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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自 2008 年中期达到高点以后，国际基本食品类商品价格一路下滑，直至
2009 年 3 月价格止跌回升，并将上行势头保持到年底。不同于 2008 年谷物和油
籽引领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2009 年的价格反弹主要由食糖和乳制品拉动。自
2010 年 1 月开始，受食糖、乳制品和谷物市场价格下挫影响，粮食价格再度出
现疲软。由于谷物、肉类和油籽/油以及油粕粉报价趋稳，2007 年和 2008 年国
际粮食价格出现的大幅波动 在 2009 年有所减弱。尽管如此，与之前的二十年相
比，按月评价的粮食价格波动仍然居于高位。
2.
就国内市场而言，基本粮食价格看似也由 2008 年的高点有所回落，但是
很多国家仍未回归 2007/2008 年之前的水平。与 2008 年相同，政府于 2009 年在
基本粮食市场上保持了积极态势，通过释放公共库存、鼓励进口或限制出口等
方式缓和通胀。2009 年国内谷物价格下滑给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消费者，带
来了利好，食品消费往往占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尽管如此，在很多国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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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滑给贫困家庭带来的福利受到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及其对就业、国外投
资和汇款不利影响的侵蚀。
图 1：粮农组织粮食
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及食品类商品价格指数
粮食价格指数及食品类商品价格指数

图 2：2009 年粮食价格波动有所减弱，
年粮食价格波动有所减弱，但仍处高位

原材料、
原材料、园艺和热带产品的国际报价在 2009 年全年大幅回升，并多次出
现历史高点，给主导此类商品全球供应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出口收入。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茶叶、可可、咖啡、食糖、冷冻浓缩橙汁、生皮、棉花和
黄麻的价格飞涨。市场基本面对于价格涨势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例如，主
要出口国肯尼亚的茶叶供应中断，以及经济复苏拉动的全球需求旺盛。2009 年
大部分时间内美元持续贬值也推动了全球价格。但是，在美元坚挺背后，积极
的价格走势在 2010 年初却开始显露颓势，特别是食糖和饮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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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园艺和热带产品的价格展望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除去不可预见
的供应干扰外，很多方面都将取决于全球需求。鉴于很多此类商品对收入变化
的响应性，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范围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特别是发
达经济体的增速，因为后者是原材料、园艺和热带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4.

II.

谷 物

年以来国际谷物价格大幅下挫，全球供给过剩；继 2008 年谷物种植
面积创历史新高之后， 2009 年全球产量又超过平均水平，世界谷物存量攀升至
八年高点。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
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在 2009 年平均达到 164 点，比 2008 年下降
5% 。国际主要谷物价格自 2010 年初开始继续疲软，指数到 3 月已下行到 158
点，比年初下降了约 7%，与其 2008 年 8 月的创纪录高点（名义价格）相比跳
水了 34%。
6.
与 2008 年相比，全球小麦价格在 2000 年平均下降 30%。供给充足以及
全球存量显著增加给 2009 年的全球价格带来很大影响。受 2010 年全球生产的
良好预期影响，本年头三个月价格仍然保持下行趋势，尽管冬小麦种植面积有
所减少，特别是在美国。3 月份，美国小麦基准价格（2 号硬红冬小麦）平均为
每吨 204 美元，照比年初下降 4% ，与 2008 年 3 月的峰值相比下挫了 60%以上。
7.
同样， 粗粮 出口价格在 2009 年也大幅走低，与前一年均价相比下滑了
25% 以上。价格下滑是因为 2009 年农作物丰收，特别是美国玉米的创纪录高
产，刺激了供应，但同时需求却被全球经济衰退所压制。价格走势在 2010 年也
并不乐观，受到南半球作物预期改观以及美国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增加的初步影
响，全球供应前景仍然看好。3 月份，美国玉米基准价格（美国 2 号黄玉米）平
均为每吨 159 美元，自今年 1 月以来下跌了 4% ，与 2008 年 6 月的峰值相比跌
幅达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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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粮农组织谷物出口价格指数
粮农组织谷物出口价格指数

年和 2008 年主导全球稻米市场的强劲势头在 2009 年有所减弱，全
球稻米价格下滑了 14%。这一下滑还不足以将价格降至激增之前的水平，远逊
于小麦价格的暴跌程度。因所需化肥和燃料成本较低，稻米在 2009 年仍然保持
了受青睐种植商品的地位。尽管如此，由于雨季不稳定，孟加拉国、印度、尼
泊尔和巴基斯坦的主要农作物种植地区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厄尔尼诺反常天气
反复出现，二季稻米生产再度受到干扰，因此稻米的地位在 2009 年世界生产总
量中并未得到应有体现。总体而言，全球稻米产量在 2009 年缩减了 2%，但仍
然是 2008 年创纪录高产以下的最好纪录。由于进口需求减少，主要出口国供给
充足，稻米价格在 2010 年头一个月继续下行，泰国 100% B 级稻米基准价格 3
月份环比下降 17%，跌至每吨 543 美元。
图 4：粮农组织稻米出口价格指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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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油籽、
油籽、油和油粕粉

继 2007/08 年价格飙升之后， 油籽及其制品价格大幅下挫直至 2008 年
底。2008 年初价格开始回升，主要反映出南美大豆大面积绝收和进口需求反弹
引起的全球供应趋紧关切。最终，与需求相比，供应非常有限，造成了存量的
创纪录新低。
10.
油籽价格的强劲势头一直延续到 2009 年中期，直至北半球的大批粮食
（以大豆为主）投入市场。油籽价格逐步疲软，而油和油脂价值，特别是油粕
粉价值却保持坚挺。亚洲和欧洲进口需求持续增加，市场过度依赖一类粕粉
（豆粕）和一个供方（美国），这些都是 油粕粉 价格坚挺的支撑力量。粕粉价
格在 2009 年 12 月几乎达到 2008 年的峰值水平，但受到南美大豆产量再创新高
的预期，价格在 2010 年初渐趋平缓。
11.
2009 年下半年，产油量高的油籽出口供应有限且产量减少，但食品和能
源领域的全球需求却呈恢复性增长，因此 食用油和油脂市场也出现了紧供求状
况。原油价格恢复坚挺对于油籽价格逐步加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
与粕粉价值不同，受棕榈油产量和出口增长有限预期影响，油和油脂价格在
2010 年初继续保持强势。另外，食品用油将继续增加，而随着很多国家开始要
求提高国内生物燃料参杂的比例，生物柴油产业的需求也将不断加快。
图 5：粮农组织油籽、
粮农组织油籽、油和油粕
油和油粕粉价格指数
9.

IV.

畜产品

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2009 年的肉类生产略有增长，除猪肉外所有肉类
产品的全球贸易量都出现萎缩，价格平均下跌 12% 。这些结果表明，畜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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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多年的不确定之后开始进入调整期，影响不确定性的因素包括肉类价格
大幅波动、饲料和能源价格飘忽不定，动物疾病和干旱。2010 年，消费者需求
反弹、天气状况正常以及稳定的动物卫生状况都为畜牧部门的良好前景奠定了
基础。生产者收益增加预计将把全球肉类产量推升至 2.86 亿吨。因其生产周期
较短，禽类行业，以及在较少程度上的猪肉行业，预计将最为迅速地响应这种
有利环境。另一方面，动物数量的减少将在短期限制牛肉和羊肉的出口扩大，
因为生产者需要时间重建畜群。
图 6：粮农组织肉类价格指数

在国际奶类市场上， 2009 年初全球价格在低水平徘徊以及随后的价格飞
涨与前一年头几个月价格走高后迅速跳水的情况形成了镜像对比。这种前后相
反的发展给乳制品行业带来了很大影响：2008 年底和 2009 年初价格持续低迷影
响了奶类生产的利润，而乳品业却急需好的价格以偿还之前价格黄金期所进行
的投资。2009 年末期的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口供应减少（尤其是欧
盟为尽可能减少出口补贴而保持存量不动），以及主要来自亚洲和石油输出国
的持续进口需求。美元贬值也造成了一定影响。粮农组织奶类价格指数在 2009
年下半年急剧上涨，截至 12 月份已比 2009 年 2 月 114 的低值高出了 88%。价
格似乎在 2010 年初有所回落，预期在发展中国家有力需求的支撑下仍然保持目
前水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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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粮农组织奶类价格指数

V.

食 糖

在 2007 年 6 月跌至 23 个月的最低点后，国际食糖价格企稳回升，反映出
主要产糖国的产量缺口，特别是全球最大食糖消费国印度的产量骤降了 45%。
全球产量下滑主要是因为种植面积减少，受更高的收益预期影响，很多生产者
将其种糖土地转为种植玉米和大豆等替代作物。由于出口需求增长且出口可供
性持续趋紧，2008 年和 2009 年食糖价格继续攀升，在 2009 年 9 月达到 28 个月
的最高水平。截至 2010 年 2 月，食糖报价从其高位大幅跳水，反映出 2009/10
年度巴西供应增加的前景以及印度产量好于预期的恢复。
图 8：食糖－
食糖－国际食糖协会日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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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茶 叶

年，在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强劲需求的带动下，全球茶叶价格开
始缓慢持续上涨。2008 年和 2009 年，茶叶价格涨势加速，先是受到肯尼亚和斯
里兰卡内乱影响，之后又遭遇了印度、肯尼亚和斯里兰卡的长期干旱，导致全
球供应紧缩。因此，粮农组织茶叶综合价格由 2007 年的 1.95 美元 / 公斤升至
2008 年的 2.38 美元 / 公斤，并于 2009 年 11 月达到 3.90 美元/ 公斤的高点，这是
自粮农组织茶叶综合价格于 1989 年设立以来的最高水平。2010 年初价格开始回
落， 但仍旧保持在历史高位。
图 9：茶叶－
茶叶－粮农组织茶叶综合价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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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可 可2

从 2006 年 10 月开始，可可市场价格保持稳步提高态势，国际可可组织日
价指标在 2009 年 12 月中旬冲到 31 年最高点，达到每吨 3637 美元。这一发展
得益于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持续贬值直至 2008 年中。
这也是同期商品价格全面上扬的主要动因。第二个因素是可可市场基本面态势
有利，包括 2006/07 年和 2007/08 年连续两季减产。这一情况引发了人们的担
忧，即可可市场由多年的生产过剩开始转向供应不足。尽管如此，2008 年以来
全球金融和经济环境恶化，加之可可豆价格持续走高，这些都给巧克力产品的
消费者需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可可豆需求带来了不利影响。按照可可加工能力
计算，2008/09 年较之前一生产季节减少了 7%。事实上，尽管在过去的 2008/09
生产季节可可产量大幅下滑（较之前一生产季节下跌 4%），可可供需预计仍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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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总体平衡。在目前的 2009/10 生产季节，全球可可产量和需求可能仅仅会有
限复苏，预计将出现又一个平衡的局面。人们仍然对此表示关切，即在中短期
内，需求扩大可能会受到可可豆生产能力稳定不变的抑制。
图 10：可可－
可可－国际可可组织日价

VIII. 咖 啡3

在影响 2000 年至 2004 年底咖啡价格的危机过后，过去五年咖啡价格伴随
间或下行调整而强力反弹。国际咖啡组织综合年均价格由 2003 年的 51.90 美分/
磅蹿升至 2008 年的 124.25 美分/磅。尽管 2009 年平均价格为 115.67 美分/磅，
照比 2008 年下降 7%，但是 2010 年头两个月均价达到 125.11 美分/磅，表明价
格依然保持坚挺。市场基本面对价格坚挺提供了支撑。实际上，基本面分析表
明，危机时期影响咖啡市场的长期过剩已经大幅缓解，市场回归供需相对平衡
状态。另外，近期发展显示，由于全球存量偏低且多个出口国产量减少，全球
咖啡供应开始出现紧张。2009/10 年全球咖啡产量预计将达到 1.23 亿袋（60 公
斤装），而 2008/09 年产量为 1.28 亿袋。全球消费持续增加，即便在全球经济
危机背景下也是如此。2008 日历年全球消费据测算达到 1.30 亿袋。全球消费的
动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口国（特别是巴西）以及部分新兴市场的国内
消费增加。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化肥、劳动力和其他投入品的成本提高，以
及美元对部分重要生产国货币贬值，都削弱了价格持续复苏对生产者收入产生
的积极影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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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咖啡－
咖啡－国际咖啡组织日价

IX.

柑 桔

预测 2009/10 年度世界柑桔类鲜果产量将略有提高，主要得益于中国、摩
洛哥和韩国的橘子和桔子产量增加。与之相对，预计美国和欧盟的柠檬产量将
有所减少。同样，尽管加州和南非产量有所增加，受佛罗里达和墨西哥生长状
况不利影响，全球橙子产量预计将出现下滑，但是降幅不大。由于墨西哥和美
国鲜果可供量减少，全球橙汁产量预计也将出现紧缩。
19.
与预期相反，得益于主要出口地产量增加，2008－ 09 年柑桔类鲜果贸易
扩大，特别是橘子和桔子。但是，鲜橙贸易出现萎缩，美国出口量下滑抵消了
摩洛哥和南非的出口量增长。在中东和俄罗斯联邦进口需求强劲以及加州供应
量增加的带动下，2009－10 年柑桔类鲜果全球贸易将呈扩张趋势。另一方面，
由于佛罗里达产量前景看淡，预期橙汁贸易会出现萎缩。在 2009 年上半年价格
下行过后，由于全球进口需求活跃且供应趋紧，冷冻浓缩橙汁期货价格在下半
年持续走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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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纽约商品交易所冷冻浓缩橙汁期货价格

X.

香 蕉

年全球香蕉贸易增长 1%，达 1460 万吨。 除加勒比地区贸易持续缩
水外，其他地区出口量都呈上升态势。中国和日本进口在 2008 年强势扩大（分
别扩大 12.6%和 9.2%），尽管美国和欧盟总装运量增长低于趋势水平，但增幅
依然非常强劲，分别达到 3.5%和 1.4%。 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保持有力的进口
需求，特别是在一些滑坡非常严重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香蕉和热带水
果与温带和其他替代水果比较而言具有价格优势，另外，在这些国家水果支出
总体而言仅占家庭总体收入的一小部分。以美元计算，多数国家 2008 年的香蕉
进口均价都高于 2007 年。尽管受到全球经济衰退影响，香蕉价格在整个 2009
年一直保持强势，且延续到 2009 年。香蕉进口价格保持高位得益于多重因素：
投入品成本提高，海上运输成本增加，美元走软，以及在亚洲由于菲律宾出口
下滑导致的供应趋紧。
图 13：香蕉－
香蕉－输往美国的出口均价
输往美国的出口均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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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黄 麻

近年来出口限制造成的国际市场扭曲并不仅限于食品类商品。遭受欠收
后，全球最大的黄麻出口国孟加拉国在 2009 年末对黄麻实施了出口禁令，以保
证国内的原材料供应，避免哄抬物价。因此，国际生黄麻价格在 2008 年大部分
时间和 2009 年持续走高，到 2010 年 1 月每吨价格超过了 800 美元，比 2009 年
1 月上涨了 70%。尽管孟加拉国于 2010 年 1 月解除了出口禁令，但由于国际买
方竞争加剧，全球黄麻价格依然保持坚挺。国际价格走高预计将刺激其他供应
国的出口，尤其是印度，但价格居高不下也会影响黄麻相对石油衍生合成纤
维，特别是聚丙烯的竞争优势，从而也会削弱 2010 年的需求前景。
图 14：黄麻－
黄麻－BWD/BTD 级价格，
级价格，离岸价
21.

XII. 剑麻

在全球经济止步不前以及合成替代品价格竞争优势明显的夹击下，国际剑
麻报价在 11 个月内下挫了 1/3，到 2009 年 7 月达到六年来的低点。剑麻主要出
口国巴西的货币汇率变化也推波助澜： 2009 年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急剧升值使得
生产者将其产品从出口市场撤回，转而卖给政府储备。巴西从国际市场上撤出
留下的缺口由其他出口国扩大出口进行了填补，特别是东非国家。从 2009 年最
后一个季度一直到 2010 年第一季度，剑麻报价呈温和上涨势头，反映出经济复
苏以及巴西雷亚尔疲软带动的全球需求改观，以及聚丙烯和其他合成物价格走
高增强了剑麻的相对竞争优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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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剑麻－
剑麻－粮农组织示意
粮农组织示意价格
示意价格，
价格，到岸价

XIII. 蕉 麻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国际蕉麻报价在 2009 年大部分时间都处
在剧烈调整时期，2010 年逐步回稳。近期价格走势反映出菲律宾的出口供应先
是出现缺口，随后显著反弹。截至目前，菲律宾仍是全球最大的蕉麻产品生产
国和出口国。尽管如此，蕉麻的当前价格水平仍然符合或略高于长期走势。
图 16：蕉麻－
蕉麻－粮农组织示意
粮农组织示意价格
示意价格，
价格，到岸价
到岸价
23.

2008

XIV. 椰 棕

与其他硬质纤维不同，整个 2009 年以及 2010 年头几个月全球椰棕需求，
尤其是中国和欧盟的需求，仍保持旺盛，这从主要国际供应国印度的出货速度
就可以看出。椰棕和椰棕产品国际报价，如粮农组织综合价格显示，持续大幅
波动，反映出椰棕商品供应市场的巨大差异。尽管如此，有力的需求使得椰棕
价格在 2009 年总体保持坚挺，并在 2010 年再度推升了价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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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椰棕纤维－
椰棕纤维－粮农组织示意
粮农组织示意价格
示意价格，
价格，离岸价

XV. 棉 花

年跌至近 0.50 美元/磅后，全球棉花价格，以棉花展望“A”指数为代
表，强力复苏，到 2010 年 2 月达到 0.86 美元/磅，为 2000 年以来的次高水平。
全球棉花价格走高反映出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进口国，以及美国、
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随着经济复苏纺织品需求开始回暖。全球纺织品需
求扩大引发棉纺厂的棉花消费增加，预计在 2009/10 年将达到 2400 万吨。在这
一水平上，全球棉花使用量将超过供应量约 200 万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中国棉花减产 120 万吨。全球供需失衡主要是因为棉花价格强势走高引起了恐
慌，进而影响了棉花相对合成纤维替代品的竞争优势。尽管如此，根据国际棉
花咨询委员会，在棉花相对于粮食和油籽的高价刺激下，2010/11 年棉花生产扩
大了 10%，因而将恢复平衡态势，并限制棉花价格继续攀升。
图 18：棉花 －棉花展望“A”指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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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生 皮

过去两年中，全球生皮市场受到大范围经济衰退的剧烈影响。 2008 年底
以前，制成品市场因订单减少遭受重创， 2008 年 11 月到 12 月间报价暴跌
40% 。随后，价格在短暂反弹后继续下行，于 2009 年 4 月达到 29 美分/ 磅的极
低水平。2009 年 5 月开始报价才转向持续复苏，到 2009 年达到顶点，其时价格
几乎为 4 月水平的一倍。
27.
尽管 2009 年的价格复苏主要是全球生产紧缩和存量偏低的结果，以巴
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联邦为首的主要新兴市场最终和中间需求不断扩大对于
2009 年中期以来的价格上行也是功不可没。与生产模式一样，受国际制成品需
求疲软和进口国存量下滑影响，全球生皮贸易在 2008 年出现约 20%的大幅缩
水。总体而言，全球生皮市场现在大大“瘦身”，因此对于价格波动也更加敏感。
图 19：生皮价格，
生皮价格，芝加哥出货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