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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委 员 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2016 年 7 月 11－15 日，罗马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后续行动：  
渔业和水产养殖对改善营养的贡献  

 

内容提要 

2014 年 11 月，世界领导人在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上通过了《营养问题罗马

宣言》和《行动框架》，再次承诺制定和实施旨在根除营养不良、改造粮食系统的

国家政策，向所有人提供富营养膳食。渔业和水产养殖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水产养殖稳定增长，人类消费的鱼类大多由水产养殖提供。

鱼类提供了生物可利用的鱼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增强健康的必要氨基酸。

粮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支持各国改进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发展地方鱼类

生产，创造就业，建立渔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渔业和水产养殖为落实第二届国际

营养大会后续行动、实现健康膳食提供了独特的机遇窗口。 

建议渔委采取的行动 

提请渔委： 

 批准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为落实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精神所确定的关键

工作领域； 

 就如何在营养战略中最佳优先重视鱼类消费，最大程度获取加强营养和健康

的惠益提出建议；以及 

 就改进鱼和渔产品养分构成数据的收集方法提出建议。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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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背景 

1.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

（营养大会）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成功举行。作为

一场高级别政治活动，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成为第一个专门致力于解决二十一世纪

全球营养问题的政府间论坛。 

2. 召开营养大会的目的是：(i) 回顾 1992 年国际营养大会以来取得的进展，应对

新挑战和把握新机遇，并寻求改善营养的政策方案； (ii) 促使粮食、农业、卫生

和其它部门相互融合，并对各自的部门政策进行相互协调，从而以可持续的方式

改善营养；(iii) 提出适应性强的政策及体制框架，在可预见未来适当应对重大营养

挑战；(iv) 鼓励进一步提高粮食、农业、卫生和其它部门之间的政治和政策连贯性、

一致性、协调性和相互合作；(v) 为改善营养动员政治意愿和筹措资金；(vi) 为近期

和中期开展营养领域的国际合作确定优先重点。 

3. 营养大会总共有 2 200 与会者，其中包括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的 164 个成员、

政府间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组织。高级别与会者包括 85 名部长和特邀嘉宾。 

4. 大会通过了《营养问题罗马宣言》（http://www.fao.org/3/a-ml542e.pdf）及其

《行动框架》（http://www.fao.org/3/a-mm215e.pdf）。世界领导人藉此再度承诺制定

和实施有关政策，消除营养不良和改造粮食系统，向所有人提供富营养膳食。 

5. 2016 年 4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70/259 号决议，宣布了联合国营养

行动十年（2016－2025）。该项决议责成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与相关机构、机制、

平台、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领导营养十年的实施工作。决议还呼吁各国

政府、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为营养十年提供积极支持，

包括提供自愿捐款。 

II.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成果文件与渔业委员会的相关性 

6. 世界领导人在营养大会上通过了《营养问题罗马宣言》和《行动框架》，

再次承诺制定和实施旨在根除所有营养不良、改造粮食系统的国家政策，向所有人

提供富营养膳食。 

7. 当前全球营养状况的特征是食物不足发生率高（7.95 亿人受到影响， 1粮农

组织2015），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普遍缺乏。约20 亿人口，即世界人口的近

30%，受到一种或多种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的影响。5.00 亿多育龄妇女患有贫血症，

                         
1 《2014 年粮食粮食不安全状况》www.fao.org/3/a4ef2d16-70a7-460a-a9ac-2a65a533269a/i46463.pdf。  

http://www.fao.org/3/a4ef2d16-70a7-460a-a9ac-2a65a533269a/i464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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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铁成为大约 50%的所有贫血症的根源。维生素 A 和碘缺乏症分别影响到 2.50 亿人

和 2.00 亿儿童，其产生的人力和经济成本巨大。 

8. 鱼和鱼品能对满足营养需要作出贡献，尤其是通过提供优质蛋白、微量营养

素和必需脂肪酸，并为人人获得健康膳食做贡献。 

《行动框架》 2 

9. 《行动框架》提出了一系列自愿的政策备选方案和战略，建议采取 60 项行动，

为履行《营养问题罗马宣言》所体现的广泛承诺提供指导。 

10. 《行动框架》所提建议呼吁开展各种行动，而同渔业委员会最为相关的建议

大致分为以下五大类别： 

a) 为务实行动创造有利环境（建议 1－6） 

b) 加强促进健康膳食的可持续粮食系统行动（建议 8－11，15－16） 

c) 为能力建设加强社会保护、营养教育和信息（建议 19－22，24） 

III.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对营养的贡献 

鱼类的营养构成 

11. 鱼类是生物可提供蛋白质的丰富来源。鱼蛋白提供人体健康必需的氨基酸的

丰富组合，尤其是赖氨酸和蛋氨酸，比肉、奶和蛋提供的更有利。尽管鱼类品种

之间和有时在一个品种内部蛋白质数量有些差异，但肉和鱼的蛋白质含量大致可比。 

12. 鱼是碘和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LC-PUFA）如 DHA（二十二碳六烯酸）和

EPA（二十碳五烯酸）的独特来源。LC-PUFA 在许多低成本中上层小鱼如沙丁鱼

和鳀鱼中的含量尤其大。整鱼（含鱼骨、鱼头和内脏）消费的鱼类品种，如许多

本地小鱼，也是必要微量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B、D 和矿物质如钙、磷、碘、

锌、铁和硒的重要来源。 

鱼在膳食营养中的重要性 

13. 增加鱼的消费量和将其添加到低收入人口（包括孕妇、哺乳妇女和幼儿）

的膳食中，提供了一种改善粮食安全，尤其是改善营养的手段。 

14. 鱼类消费尤其是对儿童和育龄妇女产生一系列独特的营养惠益。人们日益

重视鱼类作为 DHA（二十二碳六烯酸）和碘的来源，DHA 和碘几乎完全由海产品

提供，对幼儿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早期发育至关重要。DHA 是大脑中最丰富的脂肪酸，

对视力、智力的健康发育十分重要。 

                         
2 www.fao.org/3/a-mm21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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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鱼类消费对战胜微量营养素缺乏症也做出贡献，在当地小鱼消费量大且整条

食用，包括鱼头、鱼骨和内脏都食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鱼含有的 LC-PUFA（DHA

和 EPA）在改善心血管健康——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方面有着重要

的作用。 

16. 鱼可成为良好的维生素 A 和 D 的来源。维生素 D 有助于钙的吸收，两者都是

骨骼生长所需的，而维生素 A 有助于良好的视力和防止感染。无疑，水生环境生产

的食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人人获得健康膳食提供了所需的微量营养素和宏量

营养素（生物可提供的蛋白质和优质油）。 

17. 关于鱼类特定化学污染物（甲基汞和二恶英）带来的健康风险，与鱼类消费

和营养素摄入所产生的健康福利，世卫组织 /粮农组织的一个联合专家工作组于

2010 年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以下插文中所列的一系列建议，以便从鱼类消费中获得

最大惠益并尽量减少风险。 
 

有关食用鱼类的风险和益处的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磋商会（2010年）的建议 

为了尽量减轻目标人群的风险，成员国应： 

• 承认鱼是能量、蛋白质和一系列必要营养素的重要食物来源，鱼类消费

是许多人口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 强调鱼类消费带来降低广大成年人群冠心病死亡率的益处（以及不吃鱼

造成的冠心病死亡率的风险）； 

• 强调育龄妇女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母亲食用鱼类在儿童神经发育方面产生

的净利益，以及此类妇女不食用鱼类在神经发育方面产生的风险； 

• 开发、维护和改进有关特定营养素和污染物的现有数据库，尤其是本地

区食用的鱼类含有的甲基汞和二恶英； 

• 制定和评价风险管理和通报战略，尽量减轻食用鱼类的风险，并使食用

鱼类的惠益最大化。 

来源：http://www.fao.org/docrep/014/ba0136e/ba0136e00.pdf 

 

鱼类消费趋势 

18. 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为 30 亿人口提供大约 20%的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

另外还为 13 亿人口提供大约 15%的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而且，在有些国家，这

一比例甚至超过 50%。在太平洋岛国的农村人口中，消费的蛋白质 50%至 90%由

http://www.fao.org/docrep/014/ba0136e/ba0136e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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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提供。沿海地区对鱼品的依赖度通常比内陆地区的大。在西非沿海国家，如

冈比亚、加纳和塞拉利昂，膳食总蛋白中鱼类的占比超过 60%，而在亚洲国家中，

如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鱼类提供的膳食蛋白质总量在

50%至 60%之间。 

19. 在世界范围内，鱼和渔产品需求在增加，其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增长、城市化、

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吃鱼是许多人口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一些人口中，

鱼是食物和必要营养素的主要来源。当地小鱼品种仍然是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

农村膳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IV.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中开展的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后续行动 

20. 下文介绍的工作领域在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为落实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的针对性成果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之窗。 

21. 通过私营部门参与，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可在以下领域中为增加营养影响

作出改进：(1) 减少收获后损失，(2) 增加鱼类废弃物/兼捕产品/平行产品/残余原材料

的利用量和(3) 改进鱼品质量和安全性（行动框架建议 4）。此外，与私营部门联络

可推动地方鱼类生产的发展和改进，创造就业，促进社会责任，建立渔产品与新市场

的联系，从而为改善营养作出贡献。 

22. 推动将鱼品纳入学校供膳和其他政府机构，改善儿童和更广泛社区的营养

（行动框架建议 16 和 23）。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增加低成本但富有营养的地方鱼品

消费发挥关键作用。开展营养教育，宣传食用鱼类作为健康膳食一部分的好处，

促进鱼类消费，尤其是对于学生、老师、学校官员和父母（行动框架建议 19、20 和

24），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鼓励各国和各区域间分享经验，宣传通过

南南合作将鱼和鱼品纳入学校供膳的良好做法，能进一步促进就鱼类对推广健康

膳食的贡献展开讨论和对话（行动框架建议 6）。 

23. 促进当地小鱼品种的生产和消费（行动框架建议 10）。当地小鱼品种是地方

人口重要微量营养素的丰富来源，其所做贡献会对满足地方人口的营养需要有着

重要作用。 

24. 推广简易的低成本保存技术，增加小生产者尤其是妇女的收入并减少损失

（行动框架建议 9 和 11）。粮农组织成功介绍了通风框架晾晒鱼品的方法，提高了

品质，减少了损失，增加了妇女晾晒鱼品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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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通过产品开发，利用较大鱼类的鱼头、脊骨和内脏作为产品成分，可生产

新的和新颖产品供人消费，从而减少这些营养丰富的鱼体部分的浪费（行动框架

建议 42）。对利用鱼脊骨生产微量营养素丰富的可食用产品进行了试点研究，评价

在地方食品中儿童对此类产品的接受程度，结果表明该产品很受儿童群体喜爱。 

26. 宣传和采用关于鱼品消费风险和惠益的专家磋商会的建议，就鱼类消费的惠益

（和风险）提供建议（行动框架建议 15）。粮农组织已做好准备，随时帮组其成员国

开发控制机制，确保进入市场的鱼品可安全食用（行动框架建议 53 和 54）。 

27. 生成、公布和使用鱼品营养素构成数据（行动框架建议 5、21、42）。总的

来说，传统和非传统鱼类品种的数据缺乏，通常不食用的鱼体特定部分的营养构

成信息同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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