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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在经过 2009 年一年的趋缓之后，2010 年和 2011 年国际食品类商品价格重

拾涨势，甚至突破了 2008 年创下的高点。从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 2002-

2004=100）看，在 2009 年下降了 22%之后，2010 年基本食品类商品的国际价格

反弹了 18%，2011 年又进一步反弹了 23%。这两年的大幅上涨把 2011 年的食品

价格指数推高至平均 228 点，大大高于 2008 年创下的平均 200 点的水平。对商品

实际价格（按世界银行制造业单位价值指数减扣）的评估确认，2011 年的粮食比

2008 年更为昂贵。 

 

2. 2010 年和 2011 年食品价格指数飙升都是由构成该指数成分的所有五类基本

食品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1。在 2010 年，除谷物外所有商品的价格均出现了两位

数增长；谷物价格仅上涨了 5%。但在 2011 年，谷物成为涨幅最大的类别，按名

义价格计算上涨了 35%（实际价格上涨 39%），高于其他商品市场 10-30%的涨幅

水平。2010 年和 2011 年国际食品价格上涨的深层原因在不同商品之间存在差

异，但普遍与天气冲击（往往是由周期性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引发的）或动物

疫病暴发相关联，这对供给造成了制约，尤其是在库存几近耗尽的地方。农业投

入品，特别是化肥和种子成本的提高也进一步施加了压力。除市场基本面之外，

五花八门的政府干预措施也对市场形成了支撑，能源价格大涨和美元走弱也推波

助澜，但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在其中发挥了抑制作用。  

                                                      
1  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通过监测 55 种价格衡量五类商品（谷物、油、食糖、肉类和奶类）国际价格的

月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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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物  

3. 2008 年开始的国际谷物价格回落的局面好景不长，2010 年和 2011 年价格即

出现反弹。在 2010 年，全球小麦产量大幅缩减，主要原因是独联体国家干旱导致

减收，这抵消了粗粮和稻米产量的增长还有余。俄罗斯联邦从 2010 年 8 月中旬开

始对粮食实行出口限制，后又续延至 2011 年 6 月，也对价格上涨起到了推动作

用。但由于全球供应形势相对宽松，9 月底小麦价格开始回落，但随着美国单产

前景的恶化造成国际玉米价格陡然大涨，在其影响下小麦价格在 2012 年 1 月再次

回升。在这一期间，稻米价格也出现温和上涨，这是由于受到粮食价格提高和担

忧巴基斯坦洪涝造成巨大损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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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到 2010 年底和 2011 年初，不可预见的因素对谷物市场的稳定造成了负面影

响，包括日本的灾难性事件、北部非洲和近东的政治动荡、石油价格飙升以及宏

观经济不确定性不断升级等。到 2011 年 4 月，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攀升至

265 点，仅比 2008 年 4 月创下的历史高点低了 6 点（按名义价格计算）。但随着

2011 年全球谷物生产前景不断改观，加之许多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使得需求预期

下调，价格因此得以在 2011 年下半年出现了松动。  

5. 2012 年刚刚开局粮食价格即呈现涨势，而稻米价格却持续下滑。美元走弱

和运费下跌等外部市场走势对价格形成了支撑，欧洲许多地方和独联体国家严寒

天气对价格的影响愈发加剧。但新的 2012/13 年度的早期迹象不断显示供应形势

从全球角度看相对宽松。假设整个年度天气条件正常且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那

么谷物供应总量有望足以满足预期需求量。因此，预计国际谷物价格在 2012/13 年

度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价格仍将维持在历史高位，也容易受到其他市场走

势的不利影响。  

油籽、油和油粕粉  

6. 2010 年中，油籽系列产品的价格重拾升势，到 2011 年初，价格上涨至此前

两年所未企及的水平，离 2008 年的高点十分接近。价格再次飞涨的原因是

2010/11 销售年度全球油籽供应逐步趋紧，而且油和油粕粉的需求稳步增长，主要

进口国采购意愿十分强烈。粮食行市不断趋紧、美元持续弱势和能源市场坚挺的

连带效应也对这一走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 随着 2010/11 年度接近尾声，供求紧张的形势依然不减并呈现出 2011/12 年

度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虽然结转库存量相对充裕，但新年度面临着油料作物总

产仅将略微有所增长的局面，其中大豆和油菜籽这两大主要油料作物产量同比出

现下滑。油籽与粮食作物争地的局面愈演愈烈，影响了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而

天气条件不利也抑制了若干油料作物的长势。因此，在 2011/12 年度，预计供应

量将不足以满足不断提高的预期增长。所以全球库存量减少和全球库存量与利用

量之比下滑似乎势所难免，这与过去两个年度的形势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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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面持续紧张的形势直到 2012 年初才在市场价格上得到

体现。2011 年多数时间内，油籽和油籽产品的国际价格尽管仍维持在历史高位，

但已出现回落。大豆榨油量低于预期以及世界进口需求的放缓导致库存量一时出

现回升，因此价格压力得到舒缓。饲料粮价格的走弱和对全球经济衰退担忧的加

剧对价格造成了进一步的下行压力。  

9. 2012 年 1 月前后，价格下滑的态势告一段落。由于不利天气条件波及了南

美洲的大豆作物（及玉米），价格走强。由于 2011/12 年度美国和南美洲大豆产

量双双下滑，全球供给和出口供应量降至很低水平，因此需要大幅抽取全球库存

量。此外，2012/13 年度争地现象有再次抬头迹象，且全球油菜籽供求关系依然紧

张（这一局面已连续持续了三个年度），市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畜产品 

肉 类 

10. 2011 年，世界肉类产业再次受到疫病暴发的制约，抑制了产量增长。主要

原因是是中国和韩国养猪业受到疫病困扰，而疫病也抑制了其他区域的肉类产业

发展。世界肉类产量的增长还进一步受到饲料高成本和存栏量低的制约，尤其是

高价格和草场状况的改善促使生产者增加了留存牲畜的数量用于畜群重建。在肉

类产量增长相对有限的同时，需求稳步增长将 2011 年的国际肉类价格推高至新的

历史纪录，所有各种肉类的价格均创下新高。平均来看，2011 年肉类价格比一年

前高出了 16%，涨幅各异，其中猪肉 11%、禽肉 15%、牛肉 16%、羊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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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制品 

11. 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创下新高之后，由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抑制了国际需

求，2009 年国际奶制品价格大跌。2009 年底奶制品价格重拾升势，并在 2010 年

多数时间内维持在相对高位，因为主要供应国的奶制品（特别是黄油）库存量较

低抑制了出口。2010 年底和 2011 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大量采购的支撑下，世界

奶制品价格恢复上涨。由于价格有利推动了产量的大幅增长，2011 年下半年市场

强势开始消退。饲料高价格和繁殖期奶畜数量有限预计将抑制 2012 年鲜奶产量的

增长，再加上世界消费量稳步增长，这将使奶制品价格保持在相对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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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糖  

12. 在连续两个年度出现产量下滑和进口需求持续增长之后，2010 年国际食糖

价格创下了 29 年来的最高水平。恶劣天气条件对若干食糖生产国造成了影响，洪

涝和干旱造成甘蔗和甜菜单产大幅下滑。世界第二大食糖消费国印度的大量进口

也推动了价格走高。 2011 年，世界食糖价格继续上涨，平均比 2010 年高出

19%，这是由于俄罗斯联邦等传统进口国产量下滑的推动。价格也受到食糖市场

外部因素的支撑，包括能源价格高、美元弱势以及投资基金对期货市场的潜在影

响等。对新的 2011/12 年度的展望显示，在全球产量预期回升的背景下，国际食

糖价格可能从其高点回落。在政策方面，食糖产业继续受到公共干预措施的重大

影响，这些措施的形式包括出口限制、进口高关税和国内补贴等。这些政策加剧

了价格的波动且不利于该产业的投资决策。  

 

茶 叶  

13. 2010 年和 2011 年，由于需求连续三年高于供给，世界红茶价格保持坚挺；

由于某些主要生产国出现恶劣天气，因此预计 2012 年这一趋势将延续。茶叶价格

的提高造成 2011 年出口收入估计增长了 2.2%，全球共达 41.3 亿美元，促进了茶

叶生产国农村收入和家庭粮食安全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像近些年一样，当前

的高价格引发强烈的供给响应，那么价格可能将出现较大幅度的走弱。政府间茶

叶工作组在其最近一次会议上提醒茶叶生产者不要对价格信号做出过度反应并建

议在扩大需求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在人均消费量低于传统进口市场的生产

国。政府间茶叶工作组还鼓励向市场的其他环节开展多元化拓展，例如有机和高

附加值茶叶茶品等，并在促进生产国和进口国消费方面更广泛地利用茶叶消费对

健康益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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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和热带水果  

14. 由于主要进口国市场依然疲软，2011 年世界香蕉出口量连续第二年下滑，

降至 1250 万吨。石油价格上涨推高了投入品和运输成本，但把这些成本在供应链

中加以消化的余地却不大，原因是面临着市场上其他水果的激烈竞争。  

 

15. 在其他热带水果方面，虽然国际贸易量只占到新鲜水果产量的 10%，但贸

易额却相当可观。2009 年是掌握出口额数据的最近一年，国际热带水果（不含香

蕉）的贸易额为 119 亿美元（鲜果 54 亿美元，加工水果 65 亿美元）。而香蕉贸

易额为 79 亿美元、苹果 54 亿美元、橙子 40 亿美元、梨 21 亿美元。从中期角度

看，香蕉和热带水果的商业开发存在很大机遇。但需要有切实有效的政策来解决

小规模生产者和加工者的关切，尤其是在获取信贷及关于技术、价格和成本的信

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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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橘  

16. 2010/11 年度世界新鲜柑橘类水果的总产下滑至 1.08 亿吨，主要原因是橙子

和青柠收成下降。由于巴西和墨西哥橙子收成减少，尽管美国产量略有提高，但

预计将使全球橙汁产量下降。预计对柑橘类水果的需求将保持稳定，欧盟需求持

续疲软的因素被俄罗斯联邦的强劲需求所抵消。2011 年初以来冷冻浓缩橙汁的远

期价格稳步攀升。当前价格水平比 2011 年 1 月高出了约 70%，当时冷冻浓缩橙汁

的价格约为 1.0 美元/磅。 

 

剑 麻  

17. 2011 年对东部非洲生产国和巴西的剑麻需求强劲。2011 年东非剑麻价格在

2011 年 11 月上涨至 1600 美元/吨（3L 级）和 1475 美元/吨（UG 级）的创纪录高

点。2011 年巴西剑麻的价格也涨至平均约 790 美元/吨。东非剑麻的价格涨势说

明，供给仍然受到持续恶劣天气条件的制约。此外，燃料和能源成本提高导致了

运营成本的增加，降低了生产者的利润空间，因此对供应量产生了影响。相反，

由于种植者的收益相对较高，巴西的产量略有提高。2011 年剑麻纤维的进口需求

保持在平均水平，因为东非货源的价格仍保持在高位，但剑麻产品的进口量已经

从 2010 年极低的水平上回升。但主要市场经济增长乏力继续起到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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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 麻  

18. 2010 年蕉麻价格保持稳定，下半年略有上涨并延续至 2011 年。2010 年蕉麻

纤维的产量也略有增长，至 7 万吨。对 2011 年的估产显示产量提高了约 15%。 

 

19. 2010 年蕉麻制成品的产量也有所提高，在 2009 年减产的基础上回升，当时

的全球经济状况造成多数纤维制成品市场的走弱。  

椰 棕  

20. 由于椰棕产品价格上涨，2010 年褐椰棕的产量提高，估计产量为 65.33 万

吨。这一价格趋势延续至 2011 年，上半年价格平均为 573 美元/吨。近年来椰棕

纤维出口呈现显著上行趋势。2010 年，纤维的出口总量比 2005 年翻了一番还

多。虽然发达国家的进口增长幅度不小，但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进口增幅可能被低

估，尤其是近年来上报的出口量与进口量之间的差额明显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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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麻  

21. 2008/09 年度以来，黄麻价格呈稳步上扬态势，在这种价格强势的推动下，

2010/11 年度黄麻产量增长了 17%，至 310 万吨。但由于供给响应力度很强，

2010/11 年度开局时价格大跌。到年度过半时，价格下滑推动了库存量一定程度的

补充，价格跌势也告一段落。  

 

22. 2010/11 年度世界黄麻纤维和黄麻制品的出口量分别达 37.82 万吨和 73.82

万吨。孟加拉国占黄麻原麻出口总量的 97%，该国也是最大的黄麻制品出口国，

占总量的 60%以上。但印度也是一个重要出口国，虽然国内市场需求量巨大，但

该国也在全球出口量中占比约 25%。远东、近东和拉丁美洲不少其他国家也有少

量出口。远东是进口需求最大的区域（占原麻进口量的 87%，共 35.82 万吨），

其中中国是最大进口国，其次为巴基斯坦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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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皮  

23. 本世纪头十年后半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生皮市场造成了重大影响。2008 年

和 2009 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引发了消费产品需求的缩减，这包括鞋子和其他皮革

制品。2009 年中期开始价格回升起初来势强劲，到 2011 年 3 月，芝加哥生皮价

格上涨至 2004 年至 2008 年大部分时间中的水平之上。但 2011 年底生皮价格开始

回落，加上目前对世界经济复苏尚存担忧，这对 2012 年的生皮市场带来了风险。  

 

棉 花  

24. 自棉花价格从 2010 年 1 月的 1.65 美元/公斤一路上涨至 2011 年 3 月的 5.06

美元/公斤的历史高点之后，世界棉花价格逐步回落，2012 年 2 月徘徊在 2.20 美元/

公斤上下。预计 2011/12 年度世界棉花产量将增长约 7%，估计达 2680 万吨。 

25.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是决定棉纺厂棉花用量的主要因素，而据预测 2012 年世

界经济增速将放缓，因此估计棉纺厂的用量将下降 3%，至 2370 万吨，从而导致

全球库存提高至 1230 万吨。 



CCP 12/INF/5  

 

 

13 

 

可 可2
 

26. 2007 年 10 月以来可可市场价格稳步攀升。影响价格的主要深层因素是可可

市场形势的基本面发挥了支撑作用，其中包括近几个年度产量出现了某些缺口以

及对可可市场进入供给短缺期的担忧不断加剧。在 2010/11 年度，虽然西部非洲

天气条件异常有利，产量出现盈余，但在科特迪瓦政治危机的支持下可可价格保

持坚挺：在政治僵局持续期间，2011 年 3 月价格创下 3730 美元/吨的 32 年高点。

当危机消退且充裕货源进入市场之后，价格走弱并出现较大跌幅，到 2012 年 1 月

5 日价格稳步下滑至 2064 美元/吨。本年度（2011/12）世界可可产量和需求很可

能将重新出现缩减，因此造成 7.1 万吨的少量供应缺口。由于天气条件恢复常年

水平，预测可可产量将下降，但估计研磨加工量将增长，只是增幅较为缓慢。  

 

                                                      
2  国际可可组织提交的市场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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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 啡3
 

27. 过去四年咖啡价格出现了强劲增长，国际咖啡组织综合指标价格从 2008 年

的 103.06 美分/磅翻了一番以上，到 2011 年 4 月上涨至 231.24 美分/磅的高点。

2011 年的均价达到 210.39 美分/磅，比 2010 年高出了 42.9%，创下 1977 年以来的

最高水平。这种价格水平收益十分丰厚，推动了出口的大幅增长，2011 年出口量

达创纪录的 1.037 亿袋，同时出口国库存量所剩无几。  

28. 价格的大幅上扬受到了市场基本面的支撑。由于天气条件不利，哥伦比亚连

续四年产量低迷，这降低了优质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供给。优质阿拉比卡咖啡豆的

短缺迫使烘焙商在混配中增加了低质阿拉比卡咖啡豆和罗布斯塔咖啡豆的用量，

导致行市紧张；但这种状况因巴西和越南产量增长而部分得到缓解。估计 2011/12

咖啡年度世界咖啡产量约为 1.29 亿袋，低于 2010/11 年度 1.34 亿袋的创纪录水

平。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但消费量仍依然不减，估计 2010 年

达 1.35 亿袋。咖啡生产国和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尤为强劲。但由于供求平衡悬于

一线，加上全球库存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市场承受进一步扰动的空间已经很小。 

 

 

                                                      
3  国际咖啡组织提交的市场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