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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 继连续三个月小幅下跌后，2月，国际小麦价格小幅上涨，
主要原因是进口需求强劲，以及对一些主要出口国干旱气
候的担忧。2月，全球玉米价格几乎保持不变，主要出口
国价格走势不一。2月，国际稻米价格回落，原因是美元
升值，以及亚洲大部分主要出口国的贸易活动放缓。

 ↗ 根据粮农组织的最新分析，2023年2月，国内主粮价格总
体维持在高位。受季节性因素，以及近期国际谷物价格下
跌影响，东亚、南美、南部非洲和西非的部分地区的一些
主粮价格环比下降。然而，冲突、不利天气事件、以及宏
观经济形势严峻，尤其是货币疲软，继续导致许多国家的
国内价格保持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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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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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谷物价格

继连续三个月小幅下跌后，2月，国际小麦价格小幅上涨。澳

大利亚近期收成破纪录，供应因此增加，然而需求强劲导致澳大利

亚（东部各州）的小麦报价环比上涨4%。2月，基准美国小麦（2号

硬红冬麦）价格也上涨，涨幅为5%，原因是对硬红冬麦主要产地的

干旱气候的担忧持续不断。相比之下，受来自俄罗斯联邦的持续激

烈竞争的影响，欧盟（法国，1级）价格保持稳定。因供应充足，俄

罗斯联邦的价格（制粉级报价，离岸价，深海港）下跌2%。

2月，国际玉米出口价格基本稳定，巴西和阿根廷出口价格上

涨抵消了美国出口价格的小幅回落。2月，巴西（巴拉纳瓜港，饲

料级）价格再次上涨，涨幅为1.2%，原因是出口保持强劲，有望

在2022/2023年创历史最高记录，且较上一季出口翻番。阿根廷

（Up River，离岸价）报价环比上涨1.1%，原因是对干旱气候的担

忧继续导致价格承受上行压力。相比之下，由于对美国玉米的需求

低迷，基准美国玉米（2号黄玉米，离岸价）价格小幅下跌0.5%。 

2023年2月，粮农组织各类稻米价格指数平均为125.1点，环比

下降1%，同比仍上涨22%。2月，进口需求总体放缓，抑制了亚洲

籼稻报价的上涨势头。泰国情况尤为明显，该国报价环比下跌5%。

泰铢兑美元贬值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越南盾走弱也缓解了越南出

口价格上涨的势头，一定程度上抵消了2023年“冬春”收割启动晚对

价格提供的支撑。印度报价走高，原因是国内公开采购保持强劲，

且贸易依旧活跃。尽管新的需求依旧疲软，但供应紧张导致美国稻

米价格持续上涨。

2月，国际谷物价格走势不一；小麦价格小幅走高，玉米价格稳定，而稻米价格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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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价格预警

阿根廷  |  面粉
2023年1月，面粉价格创历史最高记录                     

面粉零售价格继续上涨，原因是小麦价格同比上涨，以及制粉和运输

成本走高。价格已连续上涨七个月，目前创历史最高记录。总体而言，由

于宏观经济形势艰难，2022年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截至2023年1月，全国

年食品通胀率达98%。为遏制价格上涨，于2022年11月重启的“合理价格”

（Precios Justos）计划被延长至2023年6月。该计划对超市的1500种基本

商品（包括主粮）的价格做出规定。2月，政府对该计划做出调整，允许价

格环比上涨3.2%。

01/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2.1

1.1

实际复合增长率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零售，小麦（面粉）.

-2.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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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粉价格增速放缓，但仍创历史最高记录                                                   

继2022年年底大幅上涨后，2023年1月，玉米粉价格仅小幅走高，原

因是该国谷物主要供应国——南非的价格回落，影响了博茨瓦纳国内市场

价格。2023年年初的价格仍创历史最高记录。由于2023年经济增速预计将

放缓，影响就业和收入，因此，食品价格高企可能会削弱脆弱家庭的购买

力，加剧粮食不安全问题。

博茨瓦纳  |  玉米

01/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2.2

3.0

实际复合增长率
博茨瓦纳，全国平均水平，零售，玉米粉.

-0.4

-0.1

至

参照:

玉米粉价格增速放缓，但仍创历史最高记录                                                        

继2022年年底大幅上涨后，2023年1月，玉米粉价格仅小幅走高，原

因是该国谷物主要供应国——南非的价格回落，影响了斯威士兰国内市场

价格。2023年年初的价格仍创历史最高记录。由于2023年经济增速预计将

放缓，影响就业和收入，因此，食品价格高企可能会削弱脆弱家庭的购买

力，加剧粮食不安全问题。

斯威士兰  |  玉米

01/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3.0

9.0

实际复合增长率
Eswatini, National average, Retail, Maize meal.

-0.2

-0.1

至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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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粗粮价格走势不一，接近或创历史最高纪录                                                

2月，本地产粗粮价格走势不一。尽管2021和2022年的谷物产量高于

平均水平，但高粱价格上涨130%，玉米和小米价格同比上涨140%。1月，

食品年通胀率创历史最高纪录，达61%，原因是由于邻国谷物出口需求强

劲以及国家货币疲软影响，食品通胀率自2021年6月以来持续走高。2023

年2月，加纳塞地从去年同期的1美元兑6.31加纳塞地，贬值至1美元兑12.47

加纳塞地，进口商品成本因此走高。此外，国际食品、燃料和肥料价格走

高，以及乌克兰战争也为国内食品价格带来上行压力。

加纳  |  粗粮

02/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1.7

7.3

实际复合增长率
加纳，阿克拉，批发，玉米.

1.7

0.3

至

参照:

普埃布拉的白玉米价格上涨，且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2月，普埃布拉州的白玉米价格上涨。此前，白玉米价格在2022年12

月至2023年1月期间短暂季节性下降。然而，价格仍为去年同期价格的两倍

多，原因是受收成前景不佳影响，近几个月价格飞涨。根据官方预测，截

至2023年1月底，普埃布拉州的主季玉米产量减少25%。就全国而言，由

于产量高于预期抵消了播种减少带来的影响，2022年主季作物产量预计

达平均水平。由于2022年主季收割工作于近期完成，该国其他地区的价

格回落或保持稳定。

墨西哥  |  玉米

02/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7.6

-1.8

实际复合增长率
墨西哥、普埃布拉、批发、玉米（白、锡那罗亚）.

-0.9

0.3

至

参照:

玉米价格创历史最高纪录                                                

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玉米名义均价加速上涨，2023年1月，价格创历

史最高纪录。推动玉米价格上涨的两大主要因素是：货币疲软加剧了全球商

品价格高企的溢出效应，以及国内供应减少。南部地区价格最高，且与中部

和北部地区相比，南部地区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现象最普遍。

马拉维  |  玉米

01/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8.0

10.0

实际复合增长率
马拉维，全国均价，零售，玉米.

3.0

-0.1

至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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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粉价格增速放缓，但仍创历史最高记录                                                        

继2022年年底大幅上涨后，2023年1月，玉米粉价格仅小幅走高，原

因是该国谷物主要供应国——南非的价格回落，影响了纳米比亚国内市场

价格。2023年年初的价格仍创历史最高记录。由于2023年经济增速预计将

放缓，影响就业和收入，因此，食品价格高企可能会削弱脆弱家庭的购买

力，加剧粮食不安全问题。

纳米比亚  |  玉米

01/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2.0

7.2

实际复合增长率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零售，玉米粉.

-1.0

-0.1

至

参照:

2月，国内稻米价格暴涨，并创历史最高记录

2月，该国消费最多的稻米品种——“Emata”稻米的国内价格环比上

涨20%，同比上涨125%，原因是2021和2022年稻米减产导致市场供应紧

张。农业投入品和运输成本高企，加之邻国需求持续，也为价格提供了支

撑。2022年主季水稻产量预计低于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关键农业投入品

价格高昂，导致投入品使用减少，作物产量预计不高。

缅甸  |  稻米

02/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3.1

2.8

实际复合增长率
缅甸，仰光，零售，大米（Emata，中等）.

-1.3

0.0

至

参照:

2月，面粉价格维持在高位                                                        

2月，面粉（重要主粮）价格总体保持稳定或回落，原因是即将于

2023年4-6月收割的2023年冬季主要作物收成前景良好。根据官方信息，

目前小麦生长状况良好，且种植面积预计接近平均水平。2月，价格总体

仍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原因是生产自2018年以来基本停滞，加之2022

年6-8月洪灾导致库存受损，市场供应仍然紧张。农业投入品和运输成本

上扬，以及通胀压力也导致价格维持在高位。

巴基斯坦  |  面粉

02/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4.0

4.0

实际复合增长率
巴基斯坦，卡拉奇，零售，小麦（面粉）.

-0.8

-0.2

至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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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预警级别:           高度           中度

2月，主粮价格上涨，且处于异常高位，主要原因是供应不足，以及宏观经

济形势严峻                                                                       

由于国家货币进一步贬值，2月，首都朱巴的玉米和高粱价格开始季节

性上涨，涨幅分别为4%和7%。2月，当地饮食中的其他重要主粮：木薯、

进口小麦和花生价格也上涨，涨幅为8-15%。1月，食品名义价格仍处于异

常高位，其中，玉米和高粱价格为已处于高位的一年前价格的两倍左右，

且为2015年7月（货币暴跌前）价格的100多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是供应不足，加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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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苏丹  |  主粮

02/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6.9

4.6

实际复合增长率
南蘇丹，朱巴，零售，高粱（非洲芦粟）.

1.4

0.4

至

参照:

1月，粗粮价格季节性下跌，且低于一年前的价格高位                                                      

1月，玉米价格下降2-6%，高粱价格下降5-24%，原因是由于天气条

件不利，次季”Deyr”季收成预计将比平均水平低约30%。1月，若干市场的

价格比一年前的价格高位下降约30%，首都摩加迪沙除外。1月，摩加迪沙

的玉米和高粱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和29%，原因是因旱灾而流离失所的

人群增加了当地需求。

索马里  |  粗粮 

01/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3.6

-10.9

实际复合增长率
索马里，拜多阿，零售，高粱（红）.

0.8

-0.4

至

参照:

苏丹  |  主粮

02/23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3.5

-5.4

实际复合增长率
苏丹，加达里夫，批发，高粱（非洲芦粟）.

2.0

-0.5

至

参照:

2月，高粱（主粮）价格继续上涨，且处于高位                                                             

2月，若干市场的本地产高粱连续第二个月季节性上涨，涨幅为

7-31%。此前，由于2022年收成高于平均水平，高粱价格在 2022 年 

10-12月期间下跌。相比之下，小米价格走势不一。尽管 2022 年种植季

收成喜人，但价格仍为已处于高位的一年前价格的2倍。由于其他谷物的

供应增加，2月，大部分市场的小麦（主要依赖进口，且主要销往城市地

区）价格保持坚挺。然而，首都喀土穆的小麦价格上涨8%，原因是需求

持续。2月，小麦价格总体接近一年前的价格高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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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燃料和农业投入品

价格高企导致生产和运输成本增加。政治动荡和部落间冲突加剧，导致价

格进一步承受上行压力。

http://www.fao.org/giews/food-prices/hom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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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疲软导致通胀率居高不下                                          

据估计，2月，年食品通胀率从上个月的153%降至略低于140%。出现

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原因是近几个月汇率相对稳定，且国际价格有所缓和，

进口通胀压力因此有限。然而，年通胀率仍处于异常高位，原因是国家货

币长期疲软，加剧了全球价格上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就商品而言，2022

年12月，玉米价格同比上涨超6倍，但2022年第四季度的月增长率低于2022

年上半年的水平。

津巴布韦  |  食品

12/22 同期平均值

3 个月

12 个月

增长率 (%)

5.1

7.4

实际复合增长率
津巴布韋、哈拉雷、姆巴雷、零售、玉米（白）.

3.9

0.7

至

参照:

国内价格预警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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