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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粮农遗传资源）是我们所有粮食生产所依赖的战略

资源库。粮农遗传资源对以下方面至关重要：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食物，

通过改善营养成分提高食物质量，增强生产系统的稳定性和抵御力，帮助社区和

生产者进行灾后恢复，提供适应今后生产条件和需求变化的方案。保持粮食和农业

遗传资源是一项全球性任务，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各个层面开展合作。  

2. “粮食安全与遗传多样性”特别活动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

第十五届例会之前主办 1。该次活动表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可持续

利用对于粮食安全所有四个支柱即可供量、获取、利用、稳定性，极为重要。此项

活动的后续行动是，遗传委要求其秘书继续提高对遗传资源在粮食安全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的认识，并在该项工作中加强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合作2。遗传委还

要求其秘书确定在此方面开展具体活动的方案，供遗传委下届会议审查其《多年

工作计划》时考虑。  

3. 本文件概述了遗传资源在粮食安全与营养领域所发挥作用，介绍了自遗传委

上届会议之后粮农组织为提高关于粮农遗传资源在粮食安全与营养领域发挥作用

的认识而开展的活动，确定了方案以提高粮农遗传资源在粮食安全与营养领域发挥

作用、在粮食安全政策及计划中充分反映出此种作用的必要性的认识。  

II. 遗传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4. 溯本求源，粮食安全具有“免于饥饿的自由”的含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进

成为一个宽泛的概念。粮食安全系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

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满足其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所需的膳食需要

和食物喜好。粮食安全有 4 个维度：可供量、获取、利用、稳定性。营养维度是

粮食安全概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 

5. 营养概念强调获取、消费和利用充足食物，护理和喂养，教育，健康和卫生。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4认为，“当每个男子、妇女和儿童，单独或同

他人一道，在任何时候都具备取得足够食物的物质和经济条件或获取食物的手段时，

取得足够食物的权利就实现了。充足食物权的核心内容是 ......食物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足以满足个人的饮食需要，不含有害物质，并在某一文化中可以接受，此类食物

                         
1 http://www.fao.org/nr/cgrfa/events/en/  

2 CGRFA-15/15/Report，第 74 段。  

3 CFS:2009/2 Rev.2；CFS 2012/39/4。  

4 E/C.12/1999/5 – 一般性评论 12，第 6、8、13 段。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escr/comments.htm 

http://www.fao.org/nr/cgrfa/events/en/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escr/comme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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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可持续、不妨碍其他人权的享受的方式获取。 ......可获取性包含经济和物质

两个方面的可获取性。” 

6. 虽然取得了进展，但仍有约 8 亿人遭受慢性饥饿之苦；饥饿和粮食不安全是

农村贫困的最主要表现形式。随着全球收入不断增长，其他营养不良形式日益增加：

全世界有 19 亿人体重超标，20 亿多人受微量营养素缺乏症影响。因此粮食安全与

营养为相关但并非同类概念。  

7. 因此，任何旨在提高对遗传多样性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

认识的战略，都需说明遗传多样性、粮食安全 4 个维度、营养需求之间的联系，

同时考虑到粮食不安全人们和其他营养不良人们的不同需求和优先重点。  

可供量 

通过国内生产或进口（包括粮食援助）可提供质量上佳、数量充足的食物  

8. 为提高生产率，特别是谷类主粮和畜牧品种生产率而进行集约化生产及育种，

使食物供应量增加。过去 10 年每年增产 1-2%，其中约一半增产可归功于遗传增益。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曾经且仍然对促进和保证这些遗传增益

至关重要。此类资源还对目前提供全球大部分粮食生产的为数不多的动植物物种和

品种的增加极为重要，并对阻止目前集中在少量品种、从而导致养殖动物和农场

植物遗传多样性减少的趋势极为重要。  

9. 在通过进口或粮援来增加粮食可供量与继续利用当地遗传资源之间有一个

权衡取舍问题。以往育种者和研究人员通常首先注重提高单产（可供量），但时常

以牺牲食物营养成分（利用）为代价。而且高产主粮作物和动物源食物时常通过

补贴得到支持，有时打击当地更为多样性、富含营养的食物。因此，富含营养的

小米、本地水果和蔬菜及块根块茎物种的膳食作用不断减少，甚至在此类物种的

传统生产和消费国也如此。  

获 取 

个人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或权利），以便得到营养膳食所需的适当食物  

10. 粮食安全的“获取”支柱的重要性在于不仅需要确保可提供充足粮食，而且

还需要使个人能够获得其所需食物和营养。粮食不安全的主要根源是，缺乏获得

必要资源的物质和经济手段，难以确保食物充足及提供就数量（能量）和质量

（品种、多样性、营养成分和食品安全）而言营养适当的膳食。其中包括收入不足，

或缺乏获取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的手段，若有这些资料和资源，贫困、弱势和边缘

化的群体就能购买或生产所需食物。因此，改善个人获取资源的途径是今后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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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饥饿而要应对的主要挑战，此类资源可由个人在其居住社区的法律、政治、

经济和社会环境下予以控制。  

11. 家庭层面粮食生产一般需要利用十分适合当地环境的遗传资源，特别是在

环境恶劣、很难获得其他投入物（如农药、兽药、补充饲料）的地区。进行遗传

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及获取遗传材料，可使农民（包括畜牧养殖户和渔民）改进

粮食生产并使之多样化，从而获取足够食物。然而，若无法获取其他必要生产资料

（如土地和水），光靠获取改良遗传资源无法改善获取粮食的途径。能够提供各种

产品（如动植物天然纤维）和服务（如动物所提供运输服务）的遗传资源也有助于

收入多样化，用以购买食物。 

12. 据估计，到 2050 年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将生活在城市地区，因此他们

自身无法生产食物。收入增加及高度城市化将迅速改变粮食消费结构，影响营养、

粮食分配渠道和粮食生产。饮食结构也发生变化，对加工、动物源、高热量食物的

需求增加，此类食物的营养成分有时较低。对城市贫穷消费者而言，能否获取食物

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及附近是否能获得富含营养的多种食物。  

13. 虽然十分重视增加农场产量以满足需求，但供应链也同样至关重要，使农民

与城市消费者相联系，提供可负担的富含营养、多样化、安全食品。城市对水果、

蔬菜和乳制品等高价值产品的需求最大，使小规模农民和家庭农民获益，因为这些

属于劳动集约型产品，可使当地/地区产品市场或推重遗传多样性的市场得到发展。

使农民与城市相联系的食品系统的发展，可对农村减贫、农业发展、粮农遗传资源

管理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办法都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不同用途为基础。  

利 用 

通过充足的膳食、清洁的水源、卫生和健康服务利用食物，  

以期达到营养的良好状态，满足各项身体需要  

14. 利用通常被理解为身体充分吸收食物中各种营养物质的方式。个人营养状况

由所消耗食物的良好生物利用所决定。然而，利用还包括食物储存、加工及与营养

相关的健康和卫生。而且家庭食物选择、制备和分配以及儿童保育也对食物利用

产生影响。最后，食物利用取决于用于食物加工和食物保存的能源的获取。  

15. 农业增长若集中在大规模农业和很少几个物种或商品，若未能使营养没有

保证的人们受益，则不一定对利用产生积极影响。同样，家庭收入增加通常使热量

摄入量增加，但不一定改善营养，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营养。寄生虫感染和其他

感染等食源性及水源性疾病阻碍食物利用。食物链的延长正在带来新的挑战，引起

关于发生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问题及新出现人畜共患病、污染和抗菌素耐药性的

担心，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影响健康和食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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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种和品种多样性可带来多样化膳食，而多样化膳食组合有助于营养素，尤

其是微量营养素的吸收和代谢。遗传资源对于提高食物营养价值至关重要。食物成

分数据表明，同一食物不同品种之间营养成分差异往往与不同食物一样大。所摄入

品种的不同可带来的差异是微量营养素缺乏或微量营养素充足 5。不同物种和品种

还带来病虫害抗性、加工和储存特性方面的差异，其中某些特性可通过选择进行改

良。与食物生产和食物加工相关的知识系统，包括传统知识系统影响食物利用，如

参与式植物育种优先重视性别相关特性所示。  

稳定性 

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食物  

17. 为保障粮食安全，群体、家庭或个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的食物。

换言之，食物的供应和获取不应当受突发冲击（如经济或气候危机）或周期性事件

（如季节性粮食不安全）的影响。  

18. 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可能有助于增强农业生产系统的抵御力。种内

多样性增加可在以下方面带来有益影响：风险管理；提高生产率；满足消费者需求；

支持社区控制。重要的传统品种多样性仍由小农管理，用于解决干旱避免或耐旱等

问题，或用于增强抗虫性。综合系统（如作物-畜牧-鱼-树）中的物种多样性能够在

一个物种失收是起到缓冲作用。可以混合利用物种和品种来延长生长季节，在变化

的环境中提供最佳绩效/结果。尤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如此注重可持续生物多样性

管理从而改善粮食和农业，能够为长期抵御力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认识到遗传

多样性在使我们的粮食生产系统适应生物和非生物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

遗传多样性纳入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及计划主流活动至关重要。  

III. 粮农组织相关活动  

认识提高 

19. 自 2015 年 1 月遗传委上届会议以来，粮农组织继续提高对遗传资源在粮食

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相关活动如下：  

20. 粮农组织发布了《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营养相关政策、计划以及国家和区域

行动计划主流工作自愿准则》6，遗传委上届会议批准了该《准则》。在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期间的活动中介绍了《准则》，其中一节关于认识提高。 

                         
5 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与营养 -共同道路。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food_composition/documents/upload/Interodocumento.pdf。  

6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68b200ba-928a-4db9-a6ac-6b8fdc3c464b/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food_composition/documents/upload/Interodocument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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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遗传委秘书处与战略计划 1（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和

战略计划 2（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一起，于 2015 年 10 月编写并发布了

“遗传资源与粮食安全和营养”7信息说明。其他具体部门的认识提高活动在相关

文件中作了介绍。8 

22. 粮农组织继续维持和更新粮农组织 /国际食品数据系统网络的生物多样性食

物构成数据库，其最新版本9于 2016 年 4 月发布，新增了大约 1 400 个数据项目。  

23. 作为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于 2014 年 11 月 19-21 日

举行）的一项后续行动，粮农组织编制了《营养敏感农业指标概要》 10，有利于

设计营养敏感的粮食和农业投资，选择适当指标来监测这些投资及其对营养的影响

和影响途径。该文件概述了可作为营养敏感办法一部分的指标连同如何选择指标的

指南。 

24. 粮农组织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际伙伴一道正在建立全球个人食品消费数据

工具，为全球、国家、次国家层面农业和粮食政策及计划提供更多信息。初步全球

个人食品消费数据工具传播工具于 2014-2015 年利用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

菲律宾、乌干达的个人食品消费数据集进行了试验。11 

25. 遗传委上届会议之后，粮农组织编写了《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

12报告草案。该草案中有一节介绍了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对粮食安全四大支柱和

营养的贡献。该草案还介绍了野生食物状况和趋势，初步结果是：该报告中各国向

粮农组织报告的 2400 多个野生食物物种中，据报至少有 600 个有风险。野生食物

对于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野生食物通常是驯化物种野生亲缘种，

具备驯化潜力且为杂交和选育提供了遗传资源库。  

26. 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道支持实施“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和营养

项目”，这是一项多国、多伙伴举措，由巴西、肯尼亚、斯里兰卡、土耳其牵头，

由全球环境基金出资，由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进行协调。该项目旨在更多地了解并

探讨有助于健康膳食的传统植物的营养价值、文化意义和市场准入，从而有利于其

继续可持续利用和保护。13 

  

                         
7 http://www.fao.org/3/a-i5049e.pdf 

8 CGRFA-16/17/13，CGRFA-16/17/16，CGRFA-16/17/19 

9 http://www.fao.org/infoods/infoods/tables-and-databases/faoinfoods-databases/en/ 

10 http://www.fao.org/3/a-i6275e.pdf 

11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nutrition/docs/assessment/FAO-WHO_GIFT_Project_Brief_March2016.pdf 

12 CGRFA-16/17/Inf.10 

13 http://www.b4fn.org/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nutrition/docs/assessment/FAO-WHO_GIFT_Project_Brief_March2016.pdf
http://www.b4f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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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合作 

27. 秘书处响应遗传委的要求，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

议期间与巴西政府、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非洲联盟和慢食运动生物多样性基金会

一道共同组织了“遗传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将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纳入粮

食安全政策和计划”14活动。该次活动为各位代表、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交换了粮农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与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之间联系方面

的信息，并讨论了改进这种联系的可能性。  

28. 粮安委高级别专家组在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报告：《可持续

农业发展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畜牧业起何作用？》15随后粮安委建议，根据相关

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协定，包括《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的指导意见，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协调一致，增强部门政策和计划的一致性。粮安委还提出

了部门和生产系统具体行动16。 

IV. 提高对遗传资源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发挥作用的认识方案  

29. 遗传委要求秘书处“继续提高对遗传资源在粮食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

认识”并“确定在此方面开展具体活动的方案”17时，并未具体说明谁是这些活动

的目标受众，这些活动应在哪个层面（国家、区域或国际）开展。  

30. 认识提高是一个动态进程，通常纳入一项大规模举措内，此举措包括多学科

和社会营销、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及公众参与。认识提高因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人员而

得到促进，旨在创新和可持续改变方法、行为和生活方式，引导社会群体内部和

之间的交流及媒体介入，是变革的必要前提和工具。18 

31. 认识提高可能限于一个较小群体如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或可能针对大群体，

如某些利益相关者群体或一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全体人口。认识提高可包括编写具

体出版物，如说明遗传多样性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联系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

认识提高可采用全面公共信息或教育运动等形式，此类形式可利用所有各种宣传

工具和材料。下文介绍了少量认识提高方案，包括宣传战略的制定和几个具体实例。 

                         
14 http://www.fao.org/cfs/cfs-home/plenary/cfs43/side-events/39/en/ 

15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hlpe/hlpe_documents/HLPE_Reports/HLPE -Report-10_EN.pdf 

概要报告见：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hlpe/hlpe_documents/HLPE_S_and_R/HLPE_2016_Sust -Agr-Dev-

FSN-Livestock_S-R_EN.pdf 

16 CFS 2016/43 Report 

17 CGRFA-15/15/Report, 第 74 段  

18 GTZ RioPlus 2006。进行战略宣传、促进可持续发展：概念概述，

https://www.cbd.int/cepa/toolkit/2008/doc/strategic%20communication%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pdf 

http://www.fao.org/cfs/cfs-home/plenary/cfs43/side-events/39/en/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hlpe/hlpe_documents/HLPE_Reports/HLPE-Report-10_EN.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hlpe/hlpe_documents/HLPE_S_and_R/HLPE_2016_Sust-Agr-Dev-FSN-Livestock_S-R_EN.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hlpe/hlpe_documents/HLPE_S_and_R/HLPE_2016_Sust-Agr-Dev-FSN-Livestock_S-R_EN.pdf
https://www.cbd.int/cepa/toolkit/2008/doc/strategic%20communication%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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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宣传战略 

32. 制定一项宣传战略，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层面，其周期一般是分析、规划、

制作、反响 17。开展认识提高活动之前，应当对于遗传资源对粮食安全发挥作用的

认识情况做详细分析，并对目标受众的知识情况和现有认识提高活动进行评估。

宣传战略的目标可包括：  

 提高对于生物多样性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发挥作用的认识，向多方

受众和多个部门表明生物多样性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性；  

 为能力发展提供工具；  

 必要时敦促采取更多行动。  

33. 宣传战略在国家层面制定显然效果最佳，因为技术内容、与其他部门和利益

相关者的合作、信息提供方法和媒体选择方法通常都要根据具体情况。然而，粮农

组织根据遗传委的指导意见，可以编制信息供国家层面宣传者使用。  

增强知识基础 

34. 能够表明农业生物多样性、膳食多样性、营养改善结果之间联系的信息往往

比较零散，不易获取。因此，加强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收集和管理能够表明遗传资

源对增加食物供应、提高膳食质量有作用的信息并使此类信息容易获取方面的工作，

可能有利于表明遗传资源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此外，还可以收集关于加强“孤生”

或利用不足的物种和品种可如何促进粮农遗传资源保护及食物基础扩大的信息，

利用不足的物种中有许多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生物多样性纳入各部门的主流工作  

35. 认识提高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利用遗传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更好地

纳入个部门主流工作。正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不同利益相关者跨部门参与促进

粮农遗传资源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联，旨在解决生物多样性、农业、贸易、健康

部门和其他部门（包括教育、旅游业、文化）之间相分离的问题。各国政府可以

建立国家跨部门粮食和营养安全委员会以确保政策一致性。将粮农遗传资源利用和

保护纳入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主流活动，需要开展一个包容性协同进程，由许多

部门（公共、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下文举三个例子。  

营养教育 

36. 营养教育从儿童开始。已有各种工具使父母和子女了解平衡、健康膳食的

重要性。在幼儿园、学校、公共机构、工作场所和家里宣传健康膳食的政策和工具

可同时宣传粮农遗传资源在促进健康膳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

营养教育主流活动的实际例子包括学校周围或附近由学生至少部分照管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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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园。许多国家的学校菜园之所以经营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进行健康膳食和营养

教育。 

社会支持计划  

37. 同样，生物多样性也可纳入旨在改善学生营养的学校供膳计划主流活动。

学校和相关部门可做出决定，使学校供膳计划与粮农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

其他政策目标相结合，从而鼓励从当地传统社区购买各种食物成分。  

38. 公共采购计划可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相联系，从而解决生产和消费层面

平等问题。此类计划确保面临粮食不安全人们能够获得食物。此类计划还可以促进

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融入，具体通过优先向土著人们和当地社区或小规模生产者

购买，以及购买特定产品，如源于传统或利用不足物种的食物，或由有机农业等

生产方法生产的食物。  

市场发展 

39. 对各种粮农遗传资源的了解和利用有限，这是导致此类资源丧失的主要原因。

在许多国家，生产的传统食物主要用于家庭消费或通过传统市场流通。此类食物的

销售渠道通常没有很好组织。市场的发展以及使小农进入市场和获得服务，可吸引

小农和土著人们继续或更多地生产此类食物。许多组织都提供指南和工具 19，包括

关于小农在合作社更好地组织起来的指南和工具。20 

40. 获取适用技术或营销基础设施能够帮助改进当地传统食品加工特性，延长

保质期，改善外观。  

41. 促进多样化、平衡、健康膳食的营养政策有时以法律和经济激励措施为基础。

此类激励措施支持源于传统、稀有品种的当地生产食物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还可

能反映出特定粮农遗传资源的价值。相关激励措施包括：  

 增加特定食品市场价值的认证计划和标签；21 

 野生食物等采集产品的销售计划，旨在确保商业公平价格，防止资源过度

开发； 

 支持并加强小规模生产者进入市场，从而把参与当地粮农遗传资源的当地

人口包括在内，例如通过公共采购计划。  

                         
19 粮农组织可持续食品链知识平台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food-value-chains/what-is-it/en/；粮农组织

《以涉农产业为主导的小农商业发展模式》- 良好规范和政策指南 http://www.fao.org/docrep/015/md923e/md923e00.pdf；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20 粮农组织，2012 年。《推动农村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可持续蓬勃发展》

http://www.fao.org/fsnforum/sites/default/files/files/82_cooperatives/SUMMARY_82_EN_rural_cooperatives.pdf  

21 粮农组织，2010 年。使人们、地点、产品相联系。促进质量与原产地和可持续地理标识相联系指南。罗马。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food-value-chains/what-is-it/en/
http://www.fao.org/docrep/015/md923e/md923e00.pdf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OECD-FAO-Guidance.pdf
http://www.fao.org/fsnforum/sites/default/files/files/82_cooperatives/SUMMARY_82_EN_rural_cooperativ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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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征求指导意见  

42. 遗传委不妨：  

i. 邀请各国提高对粮农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  

ii. 邀请各国把粮农遗传资源纳入其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包括公共研究和推广

计划、公共采购和教育政策，目的是制定政策以促进粮食安全、充足营养及

粮农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iii. 要求粮农组织编写一份背景研究文件，明确粮农遗传资源在粮食安全 4 大

支柱活动中的分配情况； 

iv. 要求粮农组织定期报告其相关认识提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