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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第 三 十 四 届 会 议

2018 年 4 月 9－13 日，斐济楠迪  

亚太区域未来健康和包容性粮食系统构想圆桌会议  

内容提要 

亚太区域正在出现快速经济增长、城市化和重大人口结构变化。这些因素导致

膳食多样化和经济结构性转型，使非农收入发挥越来越大作用，并出现了新的农业

信息工具和技术。这些趋势和技术对小农户生计、自然资源管理、粮食系统组织

可能具有深远影响，面临气候变化时尤其如此。 

此外，这些措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日益复杂，因而需要采取多方面方法，

包括采取进一步激励措施及进行体制创新以扶持小农，对农村和非农村地区采用

有所不同的办法，为现代化及由各种公共和私营部门角色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

其他举措而进行体制创新。 

征求区域会议指导意见 

提请区域会议： 

• 讨论为城市和农村消费者提供更为营养敏感型粮食系统的切实方法；

• 分享有关更好地把小农纳入为城市市场提供服务的价值链的创新型经验，

特别关注农村妇女的需求和机遇；

• 讨论体制创新事宜，为小农获取和采用电子农业及其他新技术建立支持

系统；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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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如何解决推动农村移徙的因素、利用移徙来增加对本区域农业和农村

发展投资这一问题； 

• 讨论小农户风险管理战略，此类战略要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农民对非农收入

的依赖增加。 

 

I. 快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移徙、城市化 

1.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粮食系统 1由于多种现象和趋势而发生变化，这些现象和

趋势包括快速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及人口结构变化、快速城市化、农村和城市变革、

粮食消费方式变化及气候变化。经济增长促成穷人收入增加及贫困率大幅下降。

然而，收入增长大部分为收入最高阶层所得，使贫富差距扩大。这种不公平状况

使营养不良问题的消除更为困难，因为穷人 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问题要比富人

严重得多。2因此，发育迟缓发生率虽然大幅下降，但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仍都很高。 

2. 人口增长继续减缓，但到 2050 年，亚太区域预计在原有 41 亿大量人口基础上

再增加 6 亿，增长的大部分在南亚。南亚贫困减轻速度比东亚和东南亚缓慢，这对

消除贫困而言并非好事。确实存在贫困更加集中在南亚、进一步加大分区域间差距

的危险。人口增长（及膳食多样化）也将对土地和水资源产生更大压力，而这些

资源在本区域已经相当稀缺。 

3. 关于人口结构变化，亚洲的平均年龄预计从 2015 年的大约 30 岁上升到 2050 年

的近 40 岁。老年抚养比预计从 2015 年的 11 增至 2050 年的 28。 3这一人口老龄化

将影响农村和城市地区劳动力供给和组成，改变消费结构，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

此外，在多数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比以往快得多，这意味着本区域根本没有足够

时间来建立必要金融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来有效消除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特别是东亚，在今后几十年将成为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在日本和韩国等

国家，现在农民平均年龄为 65 岁左右。 

4. 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移徙是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固有的一个现象，是农村家庭的

一个重要生计策略。移徙还往往由贫困、粮食不安全、就业机会缺乏所致。其他

导致移徙的因素包括冲突、人权受侵犯、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4创造

                                                 
1 粮食系统包括所有相关角色及其在食品生产、采集、加工、分销、制备、消费及处置过程中相互关联的

增值活动，这些食品源于农业、林业或渔业及其所属更广泛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部分。在非正式场合，

粮食系统往往被称为“农场到餐桌”。  
2 粮农组织。2017 年。《粮食安全和营养区域概况》：亚洲及太平洋，曼谷  
3 老年抚养比是指每 100 个 15-64 岁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口（65+）数。  
4 亚太区域《安全有序常规流动的全球契约》筹备会议（2017 年 11 月 6-8 日，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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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酬的就业机会，包括涉农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改善、社会保护措施的推广等，

能够帮助减少推动式的农村向城市移徙。 

5. 到 2021 年本区域过半数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地区。这一城市化的部分原因是

由于人口移徙，但主要由于市区扩大、将先前的农村地区也包括在内，对优质土地的

提供产生压力。不同规模城市都在出现城市化。大城市（居民超过1000 万）越来越多：

在 2016 年全世界 31 个大城市中，有 17 个在亚太区域；在 2016-2030 年间将成为

大城市的另外 10 个城市中，有 6 个在本区域。而且其他规模的城市也在增加。在印尼

和菲律宾，到 2020 年分别有 75%和 6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 50 万以下人口的城市。5

这些中小城市有潜力促进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但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发展基础设施，

确保基本城市服务，改善粮食供应和获取，特别是城市穷人的粮食供应和获取。 

6. 城市化促成生产、销售、消费方面的不同粮食系统组织。供应链在地理上

越来越长，但中介往往减少，而且在质量、食品安全和可追溯性方面要求日益增加。

农民尤其是小农户可能难以满足私营部门和消费者的这些要求。粮食和农业体系

必须加强其包容性，具体通过将小规模男女生产者（农民、林业工人和渔民及其

各类组织）与涉农企业及供应链更好地联系起来，推动他们有效、可持续地进入

快速变化的全球、区域和国内市场。 

7. 就消费而言，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居民对自身生产的依赖程度更低，购买

更多加工食品，更加频繁地食用非家庭制备食物，更多地使用冰箱，销售渠道种类

增加。城市年轻人还面临鼓励不健康膳食的更多广告。虽然城市地区有众多零售

渠道，但由于交通拥挤和工作安排更加繁忙，超市和便利店日益重要。 

8. 与世界各地趋势相一致，过去 60 年亚太区域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无论是

平均气温还是极端气温都上升。总的来说，北半球出现更大升温趋势。降雨量变化

趋势没有那么强，但降雨时间的变化尤其给农业所带来问题要比全球总降雨量所

带来问题更大，并对基础设施、灾害风险减少、农业部门的适应产生重大影响。 

II. 膳食变化 - 情况良好但还不是很好 

9. 经济增长、移徙和城市化还导致膳食多样化及经济和农业结构转型。消费者

所食用主粮数量在减少，并在不同主粮间转移（如在传统大米食用区转向小麦）。

他们所食用动物源食品、水果和蔬菜增加。这些趋势不仅在达到全国平均收入的

人口中、而且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中都显而易见。因此，非主粮食品目前

远远超过食品总支出的一半。膳食多样化意味着农民必须改变所生产食品种类，

                                                 
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4 年。《世界城市化前景報告》：2014 年修订，光盘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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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更多蛋白质丰富的食品（动物源或豆类等植物源食品）、水果和蔬菜 – 新兴

食品市场所在。然而，对主粮的补贴鼓励农民生产主粮而以营养更丰富的食品为

代价。此外，对许多非主粮产品的农业研究和基础设施（如冷链等）的投资也不足。

总之，因收入增长而出现的消费者需求变化给小农生产更多高价值产品、变得富裕

带来机遇，但须进行政策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南亚许多国家用于种植果蔬的

面积迅速增长，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果蔬面积增长 55%以上。中国在果蔬生产

农业结构改革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过去 30 年果蔬种植面积增长了四倍。 

10. 然而，高盐、高糖、高脂肪超加工食品供应和消费也大幅增加。因此，在所有

国家肥胖率都增长，在太平洋岛国已达到特别高的水平。若不改变膳食，到 2050 年

甚至之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负担会很大。亚太区域许多国家考虑到

这些因素，正在对此类食品征税。但这些税收证明起反作用：虽具减少此类食品

消费潜力，从而改善营养并减轻疾病负担，但也可能影响许多农民（如生产糖类和

油籽作物的农民）及在此类食品分销链就业的人们。 

III. 农村地区非农收入增长及新技术发展 

11. 除了膳食多样化之外，消费者还把许多额外收入用于健康、教育、服装、

交通和电子消费品。这些消费方式变化正在推动区域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农业虽然

仍在增长，但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减少。因此，结构性转型意味着农户更大程度地

依赖非农收入和多样化生计战略。实际上，亚洲一些大国的农村家庭中约有 90%

从非农活动获得收入 6，农户普遍采用多样化生计战略，尤其是那些贫穷农户（因为

所拥有土地不多）。 

12. 移徙和收入多样化因移徙者趋于年轻化、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日益短缺及

机械化程度提高而增加。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可能影响无地农民和临时工，尤其是

妇女和学新技术太老而退休又太年轻的人们的生计。在南亚，农业日益“女性化”，

因为移徙者一般都是男性。所有分区域农业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吸引充满活力

的男性和女性企业家，具体通过获得土地、信息和通信技术、性别敏感型培训，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增加农业劳动收入。在这方面，散居在外的人和移民家庭

还通过向老家汇款及转让新的技术和知识，为其原籍农村地区带来机遇。 

13. 新技术迅速传播，现在许多人提及出现第四次工业革命，使物理和生物系统

与数字世界相结合。新技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宽带、物联网 7、智能手机、

                                                 
6 Davis, B. 等。2017年。非洲农户是否在脱离农业？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农户收入来源结构。粮食政策第 67号，

第 153-174 页。（尽管标题中指明非洲，但该文件也包含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数据。）  
7 物联网指能够通过互联网收集和交换数据的相互关联设备的一个系统。设备可包括电脑、智能手机、汽车、

厨房电器、健康监测器和传感器网络。据估计，到 2020 年将有大约 200 亿个连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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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人工智能、无人机和传感器网络）及机械化等较传统技术将影响我们进行

粮食生产和自然资源环境管理的方式。同时，本区域大多数国家农场规模继续缩小，

而本区域农场规模已是全世界最小。因此，小农面临将新老技术纳入生产体系的

挑战，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尤其因为更多时间用于非农活动）去学习只能应用于

小块土地的新技术，也没有资金购买新设备。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有必要

进行制度创新（如机械和其他服务的租赁、合同农业、土地租赁市场的改善等），

以帮助小农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创新。虽然私营部门会把大部分资金投资于发展电子

农业，但政府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并有必要进行创新建立可持续信息系统，以分享

基础设施和多个数据库数据（从而每个部门不必收集相同数据）。这些创新有助于

提高小农户收入，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增加国内产量。 

14. 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还影响我们在何处生产粮食，因为城市农业日益普遍。

许多城市利用屋顶庭院和弃置的地块作为教育工具向社区传授有关水果和蔬菜生长

的知识，而“受控环境农业”这一尚未成熟的创新型创业企业包括水培、气栽法、

鱼菜共生及利用 LED植物生长灯和垂直农场所进行的农业。这些新农业技术可缩短

供应链，减少浪费，把水等投入物使用降至最低水平。此外，受控环境农业还为

土壤污染严重、无法利用屋顶庭院进行粮食生产的过于拥挤的许多大城市提供一种

城市农业方法。受控环境农业目前成本很高，但这很快可以改变；需要就如何使

这些技术更方便中低收入国家城市获取开展讨论。最后，区块链 8等新技术将影响

食品如何从一个地方运往另一地方的方式，在食品追溯及支持小农进入新兴市场

方面的问责和透明度很可能提高。 

IV. 面临新的不同挑战 

15. 城市地区营养不足虽然没有农村地区那么严重，但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例如

本区域城市穷人发育迟缓率普遍高于农村平均数。而且城市地区肥胖症也往往比农村

地区更为普遍。因此，想要降低城市营养不良，需要采用不同于减少农村营养不良的

方法，因为问题性质不同，城市和农村居民所面临食品环境也不同。消除营养不良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具体目标之一，需要采用认识到城乡有别的方法、政策和战略，

农村地区解决营养不良的措施并非总是对城市地区也适用（反之也然）。性别敏感型

方法对于改善营养也很重要，当妇女获得资源时，则可能取得重大成效。 

16. 不仅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比以往更为复杂，而且粮食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

互动也日益复杂和多维度，以前所未有、有时全新的方式使各部门与各行动方相

联系。考虑到这些关联，有必要与私营和公共部门中多学科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

                                                 
8 区块链指对交易进行数字化、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公开账本技术。区块链区块中的数据不可修改。区块链

技术最初系为数字化货币设计，但现已在农业供应链和土地登记等其他领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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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业视为一个独立部门、以最大程度地生产主粮为目标是不够的。农业现在只是

更为科学和资本集约型全球化综合粮食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将来生产哪些种类粮食、

以何种方式生产、在何处生产、粮食如何从一个地方运往另一地方等方面，都将

发生深刻变化。在这方面，建立包容性、多样化可持续粮食和农业系统至关重要。

促进采用性别敏感型价值链方法，提高妇女公平获取及控制生产性资源和服务的

能力，将带来广泛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 

17. 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还需要各部委间进一步协调，使粮食系统更适合

具体环境、更为营养敏感。在这方面，斐济取得了重大进展，孟加拉国在制定其

第二个国家投资计划过程中成功地推进了这种方法。另一个例子是，蒙古建立了国家

粮食安全理事会，以更好地协调部门内和部门间合作，推进营养敏感型干预活动。9 

18. 在圆桌会议讨论会上，与会者将分享各自在应对这些新出现主要趋势方面

的经验、政策和良好做法。可进行讨论和经验分享的领域包括： 

• 在公共政策和计划中做哪些改变能够使农业部门更为营养敏感？例如，如何

鼓励农民实现生产多样化，以增加其收入，满足新出现的对水果、蔬菜、

豆类和动物源食品的消费者更多需求？农民面临哪些制约因素，如果这些

食品需求日益依赖进口满足会有什么影响？ 

• 把小农（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纳入为城市市场提供服务的价值链、使这些

价值链更具包容性的最具创新型公共和私营部门战略有哪些？ 

• 哪些制度创新能够根据所需新技术并考虑到农民因非农活动收入增加而出现

对时间的需求，为小农采用电子农业和其他新技术建立有利的环境和支持系统？ 

• 有哪些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和合作的最佳方法可用于促进下述各部门之间的

政策一致性：农业、粮食安全、营养、健康、农村发展、城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管理政策？ 

• 如何利用区域间和国际移徙来增加对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的投资？ 

• 根据经验，可改善营养但可能使一些农民收入减少的选择性食品税的应有

作用是什么？ 

• 哪些公共政策和计划能够解决城市营养不良问题，与参与促进改善营养的

其他部委（特别是卫生部）开展合作方面有哪些经验？ 

• 如何制定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农民对非农收入的依赖增加的小农户整体风险

管理战略？ 

• 如何推进涉及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农民和青年组织、发展伙伴的战略伙伴

关系及南南和三方合作，以确保在 2030 年前本区域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过程中为粮食和农业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可持续未来？ 

                                                 
9 粮农组织。2016 年。亚太区域粮食不安全概况：为实现零饥饿一代提供投资，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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