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该系统参加者与秘书处开展合作，就市场形

势提供月度更新。

• 秘书处定期编写市场展望，开展独立数据核

实，增强各国市场评估能力以及协助联络点

之间的互动等。 

• 在发生市场动荡时，该系统快速响应论坛将

协调采取市场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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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ket Monitor is a product of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Information System (AMIS). It covers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r wheat, maize, rice and 
soybeans, giving a synopsis of major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the policy and other market drivers behind them. The analysis is a coll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rket situation and outlook by the elev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ntities that form the AMIS Secretariat.  
Visit us at: www.amis-outloo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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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at, maize, rice and soybeans are heading for a 
comfortable market situation in 2017/18. Even for crops 
where production is forecast to fall below last year’s level, 
supplies are expected to remain sufficient, which may explain 
some of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prices witnessed in recent 
weeks. For major cereals, the market focus will soon be 
shifting to planting and growing conditions in the new 
season. In this context, the 2018/19 outlook will critically 
depend on weather and expected returns based on price 
prospects. In the case of soybeans, planting progress and 
wea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ill likely 
influence prices in the coming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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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测 – 评估全球市场形势和有关作物
展望。

• 指标门户网站 – 介绍发现可能需要采取政
策行动的重要市场状况的主要指标和尺度 。

• 市场数据库 – 提供关于产量、消费量、贸
易量和库存量的最新预测。

• 政策数据库 – 编纂可能对全球粮食市场产
生影响的政策信息。

•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网站 – 提供有关该系
统各项产出和活动的总体概况。

• 能力建设 – 支持各国编制更好的市场信息。

20 国集团及西班牙

*并非作为个别国家参与系统，而是由欧洲联盟代表作为整体参与系统

其它欧盟成员国 * 受邀国家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AMIS） 全球覆盖范围

产    出

架    构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由20国集团加西班牙以及另外七个有关作物主
要出口国和进口国构成。该系统参与方加起来在全球粮食市场占有巨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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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AMIS）
于2011年由20国集团农业部长

发起。 

该系统把农产品主要贸易国召
集在一起，评估全球粮食供应
形势（侧重小麦、玉米、稻米
和大豆）并为开展建设性对话

提供了平台。 

通过提高国际商品市场透明度
和政策协调性，该系统有助于
预防价格意外飞涨，增强了全

球粮食安全。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由三个主要部分构
成，对该计划的主要目标给予支撑：
（i）提高市场透明度以及（ii）在市场动
荡时对国际政策响应措施进行协调： 

• 全球粮食市场信息小组由来自该系统参
与方的技术代表组成，负责采集市场和
政策信息。

• 快速响应论坛汇集政策制定者，促进对
关键市场形势以及应对方法的早期讨
论。

• 多机构秘书处， 目前（2017年11月）
包括十一家国际组织和实体，负责编写
短期市场展望、评估和分析，同时对“
信息小组”和“论坛”的各项职能给予
支撑。 

小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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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产量 
2015-17 年平均值

稻米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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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产量 
2015-17 年平均值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非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