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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2029 农业展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供了从 2020 年到 2029 年关于农

产品的预测情况，涵盖农产品、农业贸易以及总体指标，例如农业收入。预测基

于对宏观经济条件、政策、天气和国际发展的特定假设，没有国内或外部对全球

农业市场的冲击。假定《2018 农业改善法》在整个预测期内有效。这些预测是

下一个十年农业部门的代表情景，反映了模型结果和基于判断的分析的综合结果。

报告中的预测编写于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1 月之间，商品预测基于 2019 年 10

月的 WASDE 情况。 

尽管农作物价格上升趋势只是在名义价格上放缓，但在报告编制期间发生的

中美贸易纠纷已经让人们降低了预期，特别是大豆。预测认为，贸易纠纷将存续

于整个预测期。与最近几年相比，播种面积总体略有下降，主要因为大豆播种面

积预期减少，而玉米和小麦播种面积预期基本保持不变。保护储备计划（CRP）

的种植面积预计也将增加，使得八种主要作物总种植面积下降。能源成本预计增

加，预测期末原油进口价格将达到每桶 91 美元。较低的饲养成本和持续强劲的

全球需求，为扩大畜牧业提供了经济动力。全球农业的长期发展，反映了世界经

济的稳定增长和全球对生物燃料原料的持续需求，还有那些共同支撑了农产品调

整、贸易以及价格长期增长的因素。相对坚挺但缓慢走弱的美元，预计会抑制美

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但由于效率提高，美国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仍保持竞争力。

预计 2020 年，美国农业净收入（NFI）将增加 14 亿美元，达到 939 亿美元；未

来十年将呈现前低后高趋势，保持在 888-986 亿美元之间。 

 

关键字：预测，农作物，牲畜，生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美元价值，原油价

格，贸易，农场收入，美国农业部，USDA。 
  



3 
 

 

目  录 

 

背 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简介和概述................................................................ 5 

关键假设和含义.................................................................... 6 

宏观经济假设.................................................................….........9 

美国农作物.............................................................................. 19 

美国畜牧业.................. ........................................….........28 

美国农场收入.......................................................................... 33 

农产品贸易………………………………………………………………….……… 36 

插文 1：中国的报复性关税、非洲猪瘟和商品库存...41 

插文 2：阿根廷的农业增长潜力..................................43 

插文 3：南美的经济放缓及其影响..............................46 

插文 4：美国农业贸易预测................................................49 

正文......................................................................................50 

结束......................................................................................72 

  



4 
 

 

背  景 

 

美国农业部在《2029 农业展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出的长期预测是对农业长期前景

的共识，这些预测为讨论其他结果提供了起点。 

 

报告中的预测是在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1 月之间编写的，《2018 农业改善法》被认为在预

测期内一直有效。报告中给出的场景，并不是美国农业部预测将要发生的，相反，这是一个

有条件的、长期的前景，说明在当前农场立法和其他特定假设不变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报告

对于美国和国际宏观经济状况、美国和外国农业和贸易政策以及美国和国外的农业生产率增

长率做出了关键的长期假设。报告假定不存在会影响全球农业供求的国内或外部冲击。假定

天气正常。这些假设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对预测产生重大影响，出现的实际情况会改变结果。 

 

报告以 2019 年 10 月《世界农业供求估算》的短期前景为起点，叙述部分讨论了截至发布之

日的情况。这些预测并未考虑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USMCA 协议以及日美自由贸易

协议等近期协议和讨论。宏观经济假设部分于 2019 年 8 月完成。 

 

报告的预测分析是由美国农业部机构间委员会完成的，是模型结果和基于判断分析的综合反

映。经济研究局（ERS）在编写部门报告中起主导作用。报告由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WAOB）

主持的机构间农业预测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美国农业部参与预测分析和审查的成员包括世界

农业展望委员会（WAOB）；经济研究局（ERS）；农业生产和保护业务中心(FPAC)；海外服务

局（FAS）；市场服务局（AMS）；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OCE）；预算和方案分析办公室（OBPA）；

风险管理局（RMA）；自然资源保护局（NRCS）；国家粮食与农业研究所（N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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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和概述 

 

《2029 农业展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供了对农业到 2029 年的长期预测，讨论了

影响未来农业市场的主要作用力和不确定因素，例如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和人口趋势。

预测范围包括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全球农产品贸易和美国出口、商品价格以及相关指标，

例如农场收入。 

这些预测是有条件的，基于对宏观经济、农业和贸易政策、天气以及国际发展的特定假

设。该报告假定不存在会影响全球农业市场的国内或外部冲击。假定天气正常，作物产量高。

假定《2018 年农业改善法》的规定仍然有效。报告并不是要预测未来，而是描述在这些非

常具体的假设和情况下将会发生的情况。因此，这些预测提供了中立的参考情景，作为讨论

在国内或国际不同条件下、不同结果的出发点。 

报告编制于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是有关模型和基于判断分析的综合结果。

报告中的短期预测始于 2019 年 10 月美国农业部《世界农业供求估算》报告，大部分叙述反

映了当时的期望。这些预估未考虑近期的贸易协议或讨论，例如与中国的第一阶段协议，

USMCA 协议以及日美自由贸易协议。宏观经济假设部分于 2019 年 8 月完成。 

报告假设 2019 年 10 月已开始的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在预测期间持续。由于大豆的回报

率相比玉米的回报率较低，将导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偏离预期（比 2017/18 年度的最近高点

9000 万英亩低约 500 万英亩）。尽管近年来期末库存相对较高，但预计主要作物的播种总面

积仍将保持在 2019 年水平以上，略低于近年水平。保护储备计划（CRP）的立法上限从 2400

万英亩增加到 2700 万英亩，这是 2018 年颁布的一项变更，预计这是造成下降的主要原因。

随着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发展，预计对美国大豆的需求最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畜牧

业方面，相对较低的饲养成本和效率的提高将继续为扩大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由于美国和全球生产对早期的高价反应快速，大多数作物的价格相对于近来仍然保持较

低水平。除大豆外，大多数作物的价格预计在预测期内缓慢上涨。预计未来两年大豆价格将

先下跌然后再上涨。棉花价格上涨比其他作物更快。价格抑制性的增长，反映了对全球供应

充足和来自其他出口商竞争的预期（美国是除大麦和燕麦以外的所有主要大田作物的净出口

国）。 

相对较低的饲养成本继续提高畜牧业的净收益，肉与饲料的占比相对较高，并为扩大经

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肉牛和肉仔鸡的名义价格最初上涨，随着产量的增加，到预测期末价格

将跌至 2020 年水平以下。生猪和火鸡的价格在 2021 年下降，然后缓慢攀升。整个期间，

鸡蛋价格缓慢上升。预计农场级牛奶的名义价格将下降几年，2025 年之后攀升至起点以上。 

牛肉的价格和产量波动导致预测期前半段的牲畜业收入略有变化，但总体稳定，预测期

后半段，由于所有品种的产量增幅都超过了其较低的价格，因此收入增加。预计整个十年中，

作物现金收入将增长。现金总收入从 2020 年的 4250 亿美元持续增长到 2029 年的 4640 亿

美元。农业净收入在短期内下降，到预测期末比 2020 年增加 47 亿美元。 

全球农业进口需求和美国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以及

未来十年美元相对坚挺但逐渐疲软的状况。随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对动物产品和饲料

需求的持续增加，农产品调整、贸易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增长将会被证实。

全球贸易竞争将继续保持强劲，美元的强势将继续抑制许多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玉米、

棉花、肉鸡和猪肉除外），预计这些出口将保持稳定增长。尽管如此，由于效率提高，美国

在全球农业市场上仍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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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假设和含义 

 

宏观经济概况 

•全球宏观经济状况反映出实际经济增长低于 2010-2019 年期间，美元相对坚挺但不断下降,

油价上涨，预计到 2029 年将达到每桶 91 美元。 

 

经济增长 

•在未来十年（2020-29 年）中，全球实际经济增长预计每年平均为 2.7％。预计美国的年平

均增长率为 1.8％，而发达国家整个国家/地区的年平均增长率预计为 1.5％。发展中国家增

长仍然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年平均增长率会从2010-19年的4.8％下降到2020-29年的4.3％。 

•发展中国家增长最为强劲。随着向消费型经济的过渡，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年均增

长率仍为 5.5％。预计印度仍将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 6.3％。总体而言，

亚洲有望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日本除外）为 5％。预计非洲和中东将分别

保持 3.6％和 2.9％的增长率。拉丁美洲的增长有望回升，每年以 2.6％的速度增长，其 2010-19

年度的年增长率为 1.8％。增长的标志是巴西从近期的严重衰退中复苏、阿根廷从 2018 年和

2019 年以来的衰退复苏，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逐步恢复。墨西哥的增长预计放缓，并将落

后于全球增长。 

•预计发达国家的长期实际增长相对较弱，特别是日本（不到 1％）和欧盟（EU）（1.4％），

部分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缓慢增长或萎缩 。 

•虽然美国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但发展中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将导致美国在未来十年中占全

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缓慢下降。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存在，限制了其经济增长，但与前十年相比，预

计 2020-29 年间，乌克兰年均增长速度将提高，而俄罗斯的增长率则预计持平。 

•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支撑了世界粮食需求、全球农产品贸易和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长期增

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因为粮食消费和饲料使用对这些国家的收入增长特别

敏感。从历史上看，收入的增加导致消费方式从传统的主食转向饮食多样化。 

 

人口 

•随着出生率下降，未来十年经济增长会导致全球人口增长继续放缓。预计全球人口的年增

长率将保持在不足 1％（0.9）的水平，相比之下，2010-19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1％，2000-09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2％。 

•大多数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预计为每年 1.0％或更低。但非洲和中东除外，预计他们的增长率

分别为 2.3％和 1.3％。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继续上升，到 2029 年占 83.0％。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的扩大，对于全球粮食需求的持续增长尤

为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更年轻，并且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更快，这

些因素通常导致粮食消费的扩大和多样化。 

 

美元价值 

•预计未来十年美元将贬值。尽管美元会走弱，但预计仍将处于十年前水平之上。 

•相对坚挺但不断下跌的美元将使美国出口的相对价格保持较高水平，从而抑制了出口增长，

特别是大宗商品的出口增长。 尽管贸易竞争将继续激烈，但由于部分产品质量和市场效率，

预计美国将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力。美国出口预计增加，有助于美国农民的现

金收入长期增加，但由于全球竞争加剧，预计 2020 年至 2029 年间，除玉米和大豆油之外，

美国大多数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会下降。 



7 
 

 

能源价格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增长最快，因为人口的增长和制造

业的发展转化为能源需求的增长。 

•随着全球经济活动的改善，原油价格被认为从最近的低点上涨（自 2004 年以来，2016 年

首次跌至每桶 40 美元以下）。 到 2026 年，美国原油进口的名义炼油厂购置成本预计将保持

在每桶 80 美元以下，预测期末将升至每桶 91 美元左右。钻井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使包括美国

在内的非欧佩克供应商都能对无法预料的价格上涨做出快速反应，从而使原油价格走高。 

 

美国农业政策 

•假定《2018 年农业改善法》在预测期内有效。同样，假定从 2019 年 10 月起实施的贸易关

税在未来十年内仍然有效。 这些预测仅包括已经实施或预计 2019 年 10 月实施的政策。近

期的贸易协议或讨论，包括与中国的第一阶段协议、USMCA 协议以及日美自由贸易协议未

被考虑。 

•假定加入保护储藏计划（CRP）的土地面积增加到将近 2700 万英亩，这是《2018 年农场改

善法》规定的最高水平。 

•贸易紧张局势和天气问题的影响，导致 2019 年美国政府对农民的直接付款增加，主要反映

了市场便利化计划（版本 1 和版本 2）以及农业风险保险（ARC）和价格损失保险（PLC）下

的支出。2019 年以后，政府的直接付款预计会更低，但仍高于 2010-19 财年平均水平 126

亿美元，预计 2020-29 年期间每年平均为 135 亿美元。假设除了第三阶段的第二轮之外，没

有其他市场便利付款（MFP）。 

 

美国生物燃料 

•对生物燃料情况的预测，完成于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宣布 2020 年纤维素生物燃料、高

级生物燃料和总可再生燃料的最终标准之前（2018 年已颁布 2020 年生物质柴油标准）。因

此，对生物燃料的预计考虑了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在 2019 年 7 月 29 日发布的最终规则。 

•玉米是美国乙醇生产的主要原料，约占总产量的 98％。高粱次之仅占 2％。基准期内大多

数年份生产乙醇的玉米使用量将增加 5％，出口是主要原因，而进口量基本持平。该行业中，

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需求将持续强劲，预测期内将至少占美国玉米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 

•预测的依据是美国汽油总消费量的下降。预计 10％的乙醇“混配墙”标准会限制未来十年

国内的乙醇使用。在美国，大多数仍然是 10％的乙醇混合物（E10）。E15（15％乙醇混合物）

市场将出现一些增长，但基础设施和其他限制因素限制了其增长。E85（51％至 85％乙醇混

合物）市场仍然很小。小型炼油厂豁免（SRE）对生物燃料消费的影响预计将减少。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EIA）数据，车用汽油价格将在基准期内上涨 12％。这与更高效的

车队相结合，将对汽油消耗产生抑制作用，进而由于“混配墙”而限制了乙醇的消耗。 

•由美国能源信息局（EIA）根据《可再生燃料标准》管理的基于生物质的柴油使用量需求在

2019 年为 21 亿加仑，2020 年和 2021 年提高到 24.3 亿加仑，并假设将继续保持这一水平。

假设预测期内此需求量都保持在建议水平，且没有生物柴油税收抵免。假定某些生物柴油和

可再生柴油的生产量超过了基于生物质柴油的需求量，将继续满足一部分非特定的高级生物

燃料需求。 

•基准期内，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豆油（甲酯）稳定在每年 85 亿磅的水平。用于生产生物质

柴油的其他原料仍包括从干磨酒厂的谷物中提取的玉米油、其他首次使用的植物油、动物油

脂和回收的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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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策 

•农业贸易预测假设 2019 年 10 月前执行的贸易协定、卫生和植物检疫限制以及现行的国内

政策在整个预测期内仍然有效。 

•俄罗斯对从西方国家（包括欧盟、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农产品的禁令于 2014 年 8 月实施，

此后每年更新一次。这项政策将继续得到更新，俄罗斯将继续使用以刺激其国内猪肉和家禽

生产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2018 年，中国对几乎所有美国农产品征收了 25％或以上的报复性关税。预测期内假设这些

关税一直有效，因为截至 2019 年 10 月没有迹象表明是否或何时取消关税。 

•预测反映了阿根廷由于财政压力而重新启动 2015 年 12 月取消的针对玉米和小麦的 10％出

口税。对于大豆及其制品，其出口税（自 2018 年 1 月以来每月减少了半个百分点）进行了

修改，以反映所有大豆制品固定 18％的税率，另加每美元出口价值 4 阿根廷比索的可变税

率，该比率随汇率而变化。目前对大豆及其产品征收的税率相当于 28％的税率（有关阿根

廷出口税政策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农产品贸易”部分）。这些预测未包括阿根廷新任总

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前总统、现任副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希纳尔 2019 年 12 月

20 日就职后宣布的经修订的农业和外汇管制出口税。 

•预测并未考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墨西哥已经通过 USMCA，但截至 2020

年 2 月 1 日，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尚未过。USMCA 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后续协议。 

它广泛保留了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现的农业市场准入，同时为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的奶制

品、家禽和蛋制品提供了额外的市场准入。 

 

国际生物燃料 

•尽管全球生物燃料产量与前五年相比增速放缓，但预计未来十年将继续增长。这种放缓反

映了原油价格预计会上涨，但仍低于十年前的水平。此外，在已制定生物燃料计划的国家中，

由于许多生物燃料已经达到或接近其生物燃料使用目标，混合增长可能会放缓，并且由于原

料供应和进口限制不足，不可能进一步大幅增长。此外，剩余的汽油燃料池较大的国家尚未

采用燃料乙醇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太可能在预测期内实现这一目标。作为替代的发动机

动力来源（电、天然气），人们习惯了地面运输习惯变化（例如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

乘车共享），以石油为基础的燃料使用量的增长可能会受到限制。鉴于生物燃料使用量增长

放缓的前景，对生物燃料原料的需求预计也将增长缓慢。 

•美国、巴西和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燃料生产国。 巴西和美国推动了全球乙醇生产

的大部分增长，而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推动了全球生物柴油的增长。预计美国将继续是全球最

大的乙醇出口国，而加拿大和巴西可能仍将是最大的进口国。预计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仍将

是世界上主要的生物柴油出口国，而欧盟、美国和中国可能仍将是主要进口国。报告没有将

中国于 2017 年宣布的乙醇混合目标和印度 2018 年《生物燃料政策》中规定的生物燃料混

合目标纳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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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假设 

 

报告中的宏观经济假设包括了与 2010-19 年相比放缓的增长，这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都

存在。预计 2020-29 年，全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2.7％。发展中国家年增长率为 4.3％

（低于 2010-19 年的 4.8％）。发达国家的年增长率将从 2010-19 年的 1.9％降至 1.5％。 

预计全球长期增长趋势将比 2009 年大萧条之前的 2000 年代慢得多。中国、印度等大型发

展中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的持续成熟，使得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放缓。人口老龄化甚至下降

也正在降低一些大型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潜在增长。 

 

一、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尽管存在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预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近期增长将更为强劲。 

但是，相对于 2000-09 年和 2010-19 年的普遍水平，预计中国和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率将显着放缓。中国的年 GDP 增长率从 2000-09 年的 10.4％降至 2010-19 年的 7.6％，预计

2020-29 年期间将以每年 5.5％的速度增长。发展中国家继续从基础设施投资获取收益，并

更多地依赖市场来改善资源分配，其增长预计将继续超过发达国家。 

2019 年 8 月，当本报告的宏观经济假设完成时，美国 2019 年 GDP 预计将增长 2.5％，高于

1.8％的长期趋势增长率。预计 2021-23 年间增长先会放缓，主要是由于预测时美国和中国

的双边关税提高导致贸易减少，然后又回升至十年平均水平。预计除美国以外的其他高收入

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接近 2019 年水平，预测期中期将略有增长，并逐步回落到 1.4％的长期

增长水平。 

在美国，较低的长期增长率趋势通常反映出劳动力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尽管有移民增加因素

调节，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婴儿潮”一代退休和生育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劳动

力增长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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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DP 增长：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将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 

 

 
 

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将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预测期内，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

为 4.3％。与近期历史水平相比是增长放缓，但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 1.5％的预计增长率（发

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区域总量以及个别国家的增长率详见 USDA-https：

//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data-set/）。 

预计发展中国家占全球 GDP 份额将从 2019 年的 39％提高到 2029 年的 45％。除日本外的亚

洲国家贡献了大部分增长，占全球 GDP 的比重从 24％提升到 2029 年的 31％。2020-2029 年

期间，亚洲国家平均增长率为 5.1％，其次是非洲国家，增长率为 3.5％，拉丁美洲国家预计

增长 2.6％，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地区预计增长 2.3％。 

•近期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2020 年的增长预计将达到或低于预计的长期水平。印度

在 2020-29 年间有望平均增长 6％。中国的增长虽然仍然强劲，但在 2023 年和预测期剩余

时间内将降至6％以下。预计到2029年，中国将占世界经济的17.8％，高于2019年的13.7％。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归因于中国向更加以消费者为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结构

性调整，以及人口增长下降、中美之间征收双边贸易关税的影响。 

•在经历了一些大经济体非常缓慢增长和衰退之后，拉丁美洲的 GDP 预计将在 2020 年及

以后实现增长。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养老金、税收和其他结构性改革的不确定性中，

巴西的经济预期会从过去几年的严重衰退中恢复，实现长期复苏。但由于困难的经济挑战，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和巴西的增长预计将放缓。尽管如此，预测期内增长仍有望

高于 2010-19 年水平。墨西哥由于投资和私人消费的疲软以及借贷成本的上升，预计短期内

将出现缓慢增长，但未来几年会反弹。由于不稳定的国内环境，委内瑞拉 GDP 将大幅下降。 

•撒哈拉以南非洲（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为年均 3.6％，与 2010-19 年

期间相同。与 2000 年代初期相比，撒哈拉以南的南非和尼日利亚两个非洲大国，其短期增

长显著放缓，预计尼日利亚将略高于该地区平均水平的速度，而南非将低于该水平。尽管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低意味着严重的贫困将继续存在，但总体上说，非洲大陆的增长将会继

续提高生活水平并降低贫困率。15 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西非共同体（ECOWAS）继续超过其

邻国的经济增长，预计 2020-29 年均增长率为 4.7％。 

•预测期内，中东地区预计将增长 2.9％，北非地区预计将以 3.6％的年均增长率增长。 

•未来十年，前苏联地区的增长预计在 2.3％至 2.4％之间。与历史水平相比，增长率有显

着下降，这些国家在 2000-15 年间平均增长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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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预测期内，预计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为 1.5％，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为 2.7％。如前所述，

整个预测期内美国经济增长预计将继续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年均增长率为 1.8％。

过去几年征收的更高关税可能会阻碍出口增长。随着劳动力老龄化、人口增长下降以及生产

率下降，美国长期增长预计将低于 2010-19 年度 2.3％的平均水平。预测期内，美国的通货

膨胀率预计每年在 2.1％和 2.2％之间。 

 

1990 年至 2029 年美国和世界 GDP 增长率 

•预计十年内欧盟的平均增长率为 1.4％。同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预测期的头四年仍

低于每年 1.0％，但预计在预测期的后半段恢复 0.9％的长期水平。在日本，预计人口负增长

将限制整体增长率。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预计将低于过去，原因是人口增长缓慢

（甚至下降），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和生产率增长率下降。 

•与其他经济体一样，加拿大 GDP 增长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略有下降，预测期内大多数

将保持 1.9％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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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人口 

 

 

未来十年，世界人口增长预计将继续放缓，预测期内将下降至每年 0.9％，而 2000-2009 年

和 2010-19 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2％和 1.1％。 

•预计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非常低，未来十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0.3％。美国人口增长预计

将比其他发达国家快，平均每年增长 0.7％，部分原因是移民的作用。预计欧盟的人口只会

小幅增长，未来十年增长不到 0.1％。预计日本的人口将继续平均每年下降 0.4％。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会低于前几十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增加和预期

寿命延长，而这两者都倾向于降低出生率。预测期内，每年的增长率将保持在近 1.1％的水

平，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到 2029 年，预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口中的份额将小幅增

长至 83％，2019 年为 82％。 

•预计 2020-29 年非洲人口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将近 2.3％。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每年

2.4％的速度领先非洲。尽管人口增长率与历史速度相比有所下降，但相对于拉丁美洲和亚

洲国家而言下降幅度不大。拉丁美洲的人口在未来十年中预计将以平均每年不到 0.8％的速

度增长，而 2000-09年间为1.3％。亚洲的人口预计将以每年约 0.6％的速度增长，也从 2000-09

年期间的年均 1.1％大幅下降。 

•中国和印度合计占 2019 年全球人口的 36％以上。两国的人口增长都在下降，到本十年

末，这两个国家预计将占世界人口的 35％。 

•预测期内，前苏联的人口增长预计平均每年不到 0.1％，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口都将

下降。持续的移民、低出生率和较高的死亡率都导致该地区人口的减少。 

•预测中东和北非的人口平均每年将分别略高于 1.3％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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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国农业实际（通货膨胀调整后）贸易加权美元 

 

 

预计美国实际农业贸易加权美元指数（2010 年为 100）在 2020 年平均为 113.6，在 2029 年

将逐步下降至 108 以下。尽管最近美元有所贬值，但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仍有望升值。

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将保持稳定。 

•2020 年之后，预计美元兑加元汇率将温和下降。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先相对贬值，预测

期后期将略微走强。 

•美元表现因发展中国家货币而异。平均而言，相对于拉丁美洲货币，预计美元将基本稳

定，但相对于南亚、东南亚和中东货币，美元将下跌。相对于非洲货币，美元每年贬值 0.3％

至 2.2％。 

•预计美元兑墨西哥比索将在 2019 年和 2020 年走弱，贬值将在 2021 年逐渐减少。此后，

美元将在剩余时间内缓慢升值。 

•预计 2020 年，美元对巴西雷亚尔将升值 1.6％，在此后剩余时间内，年升值幅度将不足

0.1％。 

•近年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相对坚挺，但随着未来汇率更加自由地浮动，预计

美元会贬值。预计美元疲软将有助于美国的农产品出口，但会降低美国买家的购买力。 

•预期美元兑前苏联一揽子贸易加权货币实际贬值。预计美元兑卢布将每年贬值约 1.3％。 

相对于乌克兰格里夫纳，美元的价值预计将在 2020 年和 2021 年下降超过 5.3％，并在预测

期内的剩余时间内缓慢下降至每年约 3％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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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油价格 

 

 
预测期内，油价将上涨，名义价格将从 2020 年的每桶 58 美元上涨至每桶 90 美元以上。这

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预测相符，后者假设全球需求在上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预计富裕国家对碳氢化合物燃料的需求随时间推移而缓慢增长，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增加，石油价格在预测期内将上涨。该价格也将继续取决于产油国财团进行的协调供应管理。 

•由于能源效率提高以及石油替代使用，预计经济较发达国家对石油需求下降。在许多发

达国家，人均石油使用量正在下降。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预计将继续影响石油市场。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事件影响了石油贸易，

并加剧了价格波动。来自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出口不确定性预计将继续使全球石油价格上涨。

同时，勘探和采矿技术的最新发展已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产量得以提高。这些

新技术还提高了供应商对短期供应冲击做出反应的灵活性和响应能力。快速转移生产和开采

石油的能力将有助于限制石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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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国农业的影响 

 

美国仍将是最具竞争力的农业出口国之一。但是，全球经济增速与 2010-19 年相比有所放缓，

这将抑制美国农产品出口在预测期内的增长。预测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人口增长、

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增加，发展中国家将是美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的经济

和人口增长较慢，预计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较小。 

从历史上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美国出口需求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是，由

于自 2019 年 10 月起实施关税措施，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将受到限制。报告假设预测期内

这些关税措施一直持续，并未考虑中美之间的第一阶段协议的影响。 

•预计美元将在未来十年内走弱，但相对于十年前早期的币值，整个预测期内美元都将保

持坚挺。这种坚挺增加了美国商品的相对成本，抑制了美国农产品出口。强势美元存在的情

况下，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和发达的物流供应链对美国保持出口竞争力至关重要。 

•与近几十年来较高的增长率相比，发展中国家增长率预计将平均下降，但与发达经济体

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有望继续快速增长。这使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转向购买高价值商

品（例如动物产品）或购买国内生产畜产品所需的饲料谷物、油料和油料产品。 

•预测期初的低能源价格将抑制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商的生产成本。预测期内提高

利率将增加生产者的借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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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8-2029 年美国宏观经济数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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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8-2029 年全球 GDP 增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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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8-2029 年世界人口增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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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作物 

 

预计全球对各种饮食和蛋白质的需求将增加，从而刺激对饲料谷物和大豆的需求。这些需求

增加，使得巴西、阿根廷以及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加剧。全球对小麦的需求增长放缓，

但仍增长显着，黑海地区和欧盟出口增长将限制美国小麦出口。美国还面临着中美持续的贸

易摩擦以及美元坚挺相关的挑战，这将使美国出口的相对价格保持高位，从而抑制出口增长。

贸易竞争将继续激烈，但由于产品质量和市场效率的优势，美国将继续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

保持竞争力。面对困难，美国玉米出口的全球市场份额提高，但大豆、小麦、棉花和大米出

口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a）八种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情况 

 

 

（b）保护储备计划（CRP）种植面积情况 

 

•预测期（2029/30）结束时，预计八种主要作物价格高于期初（2020/21）。大豆价格短

期下跌，后缓慢攀升保持在较低水平，部分反映出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和制定这些预测时

已实施的关税政策影响。饲料谷物价格预计也将保持较低水平，而大米、棉花以及部分小麦

将从低基数稳定上升。虽然价格相对较低，预计净收益（可变成本收益）将呈上升趋势，使

得玉米、大豆、小麦三种主要田间作物的播种面积基本持平，而单产增长将拉动产量，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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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玉米和大豆。 

•未来十年，美国八种主要农作物（玉米、大豆、小麦、棉花、高粱、水稻、大麦和燕麦）

的播种面积预计将保持在 2.463 到 2.494 亿英亩之间。2012-14 年间，这些农作物的平均播

种面积接近 2.57 亿英亩峰值，2015/16 年度-2019/20 年期间为 2.5 亿英亩。 

•报告完成时，《2018 年农场法》中的农业计划已经实施，并将在整个预测期间内持续执

行。保护储备计划（CRP）涉及的土地面积增加到近 2700 万英亩，这是《2018 年农场法》

所规定的最高水平，高于《2014 年农场法》规定的 2400 万英亩的上限。保护储备计划（CRP）

登记的总面积将从 2020 年的 2200 万英亩增加到 2029 年的 2680 万英亩。 

 

一、美国玉米：饲料及其它用途、乙醇、出口 

 

预计未来十年，美国玉米产量将主要来自单产的增长，而且相对价格提高将促使玉米播种面

积超过大豆。基准期内，肉类产品产量扩大，将增加玉米的饲料用量以及食用、种植和工业

用途。其播种面积短期内将急剧增加，并在预测期剩余时间内减少到 8900 至 8850 万英亩，

这与最近几年的情况相似，即市场适应了新的贸易平衡、对美国大豆的需求再次增长。基准

期内，供需预计都将增长 7.0％。 

•2020/21 年度播种面积增加，加上单产增加，导致库存增加，限制了玉米价格。相对较

低的玉米价格意味着更多用于饲料和其他用途。 

•预测期内，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产量将缓慢增长。高级乙醇混合物（E15 和 E85）的限

制、燃料效率的提高、石油成本的上涨以及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行驶里程减少），

这些都造成了美国国内乙醇消费量的下降。乙醇出口的增加将抵消国内需求的减少。 

•基准期前半段，玉米的食用、种植和工业需求（除燃料乙醇外）增长缓慢，但由于高果

糖玉米糖浆的生产速度下降，淀粉糖和葡萄糖产量的增加并不能弥补这块损失，整体上这部

分需求仍会呈现出下降趋势。 

•到 2020/21 年度，美国玉米出口量预计为 5330 万吨（21 亿蒲式耳），乌克兰、巴西和

阿根廷是第二大出口国，出口量为 2960-3600 万吨。收入的增加，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对动

物蛋白需求增加，提振了对饲料玉米（和玉米副产品）的需求。逐渐走弱、但仍然坚挺的美

元将适度改善出口前景。尽管来自巴西、阿根廷和乌克兰的竞争不断，但因国内饲料用量增

长以及对乙醇需求缓慢增长，到 2029/30 年，美国在全球玉米贸易中的市场份额将从 30.5％

略增至 31.6％。这仍远低于 2010 年前的份额，当时美国占全球玉米出口市场份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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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小麦：国内使用和出口 

 

由于国内使用和出口均增长缓慢且期末库存减少，预测期内，美国小麦播种面积将在 4500

至 4650 万英亩之间，低于最近五年 4880 万英亩的平均水平。由于出口总体上持平，特别

是由于黑海地区竞争加剧，美国在全球小麦贸易中所占份额继续下降。 

•预计小麦使用量将继续以略低于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增长，这反映了市场的成熟和长期

人均消费的稳定性。 

•预测期内，小麦与玉米的价格比保持稳定。但由于其他饲料谷物供应充足，预测期前几

年，小麦饲料和其他用量将下降，然后趋于稳定。 

•国内供应和需求基本持平的预期意味着预测期内美国小麦进口量将持平。美国各种小麦

的适度生产变化将减少从加拿大进口春小麦和硬质小麦的需求。 

•收入增加，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收入增加，支持了全球小麦需求的增长以及全球小麦贸

易的相应增长。但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的持续价格竞争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增长。 

•当其他出口国减少供应时，美国理论上可以增加小麦出口，但国外巨大的小麦供应，如

近年来从黑海地区供应的小麦，通常会造成美国小麦出口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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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大豆：国内使用和出口 

 
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在 2019/20 年由于天气相关的播种问题和与中国贸易紧张局势原因大幅

下降，之后十年预计反弹并在保持相对稳定。受益于价格缓慢上涨和净回报提高，播种面积

预计将保持在 8500 万英亩左右。 

•豆粕和豆油的国内需求继续增长，因此，对大豆粉的压榨需求预计在未来十年将继续增

加。这些增加反映了饲料价格预期的走弱、畜牧业产业的增长、生物柴油的豆油使用量稳定

在历史较高水平，且随着全球各国收入的增加，对大豆进口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 

•在 2012/13 至 2017/18 年间迅速攀升后，美国大豆出口在 2019/20 年度受到抑制，但由

于生产商和出口商适应新的贸易环境，预测期中旬恢复至近期高位。巴西继续占领市场份额，

在 2020/21 年至 2029/30 年期间，美国贸易份额从 34.0％下降至 32.5％。 

•美国豆油和豆粕出口将继续面临来自南美的激烈竞争。由于大豆加工品较大豆具有明显

优势，预测期末，阿根廷在全世界豆粕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将增长到 45.9%。巴西是全球豆粕

第二大出口国，未来其出口份额有望从全球的 22.6%提高到 24.6%。尽管豆粕出口水平不断

提高，美国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仍在下降，10 年期末预计从现在的 17.9%下降到 16.3%。 

•在美国，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豆油预计将保持在 85 亿磅的水平，可以年产 11 亿加仑以

豆油为原料的生物柴油。预计对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的一些额外需求，可满足《可再生燃

料标准》中高级生物燃料需求的一部分。其他用于生产生物质柴油的原料包括来自酒厂谷物

的玉米油，其他首次使用和回收的食用油以及动物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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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农场级价格：玉米、大豆和小麦 

 

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与天气有关的播种困难在 2019/20 年期间影响着大豆价格。中国

继续加大来自巴西的大豆采购量超过美国的采购量，但美国的产量较上年下降了 20％，最

终导致 2019/20 年度大豆价格温和上涨。由于播种面积恢复和库存增加，预计价格在预测期

初期会下降，但随着总消费增长和期末存货跌回正常的水平，价格预计将出现名义上缓慢上

升。全球、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人口和收入的持续增长，叠加乙醇需求的总体稳定，未来在预

测期内，小麦和玉米价格尽管仍在低位，但仍存上涨支撑。预计玉米、小麦和大豆的名义价

格均低于 2010-19 年平均价格，但高于 2000-09 年的平均价格。 

•由于在中国市场受限，美国大豆的出口扩展到了其他的国外市场，并且在 2018/19 营销

年度中库存的储存量增加。名义大豆价格在 2018/19 销售年度下降，但预计随着 2019/20 年

度产量下降而反弹。预计价格在预测期初再次下降，然后随着出口贸易伙伴变化而缓慢上升。

预计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将在整个十年中持续。巴西有望运送其大部分大豆以满足中

国的需求。预计美国将向世界其他地区供应大豆，这些地区对大豆的需求不会像中国那样增

长。新兴经济体将继续扩大大豆为原料的使用，因为预计人均收入将继续增加，而食品偏好

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 

•预计未来十年玉米名义价格将温和增长，但受制于期末库存明显高于过去十年，预测期

内实际价格在将略有下降。 

•作为成熟市场，美国小麦需求相对稳定。食用、饲用和出口增长均相对平稳。期末库存

略低，导致预测期内名义价格温和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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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国大米：国内及其它用途，出口 

 

由于南部不利天气影响，美国水稻种植面积在 2019/20 年度下降了 13.8％，在 2020/21 年度

将反弹 14％，然后在 2021/22 下降 10％至 260 万英亩，到 2029/30 保持在 260-265 万英亩。

长粒谷物是美国出产的主要谷物，基本只在南方种植，预计将是十年间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 

•预计稻米的国内和其他用途仍将是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产量下降，需求在 2021/22

和 2022/23 减少，2022/23 后将非常缓慢上升，但预计到期末仍低于 2020/21 水平。预计进

口大米的需求将继续以每年约 1.1％的速度增长。进口产品主要是亚洲芳香品种，几乎完全

来自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 

•预计 2020/21 年以后美国大米出口将略有增长，到 2027/28 年保持稳定，预测期其余时

间的总出口额将增长不到4％。从2020/21年到2024/25年，长粒谷物出口预计将仅增长2.2％，

主要来源于拉丁美洲的增长。由于南美供应商的持续激烈竞争，美国长谷物出口产品（主要

是糙米）向这些核心市场的出口扩张将受到限制。 

•从 2020/21 到 2027/28 年，美国中粒和短粒大米的出口量预计将增长 6.9％，预测期其

余时间趋于平稳。预计到东亚市场（美国中小米的最大市场）的出货量将保持稳定。预计北

非和中东市场将是增长的主要原因。 

•由于价格缺乏竞争力，且亚洲当地出口国商品供应充足，预计美国将基本不向全球最大、

增长最快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出口大米。尽管预计未来十年美国大米

总出口量将略有增长，但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更快，预测期末，美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将

从 2019/20 的 6.6％降至 5.8％。 

•2020/21 年间下降 5.0％至 11.0％（视类别和地区而定）之后，美国两类大米的价格将

缓慢地超过基准期，预测期末将上涨 12.8％。在 2021/22 之后，预计每年的单产将略有增加，

从而推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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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国陆地棉：国内工厂使用和出口 

 

预测期初，陆地棉市场年度平均价格将在为每磅 0.62 美元，十年末预计升至每磅 0.72 美元。

与前十年相比，2020-29 年棉花价格相对于玉米和大豆均较高，农民在 2020/21 年度将种植

1180 万英亩，并在预测期末攀升至 1330 万英亩。预测期平均播种面积比前十年增加了约

100 万英亩。在此期间，国内工厂的使用量预计保持在 300 万包的水平，而出口预计将增长，

从去年的 1550 万包增加到去年的 1850 万包。 

•未来十年，美国工厂的使用量预计将保持平稳。预测期内，工厂用量占美国陆地棉减少

量的不到 15％。虽然 1990 年代末期工厂的使用量接近美国棉花总使用量的 60％，但近年

来国外棉花生产和合成纤维（如聚酯）的竞争加剧，工厂的使用量减少了。 

•预测期内，美国陆地棉出口增长预计将保持强劲并呈上升趋势。美国仍然是最大的棉花

出口国，预计未来十年每年的棉花出口量在 1550 到 1850 万包之间。随着国际需求的增长

和巴西以及澳大利亚出口的强劲增长的预期，美国的贸易份额（包括所有棉花、陆地棉和

ELS）预计将从 2020/21 年的 35.0％下降至 2029 年的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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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国食糖：国内交货、生产和进口 

 

由于人口增长的影响被人均精制糖和总热量甜味剂消费量的减少所抵消，十年来国内对糖的

需求将温和增长。预计美国食糖产量将以高于国内交货量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29/30 年进

口将减少，原因是国内生产将占供应的更大份额。 

•家用糖的交货量从 2020/21 年度的 1230 万吨短吨略增至 2029/30 年的 1260 万吨，每年

增长 0.3％。食品和饮料的交货占总使用量的大部分，并且推动整个十年的增长。 

•预计到 2029/30 年，国内食糖产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940 万吨（原始价值 STRV）增加

到 990 万吨。预计甜菜业（10 万 STRV）和甘蔗业（30 万 STRV）都将增加。甜菜的收获面

积预计在 2021/22 达到峰值，后续由于投入成本的增加而下降。甘蔗收割面积也在 2021/22

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投入成本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因此下降幅度不及甜菜。较高的单产和回

收率是两个部门产量预测的持续增长的原因。 

•糖的总进口量将在预测期初呈上升趋势，在 2024/25 年达到顶峰，在 2029/30 年之前稳

步下降。与世贸组织的义务和自由贸易协定时间表一致，到 2020/21 年配额方案下的进口预

计将从 2020/21 年的略低于 160 万 SRV 增至略高于 160 万 SRV。 

•从墨西哥的进口受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于 2014 年 12 月签署并于 2017 年 6 月修订的停产

协定的影响，货物最初增加，然后稳步下降，与协议中美国需求的计算一致。预计墨西哥每

年中都将有足够的出口货源，以完全满足美国的需求。 

•其他进口将略有下降，但在整个预测期内将保持在 40 万 STRV 左右，因为再出口计划的

进口量保持不变，并且由于世界期货价格与美国期货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高关税下的进口

量逐渐下降。世界期货价格预测基于预计的石油价格和巴西汇率。 

•预计甘蔗种植者和甜菜种植者的作物价格都将上涨，因为预计期末库存水平在整个预测

期内将支持原糖和精制糖价格水平。预测期中，根据美国食糖计划，没有对美国农业部授权

商品信贷公司的没收或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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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美国水果、坚果和蔬菜：产值 

 
未来十年，水果、坚果和蔬菜的农业总产值预计将以每年约 2.6％的速度增长，到 2029 年将

达到 664 亿美元，高于 2020 年的 524 亿美元。其中，水果贡献了近 40％，坚果约占 20％，

蔬菜约占 41％。 

•美国的水果和坚果产量以及蔬菜产量（以农场重量磅为单位）预计将分别以 0.48％和

0.41％的年增长率增长。总体而言，水果和坚果的产量预计在 2029 年达到约 610 亿磅。继

前些年几乎所有主要柑橘生产收成下降并在 2019 年迅速反弹后，美国柑橘产量预计将在

2020 年略有下降。预计加州橙子、柠檬、橘子和橘子的减产以及德克萨斯州柚子产量的下

降是美国柑桔产量近期（2020 年）下降的原因。 

•在整个生产期内，水果和坚果的农业产值预计将增长 27.3%，其中坚果预计将增长 30.5％，

柑桔将增长 30.0％，非柑桔将增长 24.9％。 

•尽管由于较高的价格和适度的增产而有望实现农产品产值的增长，但预计预测期内柑桔

产量将继续缓慢下降。主要是由于佛罗里达州的种植面积减少以及柑橘绿化的持续传播所致，

目前尚无治愈方法可以解决柑橘类疾病。预计柑桔产量的下降将被非柑桔产量的增加所抵消。

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生产及需求增加，坚果产量的增长趋势将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下去。 

•蔬菜类别分为五个主要类别：新鲜蔬菜、加工蔬菜、马铃薯、豆类和其他。预计用于新

鲜用途和加工的蔬菜产量所占比例仍将保持在目前水平。新鲜蔬菜使用量预计约占蔬菜总产

量的 32％，而加工蔬菜预计将占总产量的 25％以上。同期，土豆预计将占蔬菜总产量的 34％。

在 2019 年跌至 90 年低点之后，由于当前价格上涨，预计马铃薯种植面积将在 2020 年反弹

至近期历史水平，使马铃薯产量呈上升趋势。对于 2020/21 年豆类作物，由于价格非常低，

预计豌豆和小扁豆的播种量将急剧下降，预测期内逐步恢复。预计随着价格上涨，干豆和鹰

嘴豆的播种量在一年中及以后会略有上升。预计主要由蘑菇和红薯组成的其他类蔬菜产量将

略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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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畜牧业 

 

强劲的需求为未来十年美国畜牧业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在肉牛业中，预测期内饲料价格

比（肉牛价格/饲料价格）将下降，反映出牛肉价格适度下降和饲料价格缓慢上升，表明生

产回报较低。在养猪业中，预计饲料价格比率开始强劲，然后下降，在该十年末恢复其部分

价值。预计肉鸡行业的饲料价格比率也将开始强劲、后期将下降。同时，预计国内和全球对

肉类和奶制品的总需求将保持强劲。未来十年，美国红肉和家禽收入预期下降，但由于效率

提高和结构变化，其产量在预测期内将增加。随着牛群量以及每头牛产奶量持续增长，牛奶

产量也有望增加。乳制品价格将在预测期初下降，中后期则上升。 

 

一、美国红肉和家禽生产 

 

•预测期初肉牛数量呈周期性下降。预测期初肉牛数量的下降可能会导致肉牛价格上涨，

后期数量适度增长，价格有所下降。由于营养和遗传效率的提高，肉牛体重增加，牛肉产量

增长。总体而言，预计到 2029 年牛肉产量将增加到 295 亿磅。 

•预测期内，玉米价格缓慢上涨，生猪价格基本持平，降低了生猪饲料价格比（生猪价格

/玉米价格），导致生猪预测期初头胎分娩增长的情况在预测期后发生逆转。而每窝生猪数量

增长和体重量的增长，继续保持了猪肉产量的上升趋势。近年来猪肉和牛肉的产量大致相当，

但预测期内大部分时间里猪肉的产量都将超过牛肉产量，在2029年将达到321亿磅的峰值，

而牛肉为 295 亿磅。 

•在价格疲软的压力下，预测期后期，肉鸡生产增速将放缓。但是，产量的增长将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出向饲养更重肉鸡的持续转变。随着从 2018-19 年度的收缩中恢复过来，预计土

耳其生产商的价格将先下降，随后十年随着生产相对稳定而缓慢上升。 

 

  



29 
 

二、美国人均肉类消耗量 

 

2021-29 年间，美国人均红肉（牛肉、小牛肉、猪肉、羊羔肉和羊肉）和家禽（肉鸡和火鸡）

的消耗量预计在 216.2 磅至 221.3 磅之间。 

•预计人均牛肉消耗量将从 2021年的 55.5磅下降到 2022年的 53.8磅，然后再回升至 2029

年的 57.6 磅。美国人均牛肉消费量在预测期早期下降，主要是产量下降和出口需求增加。

随着预测期内牛肉产量的增加，牛肉供应增加，从而转化为人均消费增加。 

•猪肉产量预计将继续增长，但增速将放缓，预计到 2029 年出口量将占猪肉产量的三分

之一，这将导致预测期后半段美国的人均消费量下降。2021-2029 年期间，人均总体减少 2.2

磅，最终为 49.4 磅。 

•与猪肉相似，肉鸡生产增长速度缓慢，在预测期内出口增长，但速度不及猪肉。肉鸡的

人均消耗量预计将保持相对稳定，从 2021 年的 93.0 磅增加到 2029 年的 96.4 磅。人均火鸡

消耗量预计在十年内缓慢下降，从 2021 年的 15.6 下降到 2029 年的人均 15.0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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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畜牧业名义价格 

 

•预计未来十年牛肉和禽类的供应将与需求保持一致或超过需求，因此牛肉和肉鸡的名义

价格最初上涨，预测期剩余时间将呈下降趋势。 

•猪肉的大量供应，反映了 2019 年和 2020 年猪肉产量的快速增长，预计 2021 年猪肉价

格被压低，在生产增速放缓和出口增幅提高之前，价格将跌至约每英担 48 美元。预计预测

期内的大部分时间，价格将稳定在每英担 50 美元左右。 

 

  



31 
 

四、美国肉类出口 

 

人们普遍预计美元在未来十年内会走弱，但相对于前十年（尤其是 2010-12 年）的价值而言，

美元仍然相对坚挺。尽管如此，由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中）支撑了对美国市场的需求，预计未来十年美国红肉和家禽的总出口将增长。 

•预测期内，美国的牛肉出口量将超过进口量，但利润率将下降。预计全球牛肉产量将增

加，美国出口增长的竞争加剧，而美国对加工级牛肉的需求预计将支持进口增长。预测期初，

美国将主要是谷物加工的牛肉出口国，成为仅次于巴西和印度的第三大牛肉出口国，预计在

2026 年至 2029 年与澳大利亚并列第三。在世界排名前 12 位的主要牛肉出口国家/地区中，

美国的出口份额下降，特别是由于巴西预计的强劲出口增长（巴西将低价的草饲牛肉运往价

格更为敏感的市场）。中国在 2018 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牛肉进口国。预测期内，

中国的进口量预计将继续快速增长，而美国的进口量仍将保持适度增长。 

•美国猪肉出口增速明显快于家禽出口（增速超过两倍），而牛肉出口则波动，在预测期

内基本持平。生猪业生产效率提高，继续增强了其国际竞争力，并且非洲猪瘟（ASF）在中

国和其他市场的存在有望推动全球对美国猪肉的进口需求增加。预计美国将在 2020 年至

2025 年之间保持其作为仅次于欧盟（EU）的第二大猪肉出口国的位置，预测期其余时间内

成为主要出口国。 

•未来十年中，美国家禽（包括肉鸡和火鸡）出口预计增长，主要是肉鸡出口的推动，因

此期间土耳其的出口预计将保持相对平稳。与过去几十年一样，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发

展中国家需求的增加，预计肉鸡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美国将保持其作为仅次于巴西的第二

大家禽出口国的地位，而欧盟和泰国分别仍排在第三和第四位。在主要的家禽出口商中，近

84％的出口来自这四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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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国奶牛数量和每头奶牛产量 

 

未来十年，牛奶产量预计将以每年 1.4％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国内外对乳制品需求的持续

增长，为生产者在未来十年内逐步扩大奶牛数量提供了动力。随着每头奶牛产量的增加，效

率将继续提高。 

•奶价持续上涨，饲料价格缓慢上涨且增幅相对较低，使得奶产量在整个预测期内将增长。

到 2029 年，奶牛数量将达到 950 万头。每头奶牛产量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 1.2％。 

•农场合并的趋势有望继续，从而实现规模经济。由于技术和遗传技术的发展，单产应继

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场的效率有望提高。 

•未来十年中，乳制品的商业用途预计增长速度将超过美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预计奶酪的

需求将会增加，因为持续增加预制食品的消费，以及出门在外的饮食增加。黄油需求也有望

增长，部分原因是消费者对食用乳脂对健康的影响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预计人均液态奶产品

消费量将继续下降。 

•未来十年，全球对美国乳制品的需求预计将继续增长，其中最大的增长是奶酪、脱脂奶

粉和乳清的出口。到 2029 年，美国乳制品出口预计将占牛奶产量的 4.5％（以乳脂奶当量为

基础），或是占比 20.5％（以脱脂固体奶当量为基础）。 

•预测期内，农场牛奶的名义价格将上涨，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和全球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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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场收入 

 

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增长之后，2019 年美国农场净收入预计将达到 925 亿美元。2019

年净现金农场净收入预计将增加至 1190 亿美元。2019 年农场净收入的预期增长主要是由于

较高政府付款（补贴），其中包括市场便利计划的支付。 

•预计到 2029 年期间，农场现金收入将增加，国内和国际经济的稳定增长支持了对美国农产

品的长期需求，农作物和牲畜现金收入都将增加。 

•预计到 2020 年，政府直接支付总额将减少 75 亿美元，降至 149 亿美元，2021 年增加至

154 亿美元。政府支付预计将在 2022 年再次增加，并在预测期剩余时间内有所下降。农业

风险覆盖（ARC）支付在十年期间将从 2019 年的 6.41 亿美元下降到 3540 万美元，但这一下

降被价格损失覆盖（PLC）支付（从 2019 年的 26 亿美元增加到 2029 年的近 59 亿美元）所

抵消 。 

•预计到 2020 年，农业生产总支出将增加到 3,572 亿美元。这是由于人工、房租和其他运营

支出增加所致。总体而言，预计名义农业生产支出将在 2020 年之后进一步增加，并且由于

原油价格、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预计都将上升，因此在整个预测期剩余时间内，每年都会如此。 

 

美国农场收入指标 

 

美国农场现金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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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场总收入 

 

美国农场现金收入 

 
农场收入中政府直接支付 

 

在 2020 年降至 149 亿美元之后，政府直接付款在 2021 年有所增加，因为预计生产商会将

其注册人数从 ARC 计划转移到 PLC 计划。随后预计政府付款在 2022 年至 2029 年之间将减

少 50 亿美元以上。预测期内，CRP、ARC 和 PLC 付款将为农业部门提供最大的政府直接付款。

该预测包括 2018 年和 2019 年宣布的市场便利化计划付款估算值。 

•假设在预测期内加入 CRP 计划的面积增加到略低于其根据《2018 年农业法》规定的立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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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上限 2700 万英亩。随着农作物价格开始再次上涨，CRP 计划中土地的平均租金也将提高。

因此，CRP 支付额预计将从 2019 年的 19 亿美元逐渐增加到 2029 年的 24 亿美元。 

•由于预计农作物价格将从 2019 年开始下降，因此 ARC 和 PLC 计划下的付款在 2019 年之后

进一步增加，从约 26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34 亿美元。预计生产者将基本面积从 ARC 计划

转移到 PLC 计划，ARC 和 PLC 计划在 2021 年将增长到近 78 亿美元。生产者可以在 2019 和

2020 作物年度之间从 ARC 和 PLC 计划间选择更改一次基本面积，此后在 2021-29 预测期内

每年更改一次。ARC 的付款继续下降，但 PLC 的付款在预测期的剩余时间内继续增加，达到

59 亿美元，而政府的直接付款总额继续下降，十年结束时总额不到 110 亿美元。 

 

美国农业支出 

 

•由于雇用的劳动力、租金和其他运营支出增加，预计到 2020 年农场生产总支出将增加。2020

年之后，生产费用的增长速度不及到 2029 年通货膨胀率的整体增速。农业生产资料、其他

制成品的支出以及其他非农业生产资料的总支出增长速度低于总体通胀率，但这些年来的利

息支出、燃油和石油成本的上涨速度超过了总体通胀率。 

•预测期内，利息成本的上升速度快于总体通胀率，反映出农业债务水平上升以及由于紧缩

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上升。 

•由于原油价格适度上涨，到 2029 年的整个预测期内，燃料和石油的生产费用也稳步上升。

预计播种面积减少，预期国内氮肥生产能力提高以及相对较低的天然气价格可在短期内降低

肥料费用。这些成本的上升速度慢于后来几年的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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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 

 

预计到 2029/30 年，全球农产品需求和贸易将继续增长。全球农业进口的增长主要来自新兴

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未来十年中，发展中经济体对粮食和饲料的需求增长预计将占世界

基本农产品消费和进口增长的大部分。预计全球肉类、谷物和油料需求以及棉花消费增长中，

发展中国家占了五分之四以上。预计收入增长和城市化将保持强劲，特别是在许多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这将为农产品需求和贸易的持续增长提供强劲动力。新兴经济体的人

口增长最为强劲，为农业贸易的增长做出了贡献。非洲猪瘟对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都有

影响，这对最初几年预测肉类和饲料的生产、消费和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预测期后期，

各国才从这种流行病得以恢复正常。 

 

宏观经济与人口增长 

人均收入增长和人口增加是推动全球农产品和产品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从 2020/21 到

2029/30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计为 2.7％，这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市场汇率加权平

均年增长率。到 2029/30，发达经济体的实际 GDP 预计将以每年 1.5％的速度增长，而发展

较快的新兴经济体预计将以每年 4.3％的速度增长。 

就实际人均 GDP 而言，预计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是亚洲。缅甸、印度、越南和柬埔寨的预期

年增长率分别为 5.72％、5.24％、5.16％和 4.08％。南亚和东南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分

别以年均 5.0％和 3.8％的速度增长。中国预计人均经济增长率为 5.32％。预计中东和非洲

的人均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66％和 1.3％。 

2019 年世界人口为 75 亿。预计年增长率为 0.9％，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内，世界人口将增加

约 7.03 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长最快，预计年增长率为 2.4％。预计北非将以每年 1.5％

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29/30，非洲将使世界人口增加 3.07 亿。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中东，每

年增长 1.3％。乌克兰、日本、俄罗斯和古巴都预计人口负增长，分别为-0.5％、-0.4％、-0.2％

和-0.2％。同时，其他前苏联和欧洲预计将分别以每年 0.6％和 0.1％的速度增长。最大的国

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将分别增长 0.1％和 1.0％。人口增长对印度的影响更大，从 2018/19

到 2029/30 年增加了 1.491 亿人，而中国增加了 1,430 万人。预计到 2029/30 年最大的五个

国家是印度（14.60 亿）、中国（14 亿）、美国（3.55 亿）、印度尼西亚（2.85 亿）和尼日利

亚（2.74 亿）。到 2029/30 年，这五个国家将合计占世界人口的 46.0％（83 亿）。 

 

 

 

 

 

 

 

 

 

 

全球消费增长推动贸易 

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太适合增加特定商品的产量。在这些国家，消费的增长速度可能快于国内

生产，导致农业商品和产品的进口增加。即使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发达经济体通常也对

一般国际假设 

到 2029 年的贸易预测是基于经济关系和有关面积、单产和消费趋势的假设。根据过去的

表现以及美国农业部分析师对未来发展的共识判断，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以及消费者喜好的

变化预计将继续。这些预测还反映了贸易协定、卫生和植物检疫限制以及已于 2019 年 10

月实施或得到充分授权的国内政策的影响。预测中使用的国际宏观经济假设已于 2019 年 8

月下旬完成。预测未考虑近期的贸易协议或讨论，例如与中国的第一阶段协议、USMCA 协

议以及日美自由贸易协议。这三项政策尚未出台或有望在 2019 年 10 月底之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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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农产品保持相对稳定的需求。发达经济体的粮食消费模式更加成熟，并呈现出逐渐变化

的趋势。这些大型经济体为许多农产品的持续国际贸易需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全球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导致在预测

期内世界进口量增加。预计所有农产品都将扩大贸易规模。在中低收入国家，粮食谷物（小

麦和大米）的需求相对强劲。小麦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商品之一，预计十年预测期内贸易

量将增长近 16％，到 2029/30 年将达到近 2.16 亿吨。小麦进口增长最大的国家和地区是收

入、人口和城市化增长强劲的国家和地区。这其中许多地区无法生产小麦或扩大产量。这些

地区合计占世界小麦进口需求预期增长的 83.0％以上，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5.2％，

尤其是西非地区为 11.0％）、北非地区（11.6％）、中东地区（16.2％）和东南亚地区（18.9％）。 

预计大米贸易量将增长近 15％，到 2029/30 年将增至近 5500 万吨。预计大米进口量将在西

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和中东增长最快。到 2029/30 年，这三个地区占世界大米进口

量增长的 95％。根据大多数预测，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预测期内菲律宾的

进口量每年以 2％的速度增长。2026/27 年，预计尼日利亚以 365 万吨的进口量超过菲律宾，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在过去的六年中，印度是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其次是泰国、

越南和巴基斯坦。到 2029/30 年，印度、泰国和越南在预测期内将合计增加 320 万吨的出口，

将占全球出口增长的 45％。缅甸和柬埔寨都在扩大大米出口，预测期内占全球增长的近 11％。 

 

小麦和大米的消费 

小麦是许多国家的主食，已经被用于生产面包数千年，用于生产面条没有数千年也已有数百

年。但某些类型的小麦产品（例如饼干、面包、包装食品和各种甜点）对许多国家的消费者

来说还是相对较新的。中国，欧盟，印度，俄罗斯和美国占世界小麦消费量的一半以上（57％）。

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伊朗和巴西合计占世界小麦消费量的另外 12％。预测期内，全

球小麦年度消费量比 2019/20 年度水平增加 10.7％以上，增加约 8100 万吨。最大的小麦消

费国不是预测期内扩大消费的主要贡献者。预测期，消费增长最大的地区是西非（34.0％）、

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28.0％）、东南亚（26.0％）、北非（14.0％）、中美洲和加勒比（10.0％）

和中东（10.0％）。收入增加、城市化、饮食多样化和人口增加推动了小麦的消费，这既是

主粮产品，又是许多副食品的成分。 

预测期内，世界大米年消费量增长 4.1％。印度（43.6％）、尼日利亚（9.2％）、越南（6.4％）、

菲律宾（6.3％）和孟加拉国（6％）五个国家占这一增长的 71.0％以上。印度大米消费的增

加主要是由人口增长所驱动。预测期内，稻米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是：西非（28.6％）、撒

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27.6％）、中东（15.3％）、欧洲（13.4％）和北非（11.4％）。预测

期内，非洲和中东地区合计将占世界大米消费量增长的近 58％，占世界大米进口量增长的

约 95％。预测期内，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 15 个国家）在世界大米进口量中的增幅最

大（53.1％），尼日利亚是单个增幅最大的国家，增长 19.9％。 

 

全球大豆、玉米和棉花贸易 

预测期内，全球年度大豆贸易量将增加 3570 万吨（23.5％），到 2029/30 年将达到 1.87 亿吨。

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占这一预计增长量的 74％。预测期内，豆粕贸易量增长近 16.5％，2029/30

年达到 8040 万吨。欧盟是最大的豆粕进口国，到 2029/30 年达到 1960 万吨。东南亚将占全

球豆粕贸易的 28％，占预测期进口增长量的 42％。越南的进口在预测期内增长了 44％，占

全球进口增长的 18％。预测期内，豆油贸易增长 22.6％，增加 275 万吨贸易，到 2029/30

年达到 1490 万吨。印度是最大的大豆油进口国，占世界进口量预期增长的 34％。 

预测期内，全球玉米贸易增长近 17.4％，增加 3040 万吨，到 2029/30 年出口量将达到 2.05

亿吨。墨西哥、埃及、越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五个国家占进口需求增长的 57％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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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马来西亚、欧盟、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占玉米进口需求的另外 9％。这十个国

家合起来占全球玉米进口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到 2029/30 年，预计全球高粱贸易量增长

6.5％达到 390 万吨。预计到 2029/30 年，中国的高粱进口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70 万吨增

加到 100 万吨。 

预测期内，全球大麦贸易增长约 20％，2029/30 年达到 3590 万吨，超过 2015/16 年度创下

的 3080 万吨的纪录。大麦贸易主要由中东和北非的饲料需求增加所驱动，占全球进口量增

长的近60％。预测期内，饲料和饮料大麦的进口量将增加 180万吨，增长24.9％。到 2029/30，

最大的进口国是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分别为 1000万、900 万吨，合计约占全球进口量的 53.0％。 

预测期内，棉花贸易将增加，2029/30 年达到 5840 万包。到 2029/30，预计增长 27％，部

分原因是中国在完成剩余库存的处置后进口量回升。预测期末，中国的棉花进口量预计将达

到 1660 万包。越南和孟加拉国是接下来的两个最大的棉花进口国。预计两者都将增加进口，

预测期内合计增加 680 万包。 

 

全球肉类消费和贸易 

全球肉类消费量的增长是增加产量和扩大包括粗粮、油料种子、畜牧和肉类产品在内的许多

商品贸易的主要驱动力。全球牛肉、猪肉和禽肉的总消费量每年增长 1.7％，预测期内增长

16.7％。预计到 2029 年猪肉消费量将增长 20％，因为非洲猪瘟的严重流行将导致 2021 年

生产和消费水平触底。占世界猪肉产量和消费量约一半的中国，是受到非洲猪瘟暴发和恢复

影响最大的国家。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它们在

2022-29 年恢复。预测期内，全球家禽消费量每年增长 1.8％。全球牛肉消费量以每年 1.1％

的速度增长。 

禽肉贸易进一步扩大，因为这是畜产品中成本最低的一种肉蛋白来源。预测期内，主要供应

国的禽肉出口增长 29.2％，2029 年将达到近 1720 万吨，增加 390 万吨。主要猪肉出口国的

贸易增长 28.8％，2029 年将超过 1310 万吨，增加 290 万吨。主要牛肉出口国的牛肉出口增

长 21.3％，达到近 1400 万吨，到 2029 年将增加 250 万吨。 

 

饲料需求和贸易增加 

基本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例如玉米、大豆和豆粕，受禽肉和猪肉生产所需饲料增加的拉动，

是肉类需求和消费特别是禽肉和猪肉消费增长的结果。整个预测期内，全球肉类消费量继续

增长。玉米和豆粕是用于饲养牲畜的主要农产品。许多国家不太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或者

无法扩大产量以满足国内对饲料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因此，预测期内，许多地区的玉米进口年增长率都很高，包括东南亚（3.2％）、撒哈拉以南

非洲（2％）、南美（2.7％，巴西和阿根廷除外）、中东（1.9％）、中美洲和加勒比（2.3％）

和北非（2.92％）。预测期内，这些地区的玉米进口总量增加 2560 万吨。到 2029/30，这六

个地区占世界玉米进口量增长的 84.2％。饲料需求增长强劲的地区之一是东南亚。东南亚玉

米进口增长是由于其快速增长的肉类，主要是禽肉和猪肉需求。东南亚的肉类生产（主要是

家禽和猪肉）预计每年增长 2.6％，在到 2029/30 的预测期内增长 25.8％。预测期初，由于

非洲猪瘟，菲律宾和越南的猪肉产量下降，但由于需求增加，家禽的生长速度加快。预测期

后半部，猪肉产量恢复。即使在预测期内东南亚每年玉米产量增长 1.8％，但国内产量仍低

于需求增长。到 2029/30 年，东南亚的年度玉米进口量预计将增加到 2250 万吨，预测期内

增加 550 万吨，占 2029/30 年世界贸易量增长的 18.1％。 

除了强劲的全球玉米进口需求外，由于牲畜饲料需求增加，许多国家继续扩大大豆和豆粕的

进口。东南亚预计用于饲料的大豆和豆粕进口量将分别以每年 2.1％和 2.7％的速度增长。 预

测期内，东南亚占全球豆粕进口量增长的 42.0％，2029/30 年将达到 2240 万吨。20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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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在全球豆粕进口中所占份额将近 28％，其次是欧盟，为 24.4％。尽管中东和非洲的

禽肉产量正在扩大，但到 2029/30 年，这些地区合计仅占全球豆粕进口量的约 15％。 

 

到 2029/30 年，全球农作物产量将继续增长 

全球农业产出预计将超过需求增长，从而导致整个预测期内商品价格继续处于较低水平。扩

大作物产量，既可通过扩大面积，也可通过提高生产力。巴西是两个生产要素都在扩大的例

子，因为新技术使生产面积和单产得以增长。 

2016/17年度世界玉米产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接近11.2亿吨。由于面积和单产减少，2017/18

年度世界玉米产量下降了约 4.0％。预测期内，全球玉米产量将增长近 12％。大约 72％的增

产归功于单产的提高。十个国家的玉米产量约占世界的 85％。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中国、

巴西、阿根廷和欧盟合计占全球玉米产量的 76.0％。美国和中国合计占世界玉米产量的近

56.0％。 

小麦和大米的全球产量继续创下新的纪录水平，2018/19 年度，产量分别达到 7.62 亿吨和

4.99 亿吨。从 2020/21 到 2029/30，全球小麦产量预计增长约 9％。七个国家合计占世界小

麦产量的近 75％。欧盟、中国和印度在 2018/19 年度占世界小麦产量的 50％以上。俄罗斯、

美国、加拿大和乌克兰占小麦产量的近 25％。 

预计从 2020/21 到 2029/30 年，全球大米产量增长近 4.7％，主要是由于单产提高。在 2018/19

年度，八个国家占全球大米产量的略高于 82.0％。全球大米产量的 53.0％以上来自中国和印

度。接下来的六个大米生产国是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预计

将占世界大米产量的 29％。 

过去 6 年中，油料籽和棕榈油的产量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并且预计该增长将持续到整个预测

期。预计未来十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按地区）分别提高 37.3％和 20％。

全球大豆产量从2010/11年度的2.647亿吨增加到2018/19年度的3.5827亿吨，增长35.0％。

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占 2018/19 年度世界大豆总产量的近 82％。巴西、美国和阿根廷的增

产分别占2010/11年至2018/19年全球大豆增产的45％、32％和7％。从2020/21到2029/30，

全球大豆产量预计将增长 19.0％。预测期内，大豆面积和单产将分别增长 9.2％和 8.9％。 

 

国际生物燃料 

预计未来十年全球生物燃料产量将增加，但与过去五年相比增速将放缓，从而导致对生物燃

料原料的需求增长放缓。该行业的未来增长将越来越依赖燃料池的增长，而不是新的政策激

励措施。预计全球乙醇产量增长最大的是巴西，其次是中国和美国，而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占

全球生物柴油产量增长的大部分。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世界生物燃料行业增长放缓的原因。

在供应方面，石油价格从 2014 年前的高位回落，降低了生产生物燃料的动机，这些燃料可

以替代或补充石油基燃料。进口限制限制了生物燃料出口的机会。同时，在某些国家，国内

生产的原料仍然很昂贵。在需求方面，提高燃料效率、更多地使用天然气和电力以及新的机

动性选择减慢了传统燃料库的增长。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燃料生产国和消费国，拥有最大的乙醇市场和第二大的生物质

基生物柴油市场。由于出口增加抵消了国内使用量的减少，玉米基乙醇的产量有所增加。巴

西和加拿大仍然是美国乙醇的主要市场，并且继续向二级市场销售。低碳燃料标准计划和向

加拿大的出口，使得生物柴油和以废物为原料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量扩大有限。 

巴西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产国和消费国，拥有第二大乙醇市场和第四大生物柴油市

场。鼓励原料生产和高掺合度的国内政策支持，进一步扩大了生物燃料生产，包括甘蔗和玉

米乙醇、豆油基生物柴油。当前的混合要求是全球最高的：汽油中的乙醇 E27 和柴油中的生

物柴油 B15。这些预测假设美国将继续进口乙醇，巴西的生物柴油市场将保持对进口的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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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生物燃料生产国，拥有最大的基于生物质的生物柴油市场，但乙醇市

场小得多。假定欧盟的生物燃料政策将导致到 2030 年交通运输中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但预计其他因素会限制运输生物燃料的增长潜力，其中包括：汽油燃料库减少，柴油燃料几

乎没有增长。限制使用粮食作物作为生物燃料原料，逐步淘汰棕榈油作为原料，消费者购买

电动汽车的动机，更有效的能源网以及更多的出行选择。 

中型生物燃料生产国以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为首，其次是阿根廷、泰国、加拿大、印度和马来

西亚。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有受禁止进口保护的独立生物燃料市场，一些是主要的生

物柴油出口国，并且预计未来十年内这些国家生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都会增加。由于缺乏生

物柴油的授权，中国仍然是主要的乙醇生产国，生物柴油的产量仅适中。中国在乙醇混合率

方面的进展有限，与实现 E10 的全国目标相去甚远。因没有授权，中国食用废油提取的生物

柴油产量仍然持平，当印尼生物柴油的进口猛增时，其市场也将飙升。印尼从棕榈油生产生

物柴油的动力来自国内政策激励措施，预计该生物燃料的出口将增加。拥有乙醇和生物柴油

计划的阿根廷和泰国，其相对较高的生物燃料混合比例变化不大，并且仍拒绝进口。阿根廷

的生物柴油扩张有限。由于国内使用和出口，马来西亚生物柴油的生产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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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 

  
 

中国的报复性关税、非洲猪瘟和商品库存影响预测 

 

美国农业部 2019 年 10 月准备 2029 年预测报告时，适逢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

税。本报告完成后，美中两国于 2020 年 1 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该协议包括中国承诺

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中国取消对美国家禽的进口禁令，并延迟批准了一些转基因作物品

种。这些事件发生较晚，可能的影响未纳入预测报告。 

本报告包括了自 2018 年开始在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ASF）疫情造成的影响，该疫情严重

削减了 2019 年猪肉供应。病毒传播到了越南和亚洲其他邻国，在那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全球市场上最重要的，疫情爆发前中国已占全球猪群的一半。中国

猪肉价格上涨了一倍以上，猪肉和其他肉类的进口猛增，2019 年动物蛋白的总体消费量

将下降。猪是中国最大的饲料消费动物，猪数量减少也减少了对大豆制品和谷物等饲料的

需求。 

中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恢复猪产量，但由于生物滞后，疾病压力持续，土地稀缺，资本

和技术缺乏以及生产成本上升，预测内恢复缓慢。中国的猪肉进口在 2019 年飙升至历史

新高，成为世界最大的猪肉进口国，并在预测期内保持增长。中国牛肉和禽肉的进口预计

也将增加。 

 

图 1.中国预计的猪肉，牛肉和禽肉进口量（百万公吨）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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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报复性关税、非洲猪瘟和商品库存对预测的影响-续 

 

中国棉花和玉米的库存掩盖了供需缺口，在花费多年精力处置这些库存后，预计中国棉

花和玉米的进口量将增加。美国农业部估计，中国在 2018/19 年度末的棉花库存比

2014/15 年度最高水平下降了 3000 万包。到 2029/30 年，棉花进口量预计将从 2015/16

年度的 440 万包增加到 1660 万包。在中国的玉米、大米和小麦市场中，库存的处置非

常重要。2019 年政府报告中称，政府从储备中拍卖了 2190 万吨玉米、1250 万吨大米和

340 万吨小麦。2020 年 1 月中国将暂停使用乙醇的公告，可以反映出人们对玉米库存减

少的担忧。有关部门表示，未来几年大米和小麦的去库存化可能会得到更大的重视。 

 

图 2.中国预计的棉花进口量（百万包棉花） 

 

中国商品库存是过去政府为支持谷物和棉花价格而购买的结果。中国鼓励非政府实体在

从农民那里购买谷物和棉花以使采购“市场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防止过多的

库存再次发生。然而，当价格跌至“最低价格采购”计划设定的底价时，中国政府通过

购买小麦和大米增加了 2019 年作物的储备。棉花、玉米或大豆的正式价格支撑已不存

在，但 2019 年收成后，政府的储备公司仍在需求低迷和价格走弱的时期介入购买这些

商品。 因此，库存问题可能会继续笼罩未来十年中国的供需状况。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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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 

  阿根廷的农业增长潜力及其出口税收政策 

 

过去二十年来，阿根廷的农业发展与该国巨大的农业潜力及其作为世界领先的谷物和油

籽生产国的地位并不相称。旨在刺激工业发展，保持国内食品价格低廉，以及应对国内

金融和宏观经济危机反复发生的政策，既抑制了对农业的资本投资，也抑制了技术对农

业的应用。 

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政策影响了阿根廷主要谷物和油料种子的生产和出口。这些政策包

括对农业投入品的贸易限制（导致农民高昂的生产成本）、对农产品价格的限制以及农业

出口税。信贷不足，不利于改善农场运营的农场租赁制度，缺乏采用现代技术的资金以

及存储和运输基础设施不足且成本高昂等，也限制了农业产量。 

2019 年 12 月 10 日，阿根廷新任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Fernández）和前总

统、现任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希纳（CristinaFernándezde Kirchner）

出席就职典礼，随后宣布对农产品和外汇管制征收新的和修订的出口税。尽管这些政策

变化是在本报告做出预测之后发生的，但它们通过阿根廷在农业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而直

接影响该国以及全球市场的农业生产。 

 

背景 

出口税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但阿根廷生产商在生产成本方面在全球市场上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有竞争性的大田作物、谷物轮作系统和较高的土壤肥力（可以减少

肥料支出）的相对收益，对农业出口的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历史上看，阿根廷一直

是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目前是世界上主要的豆油和豆粕出口国。此外，阿根廷在大豆

的生产和出口以及玉米的出口方面均排在美国和巴西之后，位居第三，并且是世界第六

大小麦出口国。 

阿根廷的经济历史包括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多个经济不稳定时期。1991 年，阿根

廷政府对该国的汇率政策（即可兑换计划）进行了重大修改，该政策固定了阿根廷比索

与美元之间的 1：1 名义汇率关系。采取的其他经济政策措施包括取消对出口燃料和金融

交易的某些税收，并降低对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和灌溉设备的进口关税。这些政策措

施帮助农业部门克服了因可兑换而实际比索升值带来的经济诱因减少，并大大促进了农

业增长。该国的农作物疆域扩大，主要是在以大豆为主要农作物的东北和西北地区，伴

随着主要田间作物生产力的提高。 

 -  继续 

 

 



44 
 

  阿根廷农业和出口税收政策的增长潜力-续 

 

在 2002 年出现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之后，阿根廷政府重新对包括大豆、玉米和小麦在内

的多种产品征收出口税，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并限制贬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到 2007 年，

大豆和大豆油的出口税达到最高水平，分别为 35％和 32％。由于大豆出口对整体经济和

外汇收入的重要性，相对于其他农产品而言，大豆的出口税特别高。虽然重新出现了出

口税，但国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导致 2002 年至 2011 年间农业快速增长（产量有所波动）

（图 1）。农产品出口政策的多重变化已经产生了影响，但是随着产量增长，阿根廷得以

扩大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2015 年当选的政府实施了减少或取消大豆、玉米、小麦、牛肉和奶制品等主要农产品出

口税的政策（Sandoval，2016 年）。 以大豆为例，从 2016 年开始，立即对大豆产品降低

了 5％的出口税，但是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后来确定进一步的削减将推迟到 2018 年。

最初的计划是减少大豆 从 2018 年 1 月到 2019 年 12 月，每月出口税增加 0.5％（Sandoval，

2016）。 

由于经济形势恶化，政府暂停了出口税减免，并于 2018 年 9 月宣布对大豆和大豆产品将

征收固定税率和浮动税率的出口税，直至 2020 年 12 月为止。截至 2019 年 10 月，固定

出口所有大豆产品的税率均为 18％，浮动税率为每美元出口价值 4 阿根廷比索。该可变

汇率根据汇率以百分比为单位变化（Sandoval，2018）。目前的预测包括重新引入 2015 年

12 月取消的出口税，但不包括 2019 年 10 月总统大选后这些税的任何后续增加。 

 

图 1.阿根廷农业生产的净值（指数 2000 = 100） 

 

 

-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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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农业和出口税收政策的增长潜力-续 

 

表 1.阿根廷：对某些商品的出口税政策的演变 

 

阿根廷在 2015-18 年度降低税率，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和降低出口价格，提高

了该国农业部门的竞争力。税收改革增加了大多数商品的收割面积和产量。在 2015-19 年

期间，较高的净收益使耕种面积增加了近 250 万公顷，谷物和油料种子的产量增加了 3170

万吨（2015-19 年的平均值）。尽管预期成本增长了 2.6％，玉米生产商的收入每年增长

1.5％。结果，每年又收获了 54 万公顷玉米（2015-19 年的平均水平）。同期，玉米产量每

年增加 500 万吨（12.3％，2015-19 年平均水平）。由于取消了税收和增加了收入，小麦的

年产量增加了 560 万吨。就大豆而言，较低的税率有助于缩小内部与 FOB 价格之间的差

距（图 2）。 

 

图 2.阿根廷的政策改革降低了 2010-2019 年的大豆出口税 

 

资料来源： 

Bolsa de Comercio de Rosario. 2020. Mercado de Granos. https://bcr.com.ar/es/mercados. 

Sandoval, L. 2016. Argentina Oilseed and Products Updat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Sandoval, L. 2018. Argentina Government Reshuffles Cabinet and Introduces New Export Taxes.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World Bank. 201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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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 

  南美的经济放缓及其影响 

 

基线预测中的“其他南美”（OSA）总量包括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

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多种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有关，包

括哥伦比亚的咖啡，厄瓜多尔的香蕉和智利的水果，最近还有来自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油料

和油料产品、食品和饲料谷物以及畜牧产品。 

一些 OSA 国家和巴西和阿根廷一起在某些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竞争。同时，由于南半球生

产时间的差异，这些国家在贸易中替代了北半球供应商。在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两个重要的

油籽和油籽产品生产商和出口商中，情况尤其如此。 

农业占 OSA 国家总出口的很大份额。OSA 国家的贸易数据表明，该地区是世界农产品的

重要净出口国，在 2016-18 年度占全球粮食和农业出口的 5％（561 亿美元）。同期，OSA

地区占全球粮食和农业进口的近 3％（230 亿美元），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商来说是一个高潜

力市场（TDM，2020 年）。 

 

图 1. OSA 农业出口和进口，2016-2018 年平均值（十亿美元） 

 

OSA 农业出口额（十亿美元）         OSA 农业进口额（十亿美元） 

 

-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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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的经济放缓及其影响-续 

 

美国是哥伦比亚（占该国出口总额的 38％）、秘鲁（30％）、智利（26％）和厄瓜多尔（21％）

的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市场。对于乌拉圭，中国是主要的目的地市场，占出口总额的

21％，其次是南方共同市场（14％）和美国（6％）。对巴拉圭而言，农产品出口的 31％

发给南方共同市场的伙伴，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 2％。对于玻利维亚，主要贸易伙伴是

哥伦比亚（占 34％），而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的其他邻国占农产品出口的 30％，美国

占 7％。 

OSA国家是美国的重要农产品进口国，特别是秘鲁和哥伦比亚，它们分别于2009年和2012

年与美国实施了贸易促进协定。2016-18 年度，OSA 地区从美国的年度农业进口额达到

55 亿美元。对于哥伦比亚和秘鲁，美国还是农产品的主要外国供应商，分别占总数的 42％

和 26％。对于厄瓜多尔，美国也是农业进口的主要来源（占进口总额的 16％），其次是

南共市伙伴。对于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南方共同市场是最大的农业进口来源。 

OSA 农业贸易的前景受到 OSA 地区农业供求关系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宏观经济

因素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可能影响其出口竞争力、生产潜力和农业进口。 

 

南美其他地区最近的经济放缓 

OSA 地区最近的经济放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这种情况），主要是由 2003 年开始的

长期繁荣之后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所解释的。各国的 GDP 增长看起来相似，但委内瑞拉

除外（图 2）。这些相似的模式背后有两个宏观经济因素：财政赤字和汇率制度。 

在其他类似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中，2015-19 财年的财政赤

字平均占 GDP 的 4％，而委内瑞拉的财政赤字平均为 25％（ERS，宏观数据集）。委内瑞

拉试图保持名义汇率不变，但最终大幅贬值。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显著的贬值相结合，产

生了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加剧了当前的通货膨胀状况（ERS，宏观数据集）。 

在商品繁荣时期，智利和秘鲁的货币升值少于哥伦比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的货币，因为

前一组国家既有财政盈余，又有更多的外汇储备。结果，哥伦比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的

补偿性名义货币贬值幅度更大。低商品价格阻碍了经济增长，并拖累了公共财政，但由

于汇率制度灵活，预计 OSA 国家的外部地位将保持强劲（委内瑞拉除外）。虽然 OSA 国

家是大豆和大豆产品的重要供应商（主要来自巴拉圭和乌拉圭），但它们还是农产品的重

要进口国。  

 

图 2. GDP 增长率（百分比） 

 

 -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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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的经济放缓及其影响-续 

 

南美其他农业贸易预测 

农业占 OSA 国家总出口的重要份额。巴拉圭和乌拉圭作为谷物、油料种子和动物蛋白的

出口国，在该地区的农业出口和农业净出口方面居该地区之首。由于该地区许多农民由

于高产和后勤成本而缺乏竞争力，因此预计 OSA 国家（主要是哥伦比亚）在预测期内将

增加玉米进口。哥伦比亚几乎所有进口的玉米都注定用于饲养家禽，禽肉是哥伦比亚饮

食中首选的动物蛋白。 

为了满足畜牧业生产者对饲料谷物的需求，预计 OSA 国家的年度玉米进口量将增加 340

万吨（每年 2.5％），并在 2029/30 年达到 1740 万吨。预计 OSA 国家从 2020/21 到 2029/30

的高粱进口量将保持稳定，每年约 29.2 万吨。这种稳定状态是在 2015-18 年期间出现的，

当时该地区的高粱进口量显着下降，因为饲料进口商转向玉米。到 2029/30 年，预计 OSA

国家的年度小麦进口量将增加到 950 万吨，由于收入增加和人口增长，这些进口量将增

加约 100 万吨。预测期内，预计 OSA 国家（主要是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大豆出口将增长

近 100 万吨（11.5％）。 

 

资料来源 

Trade Data Monitor (TDM). 2020. Trade Data Monitor, Inc. Subscription service. 

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Data.  

https://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data-set.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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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4： 

  美国农业贸易预测 

 

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预计将在 2020 财年增加，并在未来十年内以每年 2.6％的速度持续增

长。农产品出口的持续增长反映了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对农业的需求增加。同时，国内经济

增长和对各种农产品的稳定增长需求，推动了进口价值的增长。 

•预测期内，预计农作物价格将缓慢而稳定地增长。预计畜牧产品和牲畜的价格在未来十

年将基本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而产量则有望稳定增长。结果是美国农产品出口价值逐渐

增加。世界各地的经济继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这种增长有助于推

动出口增长。美元在 2019 年保持不变，波动很小，预计预测期内将保持相对强劲，尽管

有所减弱。美元坚挺有助于减少出口需求，但预计美国的出口额将在十年的下半期超过

2014 年的创纪录水平。 

•美国对世界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大宗商品，例如大豆、玉米和小麦。但是，包括园林产

品和动物产品在内的高价值产品的出口构成了大部分出口，并且在预测期内将继续占出口

总值的三分之二。 

 

美国农业贸易值，按财政年度 

 
•消费者收入的增长，加上对各种食品的需求，推动了预测期内美国农业进口的增长。在

接下来的十年中，进口总值将上升，到 2029 财年将超过 1760 亿美元，高于 2019 年的 1310

亿美元。增长最快的商品部门是园林产品，预计每年超过 6％，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

过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销售。美国大部分进口的产品在国内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或不合时

宜，而高价值产品的需求往往对美元价值的变化反应较小。 

•2019 财年结束时的农业贸易顺差接近 125 亿美元。短期内，预计贸易差额将增加，但随

着农业进口额的增长开始比农业出口额的增长稍快，贸易差额增长趋势将下降。预测期结

束时，贸易顺差预计将少于 80 亿美元。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ensus Bureau.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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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贸易：小麦、粗粮以及大豆及制品 

 

自 1990 年代初以来，大豆及制品全球贸易迅速增长，并超过了小麦和粗粮（玉米、大麦、

高粱、黑麦、燕麦、小米、混合谷物）的全球贸易。全球对植物油和蛋白粉的需求持续强劲

增长，尤其是在中国、欧盟和其他亚洲国家，预计未来十年大豆及制品的贸易将远高于小麦

和粗粮贸易。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是推动农产品需求的重要因素，尽管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全球收入增长

超过人口增长，进一步推动了对高价值食品和蛋白质消费的农业需求。未来十年，世界油籽

消费量预计将增长 17.9％，相比之下，肉类消费量将增长 16.7％，粗粮增长 12.4％，小麦

增长 8.9％，大米增长 4.0％。按人均计算，预测期内，大米和小麦的世界粮食使用量略有下

降，原因是收入增加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越来越喜欢肉类消费。 

•对谷物、油料种子和其他农作物的需求增加，为扩大全球耕作面积和加强农作物生产提供

了动力。全球范围内，预计2020年至2029年种植谷物、油料和棉花的总面积将增长约4.3％。

从 2020 年到 2029 年，因为面积增加和单产上升，全球谷物、油料和棉花的产量预计增长

10.8％（每年增长 1.14％））。预测期内，世界消费量将增长 11.4％。 

•有可耕地储备、生产成本较低以及允许农民对价格做出反应政策的国家，其种植面积增长

更快。预计播种面积增加最大的地区是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巴西预计有大

规模扩张，阿根廷较小规模扩张，其中包括将更多耕地用于大豆种植以应对世界对蛋白质粉

和植物油需求的增长。在东南亚，由于棕榈油面积预计会增加，印度尼西亚新种植面积增加

最大。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面积扩张速度较慢，在某些国家中，种植面积正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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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粗粮进口 

 

预计 2020/21 年至 2029/30 年之间，世界粗粮贸易将增加 3690 万吨（17％）。饲料短缺国家

畜牧生产的扩大仍然是粗粮进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主要增长市场是中东、非洲、东南亚和

拉丁美洲（阿根廷和巴西除外）。到 2029/30 年，玉米贸易预计将占世界粗粮贸易的 82.5％，

大麦份额有望小幅增长至 14.5％。到 2029/30，全球最大的粗粮进口国是墨西哥、欧盟、日

本、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越南和韩国。 

•预计到 2029/30，中国的粗粮进口量将增加 230 万吨，这主要是由于大麦的进口量增加以

及玉米和高粱的少量增加。预计 2020/21 年度玉米进口量为 690 万吨，到 2029/30 年进口量

将略增至 700 万吨，原因是中国的饲料和工业加工需求在增长而库存却在减少。由于易受侵

蚀和干旱多发地区产量有限，中国玉米产量受到限制，同时进口也有配额限制。预测期内，

价格相对较低的高粱和大麦的进口量增加。 

•到 2029/30 年，非洲和中东合计占世界粗粮进口量增长的约 40％。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促

进了畜产品需求的强劲增长，而有限的耕地和水限制了国内谷物的生产。到 2029/30 年，这

些地区将合计占世界粗粮进口量的 32.3％。预计到 2029/30，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将占

世界粗粮进口量的 19％。 

•到 2029/30 年，墨西哥的进口量占全球粗粮贸易量增长的 10.8％。对畜产品的需求增长支

持了更高的国内肉类产量，这反过来又需要额外的饲料。墨西哥的玉米进口在过去七年中每

年都有所增加，在 2019/20 年度达到 1750 万吨，预计从 2020/21 年度的 184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的 2470 万吨，这将使墨西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玉米进口商。预测期内，墨西哥的

高粱进口量将稳定在 60 万吨。 

•到 2029/30 年，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粗粮进口总量增加了 35.5％，达到 2820 万吨，这

是由于畜牧生产者需求增加所致。这三个地区占世界玉米进口量增长的 20.1％。越南、印度

尼西亚和泰国是该地区增长最快的玉米进口国。孟加拉国最近增加了玉米进口，为扩大家禽

产量提供饲料。印度尼西亚已实施限制玉米和饲料小麦进口的政策，以支持国内玉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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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玉米出口 

 

预测期内美国玉米出口量将增加 1140 万吨，2029/30 年达到 6480 万吨。预测期内，美国在

世界玉米出口中所占份额略有增加（从 30.5％增至 31.6％）。美国玉米出口份额已经从

2001/02 到 2010/11 期间的 59％下降到前五年的 35.4％。 

•前苏联国家（主要是乌克兰）的年度玉米出口量预计增加 220 万吨（6.3％），并在 2029/30

年达到 3660 万吨。该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日益增长的经济开放性、广泛使用杂交种子

以及对农业部门更多的投资，均刺激了玉米生产。前苏联国家玉米饲料用量有所增加，该地

区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世界第四大玉米出口国。乌克兰本身就是第四大出口

国。 

•阿根廷是世界第三大玉米出口国。预计阿根廷玉米产量将迅速增加，播种面积和单产都增

加，以满足国内饲料需求和出口需求。到 2029/30 年，出口量从 2020/21 年度的 3600 万吨

增加到 3960 万吨，到 2029/30 年增长 9.8％。对阿根廷的预测基于截至 2019 年 10 月的现行

政策。 

•过去十年中，巴西的年度玉米出口量增长了两倍多，过去五年中平均达到 2850 万吨。继大

豆之后，第二季玉米的生产（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西部地区）随着大豆向新农田的扩张而继

续进行。由于家禽生产集中在该国南部地区，这个不断发展的农业地区肥料用途所需的量较

少，就像大豆出口比国内使用更适合一样。另外，当港口容量受大豆运输的限制较少时，第

二季玉米也将收获。由于这些原因，第二季玉米作物的大部分已出口。出口增长反映出玉米

面积增加、单产上升、出口基础设施改善以及世界价格适度上涨。出口量从 2020/21 年度的

357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4760 万吨。 

•欧盟出口微幅增长，预测期末将达到 220 万吨。预计到 2029/30，欧盟玉米进口量将增加

65 万吨达到 2290 万吨。预测期内，来自其他欧洲地区（主要是从塞尔维亚到欧盟）的玉米

出口增长了 26.6％，到 2029/30 年将达到 270 万吨。 

•到 2029/30，南非的出口增加 36.6 万吨达到 250 万吨。预测期内，非洲其他地区的玉米出

口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68 万吨降至 50.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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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高粱进口 

 

预计世界高粱贸易将从 2020/21 年度的 37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390 万吨，未来十年内

增长 6.5％。像 2014/15 -2015/16 年中国进口量激增的情况不会再发生。2018 年对美国高粱

征收的高额关税将限制抑制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高粱的增长。到 2029/30，大多数国家将维持

稳定的进口量。预测期内，墨西哥和日本占全球进口的 29％。 

•在中国对美国高粱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之后，美国高粱从 2013/14 年至 2016/17 年出口激增

情况在 2018/19 年度停止。澳大利亚将向中国饲料市场出口高粱。预计 2020/21 年美国高粱

出口量为 250 万吨，并将稳定到 2029/30 年。美国高粱出口份额到 2029/30 将微降至 65％。 

•预计中国仍将是高粱的主要进口国，2020/21 到 2029/30 年进口量预计将保持稳定在 100

万吨左右。中国对高粱的需求将通过限制玉米进口来维持。澳大利亚预计将占领中国高粱进

口市场部分份额。 

•由于过去几年中替代饲料谷物（尤其是玉米）的价格更加便宜，使墨西哥的高粱进口量显

着下降，并在预测期内保持稳定。墨西哥进口商从高粱转向了玉米，预测期内高粱进口量预

计为 60 万吨。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高粱进口国。预计未来十年其高粱进口量将稳定在每年 50 万吨。 

•美国占世界高粱出口的 65％以上。预测期内，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二大高粱出口国。预计到

2029/30，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高粱出口量将略增至 50 万吨。 

•预计未来十年内，阿根廷将成为世界第三大高粱出口国，每年高粱出口量将近 30 万吨，出

口主要市场是日本、智利、沙特阿拉伯和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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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大麦进口 

 

预计到 2029/30，全球大麦贸易量将从 3000 万吨增加到 3590 万吨。2013/14 和 2014/15 年，

世界饲料大麦需求曾因中国需求旺盛而急剧增加。中国对饲料大麦的需求将在整个预测期内

增加，2029/30 年大麦进口量将增长 25.0％。预计未来十年，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的饲料

大麦进口也将增加。到 2029/30 年，北非、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大麦进口总量分别增长 20.6％、

31.2％和 18.8％。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麦进口国。 预计其大麦进口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870 万吨

增加到 2029/30 年的 1,010 万吨。沙特阿拉伯在世界大麦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仍保持稳定在

28.5％左右。沙特阿拉伯主要使用进口大麦作为绵羊、山羊和骆驼的饲料。预测期内伊朗大

麦进口量将增加 34.4％，从 2020/21 年度的 33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440 万吨。 

•预计中东其他国家/地区的大麦进口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26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300 万吨。摩洛哥、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分别是中东第三、第四和第五大麦进口国。预

测期内土耳其的进口量稳定为 30 万吨。 

•预计中国对饲料大麦进口的需求将保持强劲，但数量将低于 2013/14 年度的峰值，进口量

将从 2020/21 年度的 72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度的 900 万吨。 

•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啤酒需求强劲增长，推动了世界对大麦麦芽的需求。中国

麦芽大麦预计产量增长相对较小，因此啤酒需求的增长通过进口麦芽来满足。中国仍然是世

界最大的麦芽大麦进口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主要供应国。  



55 
 

六、全球大麦出口 

 

预测期内，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欧盟是三个最大的大麦出口国，其次是乌克兰、阿根廷和加

拿大。预测期内，受强劲的全球需求推动，大多数国家的出口均有增长。到 2029/30，俄罗

斯和澳大利亚的全球出口份额分别增加到 20.5％和 19.8％。到 2029/30，乌克兰的大麦出口

份额将从 16.1％降至 14.5％。加拿大的出口份额稳定在 9.9％附近。到 2029/30 年，欧盟在

世界大麦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 18.9％降至 17.1％。 

•预计未来十年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量将从2020/21年度的500万吨增加到 2029/30年的710

万吨。澳大利亚已在 2017/18 年度因俄罗斯生产扩大并超越而成为第二大大麦出口国。 

•前苏联国家的大麦出口量预计从2020/21年度的1290万吨增加到2029/30年的1530万吨。 

预测期内，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大麦出口分别增长了 28.3％、8.3％和 15.9％。

到 2029/30，俄罗斯的出口量预计为 730 万吨，乌克兰为 520 万吨。预计哈萨克斯坦将增加

其大麦的生产和出口，特别是向伊朗的出口。 

•欧盟的大麦出口量预计将从 2020/21 年度的 57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610 万吨，部分

原因是欧盟在满足中东大麦需求增加方面的物流优势。 

•阿根廷的大麦出口量预计从 2020/21 年度的 31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340 万吨。 阿根

廷饲料大麦的主要购买国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其他中东国家和北非国家。阿

根廷麦芽大麦大部分出口到巴西和邻国。 

•麦芽大麦的价格溢价将继续影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播种决定，预计未来十年麦芽大麦在

大麦总面积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预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总额将在预测期内增

长 34％。但加拿大的大麦总面积将继续下降，主要是增加油菜籽产量以满足需求增长和盈

利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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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球小麦进口 

 
预计 2020/21 年至 2029/30 年之间，世界小麦贸易（包括面粉）将增加近 2970 万吨（16％），

达到 2.156 亿吨。小麦进口量的增长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收入、城市化进程和人

口增长推动了需求的增长。预计进口量增长最大的市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埃及、印度尼

西亚、中东和东南亚。 

•人均小麦消费量增加，人口增长强劲，国内小麦产量增长受到限制以及小麦饲料需求增长，

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小麦进口量增加。随着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收入增长，对

方便面和烘焙产品的需求将增加，从而支撑了小麦进口增长。 

•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到 2029/30 年年均进口量分别攀升至

1570 万吨和 1310 万吨。由于人口增长，非传统方便面的消费增加以及饲料需求，印度尼西

亚的小麦进口增长迅速。预测期内，菲律宾、巴西和孟加拉国是小麦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大

进口国，到 2029/30 分别增至 870 万吨、810 万吨和 760 万吨。到 2029/30 年，由于收入和

人口增加，粮食消费多样化以及对饲料小麦的需求，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预计将共同增加

250 万吨的进口量。预测期内，这八个国家的进口量将增加 1000 万吨，占全球进口增长量

的 33％。 

•到 2029/30 年，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小麦进口量预计分别增加 1090 万吨和 480 万吨，占世界

小麦贸易增长量的 53％。沙特阿拉伯政府最近撤销了一项几乎禁止了小麦生产的政策。即

使如此，国内小麦产量的增加仍无法完全满足需求，到 2029/30 年，沙特阿拉伯的进口量预

计增至 410 万吨。 

•中国的小麦过剩，但由于国内价格高企，以及适合于面包店和特殊产品的小麦短缺，进口

需求仍然强劲。到 2029/30，中国小麦进口量将增加到 450 万吨。由于人口减少，预计日本

的进口量将略有下降，而韩国和台湾的小麦进口量则略有增长。预计到 2029/30，这三个东

亚国家的进口量将共同增加到 1230 万吨。 

•历史上由于政府的小麦供应、贸易政策和天气预期影响，印度在某些年份是小麦进口国，

而在另一些年份是出口国。预测期内，预计印度将是小麦净边际出口国，年平均出口量为

48.5 万吨，而进口量约为 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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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球小麦出口 

 

预计到 2029/30 年，八个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欧盟、美国、乌克兰、加拿大、澳大

利亚、阿根廷和哈萨克斯坦）将占世界总量的 91％。预测期内，欧盟的出口份额增长最快，

从 15.6％增长到 18.1％。此前，俄罗斯在世界出口份额中表现出最快的增长，从 1990 年代

末的 4％增长到 2017/18 年度的 23％，但到 2029/30 年其份额下降到 18％。 

•未来十年，美国小麦出口预计将从 2520 万吨逐渐增加到 2650 万吨。到 2029/30 年预测期

结束，美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份额从 2020/21 的 13.5％下降到 12.3％。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预计从 2020/21 年度的 5990 万吨

增加到 2029/30 年的 6930 万吨。这个增长占世界小麦出口预计增长量的 31％。 

•预计到 2029/30，欧盟小麦出口量将达到 3900 万吨，年增长率为 3.35％。由于单产提高和

国内小麦饲料用量下降，为欧盟小麦出口增长提供了支持。预计到 2029/30 年，土耳其的出

口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660 万吨增加到 720 万吨。 

•加拿大的小麦出口量预计将从2020/21年度的2480万吨增长到2029/30年的2700万吨。 预

计单产的增长将抵消面积的小幅下降，从而提高加拿大的小麦产量，而国内使用量的净下降

有助于增加可出口的供应量。 

•基于对澳大利亚回归典型的天气模式和生产水平的预测，到 2029/30 年，其小麦出口预计

将增长 17.8％，达到 1730 万吨。澳大利亚是东南亚和中东的主要出口国，这两个国家的小

麦需求量和进口量均呈现强劲增长。 

•阿根廷政府对商品征收了新的出口税，但预计其小麦种植面积仍将增长。从 2012/13 和

2013/14 的低水平开始增长，延续至整个预测期。从 2020/21 的 143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的 1680 万吨，超过 2019/20 年 1450 万吨的记录。其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贸易伙伴

巴西的进口量预计将每年增长 0.5％，到 2029/30 年达 810 万吨，为阿根廷小麦出口提供了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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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全球大米进口 

 
从 2020/21 到 2029/30 年，全球大米贸易预计将以 1.4％的年增长率增长，到预测期末达到

5480 万吨。推动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需求的稳定增长，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城

市化和收入增长，以及该地区的进口国无法像消费快速增长一样提高产量。其他地区的进口

增长则较为温和，主要是人口增长原因。从 90 年代初到 2017/18 年度，世界大米贸易占世

界消费量的份额从 4％上升到 9.8％。预计这种上升趋势还将继续，到 2029/30 年达到 10.5％。 

•预计菲律宾、尼日利亚和中国未来十年将继续是最大的大米进口国。预计菲律宾到 2025/26

成为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并在以后保持第二位，2020 / 21-2029 / 30 年进口量将增长 20.3％，

达到 335 万吨。持续强劲的消费增长和产量有限的增长，是菲律宾进口量强劲的原因。 

•尼日利亚目前是第三大进口国，预计到 2026/27 年将成为最大的大米进口国。未来十年，

尼日利亚的进口量预计将增长 63％，到 2029/30 年达到 370 万吨。人口增加导致的消费强

劲增长，将大大抵消大米产量增长的作用。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预计 2022/23 年将下降到第三位，2020 / 21-2029 / 30

年进口量将下降 30％，达到 200 万吨。主要原因是中国要减少高库存。 

•中国之后最大的进口国是欧盟、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到 2029/30 年每年进口量为

150 吨至 220 万吨。预计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前最大进口国未来十年内的进口量几

乎没有增长，孟加拉国的进口量在 2022/23 年达到 100 万吨的峰值，印度尼西亚到 2029/30

年的进口量将下降 29％至 90 万吨。两国的消费增长预计将非常疲软。 

•由于大米产量增长有限和人均消费下降，到 2029/30 年，巴西大米进口量预计下降 18.5％

至 100 万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预计仍将是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大米进口地区，2020 / 21-2029 / 30 年进

口量将增长 35.7％，达到 2060 万吨，占进口增长总量的 76％以上。由于人口的增长，预计

未来十年中东的进口量将增长 14.7％，达到 66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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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球大米出口 

 
预测期内，亚洲将继续为世界上大部分大米出口提供供应。印度、泰国和越南仍然是世界上

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占世界大米出口的 59％，约占未来十年增长的 45％。 

•印度政府于 2011 年 9 月取消对非巴斯马蒂大米的部分出口禁令之后，出口大幅增加，在

2012 年成为最大的大米出口国。预测期内，印度仍将是最大的出口国，到 2029/30 年出口

增加 80 万吨达到 1300 万吨。 

•在泰国，缓慢的生产增长和接近稳定的消费量使到 2029/30 的出口量增加了 170 万吨，达

到 1100 万吨。越南的出口预计将增加 70 万吨，到 2029/30 年达到 750 万吨。随着饮食向更

多肉类和家禽的多样化，越南和泰国人均大米的消费量比基期略有下降。 

•中国于 2017 年重新成为主要的大米出口国，并有望在 2023/24 年取代巴基斯坦成为全球第

四大出口国。预计到 2029/30，中国出口量将增加 560 万吨，增长近 56.0％。中国出口预期

快速增长，使得其他亚洲主要出口国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2012-2019 年，巴基斯坦大米出口从 350 万吨增至 420 万吨，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不断

增长的消费需求和有限的产量增长，使巴基斯坦大米出口增长限制在了 7％，到 2029/30 年

达到 420 万吨。当中国升至第四名时，巴基斯坦预计将在 2023/24 年成为第五大出口国。 

•预测期内，美国预计将成为世界第六大大米出口国，2027/28 年出口将增长 3％，然后趋于

稳定。出口增长缓慢和停滞是由于大米产量增长缓慢和国内消费增加的结果。全球大米价格

不会高到可以增加更多水稻种植面积的程度。未来十年美国在世界大米出口中所占份额将从

6.6％下降到 5.8％。 

•缅甸有望在未来十年内扩大出口 17.0％，达到 310 万吨。由于最大买家中国的进口下降，

缅甸的出口增长有限。柬埔寨的出口预计也将扩大，到 2029/30 年将达到 170 万吨，增长

24.0％。 

•预计未来十年，南美（主要是阿根廷、巴西、圭亚那、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出口将增长 10.5％，

占全球贸易的 5.4％。 

•预计澳大利亚大米出口量将从近期干旱减产转向一定程度的恢复，到 2029/30 年达到 3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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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全球出口：大豆、豆粕和豆油 

 

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增加、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现代食品市场及网点的发展，将进一步刺激

对食用植物油和禽肉类蛋白食品的需求。预计全球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植物油使用量也会增

加，尽管低于近年来的增速。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大豆进口国，大豆在国内进行了压榨，以满足国内对植物油和饲

料用豆粕的强劲需求。中国还将继续是植物油的重要进口国。印度、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上从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口棕榈油的主要国家。印度尼西亚将扩大棕榈油面积，以满足印度、

中国和欧盟对食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并为其自身不断扩大的国内生物柴油产业提供供应。 

•许多饲料需求增加且扩大油籽产量的机会有限的国家已经投资于扩大产能。这包括北非、

中东和东南亚的国家。结果是对油料种子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并且预计这种增长将在未来

十年内持续下去。预计全球大豆贸易将增长 23.6％，豆粕贸易将增长 16.5％，豆油贸易将增

长 22.6％。 

•预计未来十年，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合计将供应全球 89％以上的大豆出口，86％的豆粕出

口和 71％的豆油出口。巴西在世界大豆和大豆产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 39.8％上升至42.2％，

这是因为巴西的产量增长速度快于任何其他大豆出口国。 

•在阿根廷，低廉的生产成本，降低的出口税和持续的汇率疲软，有望鼓励农民将土地转为

大豆生产。阿根廷在世界大豆和大豆产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小幅下降 0.4％至 19％。预计到

2029/30 年，南美出口商将使美国在全球大豆及制品出口中的份额从 27.7％降至 26.6％。 

•预计欧盟将继续扩大其生物柴油的生产，但增速将低于近年水平，因为该政策强调非食用

原料的使用将超过食用油。菜籽油是欧盟的主要生物柴油原料，其产量随着菜籽的生产而增

加。欧盟的大豆和豆油进口预计变化不大，而豆粕进口则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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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全球大豆进口 

 

预计未来十年世界大豆贸易将迅速增长，增加 3570 万吨（23.5％）至 1.87 亿吨。到 2029/30

年，尽管受到非洲猪瘟以及豆粕消费增速预期放缓的影响，中国仍将增加大豆进口 2640 万

吨。 

•自九十年代末至 2017/18 年度，中国大豆进口量一直稳定增长，预计到 2029/30 年将占世

界大豆贸易量的 60.0％。预计中国的进口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861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1.125 亿吨，占贸易增长的 74.0％。这些预测假设中国将继续通过进口大豆，同时支持

国内食品和饲料谷物生产，来满足对可食用植物油和饲料用蛋白不断增长的需求。 

•预计东亚其他国家地区（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大豆进口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770 万吨

增加到 2029/30 年的 820 万吨。预计该地区畜牧业产量将有小幅增长，到 2029/30 年，豆粕

进口量将从 370 万吨扩大到 410 万吨。 

•到 2029/30，印尼大豆进口量增长 26.0％，达到 370 万吨。在印尼，大豆以丹贝（印尼食

品）和豆腐的形式用于食品消费。印尼没有大豆压榨业，也不生产豆粕，使用的所有豆粕都

是进口的。相比之下，由于饲料需求增加，到 2029/30 年，泰国压榨机预计将增加大豆进口

40 万吨，达到 390 万吨。 到 2029/30 年，扩大压榨能力还将使越南大豆进口量增加 25.4％，

至 310 万吨，但最初的预计进口量因非洲猪瘟而受到抑制。越南豆粕进口量增加原因是禽肉

和猪肉产量增加推动饲料需求增加。 

•自 2017/18 年度以来，由于欧盟内部谷物价格下跌以及谷物和菜籽粕饲料增加，欧盟大豆

进口稳定在 1510 万吨左右。但随着豆粕进口量的增加，欧盟到 2029/30 年大豆进口量预计

减少至 1430 万吨。 

•北非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大豆产量很少，因此，为了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饲料和食品需求，

进口量将从 2020/21 年度的 107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的 1420 万吨、32%的增长。由于家禽

产量增加，埃及大豆和豆粕进口量预计分别增加 36.5％和 32.2％。 

•预计到 2029/30，墨西哥的年度大豆进口量将增长 15.4％，达到 680 万吨。这些进口将支

撑不断增长的家禽和猪肉行业所需豆粕的生产，并为国内食品消费提供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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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全球大豆出口 

 

预计到 2020/30 年，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三个主要大豆出口国将占世界大豆贸易的约 89.5％。 

•预测期内，巴西大豆出口预计增加 2180 万吨（29％）至 9740 万吨，从而巩固其作为世界

主要大豆出口国的地位。 在巴西的大多数地区，大豆的生产仍然比其他作物更有利可图。 随

着塞拉多地区播种面积的增加以及向“亚马孙社会地理大区”生产的扩展，预计未来十年大

豆播种面积年增长率将超过 2.5％。 

•到 2018/19 年度，阿根廷已经取消了其大豆出口税率高于大豆产品税率的政策，这有利于

国内大豆压榨并出口其产品。为应对比索疲软和世界对压榨大豆的需求增加，阿根廷的大豆

出口预计每年增长 2.5％，到 2029/30 年增长约 25％，达到 940 万吨。阿根廷的大部分大豆

出口都流向了中国。尽管如此，阿根廷仍然是巴西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大豆出口国，因为该

国大部分作物是在国内生产的。 

•预计其他南美国家，主要是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也将扩大其大豆种植面积。这些国

家的出口到 2029/30 增长了 11.5％，达到 950 万吨，为世界大豆出口增加了 100 万吨。 

•2020/21年度，美国在全球大豆出口中所占份额约为 34％，预计到 2029/30年将降至 32.5％。 

美国大豆出口预计将从 2020/21 年度的 516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6100 万吨。 

•加拿大将大豆出口量从 2020/21 年度的 45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年的 580 万吨。加拿大大

豆面积已从安大略省南部的传统产区扩展到马尼托巴东北部的大草原。改良大豆品种和单产

提高为面积的扩大做出了贡献。 乌克兰货币的贬值提高了国内价格，并促进了大豆生产，

大豆出口预计将从 2020/21 年度的 230 万吨小幅增加到 2029/30 年的 26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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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全球豆粕进口 

 
预计到 2029/30，世界豆粕贸易量将增加 1140 万吨（16.5％），达到 8040 万吨。在许多国家，

畜牧业（尤其是禽类）的持续增长以及向现代饲料的转变，提高了大豆粉进口量。另外，许

多国家增加国内油籽产量的能力有限。 

•预测期内，欧盟仍是世界最大的豆粕进口国，到 2029/30 年，欧盟豆粕进口量将增长 3.3％，

达到 1960 万吨。欧盟生产生物柴油，预计将有大量廉价的菜籽粉供应。但是，出于营养方

面的考虑，限制了在某些牲畜口粮中添加菜籽粉，将继续使用豆粕。 

•由于对牲畜饲料的需求增加，预计东南亚、北非、中东和拉丁美洲地区将成为豆粕更大进

口国。不断增长的家禽消费和生产是主要动力，同时也因为缺乏大豆压榨设备。这就像越南

的情况，越南在世界豆粕进口中贡献最大（预测期内为 43.8％），从 2020/21 年的 480 万吨

增加到 2029/30 年的 690 万吨。到 2029/30，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

量将达到 1550 万吨，增加 270 万吨。东南亚占世界豆粕贸易增长的 42.0％。 

•预计北非和中东国家的年度进口量将增加 230 万吨，占世界贸易量增长的 20.0％。伊朗、

埃及、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是这两个地区的最大进口国。到 2020/21 年，这四个国家预计将

占该地区进口的 52.0％。 

•南美国家的年度豆粕进口量在预测期内增长了 29.4％，从 2020/21 年度的 580 万吨增加到

2029/30 的 750 万吨。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是最大的进口国。委内瑞拉进口量

已经减少了 80.0％，从 2014/15 年度的 110 万吨减少到 2019/20 年度的 22.5 万吨。 

•墨西哥对蛋白饲料需求的不断增长将加快其豆粕年进口，预计到 2029/30 年，进口量将从

200 万吨增加到 250 万吨。到 2029/30，加拿大年度豆粕进口量将从 10 万吨增加到 120 万吨。  



64 
 

十五、全球豆粕出口 

 

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仍然是世界三大豆粕出口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它们在世界出口中所

占的份额合计将从 86.0％微升到 87.0％。到 2029/30，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分别占世界豆粕

出口市场的 46.0％、25.0％和 16.0％。预测期内，美国的份额下降了 1.6％。 

•阿根廷减少了大豆产品出口税和大豆出口税之间的差距，该政策鼓励了大型油籽压榨能力

的发展。尽管如此，由于阿根廷大豆生产成本低廉，并且大豆产品具有相对优势，该国的豆

粕出口预计将继续以每年 1.8％的速度增长，年出口量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增加 550 万吨，达

到 2029/30 年的 3690 万吨。 

•在巴西，家禽和猪肉产量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国内豆粕消费，并限制了豆粕出口增长。尽管

如此，预计十年内，豆粕出口量增加 420 万吨（26.7％）。由于阿根廷在国际豆粕市场上的

强劲竞争以及中国对其大豆供应的强劲需求，预计巴西的大豆压榨能力将以较慢的速度增长。 

巴西在世界豆粕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 2020/21 年度的 23％增加到 2029/30 年的近 25％。 

•预计到 2029/30，美国豆粕出口量将略增至 1310 万吨。到 2029/30 年，美国在世界豆粕出

口中所占份额从 2020/21 的 17.9％下降到 16.3％。 

•印度的豆粕出口在 2013/14 年度开始下降，原因是国内使用量的扩大和收成下降减少了出

口机会。最近出口保持平稳。到 2029/30 年，豆粕出口量从 2020/21 年度的 190 万吨微增至

210 万吨。家禽、蛋和奶生产中使用的饲料继续影响豆粕出口增长。 

•欧盟仍然是向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预计畜牧业产量将显着增长）出口豆粕的一个小而

稳定的国家。到 2029/30 年，欧盟豆粕年出口量稳定在 3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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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全球豆油进口 

 

预测期内，由于食用和工业使用增加，世界大豆油进口量预计将增加 280 万吨（23％），达

到 1490 万吨。与国际领先的植物油-棕榈油的竞争,将继续限制世界豆油贸易的增长。 

•棕榈油继续在印度植物油进口中占最大份额，印度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油进口国。 

2029/30 年，印度豆油进口量增长 26％，至 460 万吨。导致印度豆油进口量增长的因素包括

对植物油的需求迅速增长以及扩大油籽生产面积有限。由于降雨不定和低投入使用相关的低

产，也抑制了国内油籽产量的增长。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在预测期内国内产量迅速增长，但

其豆油进口量均从 120 万吨增至 150 万吨。 

•近年来，中国压榨大豆进口量迅速增加，导致 2017/18 年度豆油进口量下降至 48.1 万吨。 

预计到 2020/21 年，中国大豆油进口量将增加到 120 万吨，到 2029/30 年将继续增加到 160

万吨。 预计到 2029/30 年，东南亚地区的进口量将增加 9.1 万吨，达到 36.2 万吨。 到 2029/30

年，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占东南亚大豆油进口量的大部分，分别为 13.2 万吨、11.8 万

吨和 6.3 万吨。越南有望扩大大豆压榨能力，使得豆油进口量增长放缓。 

•北非、中东和拉丁美洲收入和人口增长促进了豆油需求和进口增长。到 2029/30 年，埃及

和伊朗的合并进口量预计增加 9 万吨，达到 47 万吨。到 2020/21 年度，其他北非和南美地

区进口量均为 170 万吨，到 2029/30 年分别增加 23.6 万吨和 25.1 万吨。阿尔及利亚、摩洛

哥和埃及是北非最大的大豆油进口国。在南美，最大的进口国是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到 2029/30，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进口量将从 50 万吨增加到 70 万吨。到 2029/30 年，墨

西哥的年进口量将小幅增加 4.4 万吨到 24 万吨，这是因为消费增长主要由国内大豆压榨机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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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全球豆油出口 

 

阿根廷、巴西、欧盟和美国是世界上四个主要的豆油出口国。预计未来十年，它们的总装运

量将占世界豆油出口量的 78％。预计到 2029/30 年，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分别占世界豆油

出口量的 51％，15％和 8％。 

•预计到 2029/30，阿根廷的豆油出口量将攀升至 760 万吨，比 2020/21 年度增长 21％。阿

根廷作为豆油出口国的实力反映了该国较大的压榨能力和较小的国内市场。由于广泛的双季

作物种植，进一步调整作物牧草轮作以及在该国西北部向边际土地扩展，使得阿根廷大豆产

量增加，增加了大豆压榨。虽然阿根廷的豆油出口量有所增长，但随着更多豆油用于生产生

物柴油，这种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巴西在 2020/21 年度的豆油出口量为 130 万吨，而由于继续将大豆产量扩大到新的种植领

域以及生产力的增长，预计将使该国豆油出口量到 2029/30 年达到 220 万吨。未来十年，预

计巴西将在国内生物柴油生产中使用更多的大豆油。 

•预测期内，美国豆油出口量增加到 2029/30 年的 120 万吨。预计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三大豆

油出口国，到 2029/30 年占全球贸易的 8.1％。 

•预测期内，欧盟豆油出口稳定在 80 万吨附近，但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从 7％下降到

2029/30 年的 5.2％。预测期内，前苏联地区的豆油出口量保持稳定，为 90 万吨。 

•南美国家（阿根廷和巴西除外）的豆油出口预计将增加 8.8 万吨，到 2029/30 年出口总量

将达到 120 万吨。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是继阿根廷和巴西之后南美最大的大豆油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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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全球棉花进口 

 
预计中国棉花进口回升将有助于推动世界棉花贸易的增长，2020/21 年至 2029/30 年间世界

贸易量将以每年 2.7％的速度增长。中国恢复到正常的储备水平促使大量进口恢复。预测期

初，预计世界棉花贸易量将超过 2012/13 年度 4640 万包的记录，并在 2029/30 年达到 5840

万包。到 2029/30 年，东南亚棉花进口量增长 32.5％，达到 1770 万包。 

•未来十年，中国棉花进口将持续增长，特别是预测期前两年增势强劲。预测期内，中国棉

花进口量有望每年增长 5.2％，增加 610 万包，2029/30 年达到 1660 万包。中国棉花进口量

的增长，是在实施一项棉花价格支持计划（已实施至 2013 年）累积库存处置完成之后开始

的。由于政府库存不再是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净供应来源，进口量将反弹。预计中国的棉花使

用量将增加，但纺织品生产向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转移将增加它们在全球使用量中的份

额。 

•随着越南纺织业快速发展，预计越南将在 2020/21 年度继续保持第二大进口国，到 2029/30

年进口量将达到 1210 万包。过去的 12 年，越南的棉花进口量增长了六倍，预测期内将占世

界进口量增长的三分之一。到 2029/30 年，越南的纺织业和棉花进口预计每年增长 4.7％。 

•预计到 2029/30，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将成为第三、第四、第五和

第六大棉花进口国。自 2000 年代初以来，中国是最大的进口国，但孟加拉国在 2015/16 年

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然而，中国在 2018/19 年度再次成为最大的进口国。在

2019/20 年度，印尼的棉花进口量超过了土耳其的进口量。预测期内，印尼是第四大棉花进

口国，预计进口量每年增长 1.0％，到 2029/30 年将达到 400 万包。土耳其在世界消费中所

占的份额最近有所下降，但预测期内，进口量预计略有增加，到 2029/30 年达到 340 万包。 

•巴基斯坦的棉花进口预计将减少，并保持稳定在 340 万包附近。另一方面，预计巴基斯坦

的出口到 2029/30 年将略有增加，达到 30 万包。预测期内，墨西哥、欧盟、泰国、前苏联、

韩国、台湾和日本的进口量均略有减少，到 2029/30 年合计减少 82 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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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全球棉花出口 

 

粗棉的生产预计将继续向资源禀赋良好和生产技术先进的国家转移。扩大的棉花产量将来自

具有大量适合棉花生产土地的传统生产国，包括巴西、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 

•随着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美国在世界棉花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比 2000 年初下降了

25％。但在整个预计期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份额预计都将保持稳定（为 20％），与最近 5

年的平均水平相似。美国仍然是世界主要的棉花出口国，到 2029/30 年，出口量（每年增长

2％）增加到 1930 万包（陆地棉和特长绒棉）。但是，美国在世界棉花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

从 2016/17 年度的 39.4％降至 2029/30 年的 33％。 

•预计巴西的棉花种植面积将在马托格罗索州地区扩大，同时单产也将持续增长。到 2029/30

年，巴西的棉花出口预计将增加 490 万包，相当于 5.2％的年增长率，这是世界主要出口国

中最大的出口增幅。巴西在 2018/19 年度超过印度成为全球第二大棉花出口国，预测期内仍

位居第二。 

•印度的棉花出口每年增长 0.6％，在 2029/30 年达到 740 万包。印度的单产提高，在预测起

初提高了该国的产量和出口量，但近年来，抗棉铃虫病和天气问题阻碍了单产。印度是十年

来第二大出口国，直到巴西和澳大利亚在 2018/19 年度超过印度。预测期内，印度将成为仅

次于美国和巴西的世界第三大棉花出口国。 

•未来十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15 个国家的棉花出口将实现 2.4％的年均持续增长。技术

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有助于促进生产和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的棉花出口预

计每年增长 1％。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量将增加 136 万包，预测期内占世界贸易

量的 11％。 

•中亚主要棉花生产国政府的政策，旨在推进对纺织工业的投资，并为纺织产品（非原棉出

口）出口做出贡献。预测期内，原棉出口下降。前苏联国家出口（全部来自中亚）每年下降

1.9％，到 2029/30 年仅出口 120 万包，远低于 2005/06 年度出口 730 万包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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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全球肉类出口¹ 

 

预计未来十年全球肉类消费量将继续增长，导致许多国家增加肉类出口。家禽消费增长最快，

预计年增长率为 2.2％，其次是猪肉（1.6％）和牛肉（1.1％）。主要出口国的肉类出口量每

年增长 2.6％，到 2029 年增加 930 万吨。预测期内，家禽出口量增加 390 万吨（2.9％），牛

肉出口量增加 250 万吨（2.2％），猪肉出口增加 290 万吨（2.6％）。 

•巴西是家禽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其次是美国、欧盟和泰国。巴西的出口增长了 46.1％，到

2029 年将达到 605 万吨。巴西占全球家禽出口增长的 49.3％，增加了 190 万吨。美国在预

测期内的出口量增长了 16.9％，到 2029 年达到 420 万吨。欧盟是第三大出口国，预测期内

增长了 12.0％，到 2029 年将达到 240 万吨。泰国的家禽出口预计增长了 46.3％，到 2029

年将达到 160 万吨。 

•过去四年中，巴西已超过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年度牛肉出口国。预计到 2020 年，巴西将出

口 260 万吨牛肉，到 2029 年将增加 140 万吨，达到 400 万吨。到 2029 年，巴西牛肉进入

现有市场的机会不断扩大，将超过印度牛肉出口。印度牛肉出口从 2020 年的 170 万吨增长

到 2029 年的 208 万吨。发展中国家对印度低价水牛的需求预计将继续快速增长。美国现在

是第三大牛肉出口国，预计在预测期内将保持这种状态，主要向一些国家/地区提供以谷物

喂养的牛肉的高价值切块。预测期内，美国牛肉出口增加了 6.6 万吨，到 2029 年将达到 160

万吨。澳大利亚是第四大牛肉出口国，预计到 2029 年出口增加到 160 万吨，为世界出口增

加 10 万吨。由于与干旱有关的清算，澳大利亚的库存已经萎缩，并且在正常天气的假设下，

随着牛群进入重建阶段，出口收益将受到限制。 

•中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的非洲猪瘟降低了预期猪肉供应，提高了国内价格，并促使肉类

进口增加。主要的猪肉出口国通过增加产量和出口来应对。欧盟、美国、加拿大和巴西是世

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欧盟猪肉出口在预测期内增加了 79.7 万吨，到 2029 年达到 470 万

吨。美国猪肉出口在预测期内增长了 45.2％，从 2020 年的 330 万吨增加到 2029 年的 480

万吨。加拿大的猪肉出口到 2029 年达到 160 万吨，预测期内增加 25.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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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全球牛肉进口¹ 

 

预计 2020 年至 2029 年间，主要牛肉进口国的进口量将增加 200 万吨，到 2029 年达到 1230

万吨。中低收入国家进口量的增加将推动低价值草饲牛肉的增长。主要由高收入国家进口的

谷物喂养的牛肉进口将缓慢增长。中国预计牛肉进口增长最强劲。 

•由于对牛肉的需求增长超过了国内产量的增长，预计到 2029 年中国和香港的牛肉进口总量

将增长 32.4％，达到 430 万吨。非洲猪瘟造成产量下降，猪肉价格高企，导致替代肉类消费

量增加。中国进口量的增加是主要牛肉进口国中数量增长最大的部分，将从 2020 年的 290

万吨增加到 2029 年的 390 万吨。中国在 2018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牛肉进口国。 

•由于消费量下降和支持国内牛肉生产的政策，预计俄罗斯牛肉进口将从 2020 年的 43 万吨

减少到 2029 年的 35.9 万吨。 

•预测期内，美国用于碎牛肉和加工产品的食草瘦牛肉的进口将逐渐增长。未来十年进口量

将增长 11.5％。预测期内，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二大牛肉进口国，进口量为 150 万吨。 

•人口和收入快速增长的中东和北非地区（包括埃及），预计牛肉进口将从 2020 年的 120 万

吨增加到 2029 年的 150 万吨，年均增长 2.3％。 

•预测期内，墨西哥牛肉进口量将增加 7.79 万吨。这些进口大部分是来自美国的高价值的谷

物饲养牛肉。墨西哥的牛肉进口量将以每年 3.6％的速度增长，从 2020 年的 21 万吨增加到

2029 年的 29 万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预测期内将增加 10.23 万吨，从 2020 年的 75.6 万吨

增加到 2029 年的 85.8 万吨，平均每年增长 1.4％。 

•东南亚国家收入保持强劲增长，导致牛肉进口年均增长 2.9％，从 2020 年的 46.3 万吨增加

到 2029 年的近 59.9 万吨。预测期内，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进口

量增长最大。其他亚洲和大洋洲（不包括东南亚和东亚）的进口量增加了 7.5万吨，增长 31.9％，

到 2029 年达到 31.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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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全球猪肉进口¹ 

 
预计主要猪肉进口国的进口将继续增长，从 2020 年到 2029 年将增加 320 万吨（32.1％）。

中国/香港、韩国、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猪肉进口增幅最大，占 71.5％，到 2029 年世界猪肉进

口总量将增加 230 万吨。 

•预计到 2029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进口国。进口部分抵消了非洲猪瘟引起的国

内猪肉产量下降。从 2020 年到 2029 年进口量增长 33.9％，达到 470 万吨，占世界猪肉进

口增长的 37.2％。预计十年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猪肉进口分别增加近 120 万吨和 20 万吨。 

•到 2027 年，墨西哥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猪肉进口国，进口量将从 2020 年的 130 万

吨增加到 2029 年的 170 万吨。收入、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的增长是墨西哥猪肉需求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预计墨西哥占世界猪肉主要进口商进口增长量的 13.9％。 

•预计到 2027 年日本将成为第三大进口国。预测期内，日本的年猪肉进口量将增加 11.4 万

吨，到 2029 年达到 160 万吨。由于国内生产几乎持平，消费略有增长，2020 年到 2029 年

间日本的猪肉进口量预计增长 7.5％。 

•由于非洲猪瘟，韩国和菲律宾的猪肉产量均下降，导致进口量增加。韩国还增加了猪肉进

口以满足部分减产的需求，预测期内增长了 37.8％，达到 96.5 万吨，每年增加了 26.5 万吨。

预计菲律宾猪肉进口量将增长 54.7％，从 2020 年的 35 万吨增加到 2029 年的 54.2 万吨。其

他亚洲和大洋洲的进口量将增长 53.0％，从 2020年的 46.3 万吨增加到 2029年的 70.8 万吨。 

•从 2020 年到 2029 年，俄罗斯的猪肉进口量预计增长 14.5％，达到 9.2 万吨。从 2012 年到

2017 年，俄罗斯的猪肉进口量大幅下降，反映出刺激国内肉类生产并减少对进口依赖政策

的效果。 

•收入增加和人口增长推动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进口猪肉的强劲需求。未来十年进口量

将增加 9.8 万吨，增长 41.6％，到 2029 年将达到 33.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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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全球禽肉进口¹ 

 

主要进口国的年禽肉进口量预计将增加 394 万吨（30.2％），到 2029 年达到 1690 万吨。预

计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实现大幅增长，这包括中国、

墨西哥、菲律宾、南非、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预计俄罗斯禽肉进口量将下降。乌克兰、

欧盟和加拿大的进口将缓慢增长。 

•未来十年，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禽肉进口量预计分别增长 44.8％和 25.0％。到 2029 年，这

些地区的禽肉进口总量将增加 161 万吨。由于收入和人口的增长将推动需求，同时许多国家

的产量受到限制，将导致进口增加。 

•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更高的收入增长预期将增加对禽肉的需求进而增加进口。进

口的家禽产品仍然比牛肉或猪肉便宜，进一步刺激了需求。预测期内，墨西哥的家禽产量继

续增长，但增速低于消费量，导致年进口量增长了约 32.2 万吨（31.3％）。中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的家禽年进口量增加了 23 万吨（29.9％），到 2029 年将达到 99.89 万吨。 

•俄罗斯自 2014 年以来禽类进口量大幅下滑趋势将继续，预测期内进口量将稳步下降至 14.6

万吨（比 2020 年下降 25.6％）。这些预测假设俄罗斯采取刺激国内生产、限制进口的政策。 

•中国禽肉消费的增长主要由国内生产来满足，到 2029 年进口约占消费量的 5.7％。到 2029

年中国禽肉进口将增长 62.8％达到近 127 万吨。预计到 2029 年中国将成为禽肉净进口国，

到 2029 年的出口将增长 9.7％，达到 48.3 万吨。 

•高价值的、完全加工的家禽产品往往由亚洲、欧洲和中东的高收入国家进口。预计全熟产

品将占中国和泰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大部分。随着从泰国进口未加工的鸡肉对这些市场重新开

放，泰国对欧盟、日本和韩国的禽肉出口将进一步增长，从 2020 年到 2029 年，出口预计

将增长 46.3％，达到 161 万吨。 

 

 

（此部分类别分国别预测数据可登陆美国农业部网站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