和出口均受到影响。现有数据显
示，2020年以色列出口下降49%，约为1.8万吨。2020年，
南非鳄梨出口萎缩1.4%，为4.73万吨，报告的原因是疫
情影响了开普敦港的运作以及难以获得冷藏集装箱。

现有数据和信息显示，2020年全球鳄梨进口量增
长6.9%，达到约230万吨。美国和欧盟这两个主要进口
市场分别吸收全球出货量的48%和25%。在这两个市
场，家庭以外的消费占鳄梨消费总量的很大一部分，因
此，相关需求很容易受到广泛实施的封锁措施的影响。

5 注：指示性世界平均出口单位价值包括再出口数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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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热带水果: 市场综述           2020年

图	8 - 鳄梨: 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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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欧盟最大的鳄梨消费国法国，据报告，三分之一
的鳄梨供应用于家庭以外的消费 6。据估计，这一比例在
美国甚至更高。然而，尽管餐饮销售减少，现有数据和信
息表明，鳄梨在两个主要进口市场表现积极。美国和欧
盟鳄梨供应充足，相对价格较低，而且人们认为这种水
果有极高营养价值和健康益处。这些因素支撑了需求。
据报道，为应对疫情引发的健康关切，消费者更倾向于
购买被认为有助于免疫系统的营养丰富食物。根据现有
数据和信息，2020年美国进口增长1%，达到110万吨的
峰值，尽管指示性平均进口单位价值下降了12.4%。平
均而言，美国90%的鳄梨进口来自墨西哥。与此同时，欧

6 https://www.fruitrop.com/en/Articles-by-subject/Direct-
from-the-markets/2020/The-impact-of-covid-19-measures-
on-fruit-and-vegetables-distribution-in-France

盟（27国）的进口量增长13.8%，达到约59.2万吨。欧盟主
要贸易中心之一荷兰从秘鲁和哥伦比亚的进口分别增
长44%和75%。在欧盟内部，德国的增长尤为强劲，2020
年进口增长29%，达到约12.6万吨。新兴鳄梨消费国也
出现大幅增长，尤其是意大利和波兰，2020年这两国的
进口分别增长18%和10%，购买量分别达到约2.9万吨
和2.5万吨。这三个国家主要采购从荷兰再出口的鳄梨。

2020年美国鳄梨的指示性平均批发价格（图9）比
上一年低16%。价格在2020年3月达到每公斤4.91美元
的峰值，当时墨西哥的供应量很低。但在这一年的剩余
时间里，价格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在2020年12月达到每
公斤3.13美元的低谷。每公斤3.97美元的年平均价格大
大低于前几年。前几年价格波动较大，峰值通常在每公
斤 5至9美元之间。

https://www.fruitrop.com/en/Articles-by-subject/Direct-from-the-markets/2020/The-impact-of-covid-19-measures-on-fruit-and-vegetables-distribution-in-France
https://www.fruitrop.com/en/Articles-by-subject/Direct-from-the-markets/2020/The-impact-of-covid-19-measures-on-fruit-and-vegetables-distribution-in-France
https://www.fruitrop.com/en/Articles-by-subject/Direct-from-the-markets/2020/The-impact-of-covid-19-measures-on-fruit-and-vegetables-distribution-in-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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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热带水果: 市场综述            2020年

图	9 - 鳄梨: 美国 指示性平均批发价格 (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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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

现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木瓜出口略有增长，
增幅为2.7%，达到约35.3万吨。背后的关键原因是全球
最大木瓜出口国墨西哥持续增产。据报道，2020年该国
木瓜产出增长3.2%，达到110万吨，主要原因是产量增
长2.4%。虽然墨西哥大部分木瓜用于国内消费，但该国
2020年出口增长4.7%，达到约17万吨（图10），相当于全
球出口的48%。几乎所有墨西哥木瓜的出口目的地都是
美国。美国是全球最大木瓜进口国，2020年占全球进口
总量约55%。向世界市场供应木瓜的第二和第三大国
仍然是危地马拉和巴西，这两个国家2020年分别出口
约5.5万吨和4.4万吨木瓜。2020年，大约70%来自危地
马拉的木瓜运往美国。Tainung品种的木瓜因其适应性
强、质量稳定且扛得住运输，而继续受到美国市场欢迎。
危地马拉剩余的木瓜主要销往邻国萨尔瓦多，那里的国
内产量仍然很低。但是，疫情显著影响了2020年两国之
间的贸易流动，数据显示，从危地马拉到萨尔瓦多的木
瓜运输下降26%。因此，2020年危地马拉木瓜出口总量
下降11%。与此同时，全球木瓜主要生产国之一巴西的
出口在2020年收缩1.2%。巴西出口木瓜主要以欧盟为
目的地，2020年只有约4%供应美国。美国进口巴西木瓜
的平均进口单位价值为每吨1 342美元，不如墨西哥产
品有竞争力。墨西哥木瓜的平均进口单位价值为每吨
583美元，大大低于巴西。不过，巴西大部分木瓜生产是
为了迎合国内市场，因为国内需求仍然很高。

2020年，世界市场第四大木瓜供应国马来西亚的
出口报告增长18.2%，达到约2.25万吨。原因之一是该
国木瓜种植面积略有扩大，使2020年产量增长1.3%。不
过，随着出口强劲增长，2020年平均出口单位价值下降
16%。2020年，该国木瓜出口总量的约98%运往全球第
二大进口国新加坡。在当地，木瓜是四种主要热带水果
中最受欢迎的，排在芒果和菠萝之前。

据报告，2020年全球木瓜进口量保持相对稳定，
总计约32.3万吨。现有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进口增长
1.1%，达到17.8万吨。与芒果和鳄梨一样，美国对木瓜的
需求支撑源于消费者更为重视健康和营养，他们认为木
瓜富含维生素C。与此同时，欧盟（27国）的进口在2020
年下降4%，至约3.5万吨，原因是疫情导致国际航空运
输中断，这对高度易腐木瓜的长途运输特别有害。由于
欧盟木瓜价格受到空运成本的显著影响，来自南美的航
班数量大幅减少导致2020年单位价值上升。例如，2020
年，欧盟内两个主要进口国荷兰和德国的指示性平均进
口单位价值分别增长8%和7%。尽管欧盟是全球第二大
进口市场，但消费者对这种水果的认知度仍然很低，这
进一步阻碍了2020年的进口增长。因此，推广这种水果
及其营养功效将是支持木瓜进口需求和进一步增长的
关键，特别是在欧盟。

2020年，美国木瓜指示性平均批发价格（图11）继
续呈上升趋势，全年平均为每公斤7.94美元，比2019年
高4%。价格显示出强劲上涨趋势，特别是在年底国内当
季水果较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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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热带水果: 市场综述           2020年

图	10 - 木瓜: 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量

图	11 - 木瓜: 美国指示性平均批发价格 (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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