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和树木1，其生态系统

多种多样以及人类对其的

认识和利用也不尽相同，

以多种方式和在不同层面

直接和间接地对粮食安全

与营养作出贡献。这些贡

献因森林类型和管理方式

的不同而异。森林食物

促进膳食质量和多样化，

对直接依靠森林谋生的人

来说，在其食物短缺时期

内发挥安全网作用。森林

还发挥着抵御冲击和危机

的一种应对机制作用。

森林野生食物为千千万万

农村男女和儿童提供营养

丰富的食物和多样化的膳

食。木质燃料是全世界三

分之一家庭烧煮和饮用水

消毒的主要能源来源。森

林为当地人口创造收入，

并通过控制水流、稳定土

壤、维持土壤肥力、调节

气候、为野生传粉媒介和

农业有害生物天敌创造生

境，提供可持续农业必需

的基本生态系统服务。

然而，在需求增长驱动下

的毁林开垦和土地退化

仍然是全球毁林的主要根

源，约占森林总损失面积

的70-80%2，对环境和对千

千万万土著人民及地方社

区和小农产生不利影响。

可持续农业、粮食安全和

改善营养不能以森林为代

价，也不能没有森林的贡

献。需要改进对土地利用

政策的协调才能促进发展

可持续林业，从健康、可

 Ì 1	 森林以外的树木作为一个分类汇集了多种多样的农业系统，其规模和对粮食安全与营养的影响都有很大差异。

 Ì 2	 《世界森林状况》。粮农组织，2016年。高专组报告：《发展可持续林业，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2017年。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在2017年第四十四届会议上通过了关
于“发展可持续林业，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建议。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粮安委关于“发展
可持续林业，保障
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政策建议

政策建议

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6、7、9、10、12、13

核心重点：



持续、多产的森林和树木

生态系统中获益。

以下建议系根据粮安委粮

食安全与营养高级别专家

组（高专组）关于《发展

可持续林业，保障粮食安

全和营养》报告的主要结

论提出。其宗旨是加强可

持续管理的森林和树木对

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

献，在实现《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大环境下促

进在国家粮食安全背景下

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承

认《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

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

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权属治理自愿准则》）的

根本作用和《联合国土著

民族权利宣言》的作用。

这些建议在适用的基础上

依托《生物多样性公约》

，补充最近通过的联合国

2017-2030年森林战略计

划。

此外，在这一背景下，落

实这些建议时要考虑性别

因素；因此，促进性别平

等和妇女及女童赋权并尊

重她们的权利，促进获取

森林和土地权属、农业和

林业支持服务及能力建

设，推动妇女平等参与决

策等等，对实现粮食和营

养十分必要，应纳入所有

政策建议的主流活动。

这些建议对于满足与森林

建立了一种精神、文化、

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

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和小

农尤其是依赖森林者的需

要尤为重要，其中包括森

林狩猎者、采集者和劳动

者。他们是对全球粮食生

产作出重大贡献的小农群

体的一部分。

粮安委关于“发展可持续
林业，保障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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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 3	 粮食安全四大维度是：获取、供应、利用和稳定。

建  议

这些建议主要针对政府提出，涉及公共政策，但也以在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发挥作用的所有利

益相关方为对象。这些建议属于自愿性质，无约束力，旨在补充而不是重新表述粮安委以前在其他

政策产品和建议中提供的相关指导。

I.  承认森林和树木对粮食
安全与营养四个维度的重要
性、提高有关认识并鼓励加
强森林和树木的这一作用3

A  承认需要加强森林和树

木在混合景观中提供基本

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以

支持农业生产和恢复土地

生产力；

B  在可持续和一体化管理

土地、森林和树木，实现

粮食安全和营养时，承认

并尊重相关传统做法以及

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和小

农的重要贡献；

C  承认林业对全世界生

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

用。

©FAO/Sebastian Liste/NOOR for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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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开发利用有关森林和树
木对粮食安全与营养的直接
和间接贡献的政策性知识和
数据

A  采取措施向粮食安全

与营养决策者和实践者提

供信息和培训，促进其认

识森林和树木可持续管理

对粮食安全与营养的重要

性，利用参与性方法生成

不同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有

关森林和树木对粮食安全

与营养的贡献的知识，承

认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和

小农为传统知识持有人；

B  为加强参与性研究，改

进数据收集和推广服务而

建设必要能力，开展专业

培训，落实组织变革；

C  设计相关指标并按性

别、年龄和其他社会参数

分类收集数据；

D  改进粮食安全与营养和

林业监测系统的跨部门、

系统性数据收集工作，

涉及野生食物（动物、植

物、蘑菇）和森林产品的

利用情况，包括营养含

量、饮食质量和多样性、

减轻贫困、改善健康和保

健，以及收获影响；

E  进一步研究被忽视和

未充分利用品种对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贡献，研究农

林复合系统中树木与农业

生产的关系，以及有关可

能满足人类粮食安全和营

养需要但尚未充分利用的

森林遗传资源多样性的知

识。

©FAO/Giulio Napolit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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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关于“发展可持续
林业，保障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政策建议

III.  制定、执行并监测农林
综合管理促进改善和实现可
持续粮食安全与营养的政策

 各国：

A  依靠参与性和包容性

方法加强跨部门协调，促

进采取综合管理方法，包

括利用林业、农业、水与

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联

系，加强各级部门间政策

的一致性；

B  规定体制和财政要求并

提供政策支持，将森林和

树木增强抵御能力的工作

纳入农业和粮食安全与营

养政策及计划；

C  在林业和农业部门中

尊重、保护和履行妇女权

利，消除不利于粮食安全

与营养的性别差异；

D  制定并推动参与性森林

和树木政策和管理规划及

措施，加强土著人民、地

方社区和小农获取具有营

养重要性的森林食品的手

段；

E  酌情促进森林保护、天

然林更新和退化森林的恢

复，发展农林复合系统；

F  落实激励机制，提供以

森林为基础的生态系统服

务，促进可持续农业和粮

食安全与营养。

©FAO/Kai Wiedenho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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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利益相关方：

G  增加科研投资，建立、

促进和推广综合景观中农

业、林业和农林复合系统

的良好实践；

H  承认森林和树木促进提

高景观、社区和生计抵御

能力的多重功能和用途，

推动对景观包括社区系统

的综合规划和地方适应性

管理；

I  推动采取营养敏感型方

法，统筹兼顾粮食安全和

营养、可持续森林管理、

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养

护的多重目标；

J  鼓励为利益相关方尤其

是弱势群体提供适当技术

支持、推广服务和培训；

K  加强农业生产力与森林

保护之间的协调一致，减

轻对森林的压力；

L  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纳入林业机构、政策和计

划的主流活动，提升妇

女的领导力，加强妇女获

取、控制森林资源的手段

和创收机遇，促进实现粮

食安全和营养；

M  为粮食安全和营养促

进低碳再生能源计划并将

其纳入可持续森林管理计

划，包括得到土著人民、

地方社区和小农支持的小

规模活动，从而实现多重

利益，如充分获取食品制

备所需的薪柴；投资于社

会和技术创新，尤其是最

大程度降低使用木质燃料

带来的健康风险；

N  增加负责任公共和私人

投资，支持面向社区、基

于森林的企业，促进可持

续生计。

©FAO/Tsigie Befek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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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促进实施《国家粮食安
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
权自愿准则》和《国家粮食
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
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
则》（《权属治理自愿准
则》）

A  促进基于《权属治理

自愿准则》的森林、树木

和农田相关政策、立法

和计划，尊重并保障土著

人民、地方社区和小农的

合法权属权利以及土著人

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权；

B  与土著人民、地方社区

和小农合作，制定基于《

权属治理自愿准则》的举

措，以提高森林和树木系

统的生产力和抵御能力，

并将这些举措纳入各项政

策、计划和做法；

C  促进土著人民、地方社

区和小农获取并可持续利

用森林和树木资源以及获

得市场准入	，推动在国

家粮食安全、国家法律、

合法权属和资源使用权利

背景下逐步实现充足食物

权；

D  对所有种类和规模的农

业投资包括渔业、森林和

牧业投资应用《农业和粮

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促进加强粮食安全和营

养。

©FAO/Guatemala country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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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 按照粮安委关于小农与市场接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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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photo credits: ©FAO/Giancarlo Pucci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 
级别专家组报告之十一 
发展可持续林业， 
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 
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
专家组 2017 年 9 月 报告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所有利益相关方

都能藉此共同努力，确保人人获得粮食安全和营养 

 Ĉ fao.org/cfs/zh

 � cfs@fao.org

更多信息

政策建议是粮安委《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的一部分。

http://www.fao.org/3/a-i7395c.pdf
http://www.fao.org/3/a-i7395c.pdf
http://www.fao.org/3/a-i7395c.pdf
http://www.fao.org/3/a-i7395c.pdf
http://fao.org/cfs/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