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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问题委员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2018 年 9 月 26－28 日，罗马  

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  
粮食援助数据收集：现有系统评估与  

解决数据缺口的提案  

I. 引言 

1. 2012 年，商品问题委员会（商品委）开始对剩余产品处理磋商小组委员会

（小组委员会）进行评价，后者自 2010 年后活动尤其有限。2014 年，商品委审议了

小组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授权商品委主席团成立开放性工作组就小组委员会问题

进一步开展所需工作，并将建议提交 2016 年商品委第七十一届会议审议。商品委

经评估和审议形成了若干成果和建议。 

2. 小组委员会成功运行的关键要求之一是获取有关粮食援助交易的信息。为此，

审查过程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敦促捐助方一旦作出粮援交易决定就应立即将其

意向告知粮农组织 1，并提供实物粮援货币化的事后数据，包括货币化粮援的总价值

以及通过货币化筹集到的资金的用途。 

3. 此外，商品委通过的新制定的建议要求粮农组织与粮食署合作，监测和报告

全球粮援交易，并担任小组委员会的信息部门。设在贸易及市场司的粮农组织全球

信息及预警系统的任务是，与粮食署共同合作，尽力承担粮援交易相关监测和报告

职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最初被指定为接收捐助方粮援通知的机构，但由于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停

止运行，责任移交给了粮农组织。  

C 



2 CCP 18/INF/8 

 

 

II. 背景 

4. 小组委员会成立于 1954 年，负责监督和评价用作粮食援助的剩余农产品的

全球交易，以最大程度减少其对商业贸易的潜在负面干扰，并防止降低国内农业

生产积极性。尽管小组委员会的监管职能范围涵盖所有形式的粮食援助，但主要

关注点仍然是受其《剩余产品处理原则》约束的货币化的实物计划粮援 2。 

5. 为遵守该原则，捐助方在装运之前应与小组委员会商议并通报其粮援交易

意向。这些交易类型同样受世贸组织规则约束。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成员国必须确保

国际粮援“不会与农产品或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商业出口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 3。 

6. 然而自 2000 年起，小组委员会行动有限，2010 年之后没有任何活动，2010 年

也是其最后一次召开会议。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三个因素：1) 粮援总量

减少；2) 计划粮援从实物援助货币化向本地/区域和三方采购的形式转变；3) 粮援

总发运量中紧急交易比例上升 4，而紧急交易无需履行与小组委员会商议的义务。

此外，捐助方向小组委员会通报的频率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粮援形式的

变化，这一变化实际上已经限制了小组委员会的履职能力。 

7. 考虑到小组委员会工作任务减少，商品委于 2012年开始对其进行审查。2014年

建立开放性工作组；该工作组构思了四条总体原则，供 2016 年商品委第七十一届

会议审议： 

1) 今后可能需要设立与小组委员会类似的机制。 

2) 秘书处应设在罗马。 

3) 不应产生额外费用。 

4) 不应改变该机构职责（例如，不应赋予其政策问题相关职责）。 

8. 后来，商品委通过以上原则，并通过了原本旨在规范小组委员会未来职能

的以下建议： 

1) 小组委员会应仅在“必要时”召开会议。 

2) 商品委任何成员或成员小组均可在提出明确理由且说明召集会议紧迫性的

前提下要求小组委员会召开会议。粮农组织总干事应就是否召开会议做出

最终决定。 

3) 小组委员会应由设在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的粮农组织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

提供服务。 

4) 捐助方一旦做出提供粮食援助的决定应立即通报其意向。 

                                                 
2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01 年。《粮农组织剩余产品处理原则》规定的报告程序和协商义务。

网页：http://www.fao.org/3/a-y1727e.pdf 
3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2015 年。《出口竞争：2015 年 12 月 19 日部长级决定》。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c10_e/l980_e.htm 
4 海外发展研究所。2010 年。《紧急和过渡情况下的粮食援助：当前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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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粮农组织/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每季度发布的《收成前景与粮食形势》应承担

小组委员会的传播任务。 

9. 以上建议在商品委通过后获得粮农组织理事会和大会批准，从而赋予粮农

组织监测和报告全球粮援交易以促进小组委员会工作的任务。为落实这些建议，

粮农组织开始研究现有粮援数据和监测系统，以评估信息可获得性并确定最有效的

监测机制。 

10. 审查过程确定了三个主要数据来源，其中一个在 2016 年底中止，另外两个

则被认为难以满足小组委员会要求。因此，粮农组织寻求建立一个基于问卷调查的

数据收集系统，该系统将侧重于从主要粮援捐助方处收集信息。由于资金限制，

这一新的系统不应产生额外费用。同样，根据商品委要求，粮农组织积极接触管理着

全球粮援供应总量将近三分之二的粮食署 5，邀请其参与讨论合作性安排并就粮食署

粮援交付相关数据转移达成协议。 

A. 全球粮食援助数据库  

11. 首先，粮食署的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在 2016年中止运营前一直是全球粮援

数据的主要来源。根据主要捐助方的建议，并基于 1983-85 年非洲粮食危机期间粮食署

关于其自身作用的内部评估，1990 年建立了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该系统的首要

职能是收集、统一并传播有关全球粮援流量（包括粮食署粮援和非粮食署粮援）的

信息。虽然也考虑了货币或营养价值的监测，但数据收集的主要形式是粮食商品的

吨位，这也被看作是最高效的数据收集形式。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将捐助方数据

与实际交付到受援国的粮援数量统一起来，粮食署港口官员负责开展这一活动。

该系统并不监测受益人最终得到的粮食发放量。 

12. 粮食署通过年度报告《粮食援助流量》传播有关全球粮援趋势的数据。报告

分析了年内粮援交易的主要特点，将粮援数据分为三类： 

1) 紧急粮援，免费发放，通常以赠款形式提供。 

2) 项目粮援，例如农业、营养和发展干预措施，可免费发放或在市场上出售，

以赠款形式提供。 

3) 计划粮援，以政府间形式提供，在市场上出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

小组委员会评价重点关注这一粮援类型。 

13. 很多机构都曾使用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数据，主要用来协助捐助方编写

提交至《粮食援助公约》的报告（见下文）。此外，世贸组织农业委员会也使用

该数据监测国际法规对贸易和粮援的潜在影响，粮农组织也将该数据输入国别食物

平衡表（用于监测国内供需情况和估算全球粮食不安全人口数）。 

                                                 
5 粮食署。2012 年。《粮食援助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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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潜在粮援数据的第二个来源是《粮食援助公约》（《粮援公约》），该法律

文书由国际谷物理事会管理。《粮援公约》的宗旨是确保最低水平的粮食援助得以

发放。2013 年 1 月 1 日，更名后的《粮援公约》投入运行。《粮援公约》有 16 个

成员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欧盟、芬兰、法国、日本、韩国、

卢森堡、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和美国。《粮援公约》的

传统关注点与用于直接消费的实物粮援承诺有关。当前《粮援公约》具有更广泛的

适用活动和粮援产品作为工具包（包括现金和代金券等），且更为关注营养支持。 

15. 根据《粮援公约》现行原则，成员国有义务公开披露其粮援活动，以提高

透明度和加强问责。《粮援公约》沿用原有程序，缔约方以货币价值而非小麦当量

数量表示其年度粮援承诺；成员国 2018 年粮援承诺以九种货币表示。成员国向

《粮援公约》提交的未公开详细报告中列出了成员国根据粮援承诺报告的实际粮援

行动。粮援行动除提供粮援商品外，还包括利用现金和代金券等其他工具提供援助。

最新报告《2016 年陈述报告》发布于 2018 年初，报告指出，2016 年成员国根据

承诺提供了 30 多亿美元，但并未提及成员国提供的商品或其数量。 

16. 第三个来源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它同样收集和发布粮援

货币价值信息，以美元计算。该数据获取自发展援助委员会的 30 个成员国，该委员会

促进“发展合作和其他政策以推动可持续发展”。6经合组织根据官方发展援助数据

估算年度粮援交付量，并与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分类对应，即： 

1) 计划粮食援助，以资源转移形式促进收支平衡或提供预算支持。 

2) 项目粮食援助，通常用于支持具体的扶贫和防灾活动，面向具体受益群体

或地区。 

3) 救济/紧急粮援，针对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受害者并免费发放。 

17. 除上述三个数据来源外，多个国家还有本国粮援活动的数据库。然而，此类

报告不定期发布，因此难以进行数据统一且统一成本高昂。尤其要注意的是，报告

越来越多地以货币价值而非吨位表示粮援，因此通常难以从中判定粮援活动的具体

粮援交易。此外，若干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也有本身粮援活动的基本数据，但这些

数据主要与人道主义援助相关，数量相对较少，对小组委员会的价值有限。 

18. 由于粮食署中止运营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且《粮援公约》与经合组织

数据库以货币价值计算粮援，目前缺少符合小组委员会信息要求和职能的全球层面

数据。 

  

                                                 
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网页：

http://www.oecd.org/dac/thedevelopmentassistancecommitteesmand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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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粮援捐助方和全球趋势 

19. 为确定作为数据收集对象的主要粮援捐助方，对最新粮援数据开展了评估。

根据粮食署 2012 年的《粮食援助流量》报告，主要捐助方为美国、欧盟（欧盟委员会

及成员国）、日本、巴西、加拿大和中国。来自以上捐助方的粮援共占 2012 年实际

交付粮援的 80%。 

20. 经合组织的最新数据与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收集的信息不具备直接可比性，

但说明2016年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按货币价值计算仍为主要粮援捐助方。

数据同时表明，自 2013 年以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粮援捐助大幅增加，至 2016 年

已接近日本水平。这些国家占全球粮援交付量 93%。值得注意的是，经合组织-发展

援助委员会信息中并不包含巴西和中国的数据，而根据粮食署 2012 年报告，两国

在主要捐助方之列。 

21. 主要粮援捐助方的组成变化有限，有利于建立基于问卷调查的监测系统，

但由于实物粮援减少，所使用的不同粮援形式发生明显转变。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粮援交付量普遍下降。此外，就背景而言，主要在紧急情况下提供粮援。2012 年，

在全球粮援供应中，紧急情况占交付量的 70%，而 27%来自项目，3%（即 20 万吨）

被列为计划粮食援助。 7 

C. 服务于小组委员会的拟议监测系统 

22. 对潜在工具进行评价后，粮农组织确定，针对主要粮援捐助方（政府）的

基于问卷调查的系统将是监测全球粮援交易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手段。也曾考虑在线

工具或国内数据收集等方案，但这些形式需要更多资金与人力资源。与粮食署举行

会议，征求其对新工具和监测系统的意见和建议，邀请其就此开展合作，同时，

考虑到粮食署在该活动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与其探讨是否可能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23. 与首席统计师办公室合作编写调查问卷用于收集所需信息，以减少机构活动

重复并改善问卷效果。另外，根据粮援捐助方审查确定了问卷发放的国家名单

（附录 1）。 

24. 由于经合组织是国际援助数据（包括粮食援助）参考组织，粮农组织征求了

经合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另外，粮农组织还与经合组织合作，对特定捐助方进行

可行性测试，确保可提供所需数据且问卷填写人明确了解要求。评价问卷回答和

反馈内容，对问卷工具进行改进和改动。 

25. 虽然数据收集系统以国家为对象，但粮农组织也与粮食署的供应链司接触，

希求达成协议，转移与粮食署粮援发放有关的信息。由于粮食署提供大量粮援，

纳入粮食署数据至关重要，将对捐助方处收集的信息形成补充。 

                                                 
7 粮食署。2012 年。《粮食援助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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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将通过贸易及市场司收集并存储粮援数据，通过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

系统的季度报告《收成前景与粮食形势》公开数据。将需要评估报告频率。如有

要求，也将向小组委员会提供信息。 

D. 已预见挑战 

27. 虽然要求粮农组织的拟议数据收集系统不产生额外费用，但预计该系统将

遇到三个主要挑战，可能会使其无法充分满足小组委员会需求。 

28. 首先，商品委评估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是要求援助方将其粮援交易意向

通知粮农组织，但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强制进行通报和数据转移。缺少强制性

可能会导致不报告、数据匮乏和数据不完整，这一情况未来可能会发生，也是促使

近期对小组委员会工作进行审查的重要因素之一。 

29. 其次，尽管基于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将受监测的数据类型方面提供了灵活性，

但零成本的要求将导致难以拓宽数据覆盖面和难以进行评估。鉴于粮援架构发生

明显结构性改变，例如现金干预增多、重点关注当地和区域采购等，这一挑战尤其

值得注意。 

30. 第三，拟议系统当前形式不包括接受国（接受方）一级的数据验证。这一活动

将增强数据准确性，减少重复计算等问题的可能性。此外，国内监测将加强系统能力，

更好地理解粮援发放时间安排，反过来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粮援对商品市场的影响。 

III. 未来方向 

31. 为推进和进一步发展小组委员会的信息部门，必须解决上述已预见挑战，

但有效解决这些挑战意味着监测系统将产生额外费用。为此，可与粮食署进一步

讨论，探讨加强合作的方式，包括重启国际粮食援助信息系统（尽管这样做可能会

需要额外资源）。 

32. 至于第二点，尽管小组委员会的关注点是评估出口优惠性实物粮食商品的

效果，但更重要的任务是“应对粮援计划为商业贸易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8。

为反映这一涉及所有粮援计划的总体目标，数据收集和监测系统可探索并纳入工具，

以便获取与所有粮援形式相关的信息。这也将反映出粮援形式的全球性变化。然而，

只有当粮援形式对正常商业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并对国内生产造成负面影响时，才可

采用这一举措。 

33. 至于涉及国内数据验证的第三个潜在挑战，抽查系统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数据验证需求，同时尽量降低成本。尽管如此，建立数据验证系统仍十分关键，

将有助确保小组委员会审议和建议的准确性。  

                                                 
8 粮农组织。2001 年。《粮农组织剩余产品处理原则》规定的报告程序和协商义务。网页：

http://www.fao.org/3/a-y172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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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小组委员会的粮援通知问卷接受国 

澳大利亚 AUS 英文 

奥地利 AUT 英文 

比利时 BEL 法文 

巴西 BR 英文 

加拿大 CAN 英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 CHN 中文 

丹麦 DNK 英文 

欧盟 EU 英文 

芬兰 FIN 英文 

法国 FRA 法文 

德国 DEU 英文 

爱尔兰 IRL 英文 

意大利 ITA 英文 

日本 JPN 英文 

卢森堡 LUX 法文 

荷兰 NLD 英文 

挪威 NOR 英文 

巴基斯坦 PAK 英文 

俄罗斯联邦 RUS 英文 

沙特阿拉伯 SAU 阿拉伯文/英文 

西班牙 ESP 西班牙文 

瑞典 SWE 英文 

瑞士 CHE 法文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阿拉伯文/英文 

英国 GBR 英文 

美国 USA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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