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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 小麦出口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原因是全球需求持续
旺盛，而出口供应收紧。由于贸易活动略有恢复，国际
稻米价格在2021年8月创下的多年低位水平上小幅上
涨。尽管一些主要出口国的收成前景有所改善，但国
际玉米价格仍走高。 

 ↗ 在东非，9月，粗粮价格保持稳定或出现上涨，价格普遍
高于一年前水平，其中，苏丹和南苏丹的价格仍处于异常
高位。由于供应收紧，乌干达的价格远高于去年同期水
平，埃塞俄比亚的价格也同比大幅走高，主要原因是宏
观经济形势艰难，以及一些地区的冲突对贸易造成冲击。

 ↗ 在西非，9月，一些国家的粗粮价格趋于稳定或出现回
落，原因是主季收成进入市场。然而，由于国内和出口
需求强劲，生产成本高企，以及冲突旷日持久，该分区
域的价格仍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价格预警级别:           高度            中度   [基于GIEW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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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所掌握的最新价格数据不超过两个月时效时才会发布预警。       

资料来源：GIEWS，根据联合国标准修改，2021年。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home/zh/
https://www.fao.org/3/cb7115en/cb711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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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谷物价格

9月，由于全球供应收紧，而需求旺盛，国际小麦价格连续第
三个月上涨。黑海地区的报价涨幅最高，其中俄罗斯（制粉级，报
价，离岸价，深海港）和乌克兰（制粉级，报价，离岸价）的价格
均上涨约6%，原因是贸易活动回暖。俄罗斯联邦进一步下调今年的
收成预期，也为价格提供了支撑。受供应收紧以及港口瘫痪影响，
基准美国小麦（2号硬红冬麦）出口价格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近
37%。欧盟（法国，一级）和阿根廷（Trigo Pan，Up River，离岸
价）的价格也上涨约2%。

2 0 2 1 年 9 月 ， 粮 农 组 织 各 类 稻 米 价 格 指 数 （ 基 准 : 
2014‑2016=100）平均为98.7点，环比上涨0.9%，但同比下降11.5%。
由于贸易活动略有改善，籼稻价格上涨，领跑此轮涨幅。其中，
越南价格回升最为明显，原因是今年提前进入夏秋稻米收割季，
收割工作已经结束，同时国内交易活动回暖，连续六个月的价格
下跌趋势终止。离岸买家的需求走高也帮助稳住了泰国的价格，

但由于新的作物收成即将入市，加之集装箱短缺和货运成本高昂
对需求的影响尤在，价格回升有限。相比之下，印度的价格连续
第三个月下跌，原因是与其他产地相互竞争，以及“Kharif”作物预
计将再次迎来丰收。由于对拉丁美洲和伊拉克的销售保持良好，美
国的出口价格有所上涨。 

继连续三个月下跌后，9月，国际玉米价格走势不一，但价格
总体仍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港口瘫痪和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收成前景的改善，以及收割期的启动，给基准美国玉米（2号黄玉
米，离岸价）价格带来下行压力，价格环比下跌约8%，但同比仍上
涨42%。乌克兰（报价，离岸价）价格也下降2%，原因是季节性压
力，以及产量预期值被上调。相比之下，阿根廷玉米（Up River，
离岸价）价格上涨近2%，主要原因是出口活动强劲。就其他粗粮
而言，9月，国际大麦价格上涨，主要原因是全球需求强劲，以及
俄罗斯联邦下调产量预期。

国际小麦价格继续显著上涨，而稻米价格小幅走高，玉米价格走势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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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墨西哥湾），
玉米（美国2号黄玉米）

黑海，玉米（饲料级）

阿根廷，玉米（阿根廷，
Up River，离岸价)

乌克兰，玉米（报价，离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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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  食品
8月，食品零售价格继续走高                   

8月，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通胀率保持上涨势头，但涨幅低于前七个

月，原因是阿根廷比索贬值速度放缓。由于宏观经济形势艰难，包括国家

货币持续贬值，食品价格稳步上涨。截至2021年8月，阿根廷比索过去12个

月缩水超30%。在各类食品中，牛奶、鸡蛋、面包、谷物和糖类的月度涨幅

显著，但蔬菜、块茎和豆类价格下跌抵消了部分涨幅。为抑制价格上涨，阿

根廷此前推出了“Precios Cuidados”和“Súper Cerca”两项措施，对超市售主

食设定参考价格，并对小型零售店内的70种选定食品设定固定价格。截至

10月初，这两项措施仍在推行中。然而，由于生产成本增加，两项措施设

定的价格已被迫多次上调。

08/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2.2

-0.2

实际复合增长率
Argentina, Greater Buenos Aires, Retail, Wheat (flour).

1.6

0.3

至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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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物价格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继前两个月价格短暂上涨后，9月，黄玉米价格回落。价格走低的主要

原因是主季收割工作持续推进，以及6‑8月进口量同比走高，国内供应因此

增加。由于2021年收成低于平均水平，加之国内价格高企，国内市场销售走

俏，前六个月的出口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政府正在鼓励农民扩大正值播种

期的2022年次季玉米的种植面积，以增加国内的供应量。国际市场趋势导致

价格自2020年7月以来持续走高，9月价格同比上涨超50%。小麦价格稳定，

原因是收成前景良好抵消了季节性供应紧张对价格的影响，但由于进口成本

上升，9月价格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大部分产区将于10月启动收割工作，由

于种植面积广，官方预测2021年收成将创历史最高记录。

巴西  |  谷物

09/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3.1

1.8

实际复合增长率
Brazil, Mato Grosso, Wholesale, Maize (yellow).

2.8

1.7

至

参照:

8月，玉米价格继续上涨，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8月，玉米价格延续2021年年初开始的上涨趋势，包括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在内的所有受监测市场的价格上涨5‑15%。价格增速与7月相比有所放缓，

原因是2021年主季“Meher”季收割工作预计将于10月启动，贸易商因而释放了

部分库存。8月，玉米价格同比上涨72‑91%。在亚的斯亚贝巴，8月，画眉草

（当地饮食中的重要谷物）和小麦（部分依赖进口）价格环比分别上涨7%

和20%，同比分别上涨18%和87%。谷物价格高企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货币持

续贬值，导致进口燃料和投入品价格走高，以及降雨不足导致次季“Belg”季

收成不佳。该季的收割工作于8月结束，较以往晚了一个月左右。一些地区

的冲突对贸易造成冲击，使价格进一步承受上行压力。

埃塞俄比亚  |  玉米

08/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2.8

12.9

实际复合增长率
Ethiopia, Addis Ababa, Wholesale, Maize.

3.7

0.0

至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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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收割工作的启动，8月，若干市场的粗粮价格出现回落，但仍远高于去

年同期水平                                                    

8月，若干市场的粗粮价格出现回落或趋于稳定，原因是国内供应形势

改善。但由于7月价格创下或接近历史最高记录，目前价格仍处于高位。价

格回落的原因是主季收成预计将略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市场供应将

增加。然而，中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价格进一步走高，原因是当地局势持续

不安全，继续对市场和农业生产造成冲击，导致其2021年谷物收成前景不

佳。纵观全国，粗粮价格平均同比上涨约30%。价格高企是各类因素综合

影响的结果，包括：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遏制措施，旷日持久的冲突，以

及艰难的宏观经济形势，包括国家货币持续贬值、外汇短缺和进口限制。

尼日利亚  |  粗粮

08/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1.5

7.0

实际复合增长率
Nigeria, Lagos, Wholesale, Maize (white).

3.4

0.4

至

参照:

9月，主食玉米饼价格稳定，但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继过去五个月大幅上涨后，首都的玉米饼零售价格保持稳定，原因是

玉米价格稳定。由于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截至9月，价格同比上涨约30%

。2021年上半年，玉米饼的主要原料白玉米价格大幅上扬，原因是国际市

场价格走高，加之期初库存减少导致供应同比下降。由于主季收割工作将

于10月启动，预计未来数月玉米的供应将增加。

墨西哥  |  玉米饼（玉米）

09/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1.8

3.2

实际复合增长率
Mexico, Mexico City, Retail, Tortillas.

-0.3

0.0

至

参照:

9月，面粉价格进一步上涨，接近历史最高记录                                              

9月，面粉（重要主粮）价格继续飙升。尽管2021年收成高于平均水

平，且过去数月进口量大，但未能抵消市场供应紧张造成的价格上行压力。

该国2018‑2020年收成低于平均水平，同时2019年又大量出口，市场供应局

势因而紧张。总体而言，自2020年年中以来，面粉价格反复上涨，9月，

大部分市场的价格已接近历史最高记录。为遏制价格进一步上涨，政府于

2021年6月批准在2021/22销售年度进口300万吨小麦，作为补充库存战略

的一部分。如果实现这一目标，进口量将接近去年的高位，达2008/09年

以来的最高水平。

巴基斯坦  |  面粉

09/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0.5

2.1

实际复合增长率
Pakistan, Karachi, Retail, Wheat (flour).

1.0

0.1

至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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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预警级别:           高度           中度

5

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访问FPMA网站

2021年10月12日 GIEWS FPMA 简报

9月，玉米和高粱价格保持坚挺。总体而言，由于国家货币疲软，粗粮价格

维持在异常高位                                   

9月，首都朱巴的高粱和玉米价格保持坚挺，原因是8‑9月，南苏丹

镑在平行市场上保持稳定，约为1美元兑400南苏丹镑。当地饮食中的其

他重要主粮（包括木薯和进口小麦）的价格也保持稳定，而花生价格下

跌约30%。9月，食品名义价格仍处于异常高位，其中，玉米和高粱的价

格比已处于高位的1年前价格高约70%，约为2015年7月（货币暴跌前）价

格的50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是由于外汇储备不足以及国家货币疲

软，宏观经济形势持续艰难。此外，去年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让已经备受

长期冲突困扰的地区雪上加霜，地方市场和贸易遭受新的冲击，为价格提

供了进一步支撑。

南苏丹  |  主粮

09/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4.0

-3.7

实际复合增长率
South Sudan, Juba, Retail, Maize (white).

-7.8

-0.2

至

参照:

主粮价格处于异常高位                                                

9月，在大多数受监测的市场中，本地产小米价格继续上涨，而本地

产高粱价格走势不一。粗粮价格处于异常高位，接近历史最高记录，达到

已处于高位的1年前价格的2倍多，主要原因是国家货币疲软。8‑9月，本

地产小麦的参考市场——栋古拉市场的价格上涨20%，大约是去年同期

水平的3倍多，主要原因是进口小麦供应短缺且价格高企，导致对本地产

小麦的需求居高不下。谷物价格持续走高的趋势始于2017年年底，原因是

宏观经济形势艰难，以及燃料短缺和农业投入品价格高企导致生产和运输

成本增加。去年实施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遏制措施扰乱了市场和贸易活

动，2021年6月取消了燃料补贴，7月底爆发的洪灾影响了贸易，这都导致

价格进一步承受上行压力。

苏丹  |  主粮

09/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8.9

-12.3

实际复合增长率
Sudan, El Gedarif, Wholesale, Sorghum (Feterita).

-0.5

0.4

至

参照:

国内价格预警 (续)

9月，玉米价格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反季节性上涨，且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主要原因是第一季收成低于平均水平，供应减少                                                    

9月，玉米价格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反季节性上涨，包括首都坎帕拉在内

的所有受监测市场的价格环比上涨3‑15%，同比上涨28‑57%。价格上涨且处

于高位的主要原因是8月完成的第一季收成低于平均水平，市场供应减少。

双峰雨型（bi‑modal rainfall）地区（该国大部分地区）的收割工作推迟了约

一个月。由于3‑6月的降雨在时间和空间上均不规律，且雨季延迟，种植季

早期遭遇严重干旱。北部的阿乔利(Acholi)和兰戈(Lango)分区域，东北部的

特索(Teso)分区域，以及西北部的西尼罗分区域情况尤为严重。3月，上述地

区只有零星降雨，导致种植推迟、作物发芽受影响。4月开始季节性降雨，

但种植季大部分时间的降雨低于平均水平，严重影响了产量。对肯尼亚和南

苏丹的持续出口，以及7月底解除于6月底恢复的为遏制2019冠状病毒病疫

情而采取的出行限制措施，推高了国内需求，为价格提供了进一步支撑。

乌干达  |  玉米

09/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3.3

7.2

实际复合增长率
Uganda, Kabale, Wholesale, Maize.

-8.7

-0.4

至

参照: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hom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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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月度涨幅上升，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2021年9月，官方食品月通胀率估计约为4.8%，高于8月的3.1%。尽管

小幅上涨，但月通胀率仍远低于去年的高位(去年7月月通胀率达近40%)。

今年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汇率越来越稳定，以及2021年大丰收，大

幅改善了国内供应。然而，8月和10月，柴油和汽油最高零售价格上涨，可

能会导致未来数月——也即谷物价格季节性上涨期内的食品价格上涨压力

进一步增加。

津巴布韦  |  食品

09/21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不适用

不适用

实际复合增长率
Zimbabwe, Harare, Retail, Food items.

不适用

不适用

至

参照 :

不适用

不适用

国内价格预警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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