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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2015 年 6 月 6－ 13 日，罗马  

粮食及农业状况  

 

内容提要 

消除饥饿和极端贫困需要一项能补充经济增长和生产性方法的全面而积极主动

的战略。本文着重阐述社会保护在战胜饥饿和极端贫困中的作用，并将其与生产性

支持相联系。 

农业与饥饿和农村贫困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为了消除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

的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现象，必需关注农村地区和农业，尤其是关注家庭农业

和农村劳动者。 

本文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粮农组织关于世界和区域层面粮食与农业趋势最新信息

来源。第二部分为大会在“加强农村抵御能力，打破农村贫困和饥饿恶性循环：

社会保护与可持续农业发展”主题进行讨论而提供信息。 

建议大会采取的行动  

请大会： 

 讨论世界粮食和农业最新趋势。  

 承认尽管取得了进展，但许多国家依然存在高度贫困、饥饿和脆弱性。  

 注意如不采取积极主动的公共行动，许多贫困、弱势人口将继续受苦受难。 

 注意社会保护能有效减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增强抵御能力，帮助推动农业

和农村发展，并呼吁加大力度，为最贫困者尤其是农村地区最贫困者提供

保护。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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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社会保护、生产和粮食安全政策相互结合，能够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

扩大个人行动的实效和影响范围，并呼吁采取一体化方式战胜饥饿和极端

贫困。 

 支持努力研究社会保护、农业及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的联系，探讨如何藉此

推动农村发展。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农业发展经济司  

高级经济学家、《粮食及农业状况》编辑 

Terri Raney 

电话：+39 06570 5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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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饥饿和极端贫困趋势及 

世界农业回顾 

1. 根除饥饿和极端贫困已成为 2015 年后发展时期内可能树立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1。欲树立这项目标系受到过去 25 年取得的进展和汲取的经验教训的鼓舞。 

2. 非洲、亚洲及太平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已经确立 2025 年为根除各自

区域内饥饿现象的截止日期。国家和区域为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作出贡献的行动，

为履行这些承诺奠定了基础。可能确立的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到 2030 年消除

饥饿和所有形式营养不良和极端贫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加快进展速度。  

3. 1990－92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已经下降（图 1）。粮农组织

监测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半以上在 1990 年至 2015 年期间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减轻饥饿

的指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极端贫困（每日生活消费不足 1.25 美元）总的来说

也在 1981 年至 2011 年期间下降（图 2），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指标得以实现。  

4. 然而，尽管取得了进展，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大约7.80亿人受长期饥饿煎熬2，10亿

多人处于极端贫困，每日生活消费不足 1.25 美元。3自 2010－12 年以来，食物不足

人数的下降速度减缓。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和冲突属于造成此速度下降的原因。  

 

                                                 

1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proposal  
2 《2015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3 世界银行，2015 年，Povcalnet。（可见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index.htm），2015 年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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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各区域极端贫困 

（每日不足 1.25 美元 (PPP) *，2005 年）的人口比例 

 

* PPP＝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 年。Povcalnet。（可见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index.htm），2015 年 3 月查询。 

5. 粮农组织编制一系列报告和统计资料，提供关于粮食和农业不同维度的信息，

并以印刷方式和在粮农组织网站上定期更新。本文提供有关这些关键来源的简要

说明和链接。如欲获取最新信息，请成员国查询相关链接。 

6. 食物不足趋势：《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介绍对食物不足人数的最新估计

以及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饥饿减轻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zh/。 

7. 农产品市场、价格和贸易：关于定期更新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和贸易的普遍

情况（包括《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季刊、每年两期的《粮食展望》以及经合组织

和粮农组织中期《农业展望》年刊），可见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形势网页：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zh/。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GIEWS）提供定期

更新的有关粮食供应和需求以及发展中国家粮食形势的信息：

http://www.fao.org/giews/chinese/index.htm。 

8. 世界粮食和农业统计：粮农组织的年鉴提供有关世界粮食和农业的全面统计

资料，包括对影响全球粮食和农业形势的主要趋势和因素及其与更为广泛的环境、

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综述的《粮农组织统计年鉴》；5 本《区域统计

年鉴》；《粮食和营养数字》。这些资料可见：

http://www.fao.org/economic/ess/ess-publications/ess-yearbook/zh/#.VRVla_zF_Ak。

此外，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在线提供大约 200 个国家的粮食和农业

时间序列和跨部门数据：http://faostat3.fao.org/ho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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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加强农村抵御能力，打破农村贫困和饥饿 

恶性循环：社会保护与可持续农业发展 

I. 引言 

9. 经济增长是促使贫困和饥饿率下降的必要因素，但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

由增长驱动的下降过程往往缓慢，未必具有包容性，取得的增长也容易在经济和

金融危机中丧失。例如，由于燃料、粮食和金融危机，到 2010 年年底，全世界生活

消费每日不足 1.25 美元水平的人口，要比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多大约 6 400 万。4
 

10. 冲击是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生计的持续威胁，使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当家庭

收入恢复时又使其摆脱贫困。这些冲击的来源可能不同，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

以及极端和/或反复出现的天气事件诱导的。处于长期危机中的许多国家面临这些

极端事件的种种组合形式。5
 

11. 经常性冲击造成贫困和弱势人口的生计和资产枯竭，如得不到社会援助，将无力

自我重建。然而，冲击过后的恢复过程往往缓慢：例如，埃塞尔比亚 1984－85 年

饥荒之后，农村家庭普遍用了 10 年时间才使牲口持有量恢复到饥荒前的水平。6

在拉丁美洲，由于债务危机和反复的经济冲击，极端贫困率在 1980 年至 1999 年

期间几乎未变，为 18.6%。7
 

12. 国家和国际社会正在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最后冲刺，因此，迫切需要

采取行动战胜饥饿和极端贫困，顺势推进，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这一势头。

各国政府需要采取积极主动态度，实施并加强全面战略，保障为弱势家庭提供直接

支持，为打破极端贫困和饥饿世代相传创造机遇。行动应针对饥饿和贫困的结构

性根源，而不是表面症状。  

13. 贫困和弱势的根源涉及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和物质环境。

因此，消除短期和长期贫困及弱势状态，需要采取超出社会保护范围的一体化、

全系统行动，涉及更为广泛的政策领域，包括公共健康、教育、广义农业和粮食

系统，以及生产支持。  

14. 社会保护和生产支持为这些战略的共同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以社会保护为

形式的公共援助，许多贫困和弱势人口将遭受艰难和持久贫困，造成其持续贫穷

和饥饿。不增加对家庭农业和对创收及创造就业机会的支持，贫困家庭往往就缺

少必要手段，利用社会保护作为跳板，提高金融和经济独立性。  

                                                 

4 世界银行。2010 年。《2010 年全球经济前景：危机、金融和增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  
5 粮农组织。2010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应对持续危机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罗马。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683c/i1683c.pdf 
6 Dercon, S. 2008 年。《命运和恐惧：非洲的风险及其后果》。非洲经济期刊，第 17 期（AERC suppl. 2）：

ii97-ii127。  
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4 年拉丁美洲社会概观》，第 16 页：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7626/S1420729_es.pdf?sequence=4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683c/i1683c.pdf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7626/S1420729_es.pdf?sequenc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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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会保护和生产支持为平行的两条政策轨道，当其相互关联时，就能产生

更大利益，近年来不同国家的经历已予以证明。  

为何关注农村地区和农业？  

16. 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图 3）。对发展中国家整体

来说，大约四分之三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虽然一些地区（如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东亚、中东及北非）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仍然很大。8
 

17. 农业与农村贫困密切相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尽管从事多种创收

活动，但其一大部分收入依靠农业。农村许多贫困家庭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确保

自身粮食安全，而是要依靠有偿劳动、汇款和其他来源来满足其基本的粮食需要。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近 75%的农场面积不足 1 公顷，9许多农业家庭贫困，自身

的粮食得不到保障。  

图 3：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日不足 1.25 美元）的 

农村和城市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2015 年（世界发展指数）和世界银行 2015 年

（Povcalnet）资料汇编。  

                                                 

8 世界银行。2013。《全球监测报告》。《农村与城市动态和千年发展目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 
9 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2014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家庭农业创新》。罗马，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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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妇女在农业中发挥着农民、工人和企业家的多种重要作用。在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国家中，妇女提供的劳力占所有农业劳动力的 43%，这一比例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许多国家中至少达到 50%，在贫困特别严重、妇女很少有其他就业机会的国家

尤其如此。然而，妇女农民在获取农业投入物、服务和市场方面面临众多制约因素，

使妇女特别难以利用农业生产作为摆脱贫困的途径。10
 

II. 从安全网到社会保护 

19. 社会保护属于社会政策的一个分类，社会政策还包括提供基础服务，主要是

教育和保健，但也包括低收入国家的饮用水和卫生。 

20. 社会保护是应对这样一种事实，即最贫困者往往需要得到援助才能满足其基本

消费需要，许多贫困弱势家庭遭受重大或反复的冲击，导致其进一步减少消费或出售

资产以维持消费。结果，其面临不必要的和持久的贫困，被排除在粮食生产周期之外。 

21. 这一事实为根据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和 1966 年《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中所体现的，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和 2001 年后续峰会予以

重申的，统称为“基于权利的方法”采取干预行动奠定了基础。  

22. 当前的社会保护理念源于 20 世界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社会安全网”议程。11

起初被视为对冲击的一种应对措施，但该理念已逐步扩大，现也涉及长期贫困。

社会保护没有单一的定义，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定义为：“……向贫困者提供收入

或消费转移；保护弱势群体规避生计风险；提高遭排斥和被边缘化人口的社会地位

和权利的所有举措”12。普遍认为社会保护包括三大成分，即社会援助、社会保险

和劳力市场保护13。 

23. 一般而言，社会援助计划或社会安全网为非缴款性转移，它减轻贫困和 /或

平缓消费，防止短暂冲击之后出现贫穷。14最常见的计划有：  

a) 无条件或有条件转移支付，即受益者必需采取行动后才向其发放（有条件

的）或无须采取行动就向其发放（无条件的）现金（通常发给持家的

母亲）、购物券或实物（如食品）的计划；以及，  

                                                 

10 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2011 年。《2010－11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农业中的女性：填性别鸿沟，

促农业发展》。罗马，粮农组织。  
11 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其他常设机构使用“社会安全网”一词来描述注重发展中国家减轻贫困的所有计划和

干预行动，包括紧急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他组织和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使用“社会安全网”一词指

暂时或短期计划，而“社会转移”为更为广泛的、仅仅为社会保护一个组成部分的一类转移。  
12 Devereux, S. & Sabates-Wheeler, R. 2004 年。变革型社会保护。 IDS 第 232 号工作文件。英国布莱顿：

IDS，第 9 页。  
13 世界银行。2014b。《2014 年社会安全网状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  
14 社会援助与紧急援助之间有概念性区别。紧急或人道主义援助是在发生自然和人为灾害时提供的，注重短期

援助，往往不考虑受益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低收入国家中，紧急和人道主义援助通常利用救助提供资金，并由

国家或国际非政府组织执行。紧急援助和社会援助具有十分不同的分析基础、目标、对象群体和供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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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共工程计划，也称以工代赈/以工换粮或保障性就业计划，要求受益者

提供劳动，或创造或保持家庭或社区的资产。 

24. 社会保险计划一般由雇员、雇主和国家的缴款提供资金，以保险原则为基础。

此类计划涉及生命周期、就业和健康等不可预见的事件，为影响收入的特定情形

提供保险。 

25. 劳力市场计划提供失业补助和技能培养，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和就业能力，

鼓励体面工作，消除最糟形式童工。现有证据表明，社会保险和劳力市场计划往往

会惠及非贫困者。15
 

26. 近几年来，社会保护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各国经历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

从临时性干预措施转向建立能够整合不同成分要素的社会保护系统。16
 

27. 这一转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联合国大会在 2010 年 9 月的千年发展目标峰会上

批准的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倡议就是佐证。国际和多边组织，如劳工组织、粮农组织、

经合发组织、世界银行和教科文组织，现都强调需要采取系统的社会保护方式，

目的是建立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密切协调的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保护系统。17
 

28. 社会保护也被视为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现正在考虑作为2015 年

后框架内的一项目标。18
 

III. 社会保护计划的发展 

29. 在发展中国家，如在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墨西哥和尼日尔，为贫困

和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大规模社会保护计划取得了积极的经验，促使人们对此类

计划在战胜贫困和饥饿以及消除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现象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进行重新评估。  

30. 过去二十年中，社会保护计划迅速发展。2013 年，至少 146 个国家提供一种

或多种形式的社会援助。几乎所有国家都执行某种形式的学校供膳计划，至少

3.68 亿儿童每天在学校获得供膳。19
 

                                                 

15 Fiszbein, A., R. Kanbur & R. Yemtsov.。2014 年。《社会保护与减轻贫困：全球态势和某些指标》。世界

发展报告，第 61 卷：167－177 页。  
16 Banerji, A. & Gentilini, U.，2013 年。《社会安全网：全球证据和实践经验》。为世界银行参加“纳米比亚

银行关于纳米比亚社会安全网年度研讨会：评价当前计划和未来备选方案”（2013 年 9 月 26 日，温得和克）的

部分活动而编写的文件。  
17 ILO（国际劳工组织）。2014 年。《2014/15 年度世界社会保护状况报告：实现经济复苏、包容性发展

和社会正义》。日内瓦，劳工组织。  
18 拟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3：“为人人实施适合国情的社会保护系统和措施，包括最低标准，并在 2030 年

之前实现对贫困和弱势人口的实质性保护。”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proposal  
19 粮食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 年。《全世界学校供膳状况》。意大利罗马。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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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大约 23 亿人20，即 40%的人口获得某种形式的社会保护。

区域间差异很大，贫困率最高的区域社会保护覆盖率最低。南亚只有大约 30%的

人口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 20%的人口获得某种社会保护措施的保护。21在贫困

发生率最低的地区，社会保护覆盖面最广，约 60%的人口得到某种社会保护。  

32. 现金转移计划不太常见，但 2008 年至 2013 年期间迅猛发展，从 2008 年的

27 个，增加到 2013 年的 52 个。22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33 个国家中有 21 个国家建立

实施了一项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2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13 年有 37 个无条件现金

转移计划，比 2008 年增加 16 个。 

33. 全球而言，公共工程计划在2011 年至2013 年期间从 62 个增加到84 个24；其中

大多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尽管南亚执行的一些此类计划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计划。 

34. 改进社会保护计划的对象锁定工作，对此类计划的达标实效起到关键作用。

在许多国家中，更好地锁定现有资源的受益对象将足以缩小贫困差距。  

IV. 加强社会保护和生产支持，打破农村贫困和  

饥饿恶性循环  

35. 许许多多农村家庭深陷贫困和生产力低下的恶性循环，其造成不必要的苦难，

妨碍农业发展和更广泛的经济增长。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需要在两个互补领域，即

社会保护和经济生产部门的增长领域采取行动。农业依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

人口最重要的经济生产部门，因此，将社会保护与农业发展相联系，是打破农村

贫困恶性循环的潜在强大手段。  

36. 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日益认识到，需要采取社会保护措施才能减少生活在

贫困中的人口眼前丧失的一切，防止其他人在发生危机时陷入贫困。  

37. 完整的社会保护系统一旦建成，就能为打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做出贡献，

因其能够惠及最弱势人口，满足其生活周期内的不同需要和人口特性，并将促进

保护和确保贫困者的基本生计，帮助克服现金困难，如果定期并以可靠方式提供，

应对可能冲击时的确定性将提高。25
 

                                                 

20 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b。《ASPIRE：抵御力和公平度社会保护指标图》。（可见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aspire/）。  
21 同上。  
22 世界银行。2014a，见上引。  
23 CEPAL/OIT。2014 年。《2014 年 5 月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就业形势》，第 5 期。有条件转移支付和劳力

市场计划：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6896/S2014311_es.pdf?sequence=1  
24 世界银行。2014a，见上引。  
25 关于社会保护与生产作用之间的联系的大量证据来自“从保护到生产”项目，该项目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多国

进行的一次影响评价，由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部和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以及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

莱索托、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政府合作执行。详情请见 http://www.fao.org/economic/ptop/home/i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aspire/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6896/S2014311_es.pdf?sequence=1
http://www.fao.org/economic/ptop/hom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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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社会保护计划使受益家庭有可能改善营养、健康和教育，对生产活动和资产

进行投资。受益者通过购买粮食、农业投入物和其他农村商品及服务，将这些利益

从直接受益者扩大到其社区和更广泛的经济。  

39. 社会保护欲成为可持续摆脱贫困途径的一部分，则将其与生产性战略相联系

非常重要。在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农业仍然是贫困者最大的就业部门，

通过雇佣劳动和自身为家庭消费和市场进行生产，农业成为贫困者生计的主要来源。

贫困及其必然结果－营养不良、疾病和无知本身妨碍农业生产力，因此，综合考虑

社会保护和农业发展将产生协同作用，相互提高实效。 

40. 因此，打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需要为贫困弱势群体采取社会保护措施，

帮助其满足基本需要、管理风险，与采取农业发展措施、铺设持久摆脱贫困的道路

相结合。 

41. 社会保护计划帮助受益家庭增加农业生产，在实现创收活动多样化的同时，

对更广泛地方经济产生影响。26
 

42. 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商品，如畜产品、简单农用和家用商品以及服务，

这些大多为当地非受益家庭生产和供应。增加的收入在创造对本地生产商品和服务的

需求时，刺激农业和农村非农收入增长，促进良性循环，从而有助于共同实现增长。 

43.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了这种相互联系产生的利益。  

44. 在巴西，实施了一项由社会大力参与的全面粮食安全战略，先是执行“零饥饿

计划”27，后发展成“巴西无极端贫困”计划，有助于使食物不足水平从 11%下降至

不足 5%。零饥饿计划起初整合零散的计划并加以扩大，同时执行新的计划，以确保

饥饿的结构性根源和后果在一系列政策中得到处理，包括：1) 有条件现金转移（优先

支付给持家的母亲），其执行方式是家庭补助金计划，如今该计划惠及巴西四分之一

人口，年度开支占国内国民生产总值的 0.4%
28；2) 公共部门通过粮食收购计划收购

家庭农民的产品；3) 学校供膳，通过国家学校供膳计划进行，其部分（30%的）

供应由家庭农民提供；4) 为家庭农民提供支持，涉及信贷（PRONAF）和作物保险等，

满足家庭补助计划和收购计划创造的额外粮食需求。巴西无极端贫困计划增加了

对以下方面的关注：1) 改善儿童营养；2) 获取保健和教育等公共服务；3) 包容性

生产，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技术培训、小额信贷、家庭农民援助、水和照明。 

                                                 

26 Tirivayi, N., M. Knowles & B. Davis.。2013。《社会保护与农业互动：实证分析》。“从保护到生产”工作

文件。粮食及农业组织，罗马。  
27 Graziano da Silva  J. Del Grossi, M.E.和 França, C.G.，2010 年。《零饥饿计划：巴西的经验》。巴西利亚，

DF，农村发展部。  
28 国际劳工组织，2014 年。2014/15 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促进经济复苏、包容性发展和社会正义。日内瓦

世界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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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埃塞俄比亚是以定期收入转移取代临时紧急援助以应对反复冲击和长期贫困的

又一个事例。埃塞俄比亚的粮食安全计划于 2005 年启动，为非洲第二大社会保护

计划，仅次于南非的社会补助计划。该计划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和其他服务。其基石是

生产安全网计划，通过公共工程提供支持，时间安排上不干扰农业活动，如果家庭

缺少劳力，则通过提供直接支持（该计划约 15%的受益者获得直接支持）。29
2012 年

的受益者大约为 760 万人，即占人口的 10%，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左右。30

该计划使国家贫困率下降了 2 个百分点，使受益者的饥饿期缩短三分之一。31
 

46. 《印度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MGNREGA 法》），为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公共就业扶贫计划。该计划于 2005 年启动，保障所有农村家庭至少一名

家庭成员，如其愿意按最低工资从事非熟练工作，每年有不超过 100 天的就业。

《MGNREGA 法》惠及近 5 000 万农村家庭，2012/13 年为参与家庭提供 46 个

劳动日，32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5%左右。33该计划的第二项目标是调动农村现有

剩余劳力开展公共工程。  

47. 墨西哥提升了其 2007 年启动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现称为 Prospera），

再度重视在就业/生产和资金方面包容该计划的受益者，并将其纳入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即“全国抗击饥饿战略。”Prospera 惠及 3 200 多万生活在农村极端贫困中的

人口，并优先考虑给予母亲现金转移付款。  

48. 尼日尔于 2012 年发起 3N 计划（尼日尔滋养尼日尔人计划），以“加强国家

粮食生产能力，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形成抵御粮食危机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该计划努力推动原先分散的政府行动形成合力。其行动集中在以下

5 大领域：i) 增加农业、森林、畜牧和渔业生产并实现多种经营； ii) 定期向地方

（农村和城市）市场供应本国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品； iii) 加强弱势

群体抵御冲击，包括抵御气候变化、粮食危机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iv) 改善人口的

营养状况；v) 促进改革包括促进体制改革，努力实现粮食和农业发展。3N 计划

利用各种社会保护措施，包括安全网和学校供膳，通过“为非洲人向非洲人采购”

计划34（非洲 PAA 计划），向当地家庭农民采购。  

                                                 

29 Hoddinott, J. 2014 年。《落实埃塞俄比亚生产安全网计划毕业工作》。在国际发展战略毕业和社会保护

大会（2014 年 5 月 7 日）上的讲话。卢旺达基加利。  
30 世界银行。2012。《管理风险，促进增长：发展非洲社会保护系统》。世界银行 2012－2022 年非洲社会

保护战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  
31 Berhane, G., D.O.Gilligan, J. Hoddinott, Kumar, N., & Taffesse, A.S.，2014。《社会保护能在非洲发挥作用吗？

埃塞俄比亚生产安全网计划的影响》。《经济发展与文化变化》，63(1)：1－26 页。  
32 印度政府。《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2005 年。2014 年 2 月 2 日向人民提交的报告。农村发展部

农村发展司。新德里，印度政府。  
3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印度、肯尼亚、马拉维、墨西哥和塔吉克斯坦的社会保护、增长和就业实证》。

纽约，联合国开发署。  
34 PAA-Africa 网站：www.paa-africa.org 

http://www.paa-afri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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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为非洲人向非洲人采购（非洲 PAA）计划”借鉴巴西向家庭农民采购粮食

（巴西 PAA）计划的经验，将其应用于 5 个非洲国家，即埃塞尔比亚、马拉维、

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塞内加尔，将家庭农民纳入生产与弱势人口粮食援助和社会

保护有效结合。由粮农组织和粮食计划署执行，非洲政府参加，英国国际发展部和

巴西提供资金，非洲 PAA 计划于 2012 年启动。5000 多家庭农民从非洲 PAA 计划中

得到支持。据报其生产率平均提高 115%，其产量近 40%由非洲 PAA 计划收购，用于

为近13万学生提供来自当地、适合当地情形的健康膳食。剩余产量也增加了市场上的

粮食供应，打开了农村社区可能在当地购买，转而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大门。  

50. 这些成功经历中汲取的经验表明了社会保护计划促进粮食安全、根除极端

贫困的一些关键赋能要素，包括：将社会保护纳入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的主流，

以及与农业和生产政策形成合力；从零散、试点和小规模计划转向更加系统的方式；

确保为社会保护提供充足资金，正如巴西的家庭补助计划所表明的，社会保护成本

较低，却能产生积极效果；加强和促进负责社会保护和农业的公共机构的协调，

并推动非国家行为者和地方社区参与政策过程。  

51. 社会保护的良性循环及其乘数效应将成为今年晚些时候将发布的旗舰出版物

《2015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的焦点。该报告将阐明，为了打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

需要为贫困弱势者采取社会保护措施，帮助其满足基本需要和防范风险。这些措施

与推动农业发展的干预行动和政策相结合，将有助于开辟持久摆脱贫困的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