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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全球报告

塞拉利昂 

科伊纳杜古妇女蔬菜合作

社的农民在收获后走在回

家的路上。非洲团结信托

基金在埃博拉疫情暴发

后致力于该国农企中心的 

建设。

©粮农组织/S. L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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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是联合国最大的专门机构，

其使命是建设一个没有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减少农村贫困，并确

保每个人都有能力生产或购买足够的食物，从而过上健康积极的生

活，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全。

本目录涵盖了本组织最重要的出版物，概括地展现了粮农组织

过去几年的工作。它列出485本图书和小册子，突出展示了最新出版的

书籍，而且还包括已经成为所属专业领域参考依据的的出版物。“焦

点问题”一章介绍了粮农组织2017年的七个战略重点。可持续发展目

标是联合国在2015年商定的一套综合发展目标，为粮农组织在此领域

开展工作提供了路线图。

粮农组织作为一个中立论坛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利用其

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在与粮食、农业和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所

有领域提供无偏见、高质量的信息。

本组织每年出版超过600本新书，提供坚实可靠的技术知识和全

球统计数据。通过广泛传播及时、准确和有说服力的信息，粮农组织

出版计划旨在为业者、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工作提供参考，同时提高

广大公众的认识和理解。其最重要的出版物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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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全球报告

粮食和农业
至关重要

从消除贫困和饥饿，再

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维持我们的

自然资源，粮食和农业都是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重中之重。

lmost 80%  
of poor people 

live in rural areas We produce food for 
everyone, yet almost 

800 million go  hungry

Good health st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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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have much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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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目标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
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目标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
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目标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
女和女童的权能

目标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
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
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目标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
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
人获得体面工作

目标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
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
业化，推动创新

目标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
不平等

目标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
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目标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模式

目标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及其影响

目标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    :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
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

目标    :促进公正、和平和包容的
社会

目标   :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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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GOAL ❶ :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GOAL ❷ : End hunger, achieve food 
security and improved nutri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GOAL ❸ :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

GOAL ❹ : Ensure inclusive and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GOAL ❺ :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women and girls

GOAL ❻ : Ensure access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GOAL ❼ : Ensure access to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

GOAL ❽ :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GOAL ❾ : Buil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promote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ster innovation

GOAL ❿ :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GOAL 11: Make citie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GOAL  : Ensure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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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 Take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GOAL  :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GOAL  : Sustainably manage forests, 
combat deserti�cation, halt and reverse 
land degradation, halt biodiversity loss

GOAL  : Promote just,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GOAL  :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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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
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目标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
女和女童的权能

目标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
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
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目标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
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
人获得体面工作

目标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
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
业化，推动创新

目标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
不平等

目标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
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目标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模式

目标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及其影响

目标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    :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
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

目标    :促进公正、和平和包容的
社会

目标   :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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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ost 80%  
of poor people 

live in rural areas We produce food for 
everyone, yet almost 

800 million go  hungry

Good health starts 
with nutrition

Nutritious food 
is critical to learning

Women produce 
1/2 the world’s food 
but have much less 

access to l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has the potential to 

address water scarcity

Modern foo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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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目标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
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目标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
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目标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
女和女童的权能

目标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
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
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目标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
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
人获得体面工作

目标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
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
业化，推动创新

目标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
不平等

目标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
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目标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模式

目标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及其影响

目标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    :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
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

目标    :促进公正、和平和包容的
社会

目标   :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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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项
可持续
发展目标

目标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目标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
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
农业

目标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目标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
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目标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
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目标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
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
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目标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
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
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目标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
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
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目标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的不平等

目标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
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目标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模式

目标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
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
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     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
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
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目标     促进公正、和平和包容
的社会

目标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
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主要报告 
 （旗舰出版物）

粮农组织的旗舰出版物提供全面的回顾和统计分析，涵盖农业、饥饿、自然

资源和相关领域的全球状况。





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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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全球报告

粮食和农业的未来
趋势与挑战

实现一个没有饥饿和营

养不良世界的愿景需要在哪

些方面付诸努力呢？本出版

物阐述了农业和粮食系统目

前当前面临的和在21世纪仍

将面临的挑战的性质，并提

出了对所处风险和所需行动

的深刻见解。“一切照旧”

是行不通的。农业系统、农

村经济和自然资源管理都需

要实行重大转型变革。

迈向2030年/2050年/ 
2080年的世界粮食和农业

本出版物为国际社

会、全球和国家层级决策

者以及民间社会提供了粮

农组织对世界粮食和农业

未来的最新长期预测。它

展示了一系列可能的发展

前景，为发展问题的思考

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

罗马，2017年
52页，160 × 22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西班
牙文

摘要版本

粮食和农业的未来
趋势与挑战
概 述

本报告目的是深化对农业和粮食系统当前面临的和21世纪将面临的挑战性质的认识。报告对15种全球趋势进行分

析，提出了对所处风险和所需行动的深刻见解。大多数趋势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存，综合起来，向人们介绍了对人

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发展可持续农业构成的十项挑战。“照常营业”不是一种好的选择。若想充分实现粮食和

农业确保所有人和整个地球都享有一个安全和健康未来的潜力，农业系统、农村经济和自然资源管理都将需要实

行重大转型变革。

趋 势

一系列全球趋势正在对粮食安全、贫困以及粮食和农业系统的全面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世界人口预期到2050年将增加到近100亿，对农业的需求将随之提高，在比较缓和的经济增长假设中，与

2013年相比需求将提高约50%。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增长将加快膳食的转型，从消费谷物转向消费

更多的肉、水果和蔬菜，产出因而需要相应转变，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增加。 

经济增长和人口动态正在驱动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农业在总产量和就业中的占比正在出现不同速度的下降，给各区域带来了不同的挑战。虽然农业投资和技

术创新正在使生产率得到提高，然而单产增速放缓，降至令人感到不适的程度（见图1）。粮食损失和浪费占

农业产出的比例相当大，减少损失和浪费将使增产的需要减少。然而，生产率所需的加速增长受到自然资源

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动植物跨界病虫害蔓延等的抑制，其中有些病虫害已产生抗菌素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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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551-5 
164页，210 × 297 mm 
4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即将出版：阿拉伯文、德文、
法文、意大利文、俄文、西班
牙文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6583e.pdf
http://www.fao.org/3/a-i6881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71169/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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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2050年气候变化对各区域面临饥饿风险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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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注：采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 2和
典型浓度路径RCP 8.5，使用国际农
产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计算。见插
文7对典型浓度路径和共享社会经济路
径的解释。面临饥饿风险的人口数量
使用食物能量供应与需求的函数计算。
资料来源：Wiebe等，2015。

 图 9 

有无气候变化条件下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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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气候变化范围以典型浓度路径
RCP 2.6、4.5、6.0和8.5为代表；
模拟结果采用“中间路线”社会经
济路径（SSP2）假设。见插文7对
典型浓度路径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的解释。
资料来源：De Pinto、Thomas和
Wiebe（2016）文中所用的模拟，
采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国际农
产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

 图 7 

2050年气候变化对全球层面作物单产、面积、产量、价格和贸易的影响

注：包括的作物有粗粮、稻米、小麦、油籽和糖。见插文7对典型浓度路径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解释。
资料来源：Wiebe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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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粮食不安全与气候变化脆弱性：当前、最坏情景和最好情景

资料来源：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5。

当  前

2050年：最坏情景

2050年：最好情景

面对粮食不安全的脆弱性

低 高

| 37 | 将于2017年10月出版

2016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

除非立即采取行动来提

高农业的可持续性、生产率

和抵御能力，否则气候变化

影响将严重危害粮食安全问

题本就十分严重的那些国家

和区域的粮食生产。2015年

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已

成为全球力求尽早稳定气候

变化的新起点。它认可粮食

安全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行

动中的重要性，正如许多国

家在其规划的适应和减缓贡

献中，把农业部门作为突出

重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是在人口增长、农村青年

移民和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的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9374-6
192页，210 × 297 mm
56.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2016年粮食及农业 
状况 视频 2’01”

条件下，消除饥饿和贫困并

打造可持续的农业和粮食系

统。本报告阐述了旨在发掘

粮食系统潜力，推动包容性

经济发展和农村繁荣的若干 

战略。

新闻稿

小册子

CHAPTER 1
HUNGER, POVERTY 
AND CLIMATE CHANGE: 
THE CHALLENGES 
TODAY AND 
TOMORROW

ARBA GERAMSO, KENYA
Mother and daughter prepare 
maize for dinner in an area 
where most pastoralists have 
lost almost 90 percent of their 
animals to drought.
©FAO/A. Vitale

第一章
饥饿、贫困 
与气候变化： 
当前及未来挑战

肯尼亚阿尔巴-吉拉姆索
一名母亲和她的女儿在准备晚饭。 
由于干旱，该地区的牧民失去了 
他们90%的牲畜。

©粮农组织/Ami Vitale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7

LEVERAGING FOOD SYSTEM FOR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

在人口增长、农村青年

移民和粮食需求不断变化的

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是消

除饥饿和贫困，同时使农业

和粮食系统能够持续。本报

告介绍了有效利用粮食系统

的潜力、使其成为包容性经

济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引擎的

战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jxF0TZy3o
http://www.fao.org/3/a-i6030c.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46335/icode
http://www.fao.org/3/a-i6132e.pdf


本出版物提供了关

于水产养殖部门现状以

及主要全球趋势的基线

信息。这里介绍的研究

结果是基于对北美洲、

欧洲、拉丁美洲、亚

洲、近东、北非和撒哈

拉以南非洲等六个区域

水产养殖发展状况和趋

势的回顾。本出版物介

绍了粮农组织的第二项

战略目标，即“提高农

业、林业、渔业的生产

力和可持续性”。

2015年世界水产养殖

简 介

将于2017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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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渔业和 
水产养殖状况
为全面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做贡献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9185-8
204页，210 × 297 mm

75.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201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

养殖状况》对全球鱼类资源、

产量、加工、利用、贸易和消

费等方面的相关趋势进行了分

析，同时报告世界捕鱼船队的

现状，并分析该部门从业人员

情况。该出版物以下列具体领

域为重点：营养、水生外来入

侵物种、抵御能力、权属治理

和用户权利。它报告了有关

计划的进展情况，如“公海倡

议”，即在不属于任何国家管

辖区域内的渔业资源可持续管

理方法，以及粮农组织“蓝色

增长倡议”。它还审议了在打

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方面的工作。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

况》系列是决策者、管理人

员、科学家及该部门所有相关

人员获取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

领域客观、可靠和最新全球信

息的独特来源。

2016年世界渔业和 
水产养殖状况  
视频 3’08”

新闻稿

小册子

http://www.fao.org/3/a-i5555c.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BlbpJk3kE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21871/
http://www.fao.org/3/a-i5798e.pdf%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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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rtion of undernourished people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the indicator known as prevalence of undernourishment (PoU). See Annexes 2 
and 3 of this report for further details. Ecullentem facerrum quam, quatet occus acepro modit quibus autat laut omnihitias s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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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森林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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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森林状况
森林与农业：土地利用 
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森林和树木为农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它们固

定土壤，稳定气候，调解水

流，为传粉昆虫提供栖息

地。森林和树木还为亿万民

众的粮食安全作出贡献，为

其提供食物、能源和收入。

然而，农业依然是全球毁林

的主要驱动因素。

《2 0 1 6年世界森林状

况》表明，在提升农业生

产力和粮食安全的同时，我

们可以做到遏制甚至扭转毁

林趋势，其中特别突出介绍

了哥斯达黎加、智利、冈比

亚、格鲁吉亚、加纳、突尼

斯和越南的情况。以正确的

政策手段为基础进行土地利

用综合规划是平衡不同土地

用途的关键。两年一期的 

《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涵盖

森林状况、政策和体制发展

情况以及与森林部门有关的

其他重要问题。它提供当前

的可靠和相关信息，以促进

知情讨论和决策。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9208-4
124页，210 × 297 mm
65.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CONTENTS
PART 1 
WORLD REVIEW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tatus and trends 3
Overview 3
Capture fisheries production 9
Aquaculture 18
Fishers and fish farmers 27
The status of the fishing fleet 32
The status of fishery resources 37
Fish utilization and processing 41
Fish trade and commodities 46
Fish consumption 62
Governance and policy 69

NO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PART 2 
SELECTED ISSUES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mall-scale fisheries: promoti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organization for long-term benefits 99
The role of aquaculture in improving nutri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104
Post-harvest losses in small-scale fisheries 109
Management of inland waters for fish: a cross-
sectoraland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116
Continuing challeng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harks 121
Key approaches to the international fight 
against IUU fishing  130
Balanced harvest 136

NO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

PART 3 
HIGHLIGHTS OF SPECIAL STUDIES 
Fish consump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measured by household surveys 151
Understanding fish consumption through 
household surveys 151
Comparison with FAO apparent 
consumption figures 152
Consumption of fish and fish products 152
Conclusions 156
Key elements of the Voluntary Guidelines on the 
Governance of Tenure of Land, Forests and 

Fisher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for the fisheries sector 156
Introduction  156
Key issue 1: Understanding tenure 157
Key issue 2: Tenure rights in fisheries 158
Key issue 3: The benefits of responsible 
governance of tenure in fisheries 159
Key issue 4: Achieving responsible 
governance of tenure in fisheries 159
Conclusion 161
Transition from low-value fish to compound 
feeds inmarine cage farming in Asia 161
Introduction 161
Project activities 163
Synthesis of project findings 165
Conclusions 167
Recommendations 168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utilization 
of fisheries by-products 169
Utilization of by-products for human 
consumption 169
Utilization of by-products for animal feed 171
Nutraceuticals and bioactive ingredients 171
Challenges facing the fisheries by-product 
industry 172
Snapshot of the activities of regional fishery 
bodies as a basis for enhancing collaboration             173
Introduction 173 
The August 2013 Snapshot 174 
Conclusion 180 
Initial assessments of vulnerabilities to climate 
change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181
Introduction 181
Summaries of vulnerabilities within case studies 181
Common issues across the case studies 186
Recommendations for adaptation 
from the case studies 191

NO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

PART 4 
OUTLOOK 
Meeting future fish demand: 
outlook and approaches 199
Expected trends in fish supply and demand 199
Meeting future demand for fish 207
Overall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220

NO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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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森林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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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越南和冈比
亚在森林和农业整合方面的成
功地方案例。环境服务和社区
管理付费便是其中部分答案。

2016年世界森林状况  
视频 3’26”

 图 2.8 

2000-2010年各国/地区农业用地和森林面积的净变化量

   	

农地净增加，森林面积净减少

森林面积净增加，农地净减少

森林和农业用地面积净减少

森林和农业用地面积净增加

未获取数据

一类或两类土地用途无变化或变动不大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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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8 

2000-2010年各国/地区农业用地和森林面积的净变化量

   	
数据来源：粮农组织，2015a，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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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i5588c.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cgwyv9dM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25048/icode/%0d/
http://www.fao.org/3/a-i5850e.pdf%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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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区域粮食不安全概览
五区域粮食不安全状况综述

这些出版物概述了非

洲、亚洲及太平洋、欧洲及

中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近东及北非五个粮农组织官

方设定区域的粮食安全和营

养状况的主要趋势。在千

年发展目标方面，解决全球

粮食不安全问题已经取得

进展。亚洲及太平洋和欧洲

及中亚区域均将饥饿人口比

例减半。拉丁美洲在2015年

之前已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少

66％，粮食不安全程度降至

5.5％。然而，总体进展速度

低于预期，我们面前的任务

依然很艰巨。此外，在主要

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和脂肪可得量提高的条件

下，即使在最贫困的国家，

肥胖和超重的威胁也正在增

加。这些报告将有助于广大

公众对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并掀起

一场饮食变革。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粮食安全和营养概况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可持续粮食系统

圣地亚哥，2017年
ISBN: 978-92-5-309608-4
16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西班牙文

亚洲及太平洋
为实现零饥饿一代而投资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514-0
6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非 洲
增强抵御各种冲击和压力的 
能力所面临的挑战

阿克拉，2017年
ISBN 978-92-5-109629-1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法文版即将出版）

新闻稿

新闻稿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6747s.pdf
http://www.fao.org/3/a-i6481e.pdf
http://www.fao.org/3/a-i6813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72065/icode/
http://www.fao.org/americas/noticias/ver/en/c/463394/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56804/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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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实现2015年饥饿相关国际目标：进展不一

2015年世界 
粮食不安全 
状况 

视频 4’37”

《2015年世界粮食不安全

状况》旨在回顾自1990年以来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消除

极端贫困与饥饿”和世界粮食

首脑会议饥饿目标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重要的成功因素包括

经济增长、农业生产率提高、

市场（包括国际贸易）和社会

保护。虽然整体已取得进展，

但是由冲突或自然灾害引发的

持续危机已经造成重大损害。

本报告为克服这些挑战、根除

饥饿和实现粮食安全提供了有

益的政策指导。

今年的报告分析了世界所有

国家和区域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并深入剖析了冲突、粮食安

全和营养之间的联系，其重点是

改善粮食安全对于加强抗灾力和

维持和平方面的作用。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 
划署、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508785-1 
62页，210 × 297 mm 
36.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17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PEACE  
AND FOOD SECURITY 

将于2017年9月出版

近东及北非
可持续农业水资源管理是消除
饥饿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

开罗，2017年
ISBN 978-92-5-109648-2
2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

欧洲及中亚
为改善营养铺平道路

布达佩斯，2017年
ISBN 978-92-5-109659-8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尔巴尼亚文、亚美
尼亚文、英文、格鲁吉亚文、匈
牙利文、罗马尼亚文、俄文、塞
尔维亚文、土耳其文

新闻稿

今年的报告分析了世界

所有国家和区域的粮食安全

和营养状况，并深入解释了

冲突、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

的联系，着重阐述了改善粮

食安全如何有助于建立抵御

力和维持和平。

http://www.fao.org/3/a-i4646c.pdf 
http://www.fao.org/3/a-i6860e.pdf
http://www.fao.org/3/a-i6877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72065/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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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土壤资源状况
主报告

土壤发挥着地球最重

要的滤水和蓄水功能，其碳

储量超过所有地上植被，从

而在调节二氧化碳和其他温

室气体排放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世界土壤资源状况》

为全球和区域各级土壤功能

和土壤总体健康状况的定期

评估和报告提供了基准。如

今，土壤侵蚀、盐碱化、板

结、酸化和化学污染导致33

％的土地出现中度到高度退

世界土壤资源状况 
视频 2’34”

化。这种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将会损害粮食生产，加大食

品价格波动，并可能使千百

万人陷入饥饿和贫困之中。

然而，报告显示，通过可持

续土壤管理，利用科学和当

地知识以及循证方法可以避

免这一状况的出现。

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 
及水资源状况

濒危系统的管理

到2050年，全球范围内

的粮食产量预计需要再增70％ 

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

比例则接近100％。人口增

长和经济发展很可能使世界

粮食需求激增。未来的农业

生产需要同时兼顾产量的增

加和可持续性的提高。本出

版物分析了克服挑战和改进

资源管理的各种办法。在每

一个领域，除了要在制度和

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外，还

必须将其与扩大技术应用结

合起来，以获得更好的资源

管理效果。加大投资力度、

提供新型融资机制以及开展

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也可

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第一版 

《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

及水资源状况》，本书是对

粮农组织出版的其他“世界

状况”类报告的一个补充。

粮农组织和Earthscan，罗马，2011年
ISBN 978-92-5-506614-6
286页，176 × 250 mm
6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概要）、俄文（粮农组织和
Ves Mir）、西班牙文(粮农组织和
Mundi-Prensa）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9004-6
650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可提供电子书格式（技术概要）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即将出版：西班牙文

新闻稿

新闻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gEwEOA25w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ae1fbb6a-520c-5741-a6f4-bee057c4b8db/
http://www.fao.org/3/a-i5199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357059/icode/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95153/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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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 
农产品市场状况
贸易与粮食安全：更好地平衡国家重点与集体利益

全球粮食和农产品贸易

按价值计算在过去十年已增

长近三倍。预计增长还将继

续，诸如亚洲、北美洲和近

东等区域将增加净进口量，

而其他区域 — 尤其是拉丁

美洲 — 将增加净出口量。

贸易结构也反映出不断变化

的粮食消费模式，这主要受

发展中国家收入提高、人口

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所驱动。

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贸易的扩

大能够对消除饥饿、粮食不

安全和营养不良起到促进而

不是阻碍作用。本期《农产

品市场状况》旨在为政策制

定和讨论提供信息，缓解目

前各方在农产品贸易治理及

其对粮食安全影响方面出现

的观点两极化现象。本系列

每两年出版一次，以客观和

便利的方式向决策者、商品

市场观察家和感兴趣的利益

相关者介绍商品市场问题及

其对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国家的影响。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508931-2

86页，210 × 297 mm
36.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2015-2016年
农产品市场状况 
视频 4’34”

实现零饥饿 
视频 1’07”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 
计划署、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508886-5 
32页，210 × 297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实现零饥饿
社会保护和农业投资的关键作用

根据本报告，实现零

饥饿每年需要大约2670亿美

元。本出版物探究了到2030

年消除长期膳食能量不足所

需的投资额。在“维持常

态”的情况下，约6.5亿人到

2030年仍将遭受饥饿困扰。

以此作为基准，报告采用社

会保护和精准“惠贫”投资

相结合的办法，对到2030年

消除饥饿所需投资作出估

算。第一阶段是通过“贫困

差距转移支付”这一社会保

护措施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

困。第二阶段是通过新增投

资来刺激和保持惠贫增长。

新闻稿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5090c.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nkcLdZT5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31pyf5Qg7s
http://www.fao.org/3/a-i4951c.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357439/icode/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97804/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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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和农业

动物遗传资源状况
第二份报告

遗传资源
系列

家畜使千百万人的生计直接受益，其中

包括世界大约70％的农村贫困人口。保持动

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可以使畜牧业管理适应

不断变化的条件。然而，世界上很大一部分

家畜品种面临灭绝的危险，其中许多品种的

特点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本出版物根据129个国家提供的数据和许

多其他来源的信息，对家畜生物多样性和动

物遗传资源管理趋势作出全面和及时评估。

它分析管理能力，并确定了应对当前的挑战

所必须填补的知识差距。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以

国家数据为依据，提供有关世界森林、植物、

水生生物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以及粮食和农业

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概览。

i
2000至2014年间，

近100个 

家畜品种灭绝。

世界家畜品种的 

17％（1458种） 

面临灭绝危险。

 由于缺乏种群数据， 

非经合组织国家 

85％的本地品种 

 处于未知风险状态。

遗传侵蚀 

在很大程度上 

由随意杂交所致。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20-3
604页，176 × 250 mm
195.00美元，精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世界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
状况第二份报告 
视频 3’00”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4787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MUmfX9_Z0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380661/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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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0年 
ISBN 978-92-5-106534-1 
370页，176 × 250 mm 

95.00美元，精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世界森林遗传资源状况

世界粮食及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状况
第二份报告

森林遗传资源中的生物

多样性对于提高物种生产力

及所产食物的营养价值至关

重要，这些食物包括叶菜、

蜂蜜、水果、种子、坚果、

块根、块茎和蘑菇。诸如果

实大小、生长速度、油分构

成和果浆比例等所需性状的

广泛多样性是改良树木育种

和驯化的前提条件。然而，

根据首份全球森林遗传资源综

合概述，各国经常利用的森林

物种中有半数受到将森林转变

为牧场和农田、过度开发以及

气候变化影响的威胁。报告提

出了应对这些威胁的建议，并

分析了导致变化的驱动因素和

相关的新技术。

面对气候变化和其他

环境挑战，植物遗传多样性

将有助于推动农业增长。根

据从各国的报告和大量其

他文献中搜集的资料，本出

版物追述了1996至2010年

间植物遗传资源领域的发展

情况。在此期间，尽管次要

作物和作物野生亲缘种的代

表性仍然不足，但是全球

非原生境保存的种子样本总

数增加了约20％，达到740

万份。随着新分子技术的发

展，遗传多样性的数据量

大幅增加，从而使人们对驯

化、遗传侵蚀和遗传脆弱性

等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402-1
304页，176 × 250 mm 

55.00美元，精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新闻稿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500e/i1500e.pdf
http://www.fao.org/3/a-i3825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33303/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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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表明，通过携手努力，我们可以在

2030年之前实现“零饥饿”。它利用大量独

具特色的图片记录了粮农组织长期以来在实

地、山区和海上，无论严寒酷暑和沙尘湿雨，

致力于人们的生存、进步和繁荣。自1945年

以来，粮农组织作为联合国的第一个机构，

在全球消除饥饿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粮农组

织的图片档案包含一百多万张照片，展示了 

为实现零饥饿目标
而奋斗

1945–2030年

60 |  FAO 1945 –20 3 0 TOWA R DS Z E RO H U NGE R  |  61

[FACING PAGE] INDIA, 1969

Launching a motorized catamaran at Mutham, Tamil Nadu, where 
an FAO project was operating. The project’s aims were to boost fish 
production and to improve catch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FAO/D. MASON

[THIS PAGE] CHILE, 1965

A fishing boat working off the coast of Valparaiso.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Fund and FAO supported the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stitute to develop the country’s fisheries. The institute was the only 
fisheries school in South America and became a training ground for 
fisheries officers from all over the continent.

©FAO/S. LARRAIN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435-8，228页
精装本：310 × 240 mm，39.00美元
平装本：250 × 200 mm，19.00美元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将于2017年10月出版



21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50 |  FAO 1945 –20 3 0 TOWA R DS Z E RO H U NGE R  |  51

MONGOLIA, 1966

A horse being lassoed. An 
FAO veterinary technician 
was assigned to help the 
government control infectious 
animal diseases. 

©FAO/N.G. IPATENKO

其七十年的奋斗历程。本书只收纳了具有代

表性的图片，帮助读者了解本组织从创办

初期到今天的真实工作画面，早期为黑白照

片，之后为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粮

农组织在（农业、渔业、林业、营养等）各

个领域并跨越全球的活动。一些照片作为历

史记录，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和粮农组织的项

目。另一些照片则用于教学，也作为电影和

幻灯片的一部分，用于介绍创新技术和实地

操作方法。一张好的图片胜过千言万语，尤

其是在文盲率较高或文字材料没有当地语言

版本的地区。除了图片及说明外，也用文字

描述了粮农组织的工作和数十年来所经历的

重要历史时刻。一些摄影师还分享他们的经

验和见解。因此，读者可以在不断发展的整

体背景下看到被捕捉到的细节。

60 |  FAO 1945 –20 3 0 TOWA R DS Z E RO H U NGE R  |  61

[FACING PAGE] INDIA, 1969

Launching a motorized catamaran at Mutham, Tamil Nadu, where 
an FAO project was operating. The project’s aims were to boost fish 
production and to improve catch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FAO/D. MASON

[THIS PAGE] CHILE, 1965

A fishing boat working off the coast of Valparaiso.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Fund and FAO supported the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stitute to develop the country’s fisheries. The institute was the only 
fisheries school in South America and became a training ground for 
fisheries officers from all over the continent.

©FAO/S. LAR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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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类
富含营养的种子 
孕育恒久的未来

欧洲

鹰嘴豆炖鳕鱼
4人份

粗盐

橄榄油

月桂叶

鸡蛋2个，打散

藏红花1克

烘焙松子50克

杏仁12粒

切片面包5片
扁叶欧

芹茎

熟番茄1个，

大个

大蒜3瓣

胡萝卜1个

韭菜1根

洋葱1个

新鲜或腌制的鳕鱼片

250克

菠菜2捆

干鹰嘴豆500克

1. 鹰嘴豆在温水中浸泡12小

时，捞出沥干。

2. 将鹰嘴豆放入压力锅中，加水漫过豆

子，放入菠菜以及所有蔬菜，并加入少

许橄榄油。

3. 煮好后，将压力锅中的菠菜

取出备用，将其他蔬菜与部

分汤汁打碎成蔬菜汁。

5. 另取一锅，放入橄榄油、杏仁与藏红花，将面包片逐

片煎好。

8. 将菠菜团与蛋液、松子和欧芹末混合。

10. 将炸好菠菜挞放入鹰嘴豆蔬菜汁中炖30分

钟。在此期间，加入鳕鱼片同炖。如果用

的是盐腌鳕鱼片，需事先浸泡，除去多余

的盐分。

9. 将混合物做成勺子大小的挞块，大火

炸至金黄。

7. 挤干菠菜水分，搓成球状，粗切

几刀。

6. 将面包片、杏仁和藏红花放入研钵

中捣碎。

4.取平底锅，放入蔬菜汁和鹰嘴豆，小火慢炖。

115

i
豆类的蛋白质含量 

大约是小麦等 

全谷物食品的两倍。

豆类为我们提供 

稳定、燃烧缓慢的 

能量，而所含的 

铁元素帮助在体内 

运送氧气。

在休耕期间豆类与 

其他农作物轮作可以 

增加农民的收入。

由于豆类可将自身 

所含的氮固存在 

土壤中，所以它们 

的需肥量较少，这有

助于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

4

第五部分
豆 类 天 地

1

6

2

7

1. 远东及太平洋
摄影：Justin Jin
第58页

2. 南亚与东南亚
摄影：Atul Loke （印度）

            Asif Hassan（巴基斯坦）

第70页

3. 东欧与西亚
摄影：Samuel Aranda
第92页

4. 欧洲
摄影：Samuel Aranda

第104页

5. 北美洲
摄影：Benjamin Rasmussen
第120页

6. 中美洲与加勒比
摄影：Adam Wiseman

第132页

7. 南美洲
摄影：Giuseppe Bizzarri
第144页

8. 北非
摄影：Alan Keohane
第156页

9. 中非与西非
摄影：Jane Hahn
第168页

10. 东非与南部非洲
摄影：Paul Joynson-Hicks

第176页

目 录

6

第五部分
豆 类 天 地

食谱

目 录

1. 中国

大厨：舍增泰

第64页

豆面糕 

百合蚕豆

豌豆黄

2. 印度

大厨：桑吉夫 · 卡普尔

第80页

鹰嘴豆蒸饭

 鹰嘴豆椰奶布丁

酸辣炸豆

3. 巴基斯坦

大厨：祖蓓达 · 塔里克

第86页

菠菜白扁豆

双豆薄饼

巧炖五彩豆

4.土耳其

大厨：习努尔

第98页

红扁豆饼

热胡姆斯

蚕豆酱

5. 西班牙

大厨：亚伯拉罕·加西亚

第110页

章鱼须配炸鹰嘴豆

鹰嘴豆炖鳕鱼

 海虹配阿斯图里亚斯

笛豆

 扇贝配小扁豆和西班

牙猪肉香肠

6. 美国

大厨：罗 · 皮喀斯基

第126页

地中海鹰嘴豆茄泥酱

美味黑豆酱

白腰豆玉米面包

7. 墨西哥

大厨：穆尼奥斯·苏里达

第138页

回锅黑豆

黑豆炖猪肉

黑豆泥

8. 巴西

大厨：海伦娜 · 里佐

第150页

木豆木薯羹

家常黑豆汤

炖豇豆配蘑菇蛤蜊

9. 摩洛哥

大厨：穆罕 · 费德尔

第162页

牛蹄炖鹰嘴豆

鹰嘴豆泥

哈利娜汤

10. 坦桑尼亚

大厨：维罗妮卡 · 杰克逊

第182页

椰奶芸豆

甜玉米炖豆

马哈拉哥歪

7

6 7

4

1

8

2

9

5

3

10

大厨风采

5

3

8

4

10

5

9

http://www.fao.org/3/a-i552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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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43-6
120页，165 × 215 mm 
16.00美元，精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这本图文并茂

的食谱汇集了世界各

地30余种豆类烹调技

法，以小巧和紧凑的

精装本形式呈现给读

者。大家可以跟随几

位主厨一起探索世界

各地的菜肴，如海伦

娜•里佐和穆尼奥斯•

苏里达的拉丁美洲的

菜肴；桑吉夫•卡普

尔、祖蓓达•塔里克

和舍增泰的亚洲美

食；穆罕•费德尔和

维罗妮卡•杰克逊的

非洲风味；以及西班

牙的亚伯拉罕•加西

亚、美国的罗•皮喀

斯基和土耳其的习努

尔介绍的美味食谱。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9172-8
192页，210 × 260 mm 
29.95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
文、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

这本精美的图书既是一份指南，

也是一部食谱，并配有说明的插图。

它对豆类进行了概述，并就豆类的烹

制提供分步指导。本书介绍了豆类对

营养、健康、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并讲解了如何利

用庭院空地种植豆类。读者还可踏上

环球之旅，发掘豆类与区域历史和文

化相融合的方式，学习十位国际名厨

的烹调秘方，他们是：亚伯拉罕•加

西亚（西班牙）、海伦娜•里佐（巴

西）、穆尼奥斯•苏里达（墨西哥）、

罗•皮喀斯基（美国）、穆罕•费德尔

（摩洛哥）、维罗妮卡•杰克逊（坦

桑尼亚）、习努尔（土耳其）、桑吉

夫•卡普尔（印度）、祖蓓达•塔里克

（巴基斯坦）和舍增泰（中国）。

豆 类 
视频 4'04''

在豆类出版物中展示食谱的
十位名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烹饪
秘诀和对豆类的喜爱。图为中国
清真烹饪大师舍增泰。

欧洲

鹰嘴豆炖鳕鱼
4人份

粗盐

橄榄油

月桂叶

鸡蛋2个，打散

藏红花1克

烘焙松子50克

杏仁12粒

切片面包5片
扁叶欧

芹茎

熟番茄1个，

大个

大蒜3瓣

胡萝卜1个

韭菜1根

洋葱1个

新鲜或腌制的鳕鱼片

250克

菠菜2捆

干鹰嘴豆500克

1. 鹰嘴豆在温水中浸泡12小

时，捞出沥干。

2. 将鹰嘴豆放入压力锅中，加水漫过豆

子，放入菠菜以及所有蔬菜，并加入少

许橄榄油。

3. 煮好后，将压力锅中的菠菜

取出备用，将其他蔬菜与部

分汤汁打碎成蔬菜汁。

5. 另取一锅，放入橄榄油、杏仁与藏红花，将面包片逐

片煎好。

8. 将菠菜团与蛋液、松子和欧芹末混合。

10. 将炸好菠菜挞放入鹰嘴豆蔬菜汁中炖30分

钟。在此期间，加入鳕鱼片同炖。如果用

的是盐腌鳕鱼片，需事先浸泡，除去多余

的盐分。

9. 将混合物做成勺子大小的挞块，大火

炸至金黄。

7. 挤干菠菜水分，搓成球状，粗切

几刀。

6. 将面包片、杏仁和藏红花放入研钵

中捣碎。

4.取平底锅，放入蔬菜汁和鹰嘴豆，小火慢炖。

115

北京（中国）

名厨舍增泰在北

京家中给我们展

示驴打滚。

64

豆 类
通过名厨食谱环游世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1O7WzLep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1O7WzLe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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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70年

肯尼亚伊斯尼亚，内罗
毕以南50公里处的一个
村庄。一位马赛族牧
民在照看他的牲畜。现
在，他的牲畜再也不会
感染牛瘟这种古老的疫
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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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牛瘟

2011年，世界宣布消灭牛瘟。在粮农组织的协调努力

下，这个曾为人类带来巨大损失的疫病终于被根除。

此前，人类从地球上消灭疾病的情况仅有一次，即

1980年根除天花。

1994年，巴基斯坦北部，成千上万的牛开

始莫名死亡。这里的牛瘟几十年前早已绝迹。

然而，由于引进水牛满足牛肉需求，造成牛瘟

突然暴发蔓延。当地兽医早已忘记这种病。当

粮农组织的保罗·罗斯特及其他专家到达现场

时，牧民们愤恨不已，讥笑他们，甚至向他们

投掷石块，完全不顾专家是否带来了牛瘟疫苗。

“这是牛瘟对人们的影响”，罗斯特说。牛瘟对

生计造成了影响，人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城市

打工养家。相反，在疫苗接种活动十分成功的

卡拉奇，当地牧民则邀请罗斯特和他的同事们

共进晚餐。

牛瘟历史

尽管不直接感染人，牛瘟对动物的致死率

可达100％。牛瘟杀死了几百万头奶牛、水牛和

野生牛，所到之处，经常造成饥荒和重大经济

损失。

粮农组织十大成就

4

粮农
组织
十大成就

4
112 根除牛瘟

118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124 国际食品法典

129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反饥饿斗争

132 负责任渔业守则

136 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准则

140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144 西非消灭河盲症

148 亚洲绿色革命

152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508897-1
260页，210 × 260 mm
36.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
文、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

本书讲述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

农组织）的历史、其主要人物及奋斗历程，例

如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卫•卢宾，他在二十世纪

初为建立一个能够捍卫农民利益的国际组织作

出了不懈的努力。本出版物首次展示了从未发

表过的本组织早期图片，并讲述了粮农组织

的十个成功案例，包括根除牛瘟和制定《植物

粮农组织 
70年 

（1945–2015）

抗击饥饿七十年

http://www.fao.org/3/a-i514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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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以南50公里处的一个
村庄。一位马赛族牧
民在照看他的牲畜。现
在，他的牲畜再也不会
感染牛瘟这种古老的疫
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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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1世纪的
全新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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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70年

1972年年中在斯德哥尔摩召

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审议了

当时的世界形势，要求粮农组织

采取行动保护地球上农业、林业、

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加强正

在开展的工作。会议上出现的一

个观点是对扶贫有助于保护环

境的认同。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

拉·甘地在会议发言中指出了这

一联系：“我们委实不希望环境再

遭破坏，但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

忘记，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处于

贫困之中。最大的污染源难道不

正是贫困和生存需要吗？”

斯德哥尔摩会议后，粮农组织

立即着手为自然资源和人类环境

计划制定框架。框架主要涵盖两

方面内容，第一是自然资源状况

评估，第二是自然资源管理。

粮食危机与石油价格

1973年，世界处于粮食危机

之中。更糟糕的是，政治禁运和

油价飙升导致工农业生产下降，

原本已濒临失控的通货膨胀压力

也急剧恶化。为此，美国组织

召开了世界粮食大会（1974年）

应对两大迫切需求：处理粮食紧

急事件；确保充足供应，缩小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差距。

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主

旨发言中主张增加全球投资，并

确认美国的承诺，保证实现“十

年后，没有孩子再饿着肚子睡

觉”。各国政府研究了全球粮食的

生产和消费问题，建议通过《世界

粮食安全国际约定》，庄严宣告：

萨赫勒地区的危机

1968年，萨赫勒非

洲地区开始长期干旱，

1972年达到严重程度。

直至粮农组织派出的首

个灾害评估考察团到达

马里、尼日尔和上伏塔

（现名布基纳法索）后，

国际社会才对灾难程度

有了清晰认识。粮农组

织承担起整个灾害救援

行动的联络任务，包括

食品之外的其他援助，

成立了萨赫勒救援行动

办公室统管物资运输。

粮农组织运送了2万吨

谷物和食品，由于雨季

开始道路不通的地区进

行空运。1975年危机退

去时，共运送150万吨

粮食，7万吨康健食品

和少量种子、杀虫剂与

援助物资。

196619641963 19761968

1970
19751965

19721967 1969 1971 1973 1974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由联合

国环境署组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

开。粮农组织提出了108条建议，其

中36条由粮农组织受命实施，涉及林

业渔业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保护等

领域。

1970年。第二届世界粮食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首次吸引了人们对全世界饥饿和

营养不良状况的关注。大会探讨了全球形势，根据粮农组织战略确定了需要立即

采取行动的五大领域：推动广泛使用口粮作物高产品种，减少浪费，填补“蛋白

质鸿沟”，改善农村生活质量，提高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与储蓄。

1966年。世界土地改革大会

会议由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联合召开，强调有

必要找到一种综合方法进行土地改革，推动经

济社会进步。世界各地的土地改革理念齐聚大会，

为即将采取的行动取得一致意见铺平了道路。

1975年。世界粮食安

全委员会由粮农组织

大会成立。目前已有

136个成员。

1965年。成立专家组

评估植物遗传资源保

护方式

1967年。A.H.布尔马（荷兰）

当选为第五任总干事

时 间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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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糟糕的是，政

治禁运和油价飙升导致

世界各地工农业生产下

降，原本已濒临失控的

通货膨胀压力也急剧

恶化。

世界粮食大会

粮食危机达到顶峰

之际召开了世界粮食大

会，提出三点计划避

免将来发生类似危机：

1.建立世界粮食银行，

协调随时获取约1 000
万吨储备粮，需要时免

费提供。2.成立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10年间每

年投入50亿美元改善热

带农业，主要针对生计

型农民。3.成立粮食预

报系统，提供危机的早

期预警。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

会根据1974年世界粮

食大会的建议设立。当

时，世界粮食安全委员

会主要关注提高全球粮

食生产，稳定世界粮食

市场，认为这些行动足

以保证人人吃饱肚子。

2009年，委员会进行了

结构调整，接受国际组

织成员参加。同时进行

了业务调整，既应对近

期危机，也解决长期结

构性问题。

“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以便身

体和智力得到发育，是每个男人、

妇女和儿童均享有的不可剥夺的

权利。”

世界粮食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建

立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该委员会审议并落实世界粮食安

全政策、粮食生产、营养和粮食

获取等相关事宜。

与此同时，鉴于世界形势恶

化，粮农组织提出了“五点行

动计划”，并与世界银行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一起制订了多边

援助和生产计划，以加强粮食安

全援助，确保根据特定标准制定

的国家供应政策由各国接受。这

些措施的出台对亟需国家而言恰

逢其时，如受萨赫勒危机影响

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十年

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在粮农组织的协调推动下，

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捐助机

构在粮食安全和合作领域取得了

重大进展。越来越明确的一点

是，应对饥荒威胁需要全球通力

合作。

萨赫勒危机后，萨赫勒救援行

动办公室更名为特别救援行动办

公室，可在全球农业产业领域提

供各类紧急援助。

开展农业研究

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指

出，疾病、环境污染和一些耕作

方法等因素造成全球生物多样性

急剧减少。

保护生物多样性对提高生态系

统生产力至关重要，为保护生物

多样性而精心规划并开展的研究

将带来巨大利益。

1965年，一个专家小组成立，

着手研究如何保护濒危植物遗传

资源。当时，粮农组织参与了超

过615个项目，协助各国在不同领

域开展研究，包括高粱和小米培

育、灌溉以及牛蜱传疾病等。

欧洲共有四个研究中心与粮

农组织一起合作，分享研究成果。

1971年，为整合上述研究中心、

发挥其优势，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成立。磋商组织由粮农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资

助，是44个国家和捐助机构组成

的非正式联盟，支持稳定开展一

国无力承担的长期研究计划。

磋商组织秘书处由世界银行提

供，其技术咨询委员会秘书处则

由粮农组织提供。

面向
21世纪的
全新
粮农组织

2 80 五大战略目标

90 粮农组织今日点滴

91 总干事：奋斗一生只为战胜饥饿

94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遗传资源条约》。在过去70年中，世界越来

越复杂，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相互关联。

回顾过去的挑战和成就，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解决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本卷以消除饥饿和

营养不良以及气候变化行动这两个主题为中

心。这本设计精美的图书将吸引愿意携手应

对上述和其他全球性问题的每一个人。

粮农组织70年  
视频 5’3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由若干国
家组成的核心集团创建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它现已成为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一个中
立论坛。

粮农组织70年

越南东山 

一位农民在稻田除草。农民获
取投入品、基础设施与市场推
动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72

1

粮农组织档案资料：当初那些年

粮农组织70年

植物与

植物卫生

1968年，埃塞俄比亚

1959年暴发了最大规模的沙漠
蝗灾害以来，西非到印度次大
陆的40多个国家受到威胁。这
是有文字记载的最后一次大
灾。粮农组织提供了专业支
持，协调开展了抗击沙漠蝗的
国际行动。
为应对铺天盖地的沙漠蝗，挽
救庄稼，在东非，联合防治行
动由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法
国领土阿法斯和埃萨斯（曾
称“法国索马里兰”）、肯尼
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通过
东非沙漠蝗防治组织在联合国
协助下开展。
照片故事：蝗虫飞过。
照片：©粮农组织/G. Tortoli

1

粮农组织档案资料：
当初那些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LXsYH-45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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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饥饿目标可以实现
当代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粮农组织对话
系列

本书概述了粮农组织和马德里康普顿斯大

学举办的暑期课程“粮零饥饿目标可以实现”

讲座和圆桌讨论会。高级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探

讨了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例如：“城市地区

的粮食安全”（巴伦西亚市长胡安•利博）、 

“沟通在全球化世界中的作用”（作家胡安•路

易斯•塞布里安和马丁•卡帕罗斯）或“国际背

景下与饥饿作斗争”（粮农组织交流办公室主

任恩里克•耶维斯）。本出版物介绍了由20多位

专家参加的各圆桌讨论会的结论。本书图文并

茂、浅显易懂，为饥饿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系列旨在提高人们对粮食、营养和自然

资源管理等与本组织任务和活动相关主题的认

识并推动对这些主题的讨论。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309508-7
160页，210 × 26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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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在罗马粮

农组织总部宣读了教皇方济

各的通谕“Laudato si’” 

（愿你受赞颂）。此通谕构

成了题为“粮农组织对话”

系列的一部分，书中包含了

各国政府及民间社会的专家

和代表对目前与本组织工作

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所开展的

讨论。

本书汇集了当时发表的

演讲。“Laudato si’”中

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针对

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就

不可能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009170-9
48 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双语）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009649-0

64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双语）

LAUDATO SI’
爱护我们的共同家园

渔业部门存在的侵害人权行为
粮农组织世界渔业日活动上发表的开场演讲

渔业部门经常和持续发

生侵犯人权现象，迫切需要

采取措施。非法捕鱼、剥削

劳动者和贩卖人口都是引起

粮农组织严重关切的问题。

在2016年世界渔业日活动期

间，这两个机构联合谴责并

呼吁消除这些不公正现象。

本书汇集当时发表的演讲。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每年

平均有24000名渔民和妇女在

工作时丧生。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虐待劳工、强迫劳动、

贩运、童工劳动和奴隶制。

粮农组织正在努力，通过粮

农组织《小规模渔业自愿准

则》、《负责任渔业行为

守则》、《粮农组织港口国

措施协定》或国际劳工组织 

《渔业工作公约》（第188号）

等已有的工具，在整个渔业价

值链中消除侵犯人权行为。



通过一系列精选的主题来教育年轻人并使他们得到娱乐，唤起他们的好奇

心，并激励他们为构建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教 育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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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背
景

介
绍

加
入

循
环

 
 
 
 
良

性
循

环

 
 
 
 
 
良

性
循

环

     人道
主
义
援

助
和
志
愿
者
项
目
；

饥
饿

怪
圈

易
受
疾

病
和
营
养
不
良
的
威
胁

济
原
因

不
上
学

没有教
育
：
由

于
健
康
或
经

小
额
信
贷
项
目

和
公
平
贸
易

农
业
投
资

饥
饿

怪
圈

有
钱
买
粮
食
养
活
自
己
和
家

人
及
种
植
用
来
销

售
的
农
作
物
材

料

工
作
机
会
：
有
收
入
来
源
成

为
经
济
独
立

没
有
钱
买
粮
食
养

活
自
己
和
家庭或买

种
植
农

作
物
的
材
料

不
能
赚
钱
成
为

经
济
独
立

没
有
工
作

机
会
：

58

 
 

 

 

   
   
口
耳
相

传
    

 

全
民
教
育

 
 

 
 

 

口
耳

相
传

  

 
 

 

 

 

                                          
       

     
     

    
    

口
耳
相
传

 

 

 

 
 
 
 
 
 口

耳
相
传

                                            
    

   
   

   
  

  
  
  
  
  
  
  

59

a

B

C

D

E
饥

 
饿

食
 
物

原
 
因

结
 
束

行
 
动

 
 
 
 
良

性
循

环

 
 
 
 
 
良

性
循

环

     人道
主
义
援

助
和
志
愿
者
项
目
；

来
源
: 
Yu
nG
a

饥
饿

怪
圈

健
康
=有

精

力
进
行
日
常
活
动
；
 抵

抗
疾
病
的
强
壮
身
体

如
有
关
健
康

、
营
养
和
生
命
中
的
机
会

教
育
：

上
学
帮
助
构
建
知
识
，

饥饿
=没

有
精

力
进
行
常
规
的
日
常
活
动

;

易
受
疾

病
和
营
养
不
良
的
威
胁

济
原
因

不
上
学

没有教
育
：
由

于
健
康
或
经

饥
饿

怪
圈

没
有
钱
买
粮
食
养

活
自
己
和
家庭或买

种
植
农

作
物
的
材
料

 
 

 

 

   
   
口
耳
相

传
    

 

全
民
教
育

 
 

 
 

 

口
耳

相
传

  

 
 

 

 

 

                                          
       

     
     

    
    

口
耳
相
传

 

 

 

 
 
 
 
 
 口

耳
相
传

                                            
    

   
   

   
  

  
  
  
  
  
  
  

34 YUNGA（联合国与全球联盟）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背
景

介
绍

35水挑战徽章训练手册

a

B

C

D

生
命

使
用

风
险

世
 
界

行
动

 

E

今天的青年一代将决定着地球的

未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深知这一点，

而且渴望能够在应对所有同胞当今面

临的饥饿、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等最

紧迫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粮农组

织希望通过专门面向年轻人的有效方

式来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兴趣并分享知

识，从而给予他们帮助。

学习与行动 
系列

全球
青年公民

我
们

的
气

候
我

们
的

食
物

我
们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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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O  -  W A G G G S  -  Y U N G A

行动作为一个社区组织者：组织一次活动，以提

高居民对当地环境问题的意识。确立一个

明确的目标，做一些条幅和海报宣传这个活

动。联系当地的媒体（电视、广播和报纸，

争取他们报道这一活动，邀请更多的人参

加。无论你是有经验的活动组织者还是第一

次组织活动，都可以参考350机构的9步计划 

(www.350.org/9steps)!

级别 1 2 3

级别 1 2 3

级别 1 2 3

级别 3

级别 2 3

级别 2 3

级别 2 3

到社区花园, 学校花园或屋顶花园去，也可以
加入其他人已经开始的花园行动。用绘画或拍
照的方式记录植物的生长。

组织一次挨家挨户的收集活动，回收旧衣服、
家具, 书, 玩具, 罐头食品等等。或捐给慈善
机构或以慈善为目的出售这些东西。

组织一项有意义的比赛、音乐会或集市，把收
取的钱捐给你的学校、协会或世界其它地方的
环保项目。

与你的老师或小组领队一起，计划并组织一次环
保夏令营：食用当地的食品, 回收使用所产生的
垃圾, 清理湖泊或河流。提高当地人们对气候变
化和粮食安全的意识。

弄清楚你的学校能否与其他学校合作，在学校
房顶上装置设备，测量大气二氧化碳 和气候变
量。（碳学研究学院的项目之一）。

选取一条河流或一个湖泊或其他地区进行清理
并观察它的恢复过程。

结
束

饥
饿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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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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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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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饥饿挑战徽章训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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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害的人去获取足够的营养粮食直到他们再次独立，但
持久的粮食安全和食物权建立在增强的自力更生和赋权。

粮食主权

最理想的情形是，当一个小组（如：一个村、城市或
国家）的每个人的粮食安全叫做粮食主权。粮食主权与自
力更生相连，因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生产模式能自己定义、
塑造、管理粮食和农业系统，他们是“粮食管理者”。如果
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粮食主权的信息，访问：  
www.foodsovereignty.org。

粮食主权、粮食安全和食物权互相关联，为了更好地
帮助你了解这些联系，看下图。

> 当个人有实体的和支付得起的获取好质量粮食过

上健康生活时存在

> 是享受食物权的先决条件粮食安全

食物权

粮食主权

> 意味着所有人都有获取充足食物和享受粮食安全所

需资源的权利

> 国际法识别的一项人权

> 当人们能自己界定粮食生产种类和模式及服务于

他们食物权和安全、健康和可持续粮食生产的贸

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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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环境的主要影响通过水体现。世界

上的许多地方已经面临比之前更严峻的干旱和 洪涝。洪
涝不仅摧毁家园，还可能污染当地的水供应导致安全干净
饮用水的稀缺。气温上升会引起冰川和冰盖融化，预计这
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融化的冰将流过土地让海
平面上升。这给低地势的国家造成风险并将增加地下水资
源的盐度（咸度）。

管理不善
世界上水资源的短缺大多是管理不善的结果。政府、

决策者和负责管理水资源的人在改善水分配方面及确保水
资源的合理和可持续使用方面可以所有作为。不幸的是，
组织起来很不容易且相当昂贵。例如，教科文组织（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估计很多城市里的漏水管道和
老旧的系统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流失了一半的水。教科文组
织还计算出更换工业国家的老旧系统和卫生系统的费用每
年可能高达2千亿美元。

如砍伐森林和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人类活动可能
加剧洪涝和其他自然灾害。这些将对城市和农村水供
应、农业、能源、工业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来
源：Youthink!）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
化的影响进而加剧贫困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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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Ù 最后，上面提到的三个因素要在一定时间段内保持稳
定。气候变化、冲突和一系列经济因素（失业、金融市
场不稳定，等等）全都能威胁粮食系统的稳定。

粮食可用性当
地或国家整体
生产或进口足
够的粮食 粮食获取在世

界上各地可在
当地获取和所
有人都能购买

粮食以最好的
可能方式被使
用确保每个人
身体好和营养

充足

粮食安全一段时
间内持续的可
用、获取和充分

利用粮食

你还需知道与粮食安全和食物权有关的两个概念：

自力更生

被喂养和能自己喂养自己不一样。所以，给世界上所
有饥饿的人所需的粮食不仅复杂和昂贵，最重要的是长远
来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穷人仍然穷。当谈到一个人
的自尊，自力更生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政
府应该确保国家的人民有必要的知识、技能、资源和机会
自己生产或买足够的粮食。当然，政府必须帮助贫困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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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6 YUNGA（联合国与全球联盟）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喇叭树 
（曼陀罗）

曼陀罗是小树或灌木并开大的喇叭形状
的花。南美的本地植物，现在已被引入到
世界各地。夜晚，它们释放一种香味吸引飞蛾
授粉。曼陀罗在现代和传统医学中都扮演重要的角
色。用来治疗疼痛和痛苦、皮炎、关节炎、风湿病、
头疼、感染并用来消炎。曼陀罗树的一部分也用于南
美文化中的一些仪式。在亚洲文化中，它用来帮助人
们睡得更好。然而，这种植物也是有毒的会引起幻
觉，所以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不能使用。

粮农组织主办青年与联合

国全球联盟（YUNGA）。它是

与联合国多个机构（如教科文

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涉

及儿童和青年工作的组织（如 

“CarboSchools”和世界自然

基金会）共同构建的一个伙伴

关系。这里介绍的“YUNGA学

习与行动”系列鼓励年轻人成

为其当地社区变革的积极推动

者。这套不断扩大的系列出版

物分别以某个特定问题或主题

为重点。粮农组织的专家力求

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阐述复杂

的问题。教师们也会发现这个

系列为课堂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完整系列
 1 
生物多样性
  2 
气候变化
    3 
消除饥饿
  4 
林 业
   5 
海 洋
 6 
土 壤
   7 
水
 8 
营 养
  9 
农 业
    10 
治 理
  11 
能 源
12 
性 别

青年与 
联合国全球联盟  
视频 1’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8Di1Pvf3Bs


教育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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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指生命，“多样性”指不同

种类，所以，生物多样性指大自然所蕴含

的惊人数量的动植物生物体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作用。

本出版物鼓励青年了解当前和未来与

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环境挑战，并采取相应

的保护行动。尽管许多问题必须在全球层

面上予以应对，但也有许多事情可以通过

个人和社区努力来解决。

粮农组织、WAGGGS & CBD 
罗马，2010年
72页，148 × 200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意
大利文、马其顿文、俄
文、西班牙文

挑 战 徽 章 系 列 手 册 由        赞 助

挑战徽章训练手册 

CB
D
 -

 FA
O

 
-

 
WAGGGS

 
-

 

YUNGA

生物多样性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

109012-1
164，148 × 210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匈牙
利文、意大利文、葡萄
牙文、马其顿文、俄

文、西班牙文

不论是享受美好的天气、进行户外活动，还是靠天气生长的农

作物和食物，我们在各方面都依赖着地球的气候。地球的自然规律和

物理过程调节着气候，使地球能够提供适于和支持人类生存，动物栖

息和植物生长的环境。

然而，我们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造成

的。虽然很久以来，地球的气候一直发生着自然变化，但因大量使用

致污能源、砍伐森林以及其他干预性行为，人类正在改变气候。我们

已经看到温度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天气事件日益

频繁。令人欣慰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大量工作可做。本书阐

述了年轻人如何通过改变日常生活习惯或传播气候变化意识等方式参

与进来。

气候变化
挑战徽章（第二版）

生物多样性
挑战徽章

http://www.fao.org/3/a-i1885c.pdf 
http://www.fao.org/3/a-i5216e.pdf


33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对于人类来说，森林是生计、食

物和药材的来源；为我们的居所、家

具和燃料提供所需木材；而且是娱乐

的场所。它们在维护地球环境健康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防止土壤侵

蚀，改善水质，并抵御洪水侵袭。不

幸的是，世界很多地方的森林正在退

化。气候变化将使情况恶化。但是，

在帮助保护森林方面，我们大有可

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旺加里•马塔伊

曾说：“我们在植树的同时，也播撒

了和平与希望的种子。”

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的70%，对我

们星球上的生命至关重要。它为我们

提供食物，调节气候，而且我们呼吸

的氧气有一半来自海洋。它还为我们

提供运输方式和休闲娱乐机会。人们

一直以为海洋是如此的广阔和富饶，

它能够永远满足我们的需求，但事实

并非如此：人类活动对海洋生物造成

巨大伤害。《海洋挑战徽章》带领孩

子们走向探索海洋的旅程！各种各样

的活动帮助他们了解海洋功能、海洋

生物、海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性，以及我们所有人在保护海洋方面

所能发挥的作用。

你能想象一天没有任何

东西吃吗？或不知道下一顿饭

来自何方？这对于世界上近

10亿人来说是每天要面临的问

题。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

和营养来确保其正常和健康的

生活。饥饿会让人感到虚弱和

不适，从而影响注意力、学习

和工作。

《结束饥饿挑战徽章》

引导年轻人探索饥饿发生的原

因、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的重

要意义，以及我们抗击饥饿可

采取的步骤。

由               赞助             

E N D I N G  H U N G E R  : :  F A O  : :  W A G G G S  : :  W F P  : :  W O S M

yUNGA  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挑战徽章 

训练手册

    
  

  
结束饥饿

联
合

国挑战徽章

结束饥饿

YUNGA  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C D B  : :  F A O  : :  L A  O L A  V E R D E  : :  U N E S C O 
A M G S  : :  O M M S  : :  W W F

森林
挑战徽章
训练手册

联合国
挑

战
徽

章

森
林

 由             赞助

 由             赞助

C B D  : :  FA O  : :  I O C - U N E S C O  : :  P M L  : :  WA G G G S  : :  W O S M

YUNGA  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联
合

国
挑战徽章

  

  
  海洋

海洋
挑战徽章

训练手册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507974-0
152页，148 × 210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意

大利文、俄文、 
西班牙文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507949-8
172页，148 × 210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意

大利文、俄文、 
西班牙文

结束饥饿
挑战徽章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507951-1
124页，148 × 210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俄文、西班牙文

森林 挑战徽章

海洋  挑战徽章

http://www.fao.org/3/a-i3466c.pdf 
http://www.fao.org/3/a-i3479c.pdf
http://www.fao.org/3/a-i3465c.pdf


土壤是生命之本 — 它给植物和树木提

供养分、水和矿物质，也是数百万昆虫、细

菌和小动物的家园。没有土壤，我们就无法

种植作物，开展家畜生产，或获得建造居所

的材料。健康的土壤还能够储存和过滤水，

循环养分，并通过储存大量的碳帮助应对气

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然而，我们的土壤面临

着诸如污染和不良农业做法的威胁。

《土壤挑战徽章》鼓励青年去探索他

们脚下的土地，包括其特性、结构、所含生

物，以及我们为保护土壤以造福后代所能发

挥的作用。

YUNGA  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c b d  : :  F A O  : :  g s p 
U N c c d  : :  W A g g g s  : :  W O s M

土壤
挑战徽章
训练手册

土壤

联合国挑战

徽
章

 由             赞助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508434-8
124页，148 × 210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
西班牙文

土 壤
挑战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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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行动 
系列

你能想象一天不用水吗？你是否知

道几乎所有人造物品在制造过程中都需

要使用水？通常只有在降雨停止和淡水

供应枯竭或受到污染时，我们才意识到

用水方式必须要考虑确保未来洁净水的

供应。《水挑战徽章》阐述了我们对水

的依赖程度和为保护这一珍贵资源所能

做出的贡献。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507537-7
100页，148 × 210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俄文、西班牙文

由               赞助  （YUNGA青年与联合国全球联盟） 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C B D  : :  F A O  : :  U N - W A T E R  : :  W A G G G S  : :  W O S M

挑战徽章

训练手册

 

 

联

合
国挑战徽章

   水

水 水
挑战徽章

http://www.fao.org/3/a-i3855c.pdf 
http://www.fao.org/3/a-i3225c.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7/i3225e/i322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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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COMING
FORTHCOMING

确保所吃食物能够满足

身体各种需要比只吃喜欢的东

西更重要。你的身体需要一系

列不同的养分来维持各种功能

和活动。你需要适量获得所有

这些养分来保持健康。

本挑战徽章阐述了我们

身体所必需的各类营养素以确

保快乐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哪

些食物提供重要的营养素，以

及确保这些食物中营养物质得

到充分利用的最佳制备方法。

花一点时间思考你生活中的人：你看到的男孩和女孩或男

人和女人都能获得同样的机会吗？他们是否享有同等的待遇？

性别仅仅意味着男性和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性别角

色因文化差异而不同，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本书研究

了我们对自己文化和世界不同文化中性别角色的看法。它探

究了有时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以及我们为克服这种现象

所能采取的行动，以实现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能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我们用它来烹饪食

物、移动和发电。太阳是我

们最重要的能源，给我们带

来光明和温暖，并帮助植物

生长等等。世界各地的人们

利用太阳能，以及石油、木

材和风力等其他资源来满足

他们的能源需求。

本挑战徽章帮助我们

认识我们所使用的不同形式

的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

与不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区

别。2014至2024年被宣布

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十

年”，旨在提高人们对明智

地使用能源的认识，并为每

个人提供更加清洁的能源。

农业对于人类生活至关重要 — 为我们提供食物。农业

生产种类繁多，包括作物、水果、蔬菜种植和家畜养殖，其

规模有大有小。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确保以可持续的方式种

植粮食来养活全球70亿人口呢？

《农业挑战徽章》研究了不同的农业系统，包括当今世

界采用的传统方法和规范。它还强调了农民在我们社会中所

发挥的作用，以及该部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治理和决策过程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从我

们与朋友交往的方式到法律形成的机制。在国际、国家和地

方各级作出的决定关系到能否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和不同发展

水平，能否可持续地利用资源，以及能否维护人权。但是，

我们如何参与治理呢？本出版物旨在说明，我们作为公民，

通过积极的努力，可以为促进当地社区和整个世界的良好治

理做出贡献。

营 养 
挑战徽章

治 理
挑战徽章

能  源
挑战徽章

性 别 
挑战徽章

农 业 
挑战徽章

http://www.fao.org/3/a-i3225c.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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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带领年轻读者进行了一次

从沿海地区到冰雪极地，再到海洋深

处的旅行。指南详细审视生物形成的

物理特征和自然过程，是它们塑造出

令人难以置信的水下动植物生命，以

及通过潮汐展露的生命形式。

它还展示了海洋为我们带来的诸

多好处，探讨了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

负面影响，并阐述了保护和养护海洋

及海洋生物的方式，包括年轻人可以

主动开展的活动和举措。

本指南以事实为基础，对从雨

林深处到高海拔山区的世界各地森林

进行了深入研究。它还展示了森林提

供的众多裨益，论述了人类给森林造

成的负面影响，并阐述了良好管理对

保护和养护森林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促

进作用。

指南的最后介绍了若干由青年

主导且令人鼓舞的举措和一项易于落

实的行动计划，帮助年轻人自主制定

森林养护活动和项目。

这本生物多样性指南是

一份专门为学校、青年团体和

有好奇心的年轻初学者编制

的教育资源。它从基因、物种

和生态系统方面阐述生物多样

性，探索其在海洋、陆地、空

中、江河湖泊，以及为我们生

产食物的农场等不同环境中的

多种形态和形式。

本指南探讨了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作用，人类对它的影

响，以及在养护世界生物资源

方面我们应当采取的行动。指

南的最后介绍了若干由青年主

导且令人鼓舞的举措和一项易

于落实的行动计划，帮助读者

自主开发项目。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
108647-6
262页，210 × 220 mm
5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435-9
240页，210 × 220 mm
54.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青年指南 — 生物 
多样性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445-9
260页，210 × 220 mm

6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青年指南 — 海洋

青年指南 — 林业

http://www.fao.org/docrep/017/i3157e/i3157e.pdf
http://www.fao.org/3/a-i4224e.pdf
http://www.fao.org/3/contents/4dfc5b84-8084-4b9b-b082-10eb8b491966/i385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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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课本和手册旨在向8-13岁的学生介绍有关森林的

知识，包括它们的现状和多重价值，同时帮助教师实现课程 

目标。

本套教学模块以森林特性为重点，研究它们在水循环

中的作用，探索某些林产品，并让学生了解可持续森林管理

概念。教学活动从诸如询问式教学法等国际公认的教学方法

中吸取灵感。学习过程大多是在教室或树下进行的“实际操

作”而非纸上谈兵，当然还包括阅读和写作练习。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440-2（教科书）
ISBN 978-92-5-109439-6（教师手册）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即将出版）

面向儿童的森林知识
世界森林状况：教科书和教师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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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610-1 
360页，210 × 297 mm
11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
牙文

作为一套学习材料，本书旨在探索有关良

好营养的基本概念。课程适用于任何想要了解

如何改善其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的人；可供学

生、教师、个人或社团在课堂内外使用。建议

开展的活动及其辅助材料帮助学员将所获得的

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

良好饮食有益健康
营养与健康饮食课程

罗马，2005年
ISBN 978-92-5-105408-8
212页，210 × 297 mm
3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
文、葡萄牙文、僧伽罗
文、西班牙文

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青年，但空腹上

学的孩子们无法好好学习。他们的体力活动减

少，认知能力下降，而且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减

弱。本手册旨在帮助学校教师、家长和广大社

区创建和经营学校菜园，将其作为一个学习的

平台和改善营养的工具。

开办学校菜园
教师、家长和社区手册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87-6
19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教育促进有效营养行动计划”（ENACT）课

程根据已知需求，通过积极主动和注重社会和环境

的方式来促进饮食的长期改善。

教育促进有效营养行动计划
学生课本和辅导员手册

罗马，2016年
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这些计划课程有助于促进农业对低收入国家儿童

的营养产生积极影响。本课程涵盖六个主题：计划的

规划、能力建设、实施、监督、监测和评估、以及可

持续性。

农业和营养教育相结合促进改善婴幼儿营养
计划课程

http://www.fao.org/docrep/017/i3261e/i3261e.pdf
http://www.fao.org/3/a-a0218e.pdf
http://www.fao.org/3/a-i4952e/index.html
http://www.fao.org/3/a-i636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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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动手册
www.fao.org/WFD2017-contest

2017 年世界粮食日

本实用指南旨在改善发

展中国家的家庭营养。它主

要针对卫生工作者、营养学

家、农业推广人员，或负责

编制营养教材和活动并与当

地社区民众合作的其他发展

工作者。它也会使家庭照料

者受益。本指南涵盖的主题

包括基本营养、家庭粮食安

全、饮食计划、食品卫生，

以及男女老幼和患病和营养

不良群体的特殊膳食需求。

罗马，2004年  
(2005、2013再版)
ISBN 978-92-5-105233-4
128页，176 × 250 mm
26.00美元，环装版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本出版物着重论述了启动新的农

民田间学校计划所需的过程和重要决

定。它引导读者学习如何根据当地具

体条件，为制定此类计划打下坚实基

础所需的基本步骤。它还阐述了确保

计划相关性、质量、增长和可持续性

所需的基本要素和过程。

罗马，2017年
20页，148 × 210 mm
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罗马，2007年
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
西班牙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409126-2
11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即将出版）、葡萄牙文

（即将出版）、俄文 

家庭营养指南

农民田间学校
指导文件

2017年世界粮食日
投资粮食安全，促进农村
发展

食物权：世界之窗
资源活动指南 

http://www.fao.org/3/a-y5740e.pdf
http://www.fao.org/3/a-i5296e.pdf
http://www.fao.org/3/a-i5685e.pdf
http://www.fao.org/3/a-a1301e.pdf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d6d10284-13e2-4b27-a70a-0c0a9e4cfe34


粮农组织自1947年以来不断收集来自24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其范围

涉及生产、消费、贸易、营养、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粮农组织统计数据

库是世界上最全面的粮食和农业统计数据库。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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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年鉴
林产品（2015年）

粮农组织年鉴
渔业及水产养殖统计（2014年）

本年鉴汇集了捕捞和水产

养殖、船队、渔民数量、商品

生产和贸易等方面的数据，以

及鱼和渔产品食物平衡表的数

据。所有关键信息和统计表都

包含在一张光盘中。随附的小

册子包括一般说明、概念和分

类，以及汇总表和粮农组织主

要捕鱼区的活页地图。小册子

还包括与个别统计数据集相关

的主要趋势和问题概述。

本出版物由世界所有国

家和地区基本林产品统计数

据汇编而成。它包含林产品

产量、贸易量和贸易值的年

度数据。它还提供显示贸易

趋势和某些产品贸易平均单

位价值的表格。年鉴中所含

统计资料主要来自各国通过

问卷调查和官方出版物向粮

农组织林业部提供的数据。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009268-3 
104页，210 × 295 mm
18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三语种）

罗马，2017年
358页，210 × 297 mm

68.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

西班牙文（多语种）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617-9
246页，100 × 210 mm
4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渔业及水产养殖统计 
（2015年）

即将出版

本书第一部分阐述粮食

安全和营养主题，包括从全

国家庭调查收集的粮食消费

数据。第二部分提供国家和

区域简况，以及人体测量、

营养缺乏症、营养补充、膳

食热能供应和“基本情况”

等指标。本统计基本情况提

供有关人口统计和（基于

死亡模式的）健康状况及安

全供水和卫生设施等指标。

通过人体测量指标不仅能够

看出营养不良发生率，而且

还可以了解肥胖症发生率。

膳食指标以国家食品供应为

基础，并记录了整体饮食质

量。本书还强调了婴儿生命

头1000天饮食的重要性，并

提供了有关母乳喂养质量、膳

食多样性和就餐次数的指标。

粮食和营养数字（2014年）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5716t.pdf
http://www.fao.org/3/a-i4175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66177/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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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5年，ISBN 978-92-5-108802-9 
236页，100 × 210 mm，4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5年，ISBN 978-92-5-108894-4
194页，100 × 210 mm，2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统计袖珍手册
（2015年）
世界粮食和农业

粮农组织统计袖珍手册
咖啡（2015年）

欧洲及 
中亚

近东及 
北非

亚洲及 
太平洋非 洲

本年鉴介绍了与农业和

粮食安全相关的若干重要指

标，可供国际社会、各国政

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用

来评估当前趋势和确定优先

行动。本出版物分为主题和

国别统计两大部分。它涉及四个重点领域中农业

和粮食安全的各个方面：基本情况、饥饿程度、

食品供应和环境。本书是《粮农组织统计年鉴》

系列产品之一；其数据来自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和粮农组织其他数据库及国际组织的数据库。

全球大部分咖啡豆由

小农生产，而且咖啡还是

他们中许多人现金收入的

重要来源。目前咖啡的年

产量接近900万吨，较十年

前增加100万吨。本手册是

《粮农组织统计年鉴》系

列出版物的一部分。它以咖啡为主要交易商

品并含有国家概况和若干年份的主要指标。

主题包括：概览、咖啡及相关作物产量、咖

啡及相关产品消费量、贸易、价格和环境。

专题图表提供有关咖啡产量和消费量的直观

概览。

统计袖珍手册
区 域 统 计 年 鉴

提供的统计数据和指

标涉及广泛的主题：

农业生产、生产力和

增长、投资、农村人

口和福利、贫困、农

村就业、性别、粮食

安全、食品安全和营

养、农业活动中的自

然资源利用（如土

地、水和森林）、气

候变化、环境污染和

生物多样性。

即将出版

粮农组织统计袖珍手册（2017年）
即将出版

http://www.fao.org/3/a-i498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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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粮农组织
2016-2025年农业展望
特别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

农业展望》是经合组织与粮

农组织合作开展的项目。过

去十三年来每年定期发布的

本出版物已经成为主要的全

球农产品指标。它集合了两

个组织在商品、政策和国家

方面的专长以及合作成员国

的意见，对国家、区域和全

球农产品市场的中期前景进

行评估。

由经合组织与粮农组

织合作编写的本出版物第十

二版提供到2025年主要农产

品、生物燃料和水产品的预

测。在十年展望期内，需求

增长放缓将与生产效率增加

相适应，这意味着农产品价

格会相对平实。然而，市场

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或将导致

波动再现的风险。

在今年的报告中专门

有一个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章节，对其前景的展望是

粮食供应量增加，这将有助

于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下降。

通过整个区域更加稳定的政

策、战略性的公共和私人投

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

面）以及适当调整的研究和

推广机制，该区域的农业前

景有望得到极大的改善。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 
2016-2025年农业展望

特别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2016-2025年农业展望
本农业展望报告是经合组织与粮农组织第12次共同准备的版本，为主要农产品、生物燃料和水产品提供到2025

年的预测。本2016年的报告包含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前景与挑战的专题章节。

在十年展望期内，需求增长放缓将与生产效率增加相适应，这意味着农产品价格会相对平实。然而，市场和政策不

确定性意味着存在复苏性波动的风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前景是粮食供应量增加，这将支持食物不足发生率

的下降。通过更加稳定的全区域政策、战略性的公共和私人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及适当调整的研究

和推广，该区域的农业前景可以极大地得到改善。

内 容

内容提要

第一章 2016-2025年农业展望

第二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 未来十年的前景与挑战

第三章  谷物

第四章 油籽和油籽产品

第五章  食糖

第六章  肉类

第七章  奶制品

第八章  鱼类

第九章  生物燃料

第十章  棉花

统计附录

预测和以往趋势在统计附件中均予以介绍，其更为详尽信息可在以下网站获得：

http://dx.doi.org/10.1787/agr-data-en

增补信息可在以下网站获得：www.agri-outlook.org

ISBN 978-92-64-26791-6
51 2016 02 1 P

对本出版物的征询可在线访问：http://dx.doi.org/10.1787/agr_outlook-2016-en

本出版物同时发布于经合组织在线图书馆，该图书馆汇集了所有经合组织的书籍、期刊和统计数据库。欲获得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oecd-ilibrary.org

9 7 8 9 2 6 4 2 6 7 9 1 6I5778Ch/1/12.16

ISBN 978-92-5-509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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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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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十年对 

食品，特别是鱼类、肉

类和禽类的需求 

 将大幅增长。

饲料用粗粮和蛋白粉 

需求量将同时上升。

提高生产力或将 

成为应对需求增长的 

主要手段。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预计食物不足发生率将

从23％降至19％。

i

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9296-1
136页，210 × 297 mm 
72.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中文、 
法文、西班牙文

将于2017年7月出版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 
2017-2026年农业展望

本出版物2017年版重

点关注东南亚各国农业部

门的前景和挑战，特别是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

西亚、缅甸、菲律宾、泰

国和越南。

http://www.fao.org/3/a-i577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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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65-4
204页，210 × 297 mm

30.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俄文、西班牙文

2020年世界农业普查计划
第 1 卷：计划、概念和定义

美洲农业和农村发展前景
2015-2016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展望

本出版物旨在为各国于

2016-2025年开展的农业普查

提供指导。2020年世界农业

普查计划将确保收集的数据

在国际上具备可比性，并满

足新的信息需要。本出版物

阐述了四种农业普查模式，

并强调了信息技术发展对于

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和发布

带来的好处。通过采纳这些

准则，各国可以确保普查结

果协调统一并在国际层面具

有可比性，使各国能够将本国

数据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本出版物对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区域的宏观经济、农

业、农村福祉和政策的趋势

及前景进行了分析，并就推

动该区域农业恢复发展势头

和促进农村发展所应采取的

政策提出建议。这些建议中

包括减轻农业经济放缓的影

响，刺激农业生产力，推进

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以及促

进家庭农民、青年和农村妇

女成功融入农业价值链。

圣何塞，2015年
ISBN 978-92-9248-579-5 
212页，215 × 280 mm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http://www.fao.org/3/a-i4913e.pdf
http://www.fao.org/3/a-i660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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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世界森林变化情况

201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案头参考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508826-1
252页，210 × 297 mm
10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自1990年以来，人口的

增加和林地转化为农业和其

他用途导致森林面积丧失了

大约1.29亿公顷，这几乎相

当于南非的面积。然而，本

报告以涉及234个国家和地区

的综合数据为基础，显示在

过去25年里全球净毁林率下

降了50%以上。本出版物还提

及，受到保护的森林面积不

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已

在改善森林管理，但该积极

趋势必须得到进一步加强。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于

1948年首次发布，并提供了

关于世界森林状况的五年情

况更新。

本案头参考资料提供了各国为2015年全球

森林资源评估报告的数据。它以易于查阅的表

格形式提供，为主要综合报告和林地使用数据

浏览器网站现有的更为详细数字提供实用参考。

罗马，2016年（第二版）
ISBN 978-92-5-509283-1

54页，210 × 297 mm
65.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2015年 
全球森林资源

评估报告
世界森林变化情况

第二版

2015年 
全球森林资源

评估报告
世界森林变化情况

第二版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4793e.pdf
http://www.fao.org/3/a-i4808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326911/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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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投资中心
1964-2014年
五十年发展支持

自1964年成立以来，粮

农组织投资中心贡献了超过

1000亿美元，用来改善农村

人民的生活和生计。本书讲

述了投资中心的发展历程、

现状和未来设想。本出版物

包含大量个人回忆、早期文

件和图片，其生动有趣的呈

现方式将吸引投资专家和有

意汲取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

的人士。

罗马，2015年
160页，18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投资中心

视频 3’37”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4654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7Vtpe60iA
http://www.fao.org/support-to-investment/news/detail/en/c/35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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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供求简报》提供了世界谷

物市场的最新发展态势。该月刊还附

有一份详细的谷物产量评估，以及介

绍国家/区域供求情况的季刊《作物前

景与粮食形势》。

本报告每年向政府间柑

橘类水果小组成员和观察员

公布。报告提供有关主要农

业原料和园艺及热带产品的

经济数据和分析。所涉及的

商品包括香蕉和热带水果、

柑橘类水果、棉花、生皮和

皮革、食糖、茶叶等。

这是“世界统计纲要”第十七

版。为了满足对皮革及衍生产品行业

协调一致的统计数据日益增长的需

求，本纲要包含了截至2015年的最新

数据，以及大约190个国家的统计分

析结果，将生皮加工到成品的各个阶

段联系起来。

罗马，2016年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 
ISBN 978-92-5-109213-2 
13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2015年 
柑橘类水果统计

罗马，2016年 
5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1999-2015年世界生皮、 
皮革和皮鞋统计纲要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谷物供求状况
截至2016年11月

http://www.fao.org/3/a-i5599e.pdf
http://www.fao.org/3/a-i5558e.pdf
http://www.fao.org/3/a-i666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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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AMIS）市场监测报告提

供有关国际商品市场主要

发展情况的综合概览，重

点是小麦、玉米、大米和

大豆。它提供该市场信息

系统成员组织针对国际市

场形势和展望所做的集体

评估。本报告每年发布十

次，其目的是提高市场透

明度，并确定可能引发决

策者关注的新问题。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报 告   

罗马，2017年 
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3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AMIS市场监测
 2016年11月

罗马，2016年
1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大米市场监测报

告提供对全球大米市场最新发

展情况的分析，其中包括短期前

景。本报告每年发布四期。

粮农组织大米市场监测 
2016年12月

罗马，2016年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
文、西班牙文

《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

每年出版四期，重点是对发展中

区域，特别是低收入缺粮国产生

影响的变化情况。本报告提供各

地域的粮食形势，一个关于低收

入缺粮国的专门章节，以及需要

外部粮食援助的国家名单。

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 
2016年12月

“油料作物价格和政策月度

更新”根据粮农组织具体价格指

数，研究油籽、油和油饼粉国际

价格发展情况，并发现对全球油

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近期政策

和市场情况。

油籽、油和油饼粉
价格和政策月度更新第91号， 
2017年2月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est/COMM_MARKETS_MONITORING/Rice/Images/RMM/RMM-Dec16_H.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est/COMM_MARKETS_MONITORING/Oilcrops/Documents/MPPU_Apr10.pdf
http://www.amis-outlook.org/fileadmin/user_upload/amis/docs/Market_monitor/AMIS_Market_Monitor_Issue_43.pdf
http://www.fao.org/3/a-i655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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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SUPARCO，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183-8
136页，297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巴基斯坦“拉比”作物图
（2013–2014年）
小麦和秋马铃薯

罗马，2014年
100页，285 × 350 mm

精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巴基斯坦土地覆盖图集
旁遮普省

罗马，2014年
100页，285 × 350 mm

精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巴基斯坦土地覆盖图集
信德省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62-3
112页，285 × 350 mm
150.00美元，精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巴基斯坦土地覆盖图集
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联邦直辖
部落地区

地图集

粮农组织是全球土地覆

盖国际标准本体的主要制定

者，该标准为其成员国及联

合国和欧洲联盟广泛使用。

一个专家小组负责支持

各国进行土地覆盖填图、农

业生态区规划、作物监测，

以及针对环境退化、粮食安

全和自然灾害开展建模和风

险分析。该小组由八名专门

从事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

统监测自然资源和农业的专

家构成。粮农组织以印刷和

电子格式提供详细的国家土

地覆盖数据库。

巴基斯坦土地覆盖图集 
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巴基斯坦政府启动了一项综合计划，

旨在利用地球观测卫星数据改进农业统计报告。农业应用程序可

以通过该土地覆盖图获得详细、更新、可靠和准确的基准数据，

用以支持空间监测，以及评估生态系统和景观动态。还可以利用

这些数据创建可靠的当前土地利用模型来促进开发。本图集涵盖

该国不同区域 。

http://www.fao.org/3/a-be839e.pdf
http://www.fao.org/3/a-be838e.pdf
http://www.fao.org/3/a-i550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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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土地覆盖图集

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多山的国家，总面积约65.2万平方公里，因

其地处中亚的十字路口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国拥有复杂的贸

易和文化网络以及重要的自然资源，但水土资源却极为有限。本

图集利用目前的土地覆盖评估和高分辨率航拍图片，提供有关当

前土地覆盖状况和主要土地覆盖类别分布方面的可靠信息。

罗马，2011年
74页，420 × 297 mm
10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利雅得，2017年
ISBN 978-92-5-609601-2
210页，300 × 30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915-6
112页，430 × 350 mm
280.00美元，精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南苏丹共和国土地覆盖图集

根据从高分辨率卫星图像、非洲地面覆盖数据库

（Africover）和其他来源获得的数据，本图集按行政和次流

域区划提供南苏丹共和国地面覆盖分布情况。现场验证工作由

接受过相关方法和工具专门培训的国家专家完成。最终产品共

有约10万个多边形，并将所分43个不同类别汇总成七大类，以

便于分析和显示。

巴哈省和邻近地点树木图集

本图集有助于提高对沙特阿拉伯植物区系的了解，而且

可作为负责该国可持续森林发展工作人员和机构的一本实用手

册。它促进实现本组织的战略目标2（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

生产率和可持续性）以及加强近东国家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

（包括动物遗传资源）方面能力的区域重点领域。

罗马，2012年
56页，420 × 297 mm
9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利用从高分辨率卫星图像、非洲地面覆盖数据库（Africover）

和其他来源获得的数据，本图集按行政区划提供苏丹地面覆盖分布

情况。现场验证工作由接受过相关方法和工具专门培训的国家专家

完成。最终产品共有约49万个多边形，并将所分83个不同类别汇总

成七大类，以便于分析和显示。它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国家和州。

苏丹土地覆盖图集

http://www.fao.org/3/a-be895e.pdf
http://www.fao.org/3/a-i6725a.pdf
http://www.fao.org/3/a-i5043e.pdf
http://www.fao.org/3/a-be896e.pdf


这些出版物所涉及的主题重点介绍了粮农组织在努力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重点主题领域。

焦点问题



焦点问题
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

食品安全和营养

迁 移

和平与安全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零饥饿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焦点问题

54

罗马，2016年 
48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生物多样性

中国

森林、村庄、梯田及河流构

成了典型的哈尼水稻梯田

生态景观。

© 粮农组织//闵庆文

将生物多样性作为

一项跨领域主题纳入农

业、渔业和林业部门的

主流工作。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必须不断得

到提高以确保实现提供充足、安全和

富含营养食物的社会目标。本出版物

阐述了确保生物多样性在改善粮食安

全方面作用的要素。它总结了未来40

年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对确保

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和有效生产系

统所需的根本性变革的看法。

罗马，2011年 
ISBN 978-92-5-106748-2 

78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以多种方式造福民众，包

括提供食物、洁净水、居所

和原料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

要。这本小册子介绍了粮农

组织将生物多样性作为跨领

域主题纳入农业、渔业和林

业部门的工作。它提供了实

地活动的范例并强调了相关

的国际机制。

可持续农业促进生物
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农业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促进粮食
安全和可持续性

http://www.fao.org/3/a-i1980e.pdf
http://www.fao.org/3/a-i6602e.pdf
REF. http://www.fao.org/documents/en/#querystring=aW5tZXRhJTNBam9iTnVtYmVyPWk2NjAyJmVuZHN0cmluZz0x


55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7998-0
40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介绍了多年生作物育

种计划的最新趋势和研究。许多生产

系统和农业实践在今天已经不再可持

续，因为它们给土壤、水、生物多样

性和生计造成严重影响。让多年生作

物成为当前的主要生产方法可有助于

稳定脆弱的土壤和维护确保作物稳定

和高产所必需的自然过程。

粮农组织制定了一项

计划，旨在确定和评估作物

授粉缺失的情况。其工作结

果有力地证明了世界各地不

同的农业系统中普遍存在授

粉不足的情况。在本出版物

中，研究和决策人员针对一

系列解决授粉不足的行动开

展研究，并制定了一套指示

性的政策应对措施。本出版

物显示了科学界、知识人士

和决策者在生态系统服务领

域加强交流的重要性。

将生态系统服务和 
生物多样性纳入太平洋岛屿 
农业生产和管理主流工作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9529-4
92页，176 × 250 mm
37.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指导性文件详细介绍了生态

系统服务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

系，并分析了太平洋各岛屿当前的政

策和最佳做法。它特别阐述了化学品

可持续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利用

之间的协同作用。该出版物还提出了

旨在减少农用化学品使用的主流农业

方法的关键政策切入点。

农业生产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系列

以授粉为重点将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主
流工作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666-7 
66页，212 × 292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多年生作物促进粮食安全
粮农组织专家研讨会文集

http://www.fao.org/3/a-i3495e.pdf
http://www.fao.org/3/a-i6505e.pdf
http://www.fao.org/3/a-i4242e.pdf


鉴于资源有限、环境退

化，以及粮食基础持续缩减

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当前的

粮食系统在为不断增长的人

口提供安全、多样化和富含

营养的食物方面正面临着与

日俱增的挑战。为了将生物

多样性纳入主流工作并在国

家和地方各级改善营养状

况，需要全面了解食品生物

多样性对健康饮食的作用。

粮农组织制定的这套准则旨

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策、

计划及国家和区域营养行动

计划。它重点阐述本组织如

何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将生

物多样性作为优先事项纳入

食品消费调查。

膳食摄入调查中食品生物
多样性评估准则

粮农组织和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598-0
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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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罗马，2012年
E-ISBN 978-92-5-107288-2
308页，205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种质库标准

罗马，2014年 
E-ISBN 978-92-5-507855-2
168页，175 × 250 mm
64.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可持续饮食与生物多样性
政策、研究和行动方向与解决办法

畜牧业对生物多样性的

积极或消极影响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其生产强度、具体

做法的性质、饲养的牲畜品

种和当地的生态条件。本出

版物阐述了旨在协助利益相

关者评估畜牧对生物多样性

影响的总体原则。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521-8  
17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畜牧业生物多样性影响
评估原则

http://www.fao.org/3/a-i6717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6/i3004e/i3004e.pdf
http://www.fao.org/3/a-i3704c.pdf
http://www.fao.org/3/a-i649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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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菜园
南高加索地区遗传资源
养护及其在传统小农粮
食生产系统中的应用

豆类 
对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UNEP）将生物多

样性定义为：“所有来
源的形形色色的生物
体，这些来源包括陆

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

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

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
种内部、物种之间和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据估计，现在有

数百种豆类，包

括许多未出口

或非全球性生

长 的 当 地 品

种。 这 些 作

物 的 遗 传 多

样性是农场土

壤和病虫害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

其是对小农而言。

关键事实
 ⌂ 土壤健康是食品安全的

基础，豆类有助于提高土壤
微生物量和微生物活性，从
而改善土壤生物多样性。

 ⌂ 在复种系统中种植豆类
能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适
应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系统
服务。

 ⌂ 在促进活生物体和生态
复杂性、重建生态系统的良
好自然运作上，豆类发挥了
多种作用。

提高土壤生物多样性 

豆类有一个重要特性 — 生
物固氮能力。这些作物与某些

类型的细菌（即根瘤菌和慢生

根瘤菌属）共生，能将大气中

的氮转化为可被植物利用的氮

化合物，同时提高土壤肥力。1 

有些豆类品种还能释放土壤

中的结合态磷，这也对提供

植物养分发挥了重要作用。2 

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种植豆类有

助于维持和 / 或提高土壤中至

关重要的微生物量和微生物活

性，因此豆类能滋养那些能提

升土壤结构并提供养分的生

物体。3 土壤生物多样性

程度高不仅能提高生

态系统应对干扰和压

力的抵抗力和适应

力，还能提升生态

系统的抗病能力。4

所有这些功能对于保

持土壤健康尤其重要，

而土壤健康又是粮食安全和

健康的基础。

空气中 
的氮

微生物将氮“固定”
在豆类作物的根部

结节中。

碳水化合物

菜
豆
（

PH
AS

EO
LU

S 
VU

LG
AR

IS）

营  养 | 粮  食  安  全 | 健  康 | 气  候  变 化 | 生  物  多  样  性

豆类有助于提高土壤生物多样性，因为它

们能够将自身所含的氮固存在土壤中，从而增

加土壤的肥力。据估计，现在有数百种豆类，

包括许多未出口或非全球性栽培的当地品种。

本手册介绍了豆类对农业、种植系统和生物多

样性的益处。

罗马，2015年，
4页，210 x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豆类对生物 
多样性的意义

生
物多样性被描述为“包括陆地、

水体或海洋在内的任何来源的生

物体之间的变异性”。它包括种

内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种间

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态

多样性）。土壤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

也是地球上最为多样化的栖息地之一：它包含了无

数种不同的生物，这些生物相互作用，促进全球循

环，维持所有的生命。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地方蕴含

着像土壤群落中那样多的物种；然而，土壤的生物

多样性却鲜为人知，因为它存在于地下，其大多无

法被人眼察觉。

©粮农组织/A. Odoul

©粮农组织/Giulio Napolitano

土壤与生物多样性
土壤中蕴含着世界四分之一的生物多样性

土壤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也

是地球上最为多样化的栖息地之一：它包含了

无数不同种类的生物，这些生物相互作用，促

进全球循环，维持所有生命。本手册揭示了保

护和改善土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罗马，2015年，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土壤与生物多样性
土壤中蕴含着地球四分之一
的生物多样性

共同海洋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全球
可持续渔业管理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

本出版物概述了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

区的共同海洋计划。

罗马，2016年
8页，210 × 245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0年
ISBN 978-92-5-106613–3
392页，210 × 24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俄文

在营养和农业

计划中适当利用粮食

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是

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

良的重要手段。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委

员会批准该《自愿准

则》，其目的是协助

各国确保生物多样性

在营养计划中的最佳

利用。

罗马，2015年 
8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俄
文、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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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高加索是支撑

全球粮食生产的诸多

物种和品种的重要起

源和多样性中心。本

书含有500张图片和相

关信息，主要介绍具

有适应21世纪生产系

统潜力的若干物种。

本出版物还探讨了作

为可持续农业系统维

护者的南高加索人的

饮食习惯。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earch/en/?querystring=#querystring=aW5tZXRhJTNBY3VzdG9tVGl0bGU9R2FyZGVucytvZitCaW9kaXZlcnNpdHkmZW5kc3RyaW5nPTE= 
http://www.fao.org/3/a-i5389c.pdf
http://www.fao.org/3/a-i4551c.pdf
http://www.fao.org/3/a-i5500e.pdf
http://www.fao.org/3/a-i5248c.pdf


当 代 面 临 的 决 定

性问题和对全球粮食安

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

贫困的根本威胁。

气候变化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720-7
572页，210 × 297 mm

7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第二版

肯尼亚

从污水坑采集饮用水。由于

缺乏饮用水，许多人患有腹

泻、霍乱、疟疾等疾病。

© 粮农组织/A. Vitale

这本小册子是为2016年在马拉

喀什举行的缔约方会议（COP22） 

而编制的，主要以2015年巴黎会

议（COP21）的工作和主要信息为

基础。本出版物包括一份有关粮

农组织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综

述，而且还集中介绍了粮农组织可

向各国提供的与农业、畜牧业和林

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相关

最新知识、工具和方法。

罗马，2016年 
36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即将出版

气候智能型农业以同时

应对粮食安全和气候挑战的

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三个

方面，即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统筹协调。本书的目的是

进一步扩展这一理念，并阐

述其潜力和局限性。本资料

手册旨在帮助决策者了解有

助于提高农业各部门、景观

和粮食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

力的备选方案。

气候智能型农业
资料手册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201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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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b-i6273c.pdf 
http://www.fao.org/3/a-i3325e.pdf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估算
应对发展中国家数据需求手册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制

定的国际气候政策协定和技术准则，各国

通过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来报告所有部门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农业部门，尤

其在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特殊的挑战，

因为汇编和定期更新国家农业、林业和土

地利用方面的统计数据困难较大，而这也

是编制国家温室气体估计数的第一步。

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 
风险及应对办法

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确保粮食安全和良

好营养是人类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本

报告汇集了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的资料及其他科学依据和经验，阐述了气候

变化如何影响环境、农业生产、经济和社会

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贫困社区的影响。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8998-9
112页，210 × 297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5年，ISBN 978-92-5-108674-2
192页，210 × 297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罗马，2017年 
1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概要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木炭产业转型
建立绿色木炭价值链，减缓 

气候变化，改善地方生计

世界范围内取自森林的

木材中有半数被用来生产能

源，主要用于烹饪和取暖。其

中近五分之一被转化为木炭，

其产量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内

持续增长。尽管木炭产业为超

过4000万人创造收入，但它以

非正规形式为主而且缺乏监

管，给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有

害影响。本出版物阐述了建立

绿色木炭价值链在减少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巨大潜力。

它还为决策人员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在气候智能型木炭产业

开发领域可采取的行动提出 

建议。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战略
罗马，2017年7月

罗马，2017年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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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本出版物探究了气候变化可能

给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包括生态系

统和物种构成发生改变，人类与野生

动物冲突及荒地火灾不断增加，以及

入侵物种和传染病传播。本书着重阐

述热带陆地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但

也涉及其他动物区系、生态系统和地

理区域。它审议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应

对措施，如适应性管理、生态系统恢

复，以及采用综合性景观方法开展生

物多样性养护。通过案例研究对上述

问题和应对方法进行说明。

本报告提供了迄今为

止对全球畜牧部门温室气体

排放及减缓气候变化潜力的

最全面评估，详细分析了由

不同生产系统和供应链导致

排放的规模、来源和途径。

报告以生命周期评估、统计

分析和情景设定为依据，确

定了迫切需要的具体减排方

案，因为预计到2050年对畜

产品的需求或提升70%，这将

导致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增加。

罗马，2012年
ISBN 978-92-5-107089-5
118页，176 × 250 mm

3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西班牙文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831-0
124页，176 × 250 mm
3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尼泊尔文、西班牙文

通过畜牧业应对气候变化
排放和减缓机遇全球评估

气候变化和气候多样性在全球

范围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而且更多

问题不可避免。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需要对森林政策、管理计划和做法作

出调整。本套准则旨在帮助森林管理

人员更好地评估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

的挑战和机遇。本准则建议采取的行

动适用于各类森林经营者，包括个体

森林所有者、私营森林企业、公共机

构、土著团体和社区森林组织，而且

适用于所有森林类型和区域，以及所

有管理目标。

森林管理人员气候变化准则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野生动物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920-1
140页，176 × 250 mm
40.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http://www.fao.org/3/a-i2498e.pdf
http://www.fao.org/3/i3383e.pdf
http://www.fao.org/3/i3437e.pdf


应对气候变化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作用

气候变化将导致适合种植多种

作物的土地分布发生变化。它还将

引发畜牧方面的问题，从热应激问

题到饲料和水的供应。其他可能的

后果包括授粉媒介与作物开花不同

步，外来入侵物种、有害生物和寄

生虫传播的有利环境增多。气候变

化的速度和幅度日益造成威胁，但

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的遗传多样性使其有能力

适应并生存。本出版物强调应尽早

采取行动，确保世界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性。

RIMA-II
抵御能力指数测量和分析 - II

粮农组织带头致力于衡量人

们在抵御粮食不安全方面的能力和

加强恢复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粮

农组织抵御能力指数测量和分析

（RIMA）工具的升级版“RIMA-II”

为衡量抵御能力提供了更广泛的分

析和新的工具。

罗马，2016年，3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农业部门
国际支持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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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5年 
SBN 978-92-5-108441-0
132页，175 × 245 mm 

43.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增强农业生计抵御威胁和危
机的能力

罗马，2016年，20页，185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对加强抵御灾害

和危机能力的手段进行了评

估。日益增多的灾害和危机给

需要多年才能建立的农业生计

和发展成果造成破坏。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35-4 
8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6400e.pdf
http://www.fao.org/3/a-i3866e.pdf
http://www.fao.org/3/a-i5615e.pdf
http://www.fao.org/3/a-i5665e.pdf


气候变化

茶是仅次于水的世界消费最广泛

的饮料。然而，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

变暖给目前包括茶叶种植在内的农业

系统的抵御能力造成重大威胁。由世

界主要茶叶生产国制定和实施的适应

战略汇编是粮农组织政府间茶叶小组

气候变化工作组在减少气候变化对茶

叶影响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本出版物介绍了粮农组

织关于气候对香蕉价值链影响

的一个评估项目。该项目旨在

支持厄瓜多尔可持续和气候变

化适应型战略的各项举措。本

研究报告收集到以下方面的实

证：（i）在厄瓜多尔和其他

香蕉生产国，气候变化条件下

香蕉的适宜性；（ii）气候对

厄瓜多尔香蕉产量和潜在疾病

发病率的影响；（iii）从生

产到消费，包括运输和废物处

理等领域的碳足迹和温室气体

排放。本书所含政策分析的重

点是政府为确保劳动者、种植

园主和出口商之间更加公平的

利益分配而制定的各项措施。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79-8 
10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气候变化影响下的 
厄瓜多尔香蕉产业
促进可持续和气候适应型战略
的经济和生物物理评估

粮农组织政府间茶叶小组 
气候变化工作组报告

继2010年在新德里举行的政府间

茶叶小组会议之后，肯尼亚政府要求

粮农组织协助就气候变化对茶叶部门

的影响开展评估，并帮助制定新的应

对战略。本报告是在肯尼亚实施的两

年期项目的成果，其中包括气候影响

综合评估结果。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33-3
184页，210 × 29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气候变化影响下的 
肯尼亚茶叶产业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49-1 
180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焦点问题

62

http://www.fao.org/3/a-i5697e.pdf
http://www.fao.org/3/a-i5743e.pdf
http://www.fao.org/3/a-i4824e.pdf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244-6 
80页，210 × 297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 
工作文件

国际、国家和地区各级官
方生物经济战略如何处理
可持续发展问题
概述

国家自主预期贡献中的 
农业部门
分析

生物经济的跨学科性质在促进实现可持

续经济发展的同时，为解决粮食安全、自然资

源短缺、对化石资源的依赖和气候变化等相互

关联的社会挑战提供了独特的机遇。本报告概

述了国际、国家和地区各级约20项生物经济战

略，审议了与其中一些战略相关的10项行动计

划，并作出总结性阐述。

本报告概述了如何将农业部门纳入国家

自主预期贡献。它探讨了减缓机制，为确定

国际社会支持农业部门气候行动的优先重点

提供了依据。

利用还是丢弃？
制定作物残茬可持续利用决
策支持工具

罗马，2014年，ISBN 978-92-5-108600-1
100页，210 × 297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364-1 
48页，210 × 297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587-4
167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埃及生物能源与 
粮食安全项目评估
农业和畜牧业残留物为可持
续生物多样性提供解决方案

能源的获取如何影响粮食损失
 见第50页  

在过去十年中，对生物能源生产的兴趣

与日俱增，以至于有必要改进作物残茬管理。

作物残茬历来具有多种用途，包括用来维持

粮食生产所需的土壤健康，用作牲畜饲料和

垫草，以及作为取暖和烹饪的原料。今天，作

物残茬管理与粮食安全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联

系。该研究是制定土壤残留物管理决策支持工

具的首次尝试。它致力于研究作物残茬管理对

土壤质量和产量的影响，而它们也是粮食安全

的两个重要方面。本报告的结论表明，作物残

茬管理必须考虑具体条件，根据具体地点来制

定粗质土壤的残留物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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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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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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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新报告系列由全球信息和预警系统（GIEWS）

编制，重点阐述了若干异常情况，作为警示。它们还针对

处于紧急情况的各国，提供有关国家和地区各级粮食安全

形势的信息。

GIEWS
系列

在萨赫勒地区，大约65％ 

的劳动人口在农业部门就业，

这意味着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

气候变化、市场波动和环境因

素的影响。造成对粮食不安全

和营养不良易受害性的根本原

因涉及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因

素，如贫困、健康、卫生和获

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以及

气候变化和其他频繁发生的各

种冲击，它们导致大量人口陷

入几乎长期的脆弱状态。已经

制定出多项创新做法，帮助降

低风险，适应气候变化，抗击

营养不良和实施社会保护。这

本小册子介绍了在“知识交流

会”期间编写的11种良好做

法，目的是促进在区域和国际

层面的传播与推广。

气候变化

GIEWS更新
南苏丹

罗马，2017年
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GIEWS更新
飓风“马修”

罗马，2016年
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GIEWS更新
东南亚洪灾

加强萨赫勒和西非地区对
粮食和营养不安全的抵御
能力

粮农组织和CILSS，罗马，2016年
6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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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遭受90年一遇的重大干旱

背景下，2016年6月，全国63个省份

中有52个宣布进入急状态。本报告提

供了有关干旱紧急情况的最新评估，

其结果显示多年生主粮和经济作物受

损，动物死亡（特别是鸡鸭）以及水

产养殖和灌溉用水不足。尽管政府对

受灾最严重的社区给予长期援助，但

证据表明，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持来帮

助人们恢复粮食生产能力和收入。

本研究利用粮农组织的

农业压力指数系统，促进对

厄尔尼诺现象的了解。该系

统可确定异常的植被生长情

况和种植季节期间耕地可能

发生的干旱。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671-1
52页，210 × 290 mm
2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河内，2016年 
7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了解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
农业产区造成的干旱影响
采用粮农组织农业压力指数开
展的评估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53-5 
3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厄尔尼诺现象对千百万

人的农业生计构成全球性威

胁。本出版物简述了厄尔尼

诺现象给南部非洲农业生计

造成的影响，以及粮农组织

在该区域开展行动的资金需

求和优先重点。

南部非洲的厄尔尼诺应对 
计划（2016/17年）

2015-2016年 
厄尔尼诺现象
采取早期行动和应对措施以确
保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

越南的“厄尔尼诺”事件
针对干旱和咸水侵入开展农业、粮食安全
和生计需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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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83-2 
44页，297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4页，216 × 279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人类安全与厄尔尼诺/ 
拉尼娜现象
就经常性和极端天气事件 
制定应对框架

http://www.fao.org/3/a-i6020e.pdf
http://www.fao.org/3/a-i4251e.pdf
http://www.fao.org/3/a-i5981e.pdf
http://www.fao.org/3/a-i6049e.pdf
http://www.fao.org/3/a-i6127e.pdf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

本报告回顾了加勒比地区干旱的特

征和管理情况，确定了负责干旱管理的

国家和区域机构和协调中心，并收集整

合它们在国家和区域一级的工作信息。

本报告还涉及该地区干旱的特征和管

理。加勒比是一个经常遭受包括干旱在

内的气候相关危害的地区。

本出版物是2015年6月

在曼谷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

概要，旨在促进将气候智能

型农业纳入该区域的主流工

作。报告中介绍了在不利情

况下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若

干成功案例。

罗马，2014年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概述了气候变

化给六个加勒比国家的森林

和以林为生的人们造成的实

际和潜在影响；这六个国家

是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牙

买加、圣卢西亚、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本书还研究了该区

域在森林方面与气候变化相

关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并强调了区域采取行动以缩

小差距和满足需求的机遇。

粮农组织和DWFI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48-4 
9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加勒比地区 
森林与气候变化

加勒比地区的干旱特征和管理 

气候智能型农业： 
行动呼吁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63-0 
10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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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i4220e.pdf
http://www.fao.org/3/a-i4904e.pdf
http://www.fao.org/3/a-i5695e.pdf


罗马，2016年 
6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尼泊尔农业部门 
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和 
适应气候变化

气候冲击对福利的影响
乌干达的证据

对未来气候情景的预测表明，尼泊尔的

气候条件将恶化，这可能意味着气候相关极

端情况的发生频率有所增加并对粮食生产造

成负面影响。但是，本出版物指出，由日益

加剧的气候波动和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可

以通过采取适当措施予以管理和适应。

本研究报告评估了气候冲击对家庭福利

的影响。利用国家代表小组的数据和一套新

的气候变化指标，研究结果总体反映出家庭

在消费和收入上采取的适应行为。对于社会

人口统计或财富控制变量几乎未产生重大的

影响。

多样化战略与适应力 
不足：尼日尔农村 
社区实证

罗马，2016年 
44页，210 × 297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通过对尼日尔家庭一级数据的

跨部门分析，提供了有关气候变化适应过程

的最新实证数据。特别是，本书确定了推动

作物和劳动多样化的主要因素和障碍，以及

两项旨在减轻适应力不足的生计战略。它还

通过三项福利补充措施，即收入变化、粮食

安全和贫困差距，对多样化做法的有效性进

行评估。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133-4 
164页，175 × 250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1年
ISBN 978-92-5-106795-6
200页，200 × 295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气候变化、 
水和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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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i3577e.pdf
http://www.fao.org/3/a-i5533e.pdf
http://www.fao.org/3/b-i5607e.pdf
http://www.fao.org/3/a-i2096e.pdf


气候变化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530-1 
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规划、实施和评估 
小农生产系统中的气候
智能型农业

加强农民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小农正面临着粮食不

安全、贫困、当地水土资源退化和气候持续

变化等问题。这些脆弱的农民依靠农业维持

粮食和营养安全，而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一种方式。农业系统必须不断发展，才能满

足这些农民的需求和提升其抗灾能力。本出

版物深入分析了气候智能型农业通过可持续

的、适应气候的和低排放的农作方式来实现

全球粮食安全的途径。

本出版物概述了作为《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利益分享基金第二批项目

的主要活动。其中包括在非洲、亚洲、近东、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33个国家实施的22个项

目。该出版物还旨在分享项目取得的成就、最

佳做法和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

气候变化与粮食系统
全球评估以及对粮食安全和
贸易的影响

罗马，2015年，ISBN 978-92-5-108699-5 
360页，176 × 250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收集了由一组科学家和经济学

家有关过去二十年来气候变化对全球及区域

粮食和农业影响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证据

阐明了全球变暖如何影响粮食生产的地点和

方式，并审议了对粮食安全、健康和营养、

水短缺和气候适应性的重大后果。本出版物

还强调了对全球食品贸易的影响。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305-4 
4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546-2
10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促进对气候负责任的 
泥炭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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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实效
扩大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教育
计划的影响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60-6 
6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证据明确显示：若要改

变行为习惯，就必须调整环

境教育重点 — 将更多注意

力从知识和认识提高转向能

力、行动技能和解决问题。

本报告对教育和心理研究进

行了审议，就旨在改变行为

的方案所作规划或评估提出

了若干主要目标。

气候变化 
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第五次评估报告结论摘要

本报告旨在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

部门及相关社区利用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

它简要介绍了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大量

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信息，并提供

了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相关文件的链

接，以供深入了解。报告阐述了水生

系统（内陆和海洋）内部已经观察到

和预测的化学和物理变化，以及这些

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系统的影

响。之后还对《第五次评估报告》开

展研究，以获得有关大陆和区域渔业

及水产养殖内部及相关社区所受影

响、脆弱性和适应方案等信息。

罗马，2014年
24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水－能源－粮食三位一体
支持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的新方法

罗马， 2015年 
ISBN 978-92-5-108778-7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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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i5707e.pdf
http://www.fao.org/3/a-i462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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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图册设有一项总体目标：通过教

育、促进参与和宣传，让广大公众了解气候变

化对粮食和农业的影响。它还将针对这些不利

影响提出可能解决方案和方法，以应对不断出

现的危机。以前由粮农组织各技术部门制作的

气候变化对粮食和 
农业的影响

视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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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7年 
132 pp., 210 × 26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5142e.pdf
http://www.fao.org/3/a-i5142e.pdf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BROCHURES
BROCHURES

BROCHURES
BROCHURES

BROCHURES
BROCHURES

10本小册子将被整合为一份篇幅较长，但

语言更简单且配有图形的出版物。

本书主要针对非专业读者、年轻

人，而且也面向那些希望更多地了解当代

所面临的某一特定挑战的任何人。

本手册探讨了农业部门采取气候行动的

机遇。概述了粮农组织确定的具有影响的领

域，包括：恢复退化的土地和森林，减少灾

害风险以加强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

实现渔业和水产养殖的蓝色增长，开展土地

综合管理和减少牲畜甲烷排放。

罗马，2016年，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农业领域应
对水资源短缺
气候变化全球行动框架

罗马，2016年 
24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农业部门
采取气候行动

罗马，2016年，2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

1

2 0 1 6年 1 0月 1 6日

世 界 粮 食 日

气候在变化， 
粮食和农业也在变化

我们应使农业适应气候变化以成为实现零饥饿的一代

气候在变化，粮食和农业
也在变化
2016年世界粮食日

2016年世界粮食日 
视频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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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应与浪费、

食 品 安 全 、 营 养 和 其

他 与 食 品 有 关 的 重 点 

问题。

本出版物介绍了食品法

典委员会，包括其职能和工

作方法。该委员会由粮农组

织和世卫组织于上世纪60年

代设立，现已成为了解与食

品标准相关发展情况的最重

要的国际参考咨询点。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和政府开始

关注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

并认识到应当对食物有所选

择。现在消费者常常要求其

政府采取立法行动，以确保

所销售的食品均为质量上可

接受的安全产品，而且食源

性健康危害风险降至最低。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第四版） 
ISBN 978-92-5-109236-1
5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俄文
（第三版可提供的语言版本：
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食品安全和营养

洪都拉斯

FRANCISCO NAVARRO学校的

学生在排队吃饭。

©粮农组织/G. BIZZARRI

了解食品法典
食品法典

食品法典与我们的食物
视频 10’10”

ftp://ftp.fao.org/Codex/Temp/CodexWhat_En_160526.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vSuO_43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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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手册旨在帮助成

员国政府有效参与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的工作。对出席食典委会议

的各国代表团和以观察员身

份列席会议的国际组织特别

实用。它为制定食典标准、

相关文本以及各法典委员会

和食典委的基本定义和运作

准则提出了基本议事规则。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72-2
196页，155 × 24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ISSN
 2520-288X

24
2016

食品法典委员会
程序手册
第二十五版

程
序

手
册

 ˉ
第

二
十

四
版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

食品法典委员会《程序手册》旨在帮助成员国政府有效参与粮农组
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的工作。《手册》对出席食典委会议的各
国代表团和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国际组织特别实用。它规定了基本
议事规则、食典标准及相关文本制定程序及各法典委员会的基本定义和
运作准则。它还列出了食品法典委员会全体成员。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PROCEDURAL MANUAL

Twenty third edition

www.codexalimentarius.org

C  O  D  E  X      A  L  I  M  E  N  T  A  R  I  U  S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世界卫生组织

罗马，2016年
ISSN 0251-1959 
1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俄
文、西班牙文

2016年6月

粮食展望
市场综述

ISSN
  2

2
2

7
-4

6
6

9 

食品法典委员会程序手册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9362-3 
264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粮食展望》每年出版两期，

以影响全球粮食和饲料市场的发展情

况为重点。根据本期报告，2016/17

年度粮食市场供求状况总体较好，主

要得益于出口供应充足，而且国际价

格，特别是谷物价格，相对较低且趋

稳。2016年世界粮食进口费用将下降

至七年来的最低点，首次跌破1万亿

美元门槛。

粮食展望
全球粮食市场半年度报告

本出版物审议了关于营养不良发

生率的证据并分析了相关政策问题，

这对消除这一现象而采取的全球协调

行动至关重要。上述政策问题包括：

加强作为可持续营养战略核心的粮食

系统，促进社会保护以改善福利，使

用强化和补充食品来应对微量营养素

缺乏症，以及增加获得供水和卫生服

务的机会。以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为

基础，本书最后审议了在2015年后可

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多边机构在促

进全球营养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

消除营养不良
变承诺为行动

http://www.fao.org/3/a-i4921e.pdf
http://www.fao.org/3/a-i5995c.pdf
http://www.fao.org/3/a-i570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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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史前时代以来，我们

的食品体系和消费方式便塑

造和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和社

会。各个方面 — 农业生产

实践及储存、销售和零售系

统 — 都取得了巨大进步，

促进了人口增长，并使许多

人的饮食得到改善。但在取

得这些进展的同时，也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尽管改变饮

食所需的工具和采取的行动

多种多样，但本报告专门审

议了国家一级膳食准则在促

进健康和可持续饮食习惯方

面发挥的指导作用。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9028-2
64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粮食浪费足迹 
视频 3’15”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752-8
64页，180 × 180 mm
3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食品安全和营养

餐盘、金字塔、地球
国家健康和可持续膳食准则最
新进展情况评估

粮农组织和牛津大学出版社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22-4
76页，210 × 297 mm
4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全球为人类消费而生产的食物每

年约有三分之一被损失或浪费，这意

味着丧失了改善全球粮食安全和减轻

食物链环境影响的机会。本研究首次

从全球角度论述食物链上粮食浪费造

成的环境足迹，重点是对气候、水资

源、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本报

告阐述了不同区域、商品和供应链各

阶段由粮食浪费导致的环境足迹的严

重程度，这将有助于为应对这一全球

性挑战确定优先行动重点。

粮食浪费足迹
对自然资源影响

概要报告

本出版物利用情景分析来研究减

少欧盟粮食损失和浪费对撒哈拉以南

非洲粮食价格的潜在影响。除了“维

持现状”的基准情景之外，其他四个

减少50%的情况是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工

具计算的。该报告提供了有关中长期

全球和当地价格变动对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潜在影响及其背后因素的分析。

它还研究了对福利和海关机构可能产

生的后果。

欧盟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对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潜在影响
关注粮价及价格传导效应

http://www.fao.org/3/a-i5640e.pdf
http://www.fao.org/3/a-i5256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8/i3347e/i3347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oCVrkcaH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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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风险评估
系列

针对海鲜产品中的致病弧菌制定

分离和检测方法的工作进展迅速。这

意味着此类方法将在更加敏感和高效

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成本的增加。本

出版物旨在为选择最适合的方法提供

指导，以达到食品安全决策和采取控

制措施的具体目标。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54-2 
9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为确保向特别是处于6

至24个月喂养期和59个月内

快速发育期的幼儿提供安全

食品，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召开了一次技术会议，旨在

应对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

的即食食品的微生物安全性

问题。本出版物是该会议的

首份报告，而此次会议的目

的是就即食食品的相关微生

物标准制定科学方法和提供

指导。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516-5 
144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微生物标准被长期用于食品生产

和管理。虽然对食品领域的微生物标

准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但对数学和

统计问题的理解通常较为欠缺，这阻

碍了食品行业一致且合理应用微生物

标准。本出版物旨在纠正这种情况。

它阐述了微生物标准的重要数学和统

计内容，同时减少使用统计术语、方

程式和复杂细节。

本系列所含实用信息主要针对微

生物标准领域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人

员和风险管理人员。

脂质即食食品的微生物安
全性促进应对中度急性和
严重急性营养不良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062-6 
80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海产食品中人类致病性
嗜盐弧菌检测和计算方法的

选择和应用

食品微生物标准统计工作
风险管理人员指南

http://www.fao.org/3/a-i5982e.pdf
http://www.fao.org/3/a-i5347e.pdf
http://www.fao.org/3/a-i3996e.pdf


焦点问题

76

本文件载有为2015年6

月召开的粮农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

员会会议编写的食品添加剂

规格专题论文、分析方法和

其他信息。规格专题论文提

供了有关直接用于食品或其

生产的食品添加剂特性和纯

度的信息。这些规格的三项

主要目标是确定已经进行安

全性测试的食品添加剂，以

确保添加剂的质量符合食品

或加工要求，并反映和鼓励

良好生产规范。本出版物对

于所有参与或关注食品添加

剂及其在食品中的安全使用

的人员将是有益的。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929-3 
88页，210 × 297 mm
5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阿克拉，2016年
ISBN 978-92-5-109304-7
92页，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595-1
204页，210 × 297 mm
40.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意大利文、韩文

食用昆虫 
视频 3’13”

FOOD AND 
NUTRITION食品安全和营养

食品添加剂规范汇编

过去35年来，非洲的街头食品售

卖和消费快速增加。难以进入正规雇

用劳动力市场的人们发现出售街头食

品所需启动资金少，而且无需接受过

正规教育，因此是一种可行的创收方

式。此外，街头食品为那些到家门外

寻找廉价、快速和营养食物的人们提

供了最佳选择。然而，除了其营养、

经济和社会价值之外，街头食品受到

食品安全和营养单一问题的影响。本

出版物介绍了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

并提出改进政策框架、食品安全、营

养质量和商贩工作条件的建议。

加纳城市街头食品

传统上，食用昆虫大多从森林生境

中采集。然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大规模养殖系统采用创新方法，为

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相结合提供了机会。

本出版物认可传统做法并记录了

它们对森林生境所产生的生态影响。本

书审议了昆虫采集和饲养的各个方面，

将其作为提高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可行方

案，而且重点阐述了昆虫在人们生活中

的宝贵作用。

食用昆虫
食物和饲料安全未来前景

http://www.fao.org/3/a-i5080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8/i3253e/i3253e.pdf
http://www.fao.org/3/a-i5804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M2JPscb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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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的进口食品监管
手册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070-1
1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食品安全风险通报
手册

本手册重点介绍了实用

原则和通报方法，以支持与

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相关

的食品安全（包括质量）不

良事件的风险管理。其重点

是风险分析过程中使用沟通

机制，管理紧急食品安全风

险（如食源性疾病暴发）和

非紧急或较长期的食品安全

问题（如食品安全和增进健

康运动）。

本手册旨在支持主管部门提高监督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它审议了进口食品相关风险的不同管理方式，并阐述了实施

食品法典准则的各种具体办法。在遵循食品法典委员会商定

的原则、指导和目标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和整合不同的管控

方案，实施一套协调一致和最适合每个国家需要的进口管制

措施。本出版物深入论述了法律和体制框架，以及有效实施

基于风险的食品管理所必需的支持服务。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13-9
9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食品安全和质量
系列

本系列出版物介绍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并

推广最佳做法，以帮助参与农业食品价值链的

利益相关者和机构评估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

http://www.fao.org/3/a-i5863e.pdf
http://www.fao.org/3/a-i538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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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审议了小生产者

投资奶类采集和冷却系统的

备选方案并提供指导。鉴于

冷却技术被广泛用于原奶保

存，该出版物重点论述了鲜

奶冷却中心的规划、可行

性，启动和运行。它回顾了

世界各地采用的小规模鲜奶

冷却和保存技术，论述了新

建冷却中心和选择适宜设备

与技术时所应采取的步骤以

确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国家）该中心的可持

续运行，还审议了旨在尽量

减少冷却操作间接成本的不

同预冷方式。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94-8 
7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935-4 
64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俄文

本手册主要针对负责制定营养敏

感型计划的人员。它的编纂以对营养

敏感型农业经验的全面审议为基础，

经过了与粮农组织内部及其发展伙伴

的广泛磋商，并在几个国家进行了实

地测试。本手册以计划周期初始阶段

（现状评价、计划制定和审议）为核

心，包含一系列关键问题，并附有提

示和参考信息。

营养敏感型农业投资规划
计划编制审核表和指导

食品安全和营养

鲜奶冷却中心技术
和投资指南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00-9 
12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借助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的势

头，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并促进关于营

养敏型社会保护的全球讨论。本出版

物是为2015年莫斯科全球论坛编写的

背景文件。该论坛汇集了来自27个国

家的营养和社会保护领域的决策者、

研究人员和专家。

金砖国家在制定营养敏感型 
社会保护计划方面的经验

http://www.fao.org/3/a-i5791e.pdf
http://www.fao.org/3/a-i6073e.pdf
http://www.fao.org/3/a-i510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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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 
圆桌会议记录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51-7 
12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这些会议记录介绍了各圆桌会议专家和小组成员的发言，全体

讨论情况摘要和各圆桌会议主席的总结。本出版物汇总了对当今营养

倡导者所面临的若干紧迫挑战的分析和阐述。本会议记录是对第二届

国际营养大会正式成果文件的重要补充，为《罗马宣言》和《行动纲

要》所含许多建议提供了背景资料、国家范例和理论依据。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30-6 
2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关于农业生物技术在可持续粮食系统和
营养方面的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粮农组织“农业生物技术在可持续粮食系统和营养方面的作

用”国际研讨会涉及农、林、牧、渔等部门，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气候变化；可持续粮食系统和营养；人口、政策、制度和社区。这

些论文阐述了本次研讨会的重点，涵盖了广泛的生物技术，从利用

微生物发酵过程、生物肥料、生物农药、人工授精等技术含量较低

的方法，到先进的DNA技术和转基因生物等高科技方法。

这些来自“国际粮食和营养安全研讨

会：采用以食物为基础的方法改进膳食和提

高营养水平”的会议文集包含了世界知名专

家对营养与农业和营养敏感型农业之间联系

以及以食物为基础的方法所持有的观点。本

书为决策者、计划人员和卫生工作者以及所

有实地专业人员提供了实用信息。

粮农组织和CABI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7319-3
452页，176 × 250 mm
180.00美元，精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改善饮食和营养
基于食物的方法

http://www.fao.org/3/a-i5483e.pdf
http://www.fao.org/3/a-i5922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5/i2498e/i249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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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6年 
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989-7  
10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食品安全和营养

全球约有8亿人长期食

物不足，而且到2050年世界

人口将达97亿，这就需要粮

食增产60％。减少粮食损失

和浪费是缓解农业生产系统

压力和避免浪费有限自然资

源的一个办法。本报告强调

了对能源获取方式的认识是

决定发展中国家粮食损失程

度的关键因素。报告阐述了

粮食价值链的主要阶段，其

中增加能源获取机会可以在

直接（通过食品加工）和间

接（通过加速采用冷却技

术）减少粮食损失方面发挥

主导作用。

能源的获取
如何影响粮食损失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563-8 
72页，210 × 297 mm 
2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最新发展可

在食品安全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该

项技术能够对微生物进行快速识别

和特性鉴定，其准确度前所未有。

本出版物显示了全基因组测序技术

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如何促进

消费者保护、贸易便利化、营养和

粮食安全。

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在食品安全
管理中的应用

在全球范围内，食品安全事件

可对公共卫生、经济、农产品贸易、

粮食安全和公众对食品供应的信心产

生重大影响。通过提高食品安全预警

系统的有效性，可以加强对全球食品

安全事件的预防、减轻和管理。本出

版物为各国增强其预警能力提供了信

息。它强调有必要在现有食品安全基

础设施（如监督和食品控制）之间建

立和保持联系，并改善食品链上所有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保护公

众健康和食品供应。

加强食品安全预警能力

http://www.fao.org/3/a-i5619e.pdf
http://www.fao.org/3/a-i5168e.pdf
http://www.fao.org/3/a-i662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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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2012年，世界双壳软体动物产量大

幅提升，从略低于100万吨增加到约1500万吨。

作为滤食动物，双壳类以天然浮游生物和碎屑为

食，不需要人工饲料。然而，这种滤食性质也给

供人类安全消费的双壳类动物的生产提出了严格

的环境卫生要求。为此，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特

别针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编制了本技术文件。

来自食物成分表的分析数据和从不同来源

收集的信息往往很难区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粮农组织/国际食品数据系统网络决定发布食物

构成分析数据库，从而帮助各国获得高质量的食

物成分数据。本出版物所含信息包括如何读取、

使用和解读数据，包括当前版本提供的定义、代

码和更新信息。

育龄妇女通常由于妊娠期和哺乳期的生

理需要而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孕前和孕期营养

摄入不足会给妇女及其婴儿造成影响。本出版

物中所阐述的“妇女最低膳食多样化程度”是

一组食物多样化指标，可反映饮食质量的一个

重要方面：微量营养素充足度。

妇女最低膳食多样化程度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本报告概述了2014/15年度与国际食品

安全主管部门网络（INFOSAN）有关的重大事

件、活动和信息产品。它重点介绍了两年度期

间所取得的若干成就，以及需要克服的挑战和

改进的领域。

INFOSAN
2014/2015年度活动报告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 
ISBN 978-92-5-109324-5 
4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双壳软体动物 
相关海洋生物毒素的 
毒性等效系数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45-0，136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食物构成分析数据库
版本1.1 - ANFOOD 1.1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081-7 
32页，216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美国国际开发 
署、FANTA III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53-1 
8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5898e.pdf
http://www.fao.org/3/a-i5486e.pdf
http://www.fao.org/3/a-i5970e.pdf
http://www.fao.org/3/a-i539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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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导致人民被迫迁

移的因素，加强抗灾力和

利用移民的积极贡献。

迁  移

巴基斯坦

洪水灾民逃离灾区以

寻找地势较高的地点

和救助。

©粮农组织/A. Hafeez

1

解决根本原因并建立
具有抵御力的农业生计

迁移
与
持久危机

罗马，2016年 
20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西班牙文

罗马，2016年 
16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西班牙文

本小册子介绍了持续危机

情况下迁移的背景情况，并提

供了有关粮农组织及其合作伙

伴在各国的工作案例。这些工

作旨在加强社区的抗灾力，从

而“不让任何人掉队”。它阐

述了具有抵御力的农业生计在

解决持久危机中迁移的一些根

本原因以及帮助流离失所人口

和收容社区应对长期流离失所

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它主要

针对国家政府、联合国机构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

迁移与持久危机

本小册子介绍了粮农组织对

移徙问题的认识，并概述了粮农

组织支持国际行动以解决难民和

移民全球性流动问题的主要切入

点。本文件揭示了可持续农业和

农村发展在缓解农村地区移民压

力方面的作用。粮农组织与合作

伙伴一道，加大工作力度，致力

于在人道主义和发展框架内解决

迁移问题。

迁移、农业和 
农村发展

http://www.fao.org/3/a-i6101c.pdf
http://www.fao.org/3/a-i606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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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导致农村青年迁移
问题的原因：概念框架

迁移是一种复杂现象，也是农村

家庭生计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点

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和多元化家庭

收入。本出版物重点阐述农村地区的

困境迁移问题。它首先审议了造成农

村年轻人困境迁移的根本原因，随后

就农村青年外迁和汇款对农村发展、

减少贫困和改善粮食安全的促进作用

提出概念框架。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70-5 

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2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指南中介绍的方法和促进青

年就业工具有助于提高青年缓解、防

备、防止人道主义灾害、危机和长期

压力的能力与技能。这将有助于加强

农村家庭和流离失所者的抗灾力，同

时解决造成农村地区困境迁移若干根

本问题。它还将利用青年发展和创新

潜力，促进农业现代化，使他们能够

为预防和减轻冲突作出贡献。

冲突、暴力和

自然灾害是导致

迁移和被迫流离失所

的若干根本原因。

2015年，全球 

有6530万人 

被迫流离失所。

全球所有难民中有 

四分之一居住在黎巴

嫩、巴基斯坦和

土耳其。

2014年，由于

自然灾害，境内

流离失所者
超过1900万人。

i

非洲移民问题的决定因素和驱
动因素图集

本图集描述了农村迁移

家庭的主要特点并确定了驱

动移民的主要原因和结构性

因素，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

即将出版

困境迁移和 
持久危机中的青年

http://www.fao.org/3/a-i5718e.pdf
http://www.fao.org/3/a-i663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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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安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大马士革郊区的一家人。
©粮农组织/R. Faidutti

支持农业生计和确保有效

的社会保护体系有助于建设和

平和冲突后恢复。

罗马，2016年 
28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粮农组织长期以来一直

关注战争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以及饥饿如何能够成为不稳

定和冲突的驱动因素之一。

然而，我们也知道，促进粮

食安全的行动可有助于预防

危机、减缓危机的影响并推

动危机后的恢复和重振。本

小册子阐述了和平、冲突和

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通过

粮农组织的实践经验证明投

资粮食安全如何有助于抗击

饥饿和构建和平。

和平与粮食安全
投资御灾力，在冲突中维持 
农村生计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40-8 

80页，18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文件回顾了2016年3月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粮食、营养

与和平的“阿里亚办法”会

议。本出版物介绍了成员国、

粮农组织总干事和经济学教授

之间开展的对话。

它促使进一步思考和平与

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目的是

鼓励国际社会继续有系统地处

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

食品安全、营养与和平

http://www.fao.org/3/a-i5591c.pdf
http://www.fao.org/3/a-i567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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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介绍了粮农组织与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盟，其

中包括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

斯、塔瓦库•卡曼、贝蒂•威廉

姆斯和穆罕默德•尤努斯。该

联盟的总体目标是为在我们这

代人的有生之年消除饥饿构建

所需的政治意愿和建立可持续

的和平作出贡献。

MUHAMMAD UNUS 
视频 4’19”

BETTY WILLIAMS 
视频 2’51”

TAWAKKOL 
KARMAN 
视频 3’16”

罗马，2016年
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粮农组织与诺贝尔
和平奖获得者促进粮食

安全及和平联盟

加强营养与粮食和农业
抗灾力之间的联系

罗马，2015年 
1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讨论要点阐述了和平、冲突与粮食

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粮食安全投资在

支持消除饥饿和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

粮食安全与和平
讨论要点

罗马，2016年，56页，297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2015年，在千百万人仍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情况下，粮农

组织针对世界各国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紧急情况采取行动。本出版物

介绍了粮农组织如何在资源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帮助贫困和受灾家

庭有尊严地保护和重建其农业生计 — 确保粮食和营养安全依然

是维护和平、政治稳定和福祉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粮农组织2016年人道主义呼吁行动

本手册介绍了粮食安全与人类安全之

间的关系及其随后对发展、人权及和平与

安全的影响。

罗马，2016年，12页，216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人类安全与粮食安全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14047/icode/
http://www.fao.org/3/a-i6656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1O7WzLep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9YlktzORe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1O7WzLep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rUqbtJn_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6PhQGAScSc
http://www.fao.org/3/a-i3777e.pdf
http://www.fao.org/3/a-i5649e.pdf
http://www.fao.org/3/a-i5320e.pdf
http://www.fao.org/3/a-i552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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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

越南

农民使用电击工具在水渠
中捕鱼。
©粮农组织/N. Hoang Dinh

实施和监测《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本出版物介绍了粮农组

织在支持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方面的工作，突出了粮

食、生计与自然资源管理之间

的内在联系。本出版物通过展

现全球各地国家项目，介绍了

粮农组织基于可持续发展形成

项目和制定政策方面的长期经

验、监测和监管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的专业能力、对解决贫

困和饥饿之根源的重视、与发

展行为者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

等方面，能够如何有助于各国

政府打造实现《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必要环境。

粮农组织
和农业
推动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粮食 
和 
农业
推动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罗马，2017年
40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新闻稿

粮农组织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衡量《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粮农组织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衡量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确定了一个包含230个指标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框

架，以监测169个具体目标并跟

踪进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问责结构的基础。本出版物介

绍了粮农组织在制定和加强衡

量粮食、农业和可持续利用自

然资源的指标方面所开展的工

作，并阐明由粮农组织负责的

21项指标。它描述了本组织如

何支持各国跟踪进展并在监测

与决策之间建立联系，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罗马，2017年
40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http://www.fao.org/3/a-i6919c.pdf
http://www.fao.org/3/a-i691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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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
而努力
健康的海洋有助于确保 
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 
并建立有抵御力的社区 

即将出版

本出版物将阐述了与

《2030年议程》相关的水产

养殖决策和发展情况。它将

涵盖涉及可持续水产养殖内

容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

目前已制定的粮农组织相关

准则。它将重点论述政策、

治理和制度等领域存在的机

遇和挑战。

水产养殖与
《2030年议程》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432-7

2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文件报告《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伊始的粮食

安全和营养状况。本文件明

确了为监测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

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

可持续农业）的进展所面临

的主要衡量挑战（如信息差

距）。本文件还明确了可持

续发展目标2内部各要素以及

可持续发展目标2与其他可持

续发展目标之间的最重要联

系，列出了为监测改进粮食

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系

统所取得进展面临的挑战。

监测粮食安全和营养 
状况，支持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回顾和展望

罗马，2017年 
36页，21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西班牙文

粮农组织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14而努力

健康的海洋有助于确保粮食
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并建设
有抵御力的社区

罗马，2016年  
32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
文、英文、法文、俄文、西
班牙文

粮食和农业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关键

本小册子介绍了粮农组织与各

国及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活动，目

标是确保以可持续方式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保护当代和未来后世的

利益。海洋支持着全球民生和整个

社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一个主要目标之一便是目标14（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

进可持续发展）。通过监测、文书

以及其他活动，粮农组织将与各国

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

http://www.fao.org/3/a-i5947e.pdf
http://www.fao.org/3/a-i618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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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

格林纳达
飓风“伊万”过后修补船只
的渔民。粮农组织的项目帮
助政府开展灾后救援计划。
©粮农组织/G. Bizzarri

通过农业、渔业、林

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

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支

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立

具有抗灾力的生计和促进

粮食安全。

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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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489-3
36页，210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东加勒比地区土地法和 
农业生产
问题和解决方案区域概述

巴巴多斯，2015年
1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加勒比共同体与粮农组织
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目标

大多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面临营养不良的“三

重负担”，其中营养不足和微

量营养素缺乏持续存在，与发

生率日益增加的超重和肥胖共

存。《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行

动计划》是对《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一份贡献，它为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

确定和实施优先重点的框架，

以便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目

标。 这些行动可以改善营养

和福祉，减少贫困和不平等，

促进经济增长。

全球行动计划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粮食安全和营养

http://www.fao.org/3/a-i3204e.pdf
http://www.fao.org/3/a-i440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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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6年 
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4年 
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本政策文件重点阐述与粮

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经济和社会

问题，旨在推动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它强调了治

理、机构、性别、伙伴关系和家

庭农业等重点议题，并介绍了粮

农组织在各个领域开展支持活动

的具体实例。

罗马，2014年，1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

罗马，2014，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全球蓝色增长倡议 
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罗马，2014年 
1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自然
资源管理与环境

罗马，2014年  
1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在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活动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加强国内食品 
供应链竞争力促进 
太平洋粮食安全

http://www.fao.org/3/a-i5327e.pdf
http://www.fao.org/3/a-i3930e.pdf
http://www.fao.org/3/a-i3927e.pdf
http://www.fao.org/3/a-i3958e.pdf
http://www.fao.org/3/a-i3928e.pdf
http://www.fao.org/3/a-i3984e.pdf


粮农组织出版物涵盖本组织所有专业领域，主要针对广大专业读

者，从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到技术专家和实地从业人员。

主 题



主 题
农 业

动物生产及卫生

城 市

经济和社会发展

渔业和水产养殖

林 业

性 别

土著民族

植物生产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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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分析和指

导，为可持续农业政策和

实践提供信息。

具有开创性的系列出

版物，介绍了粮农组织农

业可持续集约化的生态系

统方法。

本指南阐述如何对世界几种

主要的粮食安全作物，即玉米、

稻谷和小麦，实际应用粮农组织

的作物生产可持续集约化“节约

与增长”模式。书中列举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事例，阐明以

生态系统为基础的耕作系统如何

帮助小农提高谷物单产，改善生

计，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以及增

强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本指

南将成为决策者和发展工作者在

实现全球向可持续粮食和农业转

型过程中的宝贵参考工具。

节约与增长 
系列

卢旺达
农民在播种
©粮农组织/G. Napolitano

农 业

节约与增长付诸 
实践：玉米、稻
谷、小麦
可持续谷物生产指南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8519-2 
120页，182 × 257 mm
45.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节约与增长”以生态
系统为基础的农业  
视频 3’40”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4009c.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jTVVT23vQs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379724/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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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本实用指南介绍了粮农

组织生态系统农业模式在木

薯作物生产中的应用，目

的是在保存自然资源的同

时，提高生产力。本指南阐

述了“节约与增长”如何帮

助木薯种植者规避集约化风

险，同时释放作物潜力，以

实现增产，减缓饥饿和农村

贫困，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

发展。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641-5
140页，182 × 257 mm
42.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西班 
牙文（报告概要）、葡萄牙文

罗马，2011年 
（2012年、2013年再版）
ISBN 978-92-5-506871-3
112页，182 × 257 mm

4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意大 
利文、俄文、西班牙文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型农业生

产模式：作物生产可持续集约

化，即增产但不扩大农田面积，

同时保存资源，减少不利环境影

响，加强生态系统服务。本书提

供了内容丰富的工具箱，提出针

对性强、易于采纳、便于调整基

于生态系统的实践方法，能够帮

助全球5亿小农户提高生产力、

利润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加

强自然资本。

节约与增长方法 

若干要素：

作物-畜牧综合 

生产系统

可持续稻米-小麦 

种植系统

农林业

轮垦

加强植物遗传 

资源养护

改进种子生产 

和分配

精准灌溉 

技术

多用途供水 

系统

i

节约与增长：木薯
可持续生产集约化指南

节约与增长 
小农作物生产可持续 

集约化决策者指南

http://www.fao.org/3/a-i3278e.pdf
http://www.fao.org/3/a-i221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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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在传统上一直被用来发

电，但也可将其用于农业和农产品加

工，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本书回顾了

世界各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中地热

能的利用情况。本书编写格式简单且

包含许多插图和模型，可供广大感兴

趣的读者，包括无技术背景的读者参

阅。根据本出版物，地热资源具有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食品

产业提供长期和安全能源的潜力。

全球有75个国家的1亿多农户从

事棉花生产，年产值达约为514亿美

元。然而，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棉花

只是其复杂的综合农业系统的一个组

成部分。本报告为农业社区开展可持

续生产和改善生计提供了框架和共同

语言。

农 业

罗马，2015
ISBN 978-92-5-108656-8
60页，176 × 250 mm
32.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614-8
16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公私伙伴关系是联合商

界、政府和民间社会参与者

共同构建的创新型合作模

式，而作为一种包容性的可

持续农业发展机制，这种伙

伴关系正在日益得到加强。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农业部

门潜在惠益和挑战的认识，

本出版物对15个发展中国家

的公私伙伴关系案例进行分

析。它还提供了来自粮农组

织支持审议东南亚和中美洲

农业公私伙伴关系政策方面

的实证。

公私伙伴关系促进农业企
业发展
国际经验回顾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52-1
184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热能在粮食和农业中的利用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

衡量棉花种植系统的可持续性
构建指导框架

http://www.fao.org/3/a-i4170e.pdf
http://www.fao.org/3/a-i4233e.pdf
http://www.fao.org/3/a-i569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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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为新出版的粮农组织可

持续食品价值链开发系列手册提供

了概念基础。它阐明了可持续食品价

值链的概念，介绍了可持续性和附加

值多维度概念的整合开发模型，重点

阐述了十项指导原则，并探讨了可持

续食品价值链开发方法的潜力和局

限性。本手册面向政策制定者、项目

设计者和实地从业人员，有力地论证

了可持续食品价值链开发在任何旨在

减少贫困和饥饿的长期战略中的核心 

地位。

发展中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利

用“农业走廊”来促进其农业部门的

发展。这些走廊通过对现有走廊地区

的居民进行投资来促进包容性农业增

长。根据中亚、大湄公河次区域、印

度尼西亚、莫桑比克、秘鲁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的倡议，本书展示了农

村走廊如何改善市场的实际连通性和

功能，同时创造农业规模经济。它为

政策制定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基于证据

的实用工具，以指导农业走廊的规划

和实施。

农产品价值链中的小农

靠各种复杂的商业模式维系

着与市场的联系。本套准则

主要针对不同项目编制人

员，包括农业价值链项目、

农村和企业发展项目以及负

责执行小农商业化项目的

基层组织，帮助他们规划和

实施干预措施，以加强小农

与价值链联系的各种商业模

式。此外，本准则还提供使

小农与市场相联系的商业模

式战略，并解决市场包容性

效果及其对扶贫的影响。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开发可持续发展

食品价值链

开发可持续发展

食品价值链

开
发

可
持

续
发

展
 食

品
价

值
链

—
指

导
原

则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508481-2
88页，176 × 250 mm
37.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636-0
220页，176 × 250 mm
4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包容性商业模式
加强农产品生产者与购买者联
系指导原则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923-1
128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开发可持续食品价值链
指导原则

经济走廊为农业部门服务

http://www.fao.org/3/a-i5068e.pdf
http://www.fao.org/3/b-i3953c.pdf 
http://www.fao.org/3/a-i420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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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非洲开银
行，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700-8
384页，200 × 30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粮农组织和世界水理事
会，罗马，2015年
7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在到2013年的十年中，

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

失约为1.5万亿美元，而且灾

害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也

在不断上升。粮农组织在本

出版物中指出，自然灾害给

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破坏和损

失有近四分之一发生在农业

部门，而农业是这些国家生

计和粮食安全的主要来源，

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本书鼓励各国政府制定

专门针对作物和畜牧生产、

渔业和林业的减灾措施。

灾害对农业和 
粮食安全的影响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962-0
92页，185 × 295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世界水理事会的报告

概述了全球农业，特别是作物和牲

畜生产的用水前景。尽管农业收益占

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可能有所下降，但

该部门仍将是2050年许多国家经济

增长、减贫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决定因

素。农业用水量仍会维持在高水平

上，而且土地和水的供应能够满足

2050年全球粮食生产的需要，但贫困

和粮食安全仍将是紧迫的挑战。

建设一个用水和 
粮食有保障的未来

为决策者提供重要视角

西非的农业正处于转折点。三十

多年来，各种因素共同为该分区域的

农业增长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通过

探究其驱动因素和趋势，并根据这些

趋势，评估部门的绩效和相关政策，

以及总结政策影响，本书有助于加深

对农业食品行业的机遇和挑战的认

识。决策者、发展伙伴、科研人员、

农民和西非农产食品系统的其他参与

者都将从中受益。

西非农业增长
市场和政策驱动因素

http://www.fao.org/3/a-i4337e.pdf
http://www.fao.org/nr/water/docs/FAO_WWC_white_paper_web.pdf
http://www.fao.org/3/a-i512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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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地中海南部

和东部地区的人口预计将增

长7％，人均收入也将提高。

这种趋势将对该地区粮食和

农业的动态有所影响，例如

推动高质量食品、肉类和乳

制品需求增加。这本粮农组

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出

版物论述了埃及、约旦、摩

洛哥和突尼斯的农业企业和

粮食安全趋势，其目的是促

进制定有效的政策以改善该

地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罗马，2015年
96页，150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埃及是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

其小麦部门对于该国具有战略意义，

因此国家大力参与小麦价值链各阶段

的工作。作为综合性部门审议报告，

本书旨在帮助决策者和投资者打造一

个更有效率和包容性的农业和粮食系

统。它确定了限制小麦供应链发展的

主要瓶颈，并强调了私营部门积极参

与国家粮食安全领域工作的重要性。

罗马，2015年
180页，150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64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5 年
112页，150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国别要点
系列

粮农组织投资中心的“国别要点”系列出版

物针对多个国家和区域的农业/农村部门、具体投

资项目和食品链状况进行了回顾。

埃及、约旦、摩洛哥 
和突尼斯
农业食品部门主要趋势

埃 及
小麦产业回顾

约 旦
食物链用水问题

塞内加尔
灌溉市场简介

http://www.fao.org/3/a-i4898e.pdf
http://www.fao.org/3/a-i4608e.pdf
http://www.fao.org/3/a-i5365e.pdf
http://www.fao.org/3/a-i489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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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农业 — 根据生产者和购买

者事先签署的协议进行的农业生产和

销售 — 正在不断扩大。本指南旨在

提高对合同农业活动所涉立法的了解

和认识。作为一个实用工具，本指南

为众多参与合同农业、政策制定、法

律研究和能力建设领域活动的用户提

供指导，并有助于为合同农业创造有

利、公平和可持续的环境。

塞拉利昂土地相关纠纷 
非司法解决机制
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
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框架内开展
的分析评估

仓库收据系统使农业生

产者能够通过在独立管理的

仓库中存放货物的凭据获得

信贷；此外，通过该系统，

生产者还可以延迟其产品的

销售至收获后，以获得更为

有利的价格。尽管这种做法

对农业部门有这样和那样的

好处，但是在制定仓库收据

系统管理规定方面缺乏全面

的指导。本出版物旨在填补

这一空白，根据对全球立法

的研究，指导各国制定有利

立法和循证实践范例。

农 业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328-3
52页，210 × 290 mm
2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罗马，2015年
ISBN 978-88-86449-30-4
252页，160 × 24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制定仓库收讫凭据规定
监管方案和最新趋势

罗马，2015年
172页，150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合同农业法律指南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595-9 
56页，160 × 24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合同农业协议的法律问题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关于合同农业的法律指南综合报告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4318e.pdf
http://www.fao.org/3/a-i6711e.pdf
http://www.fao.org/3/a-i5908e.pdf
http://www.fao.org/3/a-i4756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317904/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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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成本核算与审计
资料手册

在世界许多区域，可持续和可靠的供

水服务越来越成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

在淡水总需求量超过供应量的情况下，

供水服务的交付往往不取决于工程，而

更多地涉及政治、治理，以及对资源的

经营和保护，解决因水资源而产生的矛

盾，并确保水权得到尊重。水资源的成

本核算与审计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本资料手册为水资源成本核算与审

计的采纳和使用 — 作为应对水资源短缺

的基本举措 — 提出实用建议。

粮农组织水事报告
系列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31-3
2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作为实现可持续和有效

利用自然资源目标所作努力

的一部分，权属安排越来越

受到关注和认可。本报告研

究了与水资源有关的权属概

念，并提出了土地权属安排

分类。它们包括有正式法律

规定（传统的正式水权、供

水合同等）和无正式法律规

定（非正式权属、习惯权属

或地方性水权）的安排。此

外，本报告还阐述了水权、

水治理与土地权属之间的关

系，并对复杂的用水系统作

出深入分析。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17-3 

9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大田作物产量差距分析
方法和案例研究

粮农组织和DWIFI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13-5
8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审议了产量差距分析方

法，阐明了空间和时间不同尺度上衡量

和模拟实际、可实现和潜在产量的定义

和技术，并通过案例研究对不同方法进

行说明。它促进通过提高水土资源生产

力来推动全球水资源和粮食安全领域的

工作，探讨产量差距测量方法和确定

导致产量与水生产力差距根本原因的途

径。它针对大、小规模耕作系统缩小产

量差距提出所需采取的行动。

水权属概念探究

加勒比地区的干旱特征和管理
  见第66页  

气候变化、水和粮食安全
  见第67页  

http://www.fao.org/3/a-i5923e.pdf
http://www.fao.org/3/I5435E
http://www.fao.org/3/a-i469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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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介绍如何建造和使用不同类

型的家用粮仓。储粮筒仓在确保粮食安

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维护小农福

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外部

因素（包括财政问题）引发的农业危机

期间。储粮筒仓对于维护小规模农业部

门的家庭营养具有重要作用。本手册以

瑞士发展合作署的实地经验及粮农组织

在超过22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众多项目

为基础。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47-7 
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俄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31-6 
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文件是粮农组织和国

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系列

工作文件的一部分。该系列

文件在国际农业年的背景下

编制，旨在促进就此问题开

展区域讨论。本文分析了

世界不同地区家庭农业的特

点，探讨了它在克服农村发

展和粮食安全主要挑战方面

可能发挥的作用。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181-5  
136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75-3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 
家庭农业：探索农村发展

和粮食安全新途径

用于储存谷物和豆类的家用金
属筒仓建造和使用技术手册

农业生计需求阶段 
评估框架和工具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的保护性
农业实践

http://www.fao.org/3/a-i3632e.pdf
http://www.fao.org/3/a-i5694e.pdf
http://www.fao.org/3/a-i5654e.pdf
http://www.fao.org/3/a-i5534e.pdf


101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应对水短缺
系列

本系列读物的标题主要基于粮农组织2011年以来在约旦

和黎巴嫩实施的“应对水短缺 — 农业的作用”。该项目的总

体目标是加强国家改善水资源管理和应对水短缺中农业问题

的能力。

本研究报告提供了有关

黎巴嫩处理后废水利用情

况和进展信息的最新综合数 

据库。

本报告的重点是加强地

方和国家应对灌溉系统缺水

问题的能力。黎巴嫩的迈尔

季欧云县适合发展农业，但

其恶化的基础设施条件导致

严重的水流失和灌溉效率的

低下。

利用马夫拉克省的一个 

说明性案例对约旦集水情况 

进行的第一次评估，并将根据

它来制定分部门集水战略。

迈尔季欧云县水资源 
管理开发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62-0 
48页m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约旦集水部门评估
最终报告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074-9 
4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关于黎巴嫩处理后废水 
在农业中的利用评估
最终报告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078-7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http://www.fao.org/3/a-i5394e.pdf
http://www.fao.org/3/a-i5709e.pdf
http://www.fao.org/3/a-i5390e.pdf


主 题

102

农 业

“地下水治理：全球行

动框架”（2011-2016年）

项目旨在推广地下水治理最

佳规范，以促进实现可持续

管理。

地下水治理
系列

本出版物以五个不同

区域的项目活动和产出为基

础。它概述了针对地理多样

性开展的地下水治理，并强

调了在加强地下水治理过程

中所面临的最紧密相关的问

题。它阐明和解释了地下水

政策、治理和管理之间的差

异，并指出治理工作应该根

据具体特点分别作出调整。

该出版物着重论述了如何处

理地下水治理中缺失的要

素，并提出改进建议，例

如：公平获取、可持续性、

透明度、参与和代表性。

2030年地下水治理 
全球愿景
修订版

实现地下水治理愿景 
全球行动框架

地下水治理项目的主要

结论证实，世界地下水资源

短缺问题源于缺乏有效的治

理。本文件介绍了从项目分

析结果中获得的重要信息，

包括地下水资源治理尚处于

起步阶段。“全球愿景”是

对采取“系统行动的紧急呼

吁”，而且目的是在2030年

之前落实法律框架，从而确

立对地下水的集体责任和旨

在促进地下水可持续利用的

投资计划。

罗马，2016年
20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本出版物探论了有效应

对地下水管理挑战的所有要

素，如特定的方法、有效的

体制机构和基本融资。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58-3
124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地下水管理全球分析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59-0
21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5706e.pdf
http://www.fao.org/3/a-i5705e.pdf
http://www.fao.org/3/b-i5508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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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自愿性指南提供了可持续土壤

管理方面的一般性技术和政策建议。土

壤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含有生态系

统和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产品和服务，

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土壤已退化。该准

则的目标是：提出普遍接受、经实践证

明和基于科学的原则以推广可持续土壤

管理，指导所有利益相关者践行此类原

则，无论是为完善农业、牧业、林业，

还是为开展更加广泛的自然资源管理。
在气候变化、土地退

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情况

下，土壤已成为世界上最脆

弱的资源之一。对土壤的

人为影响可将土壤有机碳

（SOC）转变为温室气体净

汇或净排放源。以土壤动植

物区系有机物形式进入土壤

的碳可以在土壤中留存数十

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本

出版物旨在向决策者和从业

人员概述有关土壤有机碳当

前知识和知识差距的主要科

学事实和信息。它重点阐述

了如何利用更好的信息和食

品规范来促进消除饥饿，适

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以

及实现总体可持续发展。

罗马，2017年
2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西班牙文

为未来可持续土地管理 
干预措施提供信息

粮农组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世界银行 
罗马，2016年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369-7  
21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西班牙文

2014年世界土地资源参比基础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681-9

76页，210 × 29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土壤有机碳
未发掘的潜力

可持续土壤管理自愿准则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532-4 
35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可持续价值链促进可持续 
粮食系统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6511e.pdf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ed16dbf7-b777-4d07-8790-798604fd490a/
http://www.fao.org/3/c-i6874c.pdf 
http://www.fao.org/3/a-i3794e.pdf
http://www.fao.org/3/a-i5621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852978/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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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各国国内实施粮食和农业
各分部门遗传资源 

获取和利益分享的要点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572-0 
48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552-3
396页，210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协助各国政府制定或执

行获取和惠益分享措施的文

件。它审议了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的重要意义、粮食安

全和不同分部门的特点。

创新型市场促进可持续农业 

该出版物介绍了源于粮

农组织和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

联合调查的15个案例研究，其

重点是通过创新方法，使市场

发挥激励作用，推动发展中国

家的可持续农业。本书重点阐

述了这些举措如何依靠社会价

值，使可持续生产方法适应当

地环境，同时为食品创造新的

市场销路。

粮农组织和INRA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27-6 
388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8911-4 

40页，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

本出版物是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

能机构联合司共同举办的“土壤管理

促进实现粮食安全及适应和减缓气候

变化国际研讨会”部分文件的汇编。

这些文件涵盖一系列主题，包括土壤

管理促进作物生产和农场生态系统服

务效率，以及土壤管理促进适应气候

变化。

土壤管理促进实现粮食安全 
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各类公共和私营农村咨询服务

机构日益增多，导致服务系统更加多

元化。本文件概述了包容性多元服务

系统的知识现状，探讨了根据需求提

供服务的必要性，不同的服务提供方

和交付方式，以及妨碍包容性多元服

务系统运行的政策问题和制度方面的 

挑战。

包容性多元服务系统

获取和利益分享要点
协助各国国内实施粮食和农业 

各分部门遗传资源 
获取和利益分享的要点

http://www.fao.org/3/a-i5907e.pdf
http://www.fao.org/3/b-i5033c.pdf 
http://www.fao.org/3/a-i6104e.pdf
http://www-naweb.iaea.org/nafa/news/2014-proceeding-symposi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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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年
后苏维埃国家农业 
贸易政策概要

农业机械化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小农的一项重要投入

本文件以出版物《2014-15年后苏联国家

农业贸易政策回顾》为基础，对该地区的农业

部门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审议了影响农产品贸

易流动的政策。文件还论述了多个国家的农产

品贸易政策，它们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

本出版物是作物综合管理丛书之一，着

重介绍了农业机械化和机械化给可持续集约

化生产所带来的机遇。该书还评估了机械化

对粮食系统发展的附加作用，以及为改善当

地经济和生计创造的机会。

加强非洲及全球农业
用水效率和生产力
乌干达、布基纳法索和摩
洛哥的集水现状、绩效
和范围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50-4 
5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本报告是“加强非洲及全球农业用水效

率和生产力”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减

少三个非洲国家，即布基纳法索、摩洛哥和

乌干达的饥饿和贫困。该报告特别阐述了该

项目“产出3”：提高农业集水能力。它介绍

了三个案例研究国在提高农业生产集水能力

方面的具体做法，以及如何为不同地理区域

选择可行和适宜的集水技术。

罗马，2016年 
18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俄文（全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81-8 
56页，176.2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罗马，2017年 
6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研究分析了欧盟糖

类生产限额对非洲、加勒

比和太平洋区域糖类生产

和贸易的影响。它审议了

这些区域糖业分部门减轻

这一政策变化影响的可选

方案。

2017年后时期的 
非加太国家糖业分部门

http://www.fao.org/3/a-i6160e.PDF
http://www.fao.org/3/a-i6044e.pdf
http://www.fao.org/3/a-i5976e.pdf
http://www.fao.org/3/a-i586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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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农 组 织 和 国 际 原

子能机构帮助其成员根据

各国和地方特点及优先重

点，应用核技术和相关技

术，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

农业生产力。

粮农组织/国际
原子能机构计划 
系列

农 业

这三份出版物介绍了

一系列项目和计划成果，

它们将粮农组织/原子能

机构粮食和农业核技术联

合司的研发活动和技术转

让与农民、农田、家畜和

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联合

司利用从其研发工作中获

得的知识和信息来支持实

现其总体目标，即动员和

平利用核科学以改善全球

粮食安全，减少贫困和促

进世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罗马，2011年
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行动领域：核技术 
在农业中的应用
实地成功案例

罗马，2016年
2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行动领域：核技术 
在农业中的应用
实地成功案例第二部分

罗马，2016年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行动领域：核技术 
在农业中的应用
实地成功案例第III部分

http://www-naweb.iaea.org/nafa/resources-nafa/NuclearApplications-in-Agriculture.pdf
http://www-naweb.iaea.org/nafa/resources-nafa/IAEAsuccessStories-2014.pdf
http://www.fao.org/3/a-i609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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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CHURES
BROCHURES

BROCHURES
BROCHURES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BROCHURES
BROCHURES

FACT SHEET 情况介绍   情况介绍
FACT SHEET 情况介绍   情况介绍

本出版物为决策者和从业

人员提供了关于土壤与豆类共

生关系的主要科学事实、信息

和技术建议概览。它强调了如

何通过建立良好规范来促进消

除饥饿和营养不良，适应气候

变化，遏制土地退化和实现总

体可持续发展。

罗马，2016罗马，年
ISBN 978-92-5-109501-0 

104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471-7 

56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简报中所含信

息源于“粮食和农业决

策分析工具”以及对原

始和二级数据来源的审

议。其目的是帮助各国

政府制定更加一致和有

效的农业和粮食安全政

策。该出版物介绍了不

同国家的粮食和农业政

策趋势。

粮食和农业政策趋势 
国别概况
墨西哥 

罗马，2016年
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农业生态系统服务
激励措施

生态系统服务激 

励措施是旨在支持农

民采取可持续农业做

法的一揽子措施，这

些做法将有利于环境 

并改善长期粮食安全。

罗马，2015年 
6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构建可持续粮食和农业
共同愿景
原则与方法

土壤与豆类
生命的共生关系

107

http://www.fao.org/3/a-i6437e.pdf
http://www.fao.org/3/a-i3940e.pdf
http://www.fao.org/3/a-i6006e.pdf
http://www.fao.org/3/a-i470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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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受畜牧部门

变化影响最大的三项全球

公益产品：公平、兽医公

共卫生和环境可持续性。

动物生产
及卫生

动物生产中抗菌素耐药性
动因、动态和流行病学特点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441-9
60页，210 × 297 mm
35.00美元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技术论文阐述了（陆

生和水生）动物生产系统中因

使用、过度使用、甚至滥用抗

菌药物而导致耐药性传播的动

态。本书审议了通过食品产销

链和环境进行传播的风险，以

及对当地和全球贸易的潜在影

响。它概述了目前所掌握的关

于抗菌素耐药性的发生、类型

和机制及在人畜间传播方式的

知识。此外，该出版物还介绍

了不同类型的粮食生产系统，

以及这些系统如何给地方和全

球传播途径带来影响。

抗生素耐药性： 
粮食生产和耐药性 
视频  3’48”

肯尼亚

纳罗克当地饮水的牛群。

©粮农组织/S. MAINA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6209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6CHJsJOOJE


本指南为有效地将畜牧

内容纳入中、低收入国家多

主题农村家庭调查提供了模

型。它是为专业调查人员开

发的一个实用工具，用来收

集畜牧业在促进家庭经济和

生计方面贡献的相关数据。

这些数据将有助于编制关于

小规模畜牧生产主要特征的

统计信息，其范围从畜群规

模、构成到畜牧生产实践，

从肉、奶、蛋的产量到收

入。这些数据为制定有效的

畜牧业政策和投资提供重要

基础。

粮农组织、IBRD和世界银行  
罗马，2017年

56页，215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和世动卫组织 
罗马，2012年
ISBN 978-92-5-109349-8 
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小反刍动物是许多低收入缺粮家

庭饲养的主要牲畜。小反刍兽疫主要

发生在非洲、近东、土耳其、西亚和

南亚等地，是一种危害野生和家养小

反刍动物且传染性极高的疫病。本文

件阐述了小反刍兽疫全球根除计划的

框架和目标。该计划是一项旨在降低

风险水平和加强防控的多国、多阶段

进程。本出版物阐述了小反刍兽疫防

治工作的五大要素：诊断系统、监视

系统、防治系统、法律框架和利益相

关方参与。

全球口蹄疫防控战略
通过改进主要疾病防治工作 
加强动物卫生系统

口蹄疫严重影响着畜牧业生产，

破坏区域和国际牲畜和畜产品贸易。

口蹄疫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

经常被低估，它威胁着这些国家的粮

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其破坏范围不仅

包括村庄一级的小农户，而且还涉及

供应城市和出口市场的那些组织程度

更高的生产链。在一些地区，特别是

南部非洲，口蹄疫防治措施对野生动

物保护的影响已引起严重关切。

粮农组织和世动卫组织 
罗马，2012年

ISBN 978-92-5-107273-8
25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小反刍兽疫全球根除计划 

评估畜牧业 
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

家庭调查问卷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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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控制或消除动物疾病

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不仅仅建立在针

对某种特定疾病的技术知识上。经济

原理驱动的投资决策可能会让整个

社会或包括畜农及社区在内的特定利

益相关者受益。这套准则强调了经济

分析在评估动物疾病对生产、贸易、

市场准入、粮食安全和生计的影响，

以及在制定动物卫生战略方面的重要

作用。本框架将促进动物卫生技术人

员、兽医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与 

协作。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66-1
88页，176 × 250 mm
3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56-9
188页，176 × 250 mm
3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动物识别和记录是制

定和实施遗传改良计划的先

决条件。该项工作也是动物

追踪的关键，可以改善疾病

监测，扩大市场准入，增加

生产者和从业者收入，并有

助于遏制牲畜偷盗和欺诈行

为。因此，动物识别和记录

系统是推动畜牧业发展及应

对全球粮食安全和扶贫需求

的有力工具。该系统整合了

动物识别和登记、动物追

踪、动物卫生信息和生产性

能记录等信息，而本套准则

阐述了开发该系统的具体 

步骤。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508910-7  
5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中文、越南文

准则
系列

动物生产
及卫生

动物多用途 
综合记录系统开发

活禽市场是世界许多地区家禽供

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禽流感

病毒的出现意味着一些长期做法已不

再被接受。本指南为活禽市场经营者

改善市场卫生和加强生物安保提供了

实用方案。

活禽市场生物安全指南

关于动物疾病的经济分析

http://www.fao.org/3/a-i5029c.pdf
http://www.fao.org/3/a-i5512e.pdf
http://www.fao.org/3/a-i5702e.pdf


罗马，2013
ISBN 978-92-5-107927-0
128页，176 × 250 mm

45.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2013年世界畜牧业状况
不断变化的疾病形势

本书研究了有关牲畜疾

病动态的证据，并分析了三

个主要方面：压力 — 包括导

致疾病出现、传播和持续存

在的驱动因素和风险因素；

状况 — 介绍了由于压力及

其后续影响而形成的疾病动

态；应对 — 既要适应和改善

现状，又要减轻压力。仍被

视为同领域参考材料的这份

报告，倡导采取综合办法来

解决全球畜牧卫生问题，以

应对复杂的疾病形势，进一

步关注农业生态的适应力，

保护生物多样性，并确保更

安全的食物供应链，特别是

在受贫困和疾病影响最严重

的地区。通过早期检测和应

对措施（包括改进政策），

加快疾病响应时间。罗马，2017年，ISSN 2078-6336 
1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三语种）

动物遗传资源
国际期刊

《动物遗传资源》是一

份旨在支持落实《动物遗传资

源全球行动计划》的专门杂

志。本期包含九篇文章，其突

出重点是反刍动物。大多数文

章主要论述品种的鉴定，但也

涉及了生产环境问题。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33-7

96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增加畜产品消费给畜牧业提出的挑战是少

投入多产出。本出版物介绍了益生菌在不同畜

牧生产系统中的使用，包括其标签和动物饲料

用途的全球监管状况。它应有助于确定和编制

干预措施，以提高动物生产力，并推动研发可

替代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新型益生菌。

动物营养中的益生菌 
生产、影响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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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 
疾病形势 
视频 6’26” 下一期

即将出版

http://www.fao.org/docrep/019/i3440e/i3440e.pdf
http://www.fao.org/3/a-i6686t.pdf
http://www.fao.org/3/a-i5933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VSW5HwmZM


提供技术和风险相关援助以

帮助各国应对具有全球重要性的

特定疾病。

动物生产
及卫生

罗马，2015年
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1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9411-2 

92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本期刊（第1部分和第2

部分）已经准备就绪，将向

致力于解决非洲锥虫病问题

的机构和个人介绍目前与采

采蝇和锥虫病研究和防治各

领域相关的信息。本项服务

是《非洲锥虫病防治计划》

的组成部分。

采采蝇和锥虫病信息
第38卷

粮农组织和世动生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49-8  
80页，210 × 297 mm  
7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口蹄疫疫苗接种和 
疫苗接种后监测

处理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疫情
暴露和释放的快速定性评估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954-5
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融资机制创新促进以需求为导
向的农业咨询服务
丹麦模式的演变L

应对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
针对非洲地区传播的定性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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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风险准则
系列

http://www.fao.org/3/a-i5975e.pdf
http://www.fao.org/3/a-i4364e.pdf
http://www.fao.org/3/a-i6348e.pdf
http://www.fao.org/3/a-i5117e.pdf
http://www.fao.org/3/a-i6107e.pdf


本文件提供了有 

关实验室良好操作规

范、质量保障程序和

专家独立实验室采用

的标准操作程序范例

的综述。

粮农组织召开

了一次技术会议，以

确定有关埃博拉病毒

的科学知识现状，并

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法

来更好地预防和尽量

减少其影响。

罗马，2011年 
ISBN 978-92-5-107050-5 
188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法文、俄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25-2  
260页，176 × 250 mm  

5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37-8 
26页，210 × 297 mm 

仅提供网络版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召开

了一次技术会议，以

确定有关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的科学

知识现状，并制定实

际的方法来控制和尽

量减少其影响。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9242-2 
26页，210 × 297 mm 

仅提供网络版  
语言版本：英文

该粮农组织手册 

是对《畜牧业应急准则

和标准》的补充，并

针对发生自然和人为

灾害期间紧急应对过

程中所有最常见的畜

牧干预措施提供技术

咨询和指导。

紧急情况下的 
畜牧干预措施

动物饲料分析 
实验室质量保证 

了解人畜间传播的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

了解人畜间传播的
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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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i2441e.pdf
http://www.fao.org/3/a-i5904E.pdf
http://www.fao.org/3/a-i5670e.pdf
http://www.fao.org/3/a-i5682e.pdf


1994年，粮农组织建立

了跨界动植物病虫害紧急预

防系统（EMPRES）。粮

农组织紧急预防系统的畜牧

计划为遏制跨界动物疾病在

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持续存在和/或蔓延发挥着重

大作用。

动物生产
及卫生

“EMPRES360”是跨界

动植物病虫害紧急预防系统

动物卫生计划出版的通讯，

所提供的不同来源的信息涉

及有效预防和逐步控制主要

跨界动物疾病，分析各国面

临的动物疾病风险，并报告

有关这些疾病防治的进展 

情况。

罗马，2016年 
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12页，210 × 297 mm 
仅提供网络版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8页，210 × 297 mm 
仅提供网络版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8页，210 × 297 mm 
仅提供网络版  
语言版本：英文

          EMPRES通讯   EMPRES通讯   EMPRES通讯   EMPRES通讯   MP   
              EMPRES通讯   EMPRES通讯   EMPRES通讯   EMPRES通讯   MPR

EMPRES 
动物卫生360

EMPRES观察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中
东地区蔓延：风险评估 

EMPRES观察： 
炭疽病疫情
提高认识警示

EMPRES重点关注
防控H5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的
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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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i6184e.pdf
http://www.fao.org/3/a-i562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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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全面审议了粮农组织/国

际原子能机构粮食和农业核技术联

合司动物生产及卫生处所开展的工

作。所提供的信息基于历年来发生

的重大变化而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并辅以统计数据和图片。自1964年

成立以来，该处开展大量活动，取

得了一系列技术成果。其最著名的

成就之一是其对根除牛瘟的独特贡

献，以及开发和建立放射免疫测定

平台，用来测量孕激素以监测繁殖

性能和提高家畜的生殖力。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73-9
21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作为牲畜饲料的生物燃料副产品
机遇与挑战

罗马，2012年
ISBN 978-92-5-107299-8
54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探讨了将生物燃料

生产中的副产品用作牲畜饲料。目

前，生物燃料生产利用主要在可耕

地上种植的农作物，特别是玉米

和小麦，而乙醇的生产原料则是甘

蔗。本书审议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未来可用的平行产品，预测了化石

燃料的短缺，并强调应当确保经济

的可持续性，在粮食和动物饲料生

产中避免与传统耕地利用方式发生

冲突。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牲畜物种和品种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

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 
联合司动物生产和卫生处
历史回顾（1964-2014年）

罗马，2016年 
24页，175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强调了牲畜物

种和品种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贡献，例如通过改变不适合

人类消费的饲料和通过放牧

直接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 

本手册还总结了该部门面临

的多项挑战，包括物种灭绝、

遗传侵蚀、现有数据不足，

以及土著品种和相关栖息地

丧失。最后，它建议采取一

系列行动来改善牲畜配置、

文化、栖息地和调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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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I5529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6/i3009e/i3009e.pdf
http://www.fao.org/3/a-i6482e.pdf


承认和加强城市农业作为重

要的土地利用和经济活动所发挥

的与日俱增的作用。

本报告介绍了城市和城

郊农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区域23个国家和10个城市的

发展情况。作为公共政策的

一部分，城市及城郊农业被

纳入城市发展战略，得到研

究和推广支持，并与技术创

新、投资和信贷相联系。它

显示了城郊农业如何为城市

居民提供新鲜和高值“本地

食物”，创造就业机会，打

造绿化带，以及刺激当地经

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还

帮助城郊及周边农村地区的

家庭农民与粮食银行、学校

供膳和类似计划建立联系，

以促进农村和城市贫民的生

计和福祉。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250-8
52页，210 × 270 mm
68.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打造绿色城市

城 市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城市菜园合作社的工人在给生

菜苗床松土。

©粮农组织 /G. BIZZARRI

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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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i3696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23292/icode/


培育非洲绿色城市
首份非洲城市及城郊园艺状况报告

罗马，2012年
ISBN 978-92-5-107286-8
116页，176 × 250 mm
28.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生态友好型耕作方式可以帮助非

洲城市扩大水果和蔬菜栽培，同时减

少污染风险，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

种植者的收入。为世界发展中城市打

造更美好未来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为

充分释放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潜力创造

条件在当前至关重要，而在未来几十

年其重要性将会与日俱增。所面临的

挑战是引导城市化进程从目前的不可

持续方式向可持续、更环保的方向转

变，为其居民提供更多选择、机遇和

希望。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442-6
168页，176 × 250 mm

3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法文、西班牙文

虽然城市只占地表面积的2％，但其居民的自然资源利用

量占比则达到75％。世界也在快速城市化：到2050年，全球

7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城市及城郊森林和树木可以改善

空气质量，减少暴雨径流，提供娱乐和运动空间，以及增加

生物多样性等等，从而提高城市的可持续性和抗灾力。本套

准则面向全球的决策者、公务员、政策顾问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旨在促进城市及城郊森林成为满足城市对环境服务需求

的一个途径。本套准则还有助于提高社区对城市及城郊森林

在促进城市生活方面的积极贡献和在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城市及城郊林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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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docrep/016/i3002e/i3002e.pdf
http://www.fao.org/3/a-i621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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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发展、农村

机构、社会保护、农村

体面就业和食物权问题

开展对话。

经济和社会发展

塞拉利昂

农民领袖与埃博拉暴发后储存

在邦巴利 Tauropanneh 农企中

心仓库的种子。

©粮农组织 /S. LISTE

I2801Ch/1/06.12

ISBN 978-92-5-507277-2

9 7 8 9 2 5 5 0 7 2 7 7 2

《准则》是第一份通过政府间磋商谈判制定的

有关权属及其治理的全球性综合文书。

《准则》列出有关负责任治理的原则和国际公认标准，

对土地、渔业及森林资源开展利用和管理。

《准则》用以指导下列工作：改进权属权利治理的政策、法律和组织框 

架；提高权属体系的透明度并强化管理；加强与权属及其治理有关的

公共机构、私营企业、民间社会组织以及人员的能力和行动。

《准则》把权属治理置于国家粮食安全范畴内，旨在促进逐步实现充足 

食物权、消除贫困、保护环境以及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

www.fao.org/nr/tenure

权属治理 

权属治理

权属治理

权属治理

权属治理

权属治理 权属治理

Governance
of Tenure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范 围 内
土 地 、 渔 业 及 森 林 权 属 

负 责 任 治 理
自 愿 准 则 

本套准则是第一份通过

政府间磋商谈判制定的有关

权属及其治理的全球性综合

文书。本书列出有关负责任

利用和管理土地、渔业及森

林资源的国际公认标准，以

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的全总

体目标。本《自愿准则》把

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的核心，

旨在通过推动实现有保障的

权属权利和平等获取土地、

渔业及森林资源来促进全球

和各国为消除饥饿和贫困所

付诸的努力。

权属 
负责任治理 
视频 6’04”

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土地、 
渔业及森林权属
负责任治理 
自愿准则

罗马，2012年  
ISBN 978-92-5-507277-2 
40页，177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尔巴尼亚文、阿拉
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印地
文、老挝文、尼泊尔文、俄文、
西班牙文

http://www.fao.org/3/a-i2801c.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JlcwF0yP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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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治理技术指南
系列

权属治理技术指南系粮农组织旨在改善

权属治理和协助各国落实《自愿准则》计划

的一部分。

本指南重点论述平等问题，以及如何通

过土地权属治理来应对男女的不同需求和优

先重点。它针对土地治理的不同进程、机构

和活动在改善性别平方面可采纳的机制、战

略和行动提出建议。

罗马，2013年，ISBN 978-92-5-107403-9 
120页，210 × 27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尔巴尼亚文、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西班牙文

改善牧场治理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92-7
148页，210 × 27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葡萄牙文

权属负责任治理： 
投资者技术指南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974-4 

92页，210 × 270 mm  
28.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技术指南阐述了投资者如何按照《自

愿准则》对农用土地进行负责任的投资。这

并非意味着要制定新的标准。相反，该指南

论述了《自愿准则》的含义及如何帮助企业

了解和管理与土地权属相关的风险。

管理土地造福男女

农业投资背景下的 
土地权属保护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895-1 
112页，210 × 27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西班牙文

公共土地权属权力治理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483-9

96页，210 × 27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权属和法律负责任治理

罗马，2016拟 
ISBN 978-92-5-109132-6 
136页，210 × 27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这本出版物揭示了牧民面临的固有挑

战，政府在保护牧场权属方面存在的不足，

以及世界各地成功与进步的最新范例。本书

就确保牧场治理和权属、同时避免破坏习惯

安排所固有的必要复杂性提出了解决方案。

http://www.fao.org/docrep/017/i3114e/i3114e.pdf
http://www.fao.org/3/a-i5771e.pdf
http://www.fao.org/3/a-i5147e.pdf
http://www.fao.org/3/a-i4998e.pdf
http://www.fao.org/3/a-i6381e.pdf
http://www.fao.org/3/a-i5449e.pdf


农业及农村发展信息和
通信技术成功案例
第二版

几千年来，农业发生了诸多变化，通过

现代技术 — 电子农业应用程序 — 拥有作为

该行业下一代变革机制的巨大希望。本出版

物介绍了创新使用新兴技术和能力建设带来

丰富红利的若干案例研究。绿色数码组织在

农村社区知识共享方面的经验将会极大地促

进农业社区的生计。这种知识共享有助于确

保创新方法得到广泛交流并使广大利益相关

方受益，从而为创造“没有饥饿的世界”的

努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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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2017年
ISBN 978-92-5-108774-9
106页，180 × 260 mm
语言版本：英文

本技术说明对加

纳的大米价格激励措

施进行了评估、分析

和解释。它概述了商

品生产、消费、销售

价值链和政策背景。

本书提供的结果和建

议可供参与粮食和农

业部门决策的利益相

关方使用。本说明由

粮食和农业政策监测

与分析计划编制。

2005-2013年 
加纳大米价格激励
措施分析

罗马，2016年 
5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商品与贸易政

策研究工作文件》概

述了经挑选的九个经

合组织国家为促进对

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

的负责任外国投资而

采用的良好做法。本

报告就母国制定有关

农业投资的具有约束

力的法律规范及其他

机制这一日益增加的

趋势提供了实例。

促进负责任外国 
农业投资的母国
措施

罗马，2016年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41-8  
11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将体面就业纳入 
农业发展战略规划 
试行版

http://www.fao.org/3/a-i4622e.pdf
http://www.fao.org/3/a-i5471e.pdf
http://www.fao.org/3/a-i5589e.pdf
http://www.fao.org/3/a-i5802e.pdf


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一的

山区人口面临着饥饿和营养

不良。本出版物介绍了有关

世界山区地理和人口的最新

情况，并根据专门设计的模

式，对发展中国家山区居民

粮食不安全脆弱性进行了评

估。它表明，过去十年来，

山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恶

化，那里的许多社区在消除

贫困和饥饿方面已远远地落

在后面。该出版物反映了他

们所处的困境，并向决策者

传递了有关山区发展重要性

的信息。它还提出了有助于

打破山地社区贫困和饥饿恶

性循环的具体措施。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993-4
80页，183 × 259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山区人民粮食不安全 
脆弱性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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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
性资源规划方法进行领土
开发磋商
近东区域初步可持续框架

本出版物以土地及水利

司的工作文件为基础，旨在

支持自下而上和参与式决策

过程，并鼓励在特定属地内

的参与者之间开展社会对话

和建立伙伴关系。它提出了

一套整体方法，将土地、

水、权属和性别问题统一纳

入参与式规划过程。

罗马，2016年 
11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书概述了印度2013年

《国家粮食安全法》制定

和通过期间所讨论的主要问

题，该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规定要求国家和邦政府将山

区居民纳入广泛的社会保护

网。本书是由著名食物权专

家、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哈什•

曼德根据其十年来参加与印

度食物权相关的多项活动和

辩论而撰写的。它提出了许

多令决策者，特别是低收入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决策人

员关注的重要的问题。

国家粮食供应的 
社会保护作用
关于印度国家粮食安全法的讨论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90-6
88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http://www.fao.org/3/a-i5175e.pdf
http://www.fao.org/3/a-i6133e.pdf
http://www.fao.org/3/a-i495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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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779-4 
116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牛津大学 
出版社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981-1
368页，155 × 235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青年与农业
主要挑战和具体解决
方案

年轻人在农村人口中占有

很大比例，但却往往处于失

业或就业不足的境况。他们

在谋求生计的过程中面临着

诸多障碍，而且认为农业劳

动的报酬较低。在农村找到

有吸引力的经济机会之前，

他们会继续向城市迁移。这

种趋势将推动新的过度城市

化进程，促使城市失业率增

加，并影响全球的粮食生

产。本出版物通过真实的案

例，阐述了如何回归农业。

它介绍了量身定制的教育计

划如何为农村青年提供参与

农业和采用环保生产方法所

需的技能和知识。

粮农组织、CTA和农发基金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475-5  
12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现金补助计划，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记录。

本书详细介绍了由“补助项目”和粮农组

织“从保护到生产”项目针对上述计划开

展的影响评估。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对

这些发展计划的认识，并了解如何通过它

们获得广泛的社会和生产影响。

从证据到行动
撒哈拉以南非洲现金补助案例和影响评估

防止一切形式的童工劳动需要更广泛

的粮食安全及农业和农村发展计划，帮助

人们摆脱贫困。将童工劳动问题纳入粮食

安全和农村发展计划监测和评估框架至关

重要，本手册为此提供了一套良好规范和

创新方法。它还为这些计划和政策在不同

背景下实施提供了工具。 

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监测和评价手册
评估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对家庭农业 
童工的影响 

罗马，2016年，2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小农能够在2030年之前实现生产力
和收入翻番吗？

http://www.fao.org/3/a-i5959e.pdf
http://www.fao.org/3/a-i4630e.pdf
http://www.fao.org/3/a-i5157e.pdf
http://www.fao.org/3/a-i394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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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5年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从保护到生产
系列

罗马，2016年 
80页，216 × 279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西班牙文

这些标题涉及粮农组织“从保护到生产”计划

在七个国家开展的案例研究。

墨西哥的案例主要用来探讨社

会保护与农业之间的联系，因为农村

地区的公共支出是一个重要的财政类

别，而社会政策和生产发展一直被作

为国际评估的对象。本研究重点关注

两个核心问题：目前在确保墨西哥农

业与社会保护政策之间一致性方面积

累了哪些经验，以及这些经验能够为

改善两部门间的协调起到什么作用？

加强农业与社会保护的一致性
墨西哥国家案例研究报告

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秘鲁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公共

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促使贫困

水平下降。然而，该国的

贫困问题仍很突出，特别集

中在南部高原地区。本研究

探讨了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

与三个主要农业计划之间的 

联系。

加强农业与社会保护的 
一致性
秘鲁国家案例研究报告 

罗马，2016年 
5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西班牙文

将赞比亚纳入“从保护到生产”

计划的主要原因是该国农业部门在就

业和经济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以

及在持续高度贫困的背景下，社会保

护措施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本研究

的重点是对现金补助计划受益者等较

贫困农户的农业支持，而其他两项重

大农业举措是农民投入物支持计划和

粮食储备局计划。

加强农业与社会保护的一致性
赞比亚国家案例研究报告

http://www.fao.org/3/a-i5164e.pdf
http://www.fao.org/3/a-i5524e.pdf
http://www.fao.org/3/a-i541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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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农村地区创造新的和提高现有的就业机会来促进

农村体面就业可成为减少农村贫困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两

份出版物以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为案例研究的

对象国，评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农村体面就业对农业生

产效率的影响。报告由粮农组织农村体面就业工作组编写。

农村转型
系列

鉴于社会保护计划往往

以女户主家庭为对象并指定

妇女接受现金补助，这些有

助于赋予妇女经济权能的计

划潜力巨大。然而，本出版

物认为，若要通过社会保护

计划加强妇女经济赋权，就

必须将实现性别平等作为计

划目标并与性别敏感的发展

干预措施和服务相协调。本

文件通过审议一些应用最广

的社会保护计划的实证，评

估其当前和未来对妇女经济

赋权的影响程度。

罗马，2015年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通过社会保护加强农村 
妇女赋权

罗马，2016年  
3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 
体面就业、生产率效应和减贫

罗马，2016年 
3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不同农业系统中的农村体面就业

http://www.fao.org/3/a-i5776e.pdf
http://www.fao.org/3/a-i5432e.pdf
http://www.fao.org/3/a-i469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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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能力分析和政策
系列

利用粮农组织RIMA（抵御能力指数测

量和分析）工具开展的国家层面分析由抵御

能力分析和政策小组编写。本系列出版物为

提高粮食不安全国家的家庭抵御能力提供计

划和政策指导。

苏丹共和国是非洲第三大国，位于北

非尼罗河谷。虽然其地理位置特点是土地肥

沃并因此拥有大量牲畜，但四十年来，该国

不断遭受内战的破坏。此项家庭抵御能力调

查探究了女性与男性户主家庭之间以及区域

之间抵御能力及结构上的差异。可以将这一

分析作为基准，严格审议政府实施的不同政

策，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改进建议。

2009年苏丹 
抵御能力分析

罗马，2016年 
4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法文

尽管塞内加尔

在过去30年实现了经

济增长，但人口的很

大一部分仍然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而且在

2013年，超过15％的

人依然处在粮食不安

全状态。马塔姆的情

况很特殊：2012年，

超过45％的人口处于

贫困线以下，中学入

学率偏低，而且它

是旱灾的重灾区。然

而，马塔姆现已经成

为塞内加尔最具抵御

能力的地区之一。这

项分析评估了该地区

的家庭抵御能力，以

了解这种抗灾力和地

理气候条件对粮食安

全的影响。

2016年塞内加尔
抵御能力分析

罗马，2016年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罗马，2015年 
3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从历史上看，

尼日尔是一个容易发

生自然灾害和政治不

稳定的内陆国家。这

些因素越来越多地导

致长期粮食不安全和

高贫困率。此项研究

旨在解释关键变量在

确定尼日尔人口当前

抵御能力水平方面的

作用，并为决策者提

供制定应对计划所需

的实用信息。

2011年尼日尔 
抵御能力分析 

罗马，2017年
7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2016年肯尼亚伊西奥
洛、马萨比特和梅鲁 
抵御能力分析

http://www.fao.org/3/a-i5434e.pdf
http://www.fao.org/3/a-i6159e.pdf
http://www.fao.org/3/a-i5045e.pdf
http://www.fao.org/3/a-i689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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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
粮农组织法律文件介绍与粮食政策、

农业、农村发展和自然资源相关的比较法

和国际法专题报告。

粮农组织 
法律文件
系列

制定土地权属领域性别平等法律框架 
  见第154页   

由于对粮食安全和商

品价格波动的担忧以及更

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趋势，近年来对农业和粮

食系统投资的兴趣不断增

加。本指南为审议有关农

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

的国家法律和体制框架提

供了方法。它还在这一主

题范围内确定了主要的监

管领域，重点集中在对初

级农业进行更大规模的私

人农业投资方面。

促进农业和粮食系统 
负责任投资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475-4
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42-9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项研究确定和评估了适用于

农村就业的国际劳工标准。它分析了

国际劳工、人权及涉及农业、林业和

渔业部门的其他文书。它还重点介绍

了这些部门在劳动保护问题上面临的

挑战，并提出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 

方法。

适用于农村就业的国际劳工 
标准评估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052-7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分析了社会保护权与充

足食物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以人权

为基础的社会保护方法的重要性。它

阐述了应予考虑的关键问题，尤其是

拥有执法权、明确的体制责任、资格

标准的透明度、适用和终止程序以及

申诉机制的重要性。本出版物建议，

社会保护计划应具有与人权相一致的

明确法律依据。

社会保护权和充足食物权

http://www.fao.org/3/a-i6355e.pdf
http://www.fao.org/3/a-i5957e.pdf
http://www.fao.org/3/a-i5957e.pdf
http://www.fao.org/3/a-i532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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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国家提出了有关发展问题的各

种解决方案，它们已经被证明是低成本

高效益的，并且具有极大的推广潜力以

使他人受益。本指南将南南合作定位为

南北合作的补充工具以及实现粮农组织

使命和更广泛的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一种手段。

粮农组织南南合作
快速指南

罗马，2016年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本手册概述了粮农组织与农发基

金40年致力于协同合作的历程。它展示

了这两个联合国机构如何在各种任务、

部门和机构范围内开展合作。在对资源

的竞争日益激烈之际，两组织却携手努

力，充分认识各自的比较优势，在总部

和实地积极分享知识，并利用机会实现

节支增效。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互补与合作

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 
罗马，2016年
24页，200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BROCHURES
BROCHURES

罗马，2015年 
8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背景文件评估

了农村体面工作和农

村就业概念和指标的

相关性。它研究了导

致体面工作数据不足

的若干主要原因，并

提出了一套更为相关

的指标以及改进数据

收集的一些方法。

农业和农村地区 
体面工作指标

“饥饿之声”项 

目已经开发出“粮

食不安全体验分级

表”，作为衡量家庭

和个人粮食不安全

的新指标。它使我

们能够更加接近那些

每天都在为获得安全

和营养食物而奔波的

人们，了解他们的需

求。本报告的主要目

的是让粮食安全分析

人员评估这一方法在

统计上的可靠性和适

当性。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8835-7 
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法文、西班牙文

全世界成年人 
粮食不安全体验可
比发生率估计方法

http://www.fao.org/3/a-i5163e.pdf
http://www.fao.org/3/a-i6164e.pdf
http://www.fao.org/3/a-i5060e.pdf
http://www.fao.org/3/a-i483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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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鱼类及其相

关产品在粮食安全和

营养、生产和贸易、

扶贫和就业方面作用

的资源监测、准则和

政策。

渔业和水产养殖

泰国

渔民行走在养鱼场网箱间

的连接板上。

©粮农组织 /S. KHAN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小册子   

罗马，2016年 
8页，200 × 20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1

预防、阻止和消除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 
的港口国措施
协定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协定旨在预防、制止和消

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

鱼。这是捕捞渔业面临的一

个主要问题，是对诸多鱼类

种群有效养护和管理的严重

威胁。采纳和实施有效的港

口国措施的目的是确保海洋

生物资源的长期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它将预期得到作为

港口国、船旗国的缔约方广

泛和有效应用。本协定适用

于那些寻求进入缔约方港口

或停靠港口的船只。某些手

工渔船和集装箱船不在协定

管辖范围内。

修订版

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
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议

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
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
制捕鱼的措施协定

罗马，2016年（修订版）
ISBN 978-92-5-506586-6
116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西班
牙文（三语版）、阿拉伯文、
中文、俄文

港口国措施 
视频 3’38”

新闻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ln4IgKfcM
http://www.fao.org/3/a-i5779e.pdf
http://www.fao.org/3/a-i5779c.pdf
http://www.fao.org/3/a-i5469c.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17286/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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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全球内陆渔业大会的情况介绍和

建议汇编。它重点阐述了淡水鱼类对社会的重

要性，并讨论了目前的知识现状和未来的信息

需求，促进渔业的可持续性。本书的目的是为

渔业经营者和依靠淡水渔业为生的人们参与决

策者的讨论并发表意见提供机会，因为这些决

定将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和生产能力。

地中海渔业 
总委员会基本文件

淡水、鱼类与未来
全球跨部门会议纪要

粮农组织和密歇根州立大学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63-7 
37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东地中海分区域 
渔业社会经济 
状况分析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01-6 
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提供了实施粮农组织《关于港

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

制捕鱼的措施协定》的立法范本。它为将《协

定》核心条款纳入国家立法提供了框架。

执行港口国措施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03-0 
1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报告是对地中海和黑海渔业部门的综

合分析。它阐述了捕捞船队的规模和构成、

渔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特征、丢弃物的构成和

数量、易受害物种的误捕及种群状况。本报

告旨在成为地中海渔业总委员的旗舰出版

物，定期传播该地区渔业信息并为决策提供

支持。

2016年地中海和黑海
渔业状况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59-3 
1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34-0 
64页，175.7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http://www.fao.org/3/a-i5450e.pdf
http://www.fao.org/3/a-i5711e.pdf
http://www.fao.org/3/a-i5792e.pdf
http://www.fao.org/3/a-i5801e.pdf
http://www.fao.org/3/a-i549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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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系列

渔业和水产养殖

通告类出版物介绍技术和重要科学或政

策相关的信息。

气候变化与非洲沿
海渔业案例研究
脆弱性分析和适应 
方案建议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18-7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一半以上的地区为旱

地，承载着该地区近

50％的人口。本回顾

记录了撒哈拉以南非

洲旱地鱼类资源对气

候变异的适应情况。

它还探讨了通过改进

现有水体，特别是小

型水库的利用来增加

资源供给潜力。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19-4
6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沃尔特河流域沿岸
国家收获后系统与
区域贸易中的可持
续渔业和水产养殖
战略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34-4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报告概述了海

洋酸化现象，并介绍

了有关小型中上层物

种生态学方面的一些

重要观测信息。

撒哈拉以南非洲旱
地渔业
“鱼随雨来”。增强 
干旱地区渔业生计的 
抵御能力以改善粮食 
安全和营养

本出版物以小规

模渔业为例，探讨如

何利用社会保护干预

措施来减少那些依靠

可再生自然资源维持

其粮食安全的社区的

脆弱性并加强抵御能

力。它审议了现有社

会保护政策在支持渔

业逐步实现可持续自

然资源管理方面可发

挥的潜在作用。

社会保护和可持续
自然资源管理
小规模渔业初步研究 
结果和良好操作规范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772-5
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气候变化对渔业和 
水产养殖的影响
  见第69页   

http://www.fao.org/3/a-i5612e.pdf
http://www.fao.org/3/a-i5935e.pdf
http://www.fao.org/3/a-i5616e.pdf
http://www.fao.org/3/a-i462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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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系列

利用和制定基于 
权利与权属的管理
系统以养护 
加勒比跨境鱼类 
种群资源

国际商业渔业管理制度
安全问题研究
案例报告汇编

本报告确定并分析了全球当前可追溯标

准和法规中存在的差距及不一致性。海产品

可追溯系统中存在的差距被确定为：意识、

承诺、实施、技术和标准。本报告提出了如

何解决这些差距的建议。

商业捕捞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如何管理

渔业可能会影响渔民的选择，并影响其在作

出选择时权衡利弊，从而影响渔民的安全。

粮农组织与研究人员签订合同，委托他们编

制16个国家渔业管理与安全国别案例研究。

本出版物介绍了案例研究的结果和分析，以

及结论和建议。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93-1  
7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大西洋中西部旗鱼资源
状况和旗鱼渔业

本项研究概述了大西洋中西部的旗鱼资

源和渔业状况。在大规模的大西洋金枪鱼捕

捞业中，旗鱼作为兼捕物仅占金枪鱼上岸量

的0.76％，但这成为阻碍客观收集统计数据

来开展旗鱼种群资源评估的主要制约因素。

本文件显示，在大西洋金枪鱼和类金枪鱼渔

业中，旗鱼资源已被高强度开发六十多年。

因此，旗鱼资源似乎已经枯竭、已被或正在

被过度捕捞。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337-5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世界重要经济海参种类
  见第181页  

海产品可追溯系统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181-4 
7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436-5 
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5944e.pdf
http://www.fao.org/3/a-i5552e.pdf
http://www.fao.org/3/a-i6071e.pdf
http://www.fao.org/3/a-i620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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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论文提供了重要的综合信息，通常

是全球性的，而且代表了专家的集体知识。

技术文集
系列

水资源核算的经验教训
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19-1
80 pp., 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语言版本：英文

渔民知识和渔业生态 
系统方法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791-6
29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1 2年通过了作

为一项国际标准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SEEA）。该体系包含编制国际可比数据的

标准概念、定义、分类、核算规则和表格。

本文件审议了SEEA核算框架设计的表格，并

评估了SEEA在反映渔业部门对水资源的依赖

性及核算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水资源的利用

和需求方面的能力。

渔业和水产养殖

本出版物阐明了

渔获登记制度的性质

及其目标。它探讨了

此类计划作为管理、

监测、管控和监视金

枪鱼渔业的工具，在

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因

素。它还为那些将来

可能决定为商业金枪

鱼渔业制定渔获登记

制度的区域金枪鱼渔

业管理组织提供技术

指导。

罗马，2016年
978-92-5-109243-9
16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制定金枪鱼渔获 
登记制度备选方案

本文件以2014年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世界公园

大会的工作为基础，概

述了生计和粮食安全范

畴内的水生生物保护

区、海洋保护区及内陆

水域保护区的经验。它

根据非洲、亚洲、拉丁

美洲和大洋洲的案例研

究，简要介绍了海洋保

护区的情况，并报告了

它们与生计和粮食安全

之间的联系。它还汇总

了这些论文的结论，探

讨了对水生生物保护区

的观察结果，以及相关

问题和解决方案。

海洋保护区
渔业生计与粮食安全 
相互作用

粮农组织和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606-2
1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4664e.pdf
http://www.fao.org/3/a-i5880e.pdf
http://www.fao.org/3/a-i5684e.pdf
http://www.fao.org/3/a-i6742e.pdf


133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海洋综合管理：渔
业、石油、天然气
及海底采矿
全球渔汛研究计划 
第122卷

全球渔汛要点
2016年第3期

罗马，2016年 
1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渔业管理

近年来，渔业管理已发展成为一个包括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ABNJ）的更加全面的

框架。本出版物提供了涉及ABNJ的相关法律和

政策文书、活动和措施的摘要，并概述了关

于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等重大计划和项目，

例如公海ABNJ计划和粮农组织深海渔业计划。

每季度更新的各主要渔业商品市场趋势

详情。重要市场数据按时间序列，以表格或

信息图表形式提供，附带对影响各类商品，

如金枪鱼、底层鱼、小型中上层鱼、虾、鲑

鱼、鱼粉和鱼油、头足类、双壳类和甲壳类

的趋势、重大事件和新闻的分析。

海洋覆盖地球表

面的大约70％，占全

球水量的97％，生成

大气中半数以上的

氧气，并吸收大量的

碳。本报告通过对安

哥拉、印度尼西亚、

纳米比亚和挪威四个

案例研究国的政策审

议，探讨了渔业、石

油和天然气及海底采

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

用。从这些案例研究

中确定了推动实施海

洋管理的挑战和经验

教训。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631-4
40页，176 × 250 mm
2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12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72页，176.3 × 250.3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渔业、水产养殖和
气候变化简报 

世界龙虾市场
全球渔汛研究计划 
第123卷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82-5 
48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6048e.pdf
http://www.fao.org/3/a-i6094e.pdf 
http://www.fao.org/3/a-i5871e.pdf
http://www.fao.org/3/a-i5565e.pdf
http://www.fao.org/3/a-i681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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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要
系列

在湄公河下游流域建立环
境监测系统以增强渔业和
水产养殖抵御能力并改进
早期预警

本报告介绍了湄公河下

游流域渔业和水产养殖环境

监测系统现状和效率分区域

磋商会的成果，并包括对柬

埔寨、泰国和越南环境监测

系统的基准评估。

渔业和水产养殖

本文件回顾了近东和北非区域渔

业部门的现行做法。它审议了最佳实

践并确定政策层面的干预措施，通过

减少渔业部门的浪费来促进粮食安全

和创收。

小规模渔业是本组织粮食安全、

减少贫困和自然资源管理目标的核

心。本出版物对整合《准则》的实施

方法提供指导，并肯定了粮农组织在

支持和促进实施方面的作用。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55-5

9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04-0 
12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581-2
11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568-3 
11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通常为全球性或具有全球意义的主要

会议或专题讨论会正式记录，包括全部相

关情况介绍和材料。

评估刺网和三重刺网捕鱼
活动导致粮食损失及资源
浪费问题专家研讨会记要

通过减少渔业部门损失和浪费实现
粮食安全和创收区域会议

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

http://www.fao.org/3/a-i4880e.pdf
http://www.fao.org/3/a-i6641e.pdf
http://www.fao.org/3/a-i5581e.pdf
http://www.fao.org/3/a-i667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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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系列

这些报告提供了研讨会或粮

农组织渔业会议的正式记录。 

本报告有助于增加对《港口国措施

协定》的了解，从而促进其有效实施。

本报告介绍了肯尼亚蒙巴萨研讨

会的各项活动和成果。在此次研讨会

上启动了该国“蓝色增长”倡议，并

举办了实施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

培训。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63-4
52页，176 × 250 mm
35.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17-0 
44页，215.9 × 279.4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报告是关于海洋保护

区如何影响渔业和渔业社区

研讨会的成果。

2015年权属和捕捞权报告
基于权利的渔业方法全球论坛

本出版物是关于粮农组织

与柬埔寨渔业管理局共同举办

的2015年权属和渔业方法全球

论坛的报告。该论坛旨在确定

赋予渔民和渔业利益相关方权

能的手段。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07-8 

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海洋保护区对渔业产量、
渔业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影

响研讨会报告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066-4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关于启动肯尼亚蓝色
增长倡议和实施水产养殖生态
系统方法研讨会报告

关于西北印度洋国家实施 
2009年粮农组织《关于港口国 
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 
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的 
粮农组织区域研讨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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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和水产养殖

这些准则有助于加强《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实施。

它们不具正式或法律效力，可供灵活应用，并且能够随着渔业

和水产养殖情况的变化而逐步完善。

技术准则
系列

罗马，2011年 
978-92-5-106974-5 
100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西班牙文

这些技术准则的制定是对粮农

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补

充。

《守则》及许多国际协定和会

议强调了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采用

生态系统方法的好处和必要性。这

些准则协助各国以可持续的方式发

展水产养殖，在创造最大社会和经

济效益的同时，确保不损害子孙后

代潜在的资源基础。

水产养殖发展6
野生渔业资源用于以捕捞为基础
的水产养殖

罗马，2012年 
978-92-5-107214-1 
196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休闲渔业在许多转型经济体中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些准则以休

闲渔业为重点，并阐述了促进环境

可持续的和对社会负责任的休闲渔

业管理战略。为此，该文件详细介

绍了可持续休闲渔业的政策、管理

和行为建议。

休闲渔业

这些准则的制定为渔

业领域海上安全领域落实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提

供支持。其目的是帮助有关

部门制定和实施旨在改善捕

捞渔业和水产养殖活动海上

安全、卫生和服务条件的战

略。它们适用于所有商业捕

捞作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海

上活动。

捕捞作业3
改进渔业海上安全的最佳做法

罗马，2015年 
978-92-5-108809-8 
216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docrep/014/ba0059e/ba0059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6/i2708e/i2708e00.pdf
http://www.fao.org/3/a-i474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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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准则
系列

罗马，2011年 
978-92-5-506762-4
116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西班
牙文（三语版）、俄文

Guidelines for Ecolabelling of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from Inland Capture Fisheries 

BA0001Ch/1/08.11

ISBN 978-92-5-506932-1

9 7 8 9 2 5 5 0 6 9 3 2 1

罗马，2011年 
978-92-5-506952-9
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西班
牙文（三语版）、俄文

本准则的编纂工作是

一个参与性进程，涉及的人

员包括来自各国政府、捕捞

业、学术单位、非政府组织

和政府间组织的渔业专家和

渔业管理人员。这些自愿性

的准则是一个参考工具，旨

在帮助各国和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安排制定并实施适当的

公海深海渔业管理措施。 

公海深海渔业管理 
国际准则

罗马，2009年 
ISBN 978-92-5-506258-2 
92页，150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三语
版）、俄文

本出版物介绍的准则是自愿性

质的。应用生态标签计划的目的是对

来自良好管理的海洋捕捞渔业的产品

予以认证，推动建立标签制度。准则

涉及内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

标签的原则、一般性考虑、术语和定

义、最低实质性要求和标准以及程序

和制度。

内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 
生态标签准则

本准则的编纂工作是一个参与

性过程，涉及的人员包括来自各国政

府、捕捞业、学术单位、非政府组织

和政府间组织的渔业专家和渔业管理

人员。从适当管理框架到良好数据收

集计划，本准则就各项要素提供管理

方面的指导，并确定要点和措施，以

确保主捕和非主捕物种的保护。

兼捕管理及减少抛弃物 
国际准则

这些准则涉及高度优先问

题，通常有专家参与磋商。

http://www.fao.org/docrep/014/ba0001c/ba001c00.pdf
http://www.fao.org//3/a-ba0022c.pdf
http://www.fao.org//3/a-i081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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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45-3 
80页，145 × 155 mm 
100.00美元，环装版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7989-8
396页，210 × 297 mm 

80.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渔业和水产养殖

这份多卷本实地指

南涵盖在大西洋中东部

捕捞的主要资源类群中

具有渔业价值的物种。

海洋资源类别包括双壳

类、腹足类、多板类、

头足类、口足类、虾、

龙虾、螃蟹、粘盲鳗、

鲨鱼、鳐鱼、银鲛、硬

骨鱼和海龟。对每类

资源的介绍包括种群概

况，以及配有插图的技

术术语和尺寸说明及目

或科的检索信息。 

大西洋中东部海洋 
生物资源 

第4卷：硬骨鱼第2部分 
（鲈形目）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109267-5 
800页，176 × 250 mm 

13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识别指南重点介绍41种鲨鱼和

20种鳐鱼，它们被认定为与商业渔业

最为相关或在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和

大西洋相邻水域的开发中最为脆弱。

该指南将协助渔业从业者收集实地捕

捞数据，以识别鲨鱼和鳐鱼，从而提

高捕捞量和上岸量数据的质量。它也

可以为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关部门

的渔业检查人员、观察员和执法人员

的工作提供帮助。

加勒比常见鲨鱼和鳐鱼 
识别指南

这是在粮农组织原版《世界头足

类目录》（1984）基础上全面重写、

修订和更新的第三卷。它提供包括在

出版时已知的13个头足科，包括56个

属、280个种的描述和图解检索。该

卷分章节介绍有关术语和尺寸、丰富

的词汇表、对章鱼和吸血鬼鱿鱼现有

生物学知识的最新审核以及专用参考

书目。

世界头足类
目前已知头足类物种的注释和图解
目录

http://www.fao.org/3/a-i5691e.pdf
http://www.fao.org/3/a-i3489e.pdf
http://www.fao.org/3/a-i571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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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982-9

80页，210 × 295 mm 
130.00美元，环装版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452-6
136页，210 × 297 mm 
80.00美元，环装版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是一份有关

印度洋鲨鱼、鳐鱼和银鲛的

综合图解目录。它包括10个

目、23个科、45个属和78

个种的软骨鱼类，提供对各

目、科和属的描述，所有关

键分类单元均附有图解。对

每个属代表物种均作出描

述，包括：有效的现代名称

和物种的原始引用；同义

词；物种的英文、法文和西

班牙文名称；侧视图和其他实

用图解；字段标记；诊断特

性；分布（包括GIS地图）； 

栖息地；生物学；尺寸；渔业

价值和对人类的影响；当地名

称；备注部分；和文献。

该卷全部编入索引，

并包括术语和尺寸部分、词

汇大全和专用参考书目。

Interest to Fisheries and Human Impact: Fisheries for chimaeras are poorly known with catches perhaps the least reported 
among any chondrichthyan group. Most shortnose chimaeras occur too deep and are not caught in sufficient numbers to 
warrant a targeted fishery, but are often retained as bycatch. The North Atlantic Chimaera monstrosa is one shortnose 
chimaera species for which landings are reported.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most members of this family are Data Deficient or Least Concern, but some species, including 
Hydrolagus ogilbyi, are considered Near Threatened due to current or potential fisheries that may impact their populations. 

Local Names: Ratfishes, Rabbitfishes, Ghostsharks, Silver sharks.

Remarks: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of this family follows Didier, Kemper and Ebert (2012) and Ebert (unpubl. data) in 
recognizing two genera and 38 species. The separation of the genera Chimaera and Hydrolagus has been subject to much 
debate as they are morphologically very similar with the primary difference being the presence (Chimaera spp.) or absence 
(Hydrolagus spp.) of an anal fin.

Literature: Garman (1901, 1908, 1911); Bigelow and Schroeder (1953); Krefft in Hureau and Monod (1973a); Stehmann and 
Bürkel in Whitehead et al. (1984); Didier (1995); Nelson (2006); Ebert and Winton (2010); Didier, Kemper and Ebert (2012); 
Ebert and Stehmann (2013). 

List of Species Occurring in the Area:

Chimaera argiloba Last, White, and Pogonoski, 2008
Chimaera fulva Didier, Last, and White, 2008
Chimaera lignaria Didier, 2002
Chimaera macrospina Didier, Last, and White, 2008
Chimaera notafricana Kemper, Ebert, Compagno, and Didier, 2010
Hydrolagus africanus (Gilchrist, 1922)
Hydrolagus homonycteris Didier, 2008
Hydrolagus lemures (Whitley, 1939) 
Hydrolagus ogilbyi (Waite, 1898)
Hydrolagus trolli Didier and Séret, 2002

Key to Deep–sea Indian Ocean Genera:

1a. Anal fin present (Fig. 1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imaera

1b. Anal fin absent (Fig. 1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ydrolagus

Chimaera Linnaeus, 1758

Genus: Chimaera Linnaeus, 1758, Syst. Nat., ed. 10, 1: 236.

Type species: Chimaera monstrosa Linnaeus, 1758, by subsequent designation of Jordan and Gilbert, 1883, 54.

Number of Recognized Deep–sea Indian Ocean Species: 5.

Synonyms: Genus Chimera Rafinesque, 1815, An. Nat.: 92; emended spelling for Chimaera Linnaeus, 1758, by ref. to 
Linnaeus. Genus Chimaira Duméril, 1856, Mem. Acad. Sci. France, 27(1): 155; emended spelling for Chimaera Linnaeus 
1758, by ref. to Linnaeus. Doubtful synonym Genus Callorhynchus Gronovius, 1772: 49. Type and only described species: 
Callorhynchus americanus.

Field Marks: Blunt–snouted chimaeras with dorsal–fin spine attached to first one–third to one–half of dorsal fin, the upper half 
unattached, second dorsal–fin height even along its length, never indented, and anal fin separated from the anterior margin 
of the ventral caudal fin by a deep notch. 

Fig. 140 Chimaera Fig. 141 Hydrolagus

Anal fin No anal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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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Features: As for family, but species placed into the genus Chimaera have a deep notch separating the anal fin 
from the ventral caudal–fin margin.

Local Names: Rabbitfishes.

Remarks: The genus contains at least 14 or 15 species worldwide, with several possibly undescribed species currently under 
investigation; five species are known to occur in the Indian Ocean deep–sea. The recently described Chimaera notafricana 
was previously referred to as C. monstrosa, a North Atlantic species. This species is most abundant in the southeastern 
Atlantic, but with records extending to the Ea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Key to Deep–sea Indian Ocean Species:

1a. Body colour a uniform dark brown or bla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b. Body colour pale, silvery, grey, tan, grey–blue
or lavend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2a. Pectoral fin almost straight anteriorly, 
convex posteriorly; preopercular and oral 
canals share a common branch; body colour 
chocolate brown; locality Australia (Fig. 142)
. . . . . . . . . . . . . . . Chimaera macrospina

2b. Pectoral fin when depressed extends 
to origin of pelvic fin; male pelvic claspers 
divided for distal one–third of their length; 
preopercular and oral canals share a common 
branch; body colour blackish–brown with dark 
bluish streaking; locality southern Africa (Fig. 
143). . . . . . . . . . . . Chimaera notafricana

3a. Preopercular and oral lateral line canals 
usually not sharing a common branch; trunk 
lateral line canal with tight sinuous undulations 
or broad undulations anterior to pelvic fins 
(Fig. 144) . . . . . . . . . . . Chimaera argiloba

3b. Preopercular and oral lateral line canals 
share a common branch from the infraorbital 
canal; trunk lateral line canal without sinuous 
undulations along its length . . . . . . . . . . . . 4

4a. Body colour silvery pink to pale brown; 
pectoral fins when depressed extend slightly 
posterior to pelvic–fin origins; pelvic fins large, 
paddle–shaped; male pelvic claspers divided 
for less than half of their length (Fig. 145) .
. . . . . . . . . . . . . . . . . . . . Chimaera fulva

4b. Body colour grey–blue or lavender; 
pectoral fins when depressed extend to 
pelvic–fin origins or beyond; pelvic fins large 
and rounded; adults massive in size; male 
pelvic claspers divided for distal one–third of 
their length (Fig. 146) . . . . Chimaera lignaria

Fig. 142 Chimaera macrospina

Fig. 143 Chimaera notafricana

Fig. 144 Chimaera argiloba

Fig. 145 Chimaera fulva

Fig. 146 Chimaera lig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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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Features: Disc rhombic–shaped, moderate to very broad, with outer corners of disc sharply rounded to angular. 
Snout long to very long, generally exceeding 60% of head length, acutely angled, and moderate to greatly produced beyond 
anterior margin of disc. Eyes relatively small, diameter less than interorbital distance. Pelvic fins bilobed and continuous, 
with anterior lobe moderate to very long and approaching length of posterior lobe. Tail relatively short to moderately long and 
moderately narrow to narrow at base and slightly tapering to slightly broadening distally. Upper disc largely free of denticles 
and with few moderately small to small thorns. Thorn pattern on dorsal surface: orbital thorns present or absent, if present 
1 pre–orbital thorn to about 9 thorns on orbital margin; thorns either present or absent on remainder of disc, if present 1 to 
several thorns may occur on each shoulder girdle, on nuchal region and in single row from nuchal region to base of tail; 
usually males with 1 thorn row, females with 3 to 5 rows along midline of tail to origin of first dorsal fin. Vertebral counts: 
pre–dorsal caudal vertebral counts 42 to 72; trunk vertebral counts 30 to 35. Maximum total length may reach over 200 cm. 
Colour: dorsal surface usually grey, dark brown to almost black and plain or maybe vaguely patterned; ventral surface greyish 
white to greyish brown with ampullary pores and sometimes ampullary canals darkly pigmented. 

Remarks: About 40 species, 14 of which occur in the Indian Ocean deep–sea, but with several additional as yet undescribed 
species occurring in this region. The javelin skate (Dipturus doutrei) occurs primarily in the eastern Atlantic, from Mauritania 
to Namibia, but with several scattered records from the Ea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The following Key to Species below is modified after Aschliman and Ebert (2013b) and Last and Stevens (2009).

Key to Deep–sea Indian Ocean Species:

1a. Known only from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 . . . . . . . . . 2

1b. Known only from southern and western Australia (eastern 
Indian Oce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2a. Tail relatively long, slender, with width at first dorsal–fin 
origin less than one–half width at base of tail . . . . . . . . . . . . 3

2b. Tail not long, slender, with width at first dorsal–fin origin 
more than one–half width at base of tail . . . . . . . . . . . . . . . 4

3a. Tip of anterior pelvic–fin lobe extending to or beyond distal 
margin of posterior lobe; length of tail (if intact) from end of 
second dorsal–fin base to tip greater than 5% of TL (Fig. 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pturus johannisdavisi

3b. Tip of anterior pelvic–fin lobe not extending to distal margin of posterior lobe; length of tail (if intact) from end of second 
dorsal–fin base to tip less than 5% of TL (Fig. 8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pturus lanceorostratus

4a. Disc ventral surface broadly covered with denticles (Fig. 83).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pturus springeri

4b. Disc ventral surface not broadly covered with denticles, although denticles may occur on snout and along anterior margin. . 5

5a. Tail relatively short, distance from snout tip to posterior margin of cloaca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sum of distance from posterior 
margin of cloaca to tip of tail plus distance from tip of snout to anterior margin of upper jaw (Fig. 84). . . . . . Dipturus doutrei

5b. Tail relatively long, distance from snout tip to posterior margin of cloaca less than sum of distance from posterior margin of 
cloaca to tip of tail plus distance from tip of snout to anterior margin of upper ja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Anterior pelvic–fin 
lobe tip extending to or 
beyond distal margin of 

posterior lobe

Fig. 81 Dipturus johannisdavisi

Fig. 82 Dipturus lanceorostratus Fig. 83 Dipturus springeri Fig. 84 Dipturus dout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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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Snout very long, greatly produced, distance from snout tip to anterior margin of orbit about 5.5 times interorbital 
distance, preoral snout length about 3 times internarial distance (Fig. 85) . . . . . . . . . . . . . Dipturus stenorhynchus

6b. Snout moderately long to long, moderately produced to produced, distance between snout tip and anterior margin of 
orbit about 3.0 to 4.5 times interorbital distance, preoral snout length about 2.5 or fewer times internarial distance . . . . 7

7a. Dorsal surface medium brown to greyish brown, without small dark spots; no mid–row thorns on disc (Fig. 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pturus crosnieri

7b. Dorsal surface of disc light brown, with scattered small dark spots; mid–row thorns on posterior half of disc . . . . . . 8

8a. Two poorly developed nuchal thorns; disc width at level of orbits 1.7 to 1.9 times preorbital length (Fig. 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pturus campbelli

8b. Single well developed nuchal thorn; disc width at level of orbits 2.3 to 
2.5 times preorbital length (Fig. 88) . . . . . . . . Dipturus pullopunctatus

9a. Preorbital snout length more than five times orbit diameter; pectoral–
fin apices distinctly angul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9b. Preorbital snout length less than five times orbit diameter; pectoral–fin 
apices broadly to narrowly round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10a. Snout moderately elongated; disc ventral surface mostly blackish, slightly darker than dorsal surface; mucous pores 
on ventral snout surface not very distinctive against dark black coloured background (Fig. 89) . . . . . . . Dipturus wengi

10b. Snout extremely elongated; disc ventral surface usually lighter, not darker than dorsal surface; mucous pores on 
ventral snout surface dark–edged, very distinctive against light coloured background.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11a. Pectoral–fin apices forming acute angle; nuchal thorns absent; malar thorns absent in adult males (Fig. 
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pturus gudgeri

11b. Pectoral–fin apices sharply angular; nuchal thorns usually present (except in D. healdi); malar thorns present in adult 
ma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12a. Snout extremely elongated; nuchal thorns present; pectoral–fin edges dark on ventral surface. (southern Australia)
(Fig. 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pturus acrobelus

Fig. 85 Dipturus sternorhyncus Fig. 86 Dipturus crosnieri Fig. 87 Dipturus campbelli

Fig. 88 Dipturus pullopunctatus

Fig. 89 Dipturus wengi Fig. 90 Dipturus gudgeri Fig. 91 Dipturus acrobe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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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包括与渔业相

关的若干物种以及可能具有

研究、教学和生态意义的物

种。印度洋深海软骨动物群

目前以117种鲨鱼、61种鳐

鱼和17种银鲛类为代表。本

指南介绍了被确定为最难识

别和/或经常捕获的36种鲨

鱼。每个物种的介绍和描述

均采用彩色插图和照片，突

出显示在同一地区出现的类

似物种的关键特征，以便在

现场轻松准确地识别。对另

外16种不常见或鲜为人知的

鲨鱼进行了简要描述、线条

图和便于正确识别的提示。

最后，还对可能与该地区较

常见物种混淆的52种鲨鱼进

行了简述。这版压膜图书可

防水，作为手册便于在船上

使用。

印度洋深海软骨鱼类识别指南

印度洋深海软骨鱼类

http://www.fao.org/3/a-i3888e.pdf
http://www.fao.org/3/a-i348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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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和水产养殖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52-8 
108页，210 × 297 mm 
2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44-3 
68页，176 × 250 mm 
5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渔业和水产养殖是生计

的重要来源，为数亿人的粮

食安全作出贡献。然而，小

规模渔民、养殖渔民、船

员、鱼类加工商、贸易商和

加工工人往往面临严重的与

劳工相关问题，这限制了该

部门的减贫潜力。本项研究

探讨了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

门广泛存在的体面工作问题

的关切，目的是为粮农组织

的计划和与各国政府、民间

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

合作提供信息和指导，从而

改善整个海产品价值链上的

体面工作和生活条件。

渔业及水产养殖体面工作
和就业范围界定研究
供讨论和制定计划的 
要点和行动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立法指南

本手册是根据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EAF），为三至四周的渔业管理概念

和过程培训课程编制的基本资料。它提

供简要说明、主要参考材料和练习，为

参加由EAF-南森项目制订并与非洲数所

大学合作主办的EAF-南森项目大学课程

的培训人员和学员提供支持。课程面向

渔业研究和管理机构、环境机构和私营

部门的专业人员。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98-9 
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EAF-南森项目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培训手册

《自愿准则》支持负责任

渔业和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

造福当代及子孙后代。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704-6

20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

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 
自愿准则
在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

http://www.fao.org/3/a-i5980e.pdf
http://www.fao.org/3/a-i5966e.pdf
http://www.fao.org/3/a-i5787e.pdf
http://www.fao.org/3/a-i435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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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638-3
64页，210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小册子介绍了由

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粮

农组织执行的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地区（ABNJ）

金枪鱼项目。该项目的

重点是通过改善管理、

打击非法捕鱼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这三个主题领

域，推动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地区的负责任、高

效和可持续的金枪鱼生

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小册子   小册子   小
小册子   小册子   小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213-3 
9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关于《守则》B部分、 
自愿准则及安全建议的 
实施准则

本实施准则阐述了海

事、劳工和渔业部门及任

何相关政府部门就实施粮农

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

事组织关于设计、建造和装

备所有类型渔船的三份文书

作决定时予以注意的事项。

它们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安

全战略的制定、法律影响、

行政要求、能力建设、船员

培训、法规的执行和运营 

安全。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下
的区划、选址和区域管理
手册

本出版物介绍了空间规

划和管理的主要步骤，并逐

项阐述了各步骤的理由和目

标、实施办法和能够形成方

法的现有手段。空间规划和

管理的好处众多，包括提高

投资者的收益率，以及更有

效地降低环境、经济和社会

风险。本出版物附有单独的

政策简报和完整文件。

ABNJ金枪鱼项目
促进可持续性伙伴关系 

罗马，2016年 
6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473-0 
56页，176 × 250 mm
70.00美元，环装版
语言版本：英文

海洋物种生物数据收集手册
海洋生物数据收集图解手册

http://www.fao.org/3/a-i5613e.pdf
http://www.fao.org/3/a-i6834e.pdf
http://www.fao.org/3/a-i6353e.pdf
http://www.fao.org/3/a-i366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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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林业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各个方面。

林 业

印度

这棵大榕树位居东南亚

树木之首，树龄超过

253 年。

©粮农组织

即将出版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619-2
76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建立和运行国家森林监

测系统是政府的一项复杂任

务。这类系统有助于更好地

为森林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支持国家一级的森林可持续

发展。然而，系统的制定需

要以长期愿景和跨学科合作

为支撑，这是一项既艰巨又

令人兴奋的工作。旨在支持

该进程的这套准则将国家森

林监测系统纳入更广泛的国

家森林决策过程并阐述了若

干相关的战略、运营和技术

问题。本出版物包含良好规

范原则，为制定并实施多目

的国家森林监测系统提供了

一套决策支持工具。

国家森林监测 
自愿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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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438-9 
188页，176 × 250 mm  

3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912-5
172页，176 × 250 mm 

35.00美元，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095-4
168页，176 × 250 mm 
3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西班牙文

林业文集
系列

粮农组织林业文集系列出版物涵盖了从

权属、林火管理到植物检疫标准等林业专题。

社区林业40年

恢复旱地退化森林和景观全球准则
加强抵御能力并改善生计

旱地占地球陆地表面的近一半，是全

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家园。干旱地区面临着

诸多重大挑战，包括荒漠化、生物多样性

流失、贫困、粮食不安全和气候变化。必

须努力遏制旱地退化并恢复退化的土地，

而这套全球首份旱地恢复准则的简单但紧

迫的目的便是对这项工作提供支持。

国家林业社会经济调查
森林在家庭福祉和生计中多重作用衡量 
指南和调查模块

有关森林对家庭福祉、生计和减贫社

会经济贡献的充足信息对于2015年后议程中

国家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资料手册旨在

帮助改善与家庭福祉和生计有关的森林各方

面的数据收集。它提供实用指导和测量工

具，可被纳入由各国国家统计局主持或独立

开展的现有社会或社会经济调查。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12-2 
180页，176 × 250 mm 
3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林业促进低碳未来 
将森林和木材产品纳入气候
变化战略

森林管理人员气候变化准则
 见第60页  

城市及城郊林业指南
  见第117页  

制候变化背景下的 
野生动物
  见第60页  

食用昆虫
  见第76页  

http://www.fao.org/3/a-i6206e.pdf
http://www.fao.org/3/a-i5857e.pdf
http://www.fao.org/3/a-i5036e.pdf
http://www.fao.org/3/b-i541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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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粮农组织和UNCCD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992-7
1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概述了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森林和景观恢复

（FLR）工作可利用和适用的现有融资来源和金融工具。它确

定了旨在支持实现全球FLR目标的创新融资机制，并探讨了增

加融资的主要困难。这将有助于利益相关方更好地了解金融

结构，并确定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领域，从而充分释放这

些机制的潜力。

森林和景观恢复
可持续融资
融资机会、挑战和前进的道路

木材是东南欧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能源。原木是该分

区域木材能源消耗的主要形式，但木屑颗粒在较大城镇使

用，而且木片正在慢慢打入市场。本手册为木质燃料用户

和生产商提供有用信息，旨在推动东南欧木质生物质领域

现代技术主导型增长。

普里什蒂纳，2015年
ISBN 978-92-5-108728-2

40页，182 × 25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尔巴尼亚文、 
英文、塞尔维亚文

木质燃料手册

http://www.fao.org/3/a-i5174e.pdf
http://www.fao.org/3/a-i444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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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26-9 
40页，210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009338-3
184页，210 × 297 mm
50.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三语版）

本出版物介绍了粮农组织根

据许多国家通讯员提供的电子数

据所开展的世界纸浆和纸张生产

能力年度调查。本书包括：纸浆

和纸张国别表格；产品分级表和

显示各国生产能力的产品集合代

码；以及各国产量表。

2015-2020年 
纸浆和纸张生产 

能力调查

旱地占地球陆地表面的40％

以上。那里生活着20亿人，其中

大多数人依靠森林和其他林地、

草地和农场树木来获取收入及满

足基本需要。然而，人们对干旱

地区的生态系统却知之甚少。本

出版物介绍了针对旱地树木、森

林和土地利用开展的首次全球评

估的初步结果。

旱地树木、森林及 
土地利用

在诸如被迫流离失所者居

住的人口稠密地区，确保自然

资源的获取会是一项严峻的挑

战。本手册介绍了如何通过实

地收集的原始数据和遥感分析

来评估难民营的木质燃料供应

和需求。本手册采用多部门方

法评估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

居民的能源需求和挑战。

粮农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84-2 
52页，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流离失所背景下 
木质燃料供应和 
需求评估
技术手册

http://www.fao.org/3/a-i5905e.pdf
http://www.fao.org/3/a-i5946t.pdf
http://www.fao.org/3/a-i5762e.pdf


育林杂志

1947 年 创 刊 的《 育 林

杂志》是粮农组织出版的林

业和森林工业杂志。它向决

策者、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

介绍林业领域的全球性重要

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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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16年
ISSN 0041-6436
100页，210 × 297 mm
18.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罗马，2017年 
ISSN 0041-6436

8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即将出版：法文、西班牙文

2015年
世界林业大会 
视频 0’30”

鉴于野生动物对生物多

样性养护、人类安全、生计和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它的管理

成为众多国际性讨论的焦点。

本出版物审议了诸如战利品狩

猎、国际野生动物贸易和保护

等议题。此外，它提供了伙伴

关系和狩猎条例的实例，表明

可持续野生动植物管理在现代

是可行的。

可持续 
野生动物管理
第249期

来自142个国家的近4000名与会者，包括世界

一流林业专家，出席了2015年9月在南非德班召开

的第十四届世界林业大会，就当今林业面临的问题

进行了广泛和包容性的讨论。会上发表了约200篇

论文。本期《育林杂志》选刊了部分优秀论文，所

涉主题包括性别、价值链和权属。它还包含了对林

业大会成果和已形成的长期愿景的概述，强调了森

林在发展议程中的根本作用。

第十四届世界林业大会
第247-248期

林 业

新闻稿

link http://www.fao.org/3/a-i6855e.pdf
http://www.fao.org/3/a-i6616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KCvf8O_QI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72575/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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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育林杂志》合

刊对森林、树木和灾害之间

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梳理，并

探讨了如何对森林和树木实

行最佳管理以抵御冲击和免

受冲击。森林和树木在防御

灾害和减少其影响方面发挥

强大作用。可持续森林管理

中所固有的长期展望也是制

定减少灾害风险计划的宝贵 

方法。

森林、树木和灾害
第243-244期

罗马，2015年
ISSN 0041-6436
104页，210 × 297 mm
25.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若要确保恢复工作取

得成功，必须吸收包括决策

者、当地社区、政府和私营

部门在内的一系列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本期杂志汇集来

自不同大陆和生物群落的案

例研究，以了解森林和景观

恢复的进展情况及未来的挑

战。它介绍了不同方法，从

中国的“近自然”人工林到

非洲的“撒哈拉和萨赫勒绿

色长城倡议”。

罗马，2015年
ISSN 0041-6436
116页，210 × 297 mm
18.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森林和景观恢复
第245期

森林和林业如今在国际

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何种位

置？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

致温室气体排放（REDD+）意

味着什么？在气候不断变化

的今天，森林面临的机遇和

风险及其明确的发展方向是

什么？本期文章针对这些问

题和其他问题进行了阐述。

气候变化议程中的森林问题
第246期

罗马，2016年
ISSN 0041-6436
72页，210 × 297 mm
18.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http://www.fao.org/3/a-i4447e.pdf
http://www.fao.org/3/a-i5212e.pdf
http://www.fao.org/3/a-i641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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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AgriCord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87-3 
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6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

织是可持续性综合考量的重

要元素，因为林业和农业

与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均有关联。本出版物汇集

了这些组织的成功案例，显

示出它们在森林和农场基

金、AgriCord及国际家庭林

业联盟的支持下，为满足成

员真正需求所做的努力。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30-2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地图精确度评估和
面积估算

实用指南

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系统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森

林砍伐使韩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一

半，造成严重的土壤侵蚀，洪水和旱

灾频发，农业生产下降，给国家粮食

安全造成威胁。当认识到在恢复农业

生产力方面，森林对流域和土壤保护

的重要作用之后，政府加大了森林恢

复工作的力度。本研究对如何将这些

恢复计划纳入粮食和营养目标，以及

森林恢复如何促进可供性、获取、利

用和稳定四个层面来满足粮食安全进

行了论证。

森林、粮食安全和 
可持续生计综合政策

大韩民国的经验总结

粮农组织和CIFOR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209376-3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喀麦隆木材行业状况

林 业

http://www.fao.org/3/a-i5444e.pdf
http://www.fao.org/3/a-i5765e.pdf
http://www.fao.org/3/a-i5601e.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LEGT/docs/State_timber_sector_2015_CIFOR_MINFOF_FAOFLEG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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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专题介绍系列出版物

提供了在十个伙伴国家及在区域

和全球层面实施森林和农场基金

计划的初步成果。

森林和农场基金 
视频 7’41’’

罗马，2016年，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语言版本：英文

林业和农场 
生产者组织提高 
收入和市场准入

罗马，2016年 
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有组织的森林-农场生
产者通过提高适应能力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罗马，2016年 
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共同取得更大成就
被赋予权能的森林和
农场生产者组织

罗马，2016年 
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地方集体呼吁 
全球变革

罗马，2016年 
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语言版本：英文

森林和农场生产者共同
改进政策和确保权属

森林和农场基金
系列

http://www.fao.org/3/a-i5405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H0QpwPPX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H0QpwPPX8
http://www.fao.org/3/a-i5406e.pdf
http://www.fao.org/3/a-i5404e.pdf
http://www.fao.org/3/a-i5407e.pdf
http://www.fao.org/3/a-i540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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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届缔约方会议于2015年12月在巴黎

举行。人与森林中心组织了一次关于森

林和气候变化的年度专家磋商会，评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

议的成果及其对亚太地区的潜在影响。

本出版物概述了第七次磋商会（菲律

宾，2016年2月）期间开展的讨论。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602-4
133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书是以粮农组织森林执法、治

理和贸易行动计划的经验为基础编制

的技术系列的首份出版物。随后将发布

一般性读物，阐述在制定和实施木制品

追溯、验证和监测系统中所汲取的经验 

教训。

罗马，2016年，ISBN 978-92-5-109423-5 
6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可追溯性
企业和政府的管理工具 

国际统计分类系统中的
NWFPS 

自古以来，诸如果实、

籽粒、根茎、坚果和真菌等非

木材林产品在森林内外的城乡

居民饮食和健康方面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这本题为《居住在

中非森林并以林为生》的出版

物收集了有关刚果盆地非木材

林产品和林业社区的知识，并

强调了这些产品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重要意义。

依赖中非森林 
获取生计和食物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209489-0
2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法文

巴黎会议后的 
森林和气候变化问题
亚太视角

林 业

粮农组织和RECOFTC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355-9
28页，175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6134e.pdf
http://www.fao.org/3/a-i5983e.pdf
http://www.fao.org/3/a-i6731e.pdf
http://www.fao.org/3/a-i6399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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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协商性领土发展做

法旨在实现对特定空间的商

定、合法和可持续利用与管

理，并通过切实维护所有生

物的生存条件来保护生态系

统。这一创新项目是土地开

发方面一个以人为本、面向

过程的社会生态方法。它以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为基

础，促进逐步形成共识，从

而实现总体、多尺度和协商

性愿景。

罗马，2015年
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1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年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谈判、环境与土地开发
绿色协商性领土发展 

本出版物为双年刊，展示了粮

农组织林业部在落实粮农组织战略

目标方面开展的广泛工作和取得的

主要成就以及伙伴关系。它包含项

目交付和融资来源的信息。它也作

为出席林业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代表的参考材料，以及帮助合作伙

伴和媒体更好地了解粮农组织林业

计划的信息源。本出版物介绍了粮

农组织如何在2014-2015年度帮助

其成员国优化森林和树木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功能。

不断迈进的2014-2015年
2014-2015年粮农组织林业计划 
若干成就 

编制这本性别问题主流化指

南的主要目的是协助粮农组织技术

官员，特别是从事林业工作的官

员，在总部和所有区域制定与林业

相关的项目和计划行动。这类行动

的一个实例就是让当地妇女组织作

为关键利益相关方参与项目计划的

制定。这将使预期结果的范围和重

点更能代表妇女的需求并确保对两

性平等目标的追求。

如何实现林业性别问题主流化
实地应用指南

http://www.fao.org/3/a-i5807e.pdf
http://www.fao.org/3/a-i6610e.pdf
http://www.fao.org/3/a-i660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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毖ㄓ刀毖鞘搐兼

缆 哺

塞拉利昂

当地农企中心的女负责人在社
区菜地里。
©粮农组织 /S.Liste/NOOR为
粮农组织提供

本出版物阐明了粮农组

织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

面持续开展的工作，这是本

组织消除饥饿和农村贫困工

作的核心。各章节强调了性

别工作与实现粮农组织战略

目标的相关性，阐述了取得

的主要成果，并介绍了在国

家和国际层面开展的活动。

实地案例表明了粮农组织工

作的影响，强调了所获得的

成功和深刻认识。

14

达成我们的目标 | 

努力实现
性别平等和
零饥饿1  1：

达成我们的目标 | 

30

按性别（女性）分农户分布情况 
图 3

> 40%

30%–39%

20%–29%

10%–19%

0%–9%

仝毖谄谏毖ㄓㄊ毖鞘 
搐兼缆哺韭刎邃铂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564-5 

7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即将出版：阿拉伯文、 

中文、俄文

第 1 章 | 

15

主要内容

 ¡

 17 

 ¡

 ¡

莫桑比克

© / P. Thekiso

达成 
我们的 
目标

第 2 章 | 促进平等获取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源

31

粮农组织：性别和土地权利数据库 

ForPrint_FAO Publications catalogue 2017-Zh.indb   152 2017/6/23   2:09:22

达成我们的目标

http://www.fao.org/3/a-i661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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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讨论了农村妇

女在农业中遭遇的时间贫困

问题，详细阐述了其可能的

致因和影响，并就可能妨碍

采纳减轻工作负担办法的因

素提供了深刻见解。在文献

综述的基础上，本书研究了

劳动节约型技术、做法和服

务，以支持妇女更好地满足

她们对时间的要求并改善其

福祉。该出版物还简要介绍

了在水、能源、信息和通信

领域成功测试的技术、服务

和资源管理方法。

东欧和中亚农村妇女

阿富汗妇女赋权
通过综合乳业计划缩小性别差距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
世界银行

罗马，2015年
96页，216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108412-0 
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俄文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764-0
6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时不我待
减轻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 

劳动负担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810-4 

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2009年，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国

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发表了《农业性别

问题资料手册》，作为发展领域工作

人员的实用参考。资料手册的最新模

块为将性别问题纳入气候智能型农业

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估提供

了实用工具的综合选单。

气候智能型农业中的性别问题
农业中的性别问题资料手册模块18 

http://www.fao.org/3/a-i3840e.pdf
http://www.fao.org/3/a-i4585e.pdf
http://www.fao.org/3/a-i4741e.pdf
http://www.fao.org/3/a-i554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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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别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27-2 
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制定土地权属领域
性别平等法律框架

本文介绍了由

粮农组织性别和土地

权属数据库开发的性

别平等土地权属法律

评估工具。它向致力

于在土地权属领域实

现两性平等的国家提

供有针对性和切实有

效的政策调控建议。

通过社会保护加强 
农村妇女赋权
  见第124页  

妇女最低膳食 
多样化程度
  见第81页  

管理土地造福男女
  见第119页  

本研究是对埃

塞俄比亚若干地点乳

品价值链中性别问题

的评估。它以实地工

作中收集的实证和对

背景文件的审议为依

据。研究结果证实，

妇女赋权对可持续乳

品价值链发展至关重

要，乳品生产扶持项

目必须更具性别包容

性。除了与性别敏感

的乳品价值链开发相

关的一般性建议外，

该研究还针对不同国

家提出具体建议。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591-1
8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乳品价值链中性别
问题评估
埃塞俄比亚实证

罗马，2016年 
2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狄米特拉通讯：农村妇女
赋权和集体行动
2016年10月

罗马，2016年 
4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构建性别敏感型社会保护
和自然资源基本要素

粮农组织和CCAFS，罗马，2012年 
13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开展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
性别与气候变化问题研究
促进农村发展

http://www.fao.org/3/a-i5441e.pdf
http://www.fao.org/3/a-i6695e.pdf
http://www.fao.org/3/a-i6424e.pdf
http://www.fao.org/3/a-i5757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5/md280e/md280e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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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是可持续食品价

值链开发系列的组成部分，旨

在促进性别平等问题的系统整

合。它提供具体的指导原则，

推动实现农产品系统中的包

容、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涵

盖从个体生产者到终端市场的

价值链各个层面。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546-1 

52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开发性别敏感型价值链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107490-9 
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法文、西班牙文

粮农组织的宗旨是通过提升营养

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强自然资源

管理以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全，并提高

农村人口生活水平，而性别平等是该宗

旨的核心。粮农组织若要实现其目标，

必须在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同时，支持妇

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发挥多重作用。

该政策文件旨在为指导粮农组织在各

项技术工作中努力实现性别平等提供 

框架。

粮农组织性别平等政策

罗马，2015年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妇女经济赋权与社会保护
定性研究

罗马，2016年 
7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以柬埔寨的性别政策和

倡议为切入点，确定了该国开展食物

权活动的可行办法。所作分析研究了柬

埔寨与粮食安全相关的法律框架、国家

政策，以及促进妇女进步和赋权的社会

保护和性别政策。它还研究了国家性别

政策与当前权力分散和下放进程的相互 

作用。

性别政策进程对食物权的影响
柬埔寨案例

http://www.fao.org/3/a-i6462e.pdf
http://www.fao.org/3/a-i3205e.pdf
http://www.fao.org/3/a-i4420e.pdf
http://www.fao.org/3/a-i587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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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土著民族的意

见和关切成为农业发展

议程的一部分。

罗马，2013
ISBN 978-92-5-107433-6
436页，205 × 250 mm

86.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土著民族

蒙古

讨论项目活动。

©粮农组织/M. Gung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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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促进土著民族利用

当地粮食系统系列出版物的第

三本。它介绍了40多位跨学科合

作者的调查结果，他们为社区利

用当地粮食系统制定了促进健康

的干预措施。该书介绍了利用当

地知识和活动，特别是用来推广

本地食品的参与性过程。本书还

提供了关于土著人民健康状况、

环境问题以及婴幼儿喂养方法的

全球概览，并介绍了加拿大、哥

伦比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印

度、日本、秘鲁和泰国等九个 

范例。

土著民族 
粮食系统和福祉
打造健康社区的 
措施和政策

http://www.fao.org/docrep/018/i3144e/i314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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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2015年 
ISBN 978-92-5-308796-9
168页，185 × 25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西班牙文

本手册是专为发展组织

的项目人员设计的一个工具。

它提供有关“自由、事先和知

情同意权”的信息，以及如何

予以实现的六个步骤。该手册

将帮助实地人员将自由事先知

情同意流程纳入项目和计划的

设计与实施，确保土著人民的

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自由、

事先和知情同意权可以被视

为“金科玉律”，因为它能够

确保地方利益相关方以最高规

格参与发展项目。

自由事先知情同意
保护土著人民权利、 

造福当地社区的良好做法

ACF、Actionaid、粮农组织、 
IFRC和WVI，罗马，2016年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法
文、俄文、西班牙文（中文即将
出版）

本出版物介绍了粮农组织在该

区域为缩小不平等和歧视差距所作

的努力，这些差距迄今阻碍着土著

人民在维护其民族特性和遗产的同

时，实现其充足食物权。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土著民
族与粮食和营养安全公共政策
区域愿景

AIPP、粮农组织和IWGIA 曼
谷，2015年
ISBN 978-92-5-108761-9
43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轮垦、生计与粮食安全
亚洲土著人民面临的新老挑战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738-1
40页，210 × 30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 
俄文、西班牙文

粮农组织土著和部落 
民族政策

本书介绍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印度、日本、肯尼亚、尼日利

亚、秘鲁和泰国土著民族粮食系统利用多样

性、营养和健康状况的12个案例研究。

土著民族的粮食系统
文化、多样化及环境促进营养和 
健康的方方面面

罗马，2009年 
ISBN 978-92-5-106071-1 
380页，205 × 250 mm 
89.0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0370e.pdf
http://www.fao.org/3/a-i4678s.pdf
http://www.fao.org/3/a-i6190e.pdf
http://www.fao.org/3/a-i4580e.pdf
http://www.fao.org/3/a-i447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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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促进可持续作物

生产、植物育种、种子部

门发展、植物遗传资源养

护和利用、病虫害管理的

准则、政策和技术知识。

充分获取健康和首选

的作物种子对于发展中世界

的千百万家庭至关重要。种

子供应不足会影响农户的生

计，迫使他们为满足粮食和

收入需求而采取不可持续的

应对策略。因此，实现和维

护种子安全是一项重要目

标。本书为实施种子安全评

估所需的理论、技术知识、

程序和良好做法提供实用指

导。它为寻求该主题相关实

用信息的人提供重要参考并

促进知识更新。

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

发的干旱影响，粮农组织于

2016年4月至5月在莱索托四

个农业生态区展开种子安全

评估。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79-1 

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 

意大利文、俄文、西班牙文

植物生产和卫生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404-4
64页，216 × 279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海地

当地苗圃管理员正在为粮农组

织提供的幼苗浇水，与幼苗一

起提供的还有用于改善苗圃管

理的工具和设备。

©粮农组织 /L. tOmma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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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安全评估
从业人员指南

种子安全评估
莱索托 2016年

http://www.fao.org/3/a-i5548e.pdf
http://www.fao.org/3/a-i608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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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概要报告分别载有对氮肥、磷钾和钾肥到 2018 年 

和 2019 年的五年供需情况估算和预测。这些报告为公共、私

营和教育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了有关全球、

区域和国家各级化肥使用情况和趋势的宝贵信息，以及化肥

资源规划和管理指南。

2018年 
世界肥料趋势和展望

罗马，2015年
ISBN 978-92-5-108692-6
64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还可提供电子书格式 
语言版本：英文

2019年 
世界肥料趋势和展望 

概要报告

罗马，2016年
40页，148 ×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苹果授粉手册

苹果是世界上种植最广

的果树作物之一。这种全球

最重要商品的生产依赖昆虫

授粉。因此，了解传粉媒介

及其要求和在果园内外的行

为特点将有助于果园，无论

生产规模大小，改善授粉管

理战略并增加苹果产量。

本出版物为提高水果质

量和产量提供实用指导。

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71-5
56页，210 × 297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2020年世界肥料趋势和展望

即将出版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a-i4324e.pdf
http://www.fao.org/3/a-i5627e.pdf
http://www.fao.org/3/a-i5527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pt/item/277488/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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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产和卫生

谷类作物病虫害和 
杂草监测准则

自2011年以来，粮农组

织与合作伙伴和国家顾问密

切协作，向中亚国家提供谷

类作物病虫害和杂草监测方

面的技术援助。这项工作

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有关主要

病虫害和杂草流行程度的信

息，并确定抗病作物品种 

— 特别是具有抵御秆锈病所

属攻击性病菌能力的作物品

种。本套经整合的准则系在

2013年2月专家磋商会之后编

写，旨在为该分区域未来的

监测工作提供帮助。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361-0 
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安卡拉，2016年
ISBN 978-92-5-109180-7
44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俄文

亚洲农药风险评估 
和逐步淘汰高危农药 
进展情况 

曼谷，2015年
ISBN 978-92-5-108709-1
16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罗马，2016
ISBN 978-92-5-109190-6
9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利用以果蝇为特别重点的 
昆虫不育技术、通过数学 
方法开展大面积虫害综合 
治理计划准则

本准则旨在应对由细菌性病原体

Xylella fastidiosa（叶缘焦枯病菌）

引起的橄榄树衰退病这种新的威胁。该

病对种植全球95％橄榄树的整个地中海

盆地构成紧迫威胁。本套准则提供了有

关该病及其症状的详细信息，并概述了

实施生物化学防治、营养管理和最佳栽

培方法等应急计划的具体战略。

即将出版

预防、消除和遏制橄榄种植区 
叶缘焦枯病菌准则

http://www.fao.org/3/a-i5550e.pdf
http://www.fao.org/3/a-i4362e.pdf
http://www.fao.org/3/a-i557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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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产和保护文集
系列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46-0 
116页，210 × 297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109678-9 
1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估算食品和饲料中最大残
留限量所需农药残留数据
的提交和评价

粮农组织于1997年印制

了首份有关估算食品和饲料

中最大残留限量所需农药残

留数据提交和评价的手册。

作为工作文件，它整合了粮

农组织农药残留专家小组采

用的程序。本手册包含农药

残留联席会议目前用于估算

最大残留量、规范试验残留

中值和农药残留的饮食风险

等所有相关信息和原则。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133-3 

29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2016年食品中农药残留 —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农药残留联席会议特别会议
2016年报告

2016年食品中农药残留 —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农药残留联席会议
2016年评估

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

织同意共同制定农药规格以

及独特、严格和普遍适用的

农药质量标准。2016年3月发

布的农药标准制订和使用手

册第一版修订本提供了适用

于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农药

使用的标准流程、统一要求

和程序、协调一致的定义和

命名、技术准则和标准。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农药标准制订和使用手册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109265-1 
30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http://www.fao.org/3/a-i5693e.pdf
http://www.fao.org/3/a-i6926e.pdf
http://www.fao.org/3/a-i5452e.pdf
http://www.fao.org/3/a-i5713E.pdf


区域及国家亮点
亚洲及太平洋
粮农组织中文出版计划

粮农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组织，设有5个区域办事处、9个分区域办事处和80个

驻国家办事处。区域办事处负责落实粮农组织的优先事项和本区域已获批的计划。 

此外，粮农组织还与若干国家直接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实施联合出版计划。





ASIA 
AND THE 
PACIFIC 

(RAP) 
BANGKOK, 
THAILAND 

亚洲及太平洋
虽然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近年来的经济增长

率高于其他区域，但是这里仍然拥有占全世界

60% 的食物不足人口。粮农组织在亚洲及太平

洋岛屿的工作重点是加强粮食安全、改善饮食、

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平等、可持续和有效管理和

利用。亚太区域容易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包括

热带气旋和洪水，或交替出现的洪涝和干旱。

亚太区域的另一个重要优先事项是提高当地人

口的抗灾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以及

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给粮食和农业造成的影响。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编制的出版物主要涉

及本区域发展领域的一系列主题，包括农业、

营养、渔业、林业及农村发展、气候变化和抵

御能力。
亚洲

及太平洋
（亚太区域）

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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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说明汇编旨在

支持当前东亚和东南亚关

于稻米与粮食安全问题的

政策对话和讨论，并促进知

情决策。本出版物将近年来

发表的大量文献进行了整合

及重组，以便于国家官员、

企业领袖、民间社会成员和

参与决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获取。

曼谷，2014年
ISBN 978-92-5-108663-6
152页，148 x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Rice in the Shadow 
of Skyscrapers
Policy Choices in a Dynamic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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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速发展下的 
稻米生产

曼谷，2014年
ISBN 978-92-5-108608-7
39页，175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良好卫生规范（GHP）和良好生

产规范（GMP），以及危害分析和关

键控制点（HACCP）系统，对于确保

食品安全和质量以及预防食源性疾病

的重要性已得到全球普遍认可。本文

件将食典文本编制/改编为规定或标

准，供各国政府纳入本国立法，为遵

守基于GMP/HACCP的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奠定基础，此类体系可通过强制或

自愿方式执行。 

亚洲国家良好生产规范/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标准区域指南

本书针对2007-08年世界粮食价

格上涨现象，探讨了政府的政策如何

会引发或解决大米（世界贫困人口最

重要的热量来源）价格飙升问题。对

不同国家开展政策措施的案例研究有

助于了解评估贸易政策对贫困农民和

消费者粮食安全影响所需的方面。本

书还深入剖析了与未来主要农产品国

际贸易谈判相关的发展中国家的关

切。各国可以据此制定更适当的政

策，确保未来更加稳定的粮食供应。

大米危机： 
市场、政策和粮食安全

伦敦和华盛顿特区 
2010年

ISBN 978-92-5-106443-6
393页，151×233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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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

粮农组织和RECOFTC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314-6
14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手册的主要目标读者是制定和

实施与林业教学相关措施的培训师和

专业人员，但也适用于旨在对林业实

践和组织管理中性别问题进行评估的

政府官员和发展工作者。因此，本手

册对于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性别问

题协调人或专家也是有益的。本手册

包括五个学习模块，剖析了性别及其

作用的概念，以促进对实际意义的理

解。手册还探讨了将性别问题纳入主

要林业干预措施的实用工具和重新规

划过程。 

将性别问题纳入亚太区域 
主要森林干预措施

培训手册

斯瓦米纳坦研究基金会

与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办事处在印度钦奈组织召

开会议，庆祝国际家庭农业

年。为会议讨论准备的数份

背景文件经整理后形成了本

出版物。它强调了迄今家庭

农业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它

还探讨了性别在家庭农业中

的作用，以及将营养纳入家

庭农业规划的方法。此外，

本书还概述了能够实现“常

青绿色革命”的若干方法，

即有助于长期保持生产力增

长又不破坏生态的方法。

家庭农业
应对零饥饿挑战

粮农组织和MSSRF
金奈，2016年

ISBN 978-92-5-109229-3
276页，155 × 24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079-4
22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宣布

2016年为国际豆类年。为协助各国制

定相应的方案和行动计划，粮农组织

亚太区域办事处于2015年6月在曼谷

举办了一次区域豆类磋商会。本出版

物包含此次磋商会的会议记录。会议

提出了一些建议，旨在减少对豆类研

发的限制，更新研究议程以应对当前

和未来的挑战，以及寻求在价值链中

推广豆类的途径并使其在经济上更具

竞争力。

亚洲推广豆类多重健康益处 
区域磋商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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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2016年
ISBN 9978-92-5-109282-8

4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鉴于亚太区域土地大面积退化，

恢复森林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为此，

正在大规模推广一种新的“森林景观

恢复”方法：该方将森林恢复工作与

景观中的其他活动相结合，以实现商

业和生态生产力的最大化。本出版物

提供本区域“森林景观恢复”方法综

述。为了强化该方法，粮农组织亚太

区域办事处和人与森林中心开展了一

项多国研究，审议森林和土地退化状

况及政策和体制环境，为该区域采纳

森林景观恢复方法提供支持。 

粮农组织和RECOFTC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094-7
196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亚太森林景观恢复

亚太林业委员会会议是

亚太林业周的核心活动。会

议评估了本区域与林业相关

的技术和政策问题及趋势，

旨在制定和推进区域和分区

域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将有

助于解决林业问题，并就政

策制定和本区域林业计划的

优先重点向粮农组织提供咨

询建议。本出版物介绍了此

次会议的要点，并总结了所

提出的建议。

亚太林业委员会 
第二十六届会议报告

曼谷，2017年
ISBN 978-92-5-109655-0

264页，210×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第三届林业周是迄今规模最大

的林业周活动，参与者包括来自各国

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区域

和国际网络、联合国机构和大学的约

1300人。2015年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协议获得全球认可 — 通过了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COP 21协定 — 催生了“培育 

我们的未来”这一主题理念，反映出

将林业纳入可持续发展大背景的社会

需要。该主题使不同决策者和利益相

关方有机会讨论和交流看法，并就如

何在当地林业部门落实这些全球协议

制定计划。

亚太林业周： 
培育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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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

红树林具有多种价值，

但是在亚洲地区，红树林面

积不断缩减，而用于其保护

的可持续融资仍未落实。本

出版物指导建立沿海社区红

树林恢复和保护绩效奖励分

配制度。其主要目标群体是

红树林恢复和保护的潜在融

资者，包括私营实体、发展

组织、政府机构和/或有意支

持红树林长期恢复和保护计

划的其他人士。

Incentive allocation for mangrove

protection

红树林保护激励措施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536-2
42页，176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书包括在马尔代夫50多个岛屿

开展调查期间观察到的270种维管植

物的资料。它涉及目前在岛上发现的

常见本地及外来植物。植物描述包括

有关植物特性的数据，但尽量避免使

用令人费解和过于专业的科学术语。

从实地收集的数据提供了植物在不同

岛屿出现和分布模式的信息。希望专

业和非专业人员都能够将本书用作鉴

别马尔代夫本地、非本地和入侵植物

的实地指南。

马尔代夫常见植物

粮农组织和KFRI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295-8
308页，175 × 24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Forests and landslides
The role of trees and forests in the 

prevention of landslides and rehabilitation of 
landslide-affected areas in Asia

RAP PUBLICATION 2011/19

曼谷，2011年
ISBN 978-92-5-106994-3
49页，176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滑坡是亚洲面临的一种日趋严

重的灾害，需要决策者了解树木和

森林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够

有效地减少滑坡的发生，并遵从可靠

的科学依据来决定什么可做和什么不

可做。本出版物从技术角度阐述了森

林保护或植树造林在减少滑坡方面能

够发挥多大作用，以及哪些地区实施

造林项目有助于滑坡后土地复垦和稳

定。书中还包含了供决策者参考的主

要结论和建议，以及一份内容广泛的

参考材料清单。

森林与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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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2016年
ISBN 978-92-5-009373-4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报告概述了根据跨

界动物疫病应急中心计划，

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防治高

致病性禽流感和狂犬病的活

动。它介绍了在加强兽医服

务、能力建设、改善家禽卫

生和公私伙伴关系等重点领

域中有关高致病性禽流感防

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粮农组织跨界动物 
疫病应急中心
（ECTAD） 
2015年年度报告

伊斯兰堡，2016年
ISBN 978-92-5-109232-3
204页，220 ×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书提供巴基斯坦所有省份和

地区的牧场信息，涵盖该国资源的范

围、生产水平和主要趋势，以及牧场

对当地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

献。该出版物还阐述了自然资源可持

续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就提高生产

力和改进服务提出明确建议。

巴基斯坦的牧场
现状、威胁和潜力

巴基斯坦近年来洪涝干旱频发

的情况表明，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农

业部门亟需提高其抵御能力。这将需

要改进国家和地方各级的投资、加大

治理力度，以及加强政策和战略方面

的工作。在成功地将减少和管理灾害

风险办法纳入农业部门之前，必须充

分了解现有薄弱环节。本出版物对该

国的灾害风险管理系统进行了详细研

究，其目的是帮助巴基斯坦加强机构

和技术能力，以预防和应对自然和人

为灾害并开展灾后重建。

伊斯兰堡，2016年
ISBN 978-92-5-109274-3
160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巴基斯坦农业部门采纳灾害风险
管理办法国家机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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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役畜的使

用量已明显减少。这的确是

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从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机械

化对环境的影响已引起严重

关注。本书概述了一项旨在

促进农业可持续性且对环境

无害，同时能够推动经济发

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农业机械

化战略。

1

可持续农业机械化 
区域战略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农业 
食品链可持续机械化

曼谷，2015年
ISBN 978-92-5-108676-6
92页，203×26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REGIONAL GENDER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7–2019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1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AL GENDER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7–2019

曼谷，2017年
ISBN 978-92-5-109612-3

26页，210×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区域性别战略和行

动计划》旨在为粮农组织亚

太区域与性别相关的工作提

供关注点并为2017-2019年

战略和行动计划确定实施机 

制。《区域性别战略与行动计

划》涉及在区域和国家两级开

展的工作，主要针对粮农组织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国

家办事处和项目人员。

2017-2019年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性别战略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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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2015年
ISBN 978-92-5-108682-7
290页，210×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系2103年12月举办的

区域研讨会成果文件。此次研讨会旨

在推动实施亚洲中小微型食品加工企

业政策措施。本书包括九个亚洲国家

（孟加拉国、不丹、中国、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

斯里兰卡和泰国）的状况报告，以及

一份根据研讨会审议情况和结果，对

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所作的述评。

亚洲区域中小微型食品加工企业
政策措施（2015年） 

亚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食源

性疾病和食品污染是重大的公共卫生

问题。食品零售行业则是一个极具挑

战性的领域，无论是鉴于其规模，还

是由于它作为食品在到达消费者之前

的最后一个环节。本指南介绍了食品

零售部门需要遵守的重要要求，包括

立法要求、跨部门协调、获得政治支

持、注册和许可证、执法、监督、规

范或标准、教育、培训和提高认识、

加强能力、营养及相关活动、减少粮

食损失和浪费。

国家食品零售业 
卫生和安全指南

曼谷，2014年
ISBN 978-92-5-108506-6

48页，210×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在经济增长带动经济整

体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亚洲

中等收入国家的农业部门正

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本

文件阐述了中国、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

国和越南在机械化、农场规

模和作物及产品多样化方面

的变化。

曼谷，2015年
64页，158 x 24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农业
转型：多样化、农场规模
和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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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食品的质量与安全

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作，

从生产环境到终端消费者，

贯穿整个食物链。基于风险

的食品检验系统重点解决给

产品带来食源性疾病风险的

因素。本套准主要为东盟国

家参与食品检验的国家主管

部门编制，旨在推动该区域

逐步采纳基于风险的食品检

验方法。

曼谷，2011年
ISBN 978-92-5-107056-7
50页，210×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适用于东盟国家食品和 
食品企业的风险分类准则

亚洲及太平洋

鉴于亚太区域新鲜农产品营销结

构的变化和消费者对安全优质新鲜产

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有必要将新鲜农

产品供应链采用良好规范问题当作重

点来抓。作为面向本区域主要利益相

关者（如推广专家、农民组织、团体

及合作社）的参考指南，本出版物介

绍了新鲜农产品包装厂的设计、管理

和运营良好规范。

曼谷，2012年
ISBN 978-92-5-107194-6
188页，203 x 26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新鲜农产品包装厂设计、管理和
运营良好规范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583-6
133页，203 x 266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食品安全从农场做起。因此，

在农场一级采用良好农业规范至关重

要。许多国家未制定良好农业规范标

准或缺少体制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标

准的实施、认证和认可。本出版物帮

助各国根据国际准则和做法，建立标

准、认证程序和认可制度的基础设

施，以促进区域和全球贸易。

 果蔬良好农业规范 
计划和培训手册

第1卷：计划 — 标准和 
实施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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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良好农业规范
计划和培训手册
第2卷：培训手册

食品安全从农场做起。

因此，在农场一级采用良好

农业规范至关重要。许多

国家未制定良好农业规范标

准或缺少体制基础设施来支

持这些标准的实施、认证和

认可。本出版物帮助各国根

据国际准则和做法，建立标

准、认证程序和认可制度的

基础设施，以促进区域和全

球贸易。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277-4
204页，203 x 266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文

I5739E /1/ .16

ISBN 978-92-5-109277-4

9 7 8 9 2 5 1 0 9 2 7 7 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FAO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39 Phra Athit Road
Bangkok 10200
Thailand
Tel: (+66) 2 697 4000
Fax: (+66) 2 697 4445
E-mail: FAO-RAP@fao.org

根据正规计划进行的放养通常被

认为是弥补鱼类生产力下降和物种多

样性减少的一个主要办法。如果条件

适宜且增殖措施有效，这些计划将会

提高渔业产量或收入。然而，亚洲许

多此类计划的一个主要弱点是未能对

计划的效益和不利影响等结果进行全

面评估。本出版物旨在为制定和评估

放养计划提供指导，以帮助亚洲此领

域的从业人员。

亚洲内陆水域负责任 
放养和增殖

曼谷，2015年
ISBN 978-92-5-109046-6
1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139-5
84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出版物是亚太区域水产养殖

可持续集约化促进蓝色增长倡议的

成果。它将作为一份重要的战略文

件，支持各国和区域/国际组织共同

努力，实现本区域水产养殖的可持续

发展，促进粮食安全、营养和生计。

亚太水产养殖可持续集约化区域
战略及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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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2011年
ISBN 978-92-5-106981-3

68页，210×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RAP PUBLICATION 2011/17

APFIC/FAO REGIONAL CONSULTATIVE WORKSHOP

Kathmandu, Nepal, 24–26 May 2011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o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hallenges for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亚洲及太平洋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220-0
5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这是亚太渔业委员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的最终报告。

该委员会提出两项建议，供

其成员国就打击非法、不报

告和不管制捕鱼采取后续行

动，并批准了未来两年度

（2016-2018年）工作计划。

亚太渔业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 

（APFIC）

本出版物旨在提高对水产养殖可

持续集约化的认识，强调亚太区域的

创新实践。它将被作为重要基准，为

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及农村生计发展

做出贡献。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水产养殖可持续集约化 

成功经验汇编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065-7
172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此次技术研讨会于2011年5月

24-26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对亚

洲及太平洋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减

缓和适应战略进行审议。它旨在分享

现有的信息和知识，并讨论和分析不

同类型的气候变化模式对海洋捕捞渔

业、内陆捕捞渔业、沿海水产养殖和

内陆水产养殖的具体潜在影响。本报

告介绍了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其中

包括支持本部门进一步将政策重点放

在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战略上，加强

治理，以及采用综合管理方法和监测

工具。

亚太渔业委员会/粮农组织区域 
磋商研讨会“气候变化对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的影响：亚太区域 
适应和减缓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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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2013年
ISBN: 978-92-5-108022-1

96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本套培训材料共分三

卷，旨在提高渔业、海运、

海关以及港口工作人员执行

港口国检验工作的能力。学

有所成的学员将有信心、有

能力在港口检验团队中独当

一面或与其他港口主管单位

相互配合。本卷旨在为参与

港口检验的人员提供实施规

范和程序所需的相关技能和

专业知识。

执行《港口国措施》
渔船港口检验技术指南
第1卷

加强内陆水域养殖渔业和 
渔业增殖对蓝色增长的贡献

在亚洲，最典型的放养

形式为养殖渔业，采用由水

产养殖孵化场生产的苗种。

尽管技术和方法不断进步，

但是对养殖渔业干预措施的

成本效益、环境后果和社会

影响尚未作出客观评价。

本出版物介绍了2015年5月

25-27日在斯里兰卡尼甘布举

行的区域磋商会有关本主题

的讨论，并就亚太区域负责

任放养提供建议和指导。

曼谷，2015年
ISBN 978-92-5-108977-4
52页，210×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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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改进农业和

农村统计工作行动计划》是本

区域各国政府和执行伙伴共同

开展的一项工作，旨在满足二

十一世纪对农业统计数据不断

扩大的需求。这项具有开拓性

意义的工作设定了的两个基本

目标：（一）遏制农业生产统

计数据出现内容和质量的下

滑，以及（二）满足不断增加

的数据需求，不仅有助于农业

与贫困的关联和环境方面的决

策，而且用于监测某个领域的

决定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该行

动计划为实施工作提供了框架

和步骤。

2013-2017年亚太区域
改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
行动计划

曼谷，2014年
ISBN 978-92-5-108141-9

137页，210 x 292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亚洲及太平洋

粮农组织、IRCD和 
LIRNEasia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145-6
68页，178 × 241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事实证明，移动电话以

不同方式对农村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尽管程度不同）。

然而，占世界农业劳动力43

％的妇女仍面临着数字性别

鸿沟，这将会阻碍农村的发

展。尽管对这种鸿沟进行

了大量的探索，但到目前为

止，有关获取和利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方面差别问题尚无

定论。本项研究旨在通过性

别分类统计来阐明农村贫困

人口的情况，并确定农村贫

困人口的信息需求。

农村贫困人口使用移动电话
若干亚洲国家关于性别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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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2017年
ISBN 978-92-5-109695-6
118页，184 x 26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电子农业或信息通信技

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为资源匮乏

的小农应对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提供了创新型解决方案。在适

当的时间获得适当的信息对于

从事农业生产及相关活动的社

区的生计至关重要。本出版物

介绍了以创新方式利用新技

术，使农业社区的生活水平得

到明显提高的若干案例研究。

实施中的电子农业

2017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粮农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
曼谷，2016年 
ISBN 978-92-5-109186-9
208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电子农业战略指南
亚太国家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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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
中文出版计划

粮农组织的核心职能之一便是通过出版物向成员国提供

和传播其知识和技术信息。这些出版物主要以包括中文在内

的粮农组织六种官方语言来提供。为了满足中国作为中文出

版物唯一目标受众成员国对粮农组织知识和技术信息的需求，

粮农组织与中国政府协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实施《粮

农组织中文出版计划》，迄今已近三十年了。该计划为本组

织与中国政府农业部层面的合作项目之一，它由粮农组织资

助，其每双年度预算需由总干事批准并提交本组织大会通过。

该计划的实施由粮农组织出版部门和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

负责管理和运作，委托农业部下属的有关单位（中国农业科

学院、中国农业出版社等）翻译、制作、出版和分发粮农组

织若干出版物的中文版。三十年来，在粮农组织与中方合作

伙伴的共同努力下，在该计划项下制作和出版的中文出版物

达 500 多种，涵盖了粮农组织几乎所有专业和技术领域。由

于建立了由所有协作方共同参与的粮农组织出版物书目筛选

机制，该计划项下的所有出版物均能够针对中国相关领域目

标受众的具体需要，从而实实在在地对这些领域的科研、教学、

推广及实践产生惠益、做出了贡献。《中文出版计划》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粮农组织技术部门制作中文出版物不足的局

面，有力地加强和扩大了粮农组织知识技术信息在中国的传

播，为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已成为粮农组织与

中国政府协作和进行知识技术交流和推广的最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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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需要大幅增加农业投资，以实现减贫、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

有证据表明，农业投资能够带来大范围的发展利益，但不能期望这些利益会自

动产生，一些大规模的农业投资也为东道国带来了风险。对国际投资的潜在利

益和风险尽管存在许多争论，但尚未有国际投资对东道国产生实际影响及其决

定因素的系统性证据。

为了深度了解农业外国投资和更有利于发展的商业模式的潜在利益、限制

和成本，粮农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进行了研究。研究目标包括提供外

国直接投资（FDI）的趋势及其对东道国地区影响的知识，收集包容性商业模式

的证据，借鉴好的实践经验并为东道国政府提供指导。

本书总结了相关研究结果，特别是展现了对9个发展中国家的案例研究结

果。本书呈现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农业吸引外资的政策，及其这

些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书也考察了5个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农业投资模

式，并评估了这些模式对当地社区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东道国政策

如何影响这些模式。随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决定投资项目的主

要因素。最后，本书为政策制定者、当地社区组织、发展组织和研究人员提出

了建议。

封面设计：杨  璞

版式设计：杜  然

定价：135.00元

购书敬请关注中国农业

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欢迎登录中国农业出版社网站：http://www.ccap.com.cn

欢迎拨打中国农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热线：010-59194918，6508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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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出版社

封面设计：杨  璞

版式设计：杨  婧

定价：20.00元

购书敬请关注中国农业

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欢迎登录中国农业出版社网站：http://www.ccap.com.cn

欢迎拨打中国农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热线：010-59194918，65083260

农业发展经济司工作报告

农业发展经济司工作报告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经济

及社会发展部农业发展经济司（ESA）完成的。工作报告介绍了农业发展

经济司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通过工作报告的公开，促进读者的讨论和评

论。工作报告通过网站的方式提供给公众。文章中的分析和结论仅限于作

者的观点，未必代表粮农组织的观点。

农业发展经济司

农业发展经济司隶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聚焦世界粮食安全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及相关经济政策分析。农业发展经济司定期出版

学术研讨论文，或组织特别研究专刊，致力于解决世界饥饿和贫困问题的

科学思想的传播及发展。

中国农业出版社

北京，2017年，ISBN 978-92-5-509574-0
31页，176 x 245 mm，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中文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外资: 
趋势及影响  
— 来自案例研究的证据

生物燃料产业内贸易 
— 环境立法是如何家居资源
利用和温室气体排放的

为了深度了解农业外商

投资和更有利于发展的商业

模式的潜在利益、限制和成

本，粮农组织对发展中国家

的外商投资进行了研究。本

书总结了相关研究结果，呈

现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一些国家农业吸引外资的政

策及其这些政策对本国经济

发展的影响。本书也考察了

五个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农业

投资模式，并评估了这些模

式对当地社区经济、环境和

社会的影响以及东道国政策

如何影响这些模式。随后对

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指

出了决定投资项目的主要因

素。最后，本书为政策制定

者、当地社区组织、发展组

织和研究人员提出了建议。

农业发展经济司工作报告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农业发展经济司（ESA）完成

的。工作报告介绍了农业发展经济司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

通过工作报告的公开，促进读者的讨论和评论。工作报告通

过网站的方式提供给公众。文章中的分析和结论仅限于作者

的观点，未必代表粮农组织的观点。

市场导向型农业：
概述

北京，2017年，ISBN 978-92-5-507539-1
78页，176 x 246 mm，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中文

农民要想成为更好的管理者并从经营中获得收益，就需

要农业推广工作各个环节上的帮助。本出版物旨在帮助农业

推广人员支持农户应对市场导向型农业带来的挑战。在推广

工作中，通过提升农业推广人员在农场管理方面的能力和技

能来提高农户的响应能力和技能。推广人员帮助农户懂得为

何做出某些决策，并帮助他们提高自我决策的能力。

北京，2017年
ISBN 978-92-5-507401-1
406页，165 x 231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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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
中文出版计划

北京，2017年，ISBN 978-92-5-507539-1
78页，176 x 246 mm，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中文

本书全面考察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行业领导者常常使用的

模式、工具和方法。借助许多丰富的例子进行描述、分析和阐

述，以说明这些模式、工具和方法是如何运作、吸取经验教训

以供他人借鉴。本书以粮农组织在农业发展和融资方面丰富的

经验为基础，列举了40个产业案例和5个综合案例分析以帮助

学习，是农业企业和工作在农业领域的技术人员、银行家和合

作领导，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行业工作者、研究者和政

策制定者的必备读物。

封面设计：关晓迪

版式设计：杜  然

定价：68.00元

购书敬请关注中国农业

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欢迎登录中国农业出版社网站：http://www.ccap.com.cn

欢迎拨打中国农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热线：010-59194918，65083260

农业依然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行业，但是资金的缺乏会限制其发展。与此同时，
农业也在朝着全球一体化不断发展，需要生产出高品质、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且按照
价值链方式进行组织，然而，价值链生产方式往往排斥小农户。农业领域的价值链融
资为农业在扩大范围、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方面提供了机会。它还有助于价值链变得
更具包容性，通过为小农户争取可用的资源，获取进入高价值市场的机会。
《农业价值链融资》全面审视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行业领导者常常使用的模式、工

具和方法。借助许多丰富的例子进行描述、分析和阐述，以说明这些模式、工具和方
法是如何运作、吸取经验教训以供他人借鉴。这本书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农
业发展和融资方面丰富的经验为基础，列举了40个产业案例和5个综合案例分析以帮
助学习。

这本书是农业企业领导和工作在农业领域的技术人员、银行家和合作领导，以及
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行业工作者、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必备读物。

Calvin Miller是FAO农业企业和金融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他在农业金融、价值
链发展和农业综合开发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是MicroVest投资基金的创始人。

Linda Jones是一名企业发展方面的国际顾问，研究领域为价值链发展。曾担任
SEEP委员会的主席。她出版过很多有关企业发展、价值链分析和发展、农业价值链
方面的书籍。

“这本书通过阐明多种用于农业价值链融资主体的新旧方法，为价值链相关文献的快
速增加做出了有益贡献。”

Richard L.Meyer，教授（已退休），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建议所有农业领域的相关人员都来阅读这本书。”
N.V.Ramana，印度BASIX前任CEO；印度农业专业协会主席

“对农业价值链融资方面的分析深入而全面。”
Mark D.Wenner，美洲开发银行

“对价值链融资感兴趣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Kenneth Shwedel，农业经济学家

北京，2017年，ISBN 978-92-5-506277-3
174页，178 x 246 mm，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

农业价值链融资： 
工具与经验

粮
农
组
织
/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封面设计：杨  璞

版式设计：杨  婧

定价：83.00元

购书敬请关注中国农业

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欢迎登录中国农业出版社网站：http://www.ccap.com.cn

欢迎拨打中国农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热线：010-59194918，65083260

本书是粮农组织 2008—2010年项目“农业贸易政策及支持措施的

解析和主流化”的研究成果。为了使贸易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最大化，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实现贸易和相关政策在国家发展战略，比如

扶贫战略文件（PRSP）中的主流化。贸易相关支持措施和贸易援助主流

化进程也备受重视并已起步。因此，各国急需有关最佳方法方面的信息、

分析和建议以开展这些工作。这正是本项目启动的原因。项目的主要

目标是为三个重要问题提供参考：①如何制定与整体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农业贸易政策；②如何制定贸易支持措施；③如何实现贸易政策和支持

措施在国家发展框架中的主流化。

本书研究基于对五个样本国的案例分析，它们是孟加拉国、加纳、

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坦桑尼亚。本书用十五章的篇幅分析了各样本国近年

来在农业贸易政策、贸易支持措施和相关政策措施主流化方面的做法。

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又用了三章篇幅进行研究成果综述。

本项目得到了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的大力支持。
拉梅什·夏尔马  杰米·莫里森  编

刘武兵 等  译

北京，2017年
ISBN 978-92-5-506918-5
328页，176 x 245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中文

农业贸易政策 
及支持措施的解析和主流化

本书是粮农组织2008-2010年项目“农

业贸易政策及支持措施的解析和主流化”

的研究成果。为了使贸易对国家发展的贡

献最大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实现

贸易和相关政策在国家发展战略的主流

化。贸易相关支持措施和贸易援助主流化

进程也备受重视并已起步。因此，各国急

需有关最佳方法方面的信息、分析和建议

以开展这些工作。本书的研究基于对五个

样本国的案例分析，用十五章的篇幅分析

了各样本国近年来在农业贸易政策、贸易

支持措施和相关政策措施主流化方面的做

法。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又用了三章篇幅

进行研究成果综述。

封面设计：田  雨

版式设计：王  晨

定价：30.00元

购书敬请关注中国农业

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欢迎登录中国农业出版社网站：http://www.ccap.com.cn

欢迎拨打中国农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热线：010-59194918，65083260

2008年粮食危机后的 
粮食与农业政策趋势  
— 对农业发展问题的重新关注

继2008年粮食危机后， 

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初，从

粮农组织记录的粮食价格指数

情况看，新一轮的价格上涨将

开始。这种变化的形势体现为

政府政策的变化。本文旨在分

析这种政策变化的趋势，特别

是2008年10月到2010年中期政

府的决策情况。它揭示了为实

现粮食安全所采取的变更策

略，比如隔离国内与国内市场

价格；更加自给自足的粮食供

给政策；非传统的贸易合作或

土地投资；以及减少对私营部

门的依赖。本文通过搜集和分

析长期和短期的粮食及农业政

策信息和决策，旨在证实2008

年观测到的政策摇摆在随后

几年中是否依然存在。

北京，2017年
ISBN 978-92-5-509580-1
60页，176 x 245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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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设计：杨  璞

定价: 120.00元

全球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进行海参的商业开发和国际贸易。本书

仅提供了58种世界习见经济海参种类的鉴定方法，并未包括所有已开发

的海参品种。主要面向渔业管理人员、科研人员、贸易企业和从业人

员。本书重点描述了用于鉴别不同种的活体或者加工品海参物种间差异

的主要特征。

每个海参种类的信息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学名、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命名以及已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常用名称；海参的科学插图和骨片

结构，对海参体不同部位骨片形态的描述；活体和干燥标本的彩色照

片；海参的规格、栖息地、生物学、捕捞量、人类消费、市场价值和贸

易、地理分布地图等基本信息。

购书敬请关注中国农业

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欢迎登录中国农业出版社网站：http://www.ccap.com.cn

欢迎拨打中国农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热线：010-59194918，65083260

世界重要经济海参种类 

全球约有70多个国家和

地区在进行海参的商业开发和

国际贸易。本书仅提供了58种

世界习见经济海参种类的鉴定

方法，并未包括所有已开发的

海参品种。本书主要面向渔业

管理人员、科研人员、贸易企

业和从业人员，重点描述了

用于鉴别不同种的活体或者

加工品海参物种间差异的主要 

特征。

北京，2017年
ISBN 978-92-5-506719-8
184页，169 x 24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中文

渔民和养鱼户以及依靠渔业部门维持其生计的人们，越来越容

易受到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多数小规模渔民和渔业工人主要生

活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系列导致他们灾害脆弱性增加的问题，

包括食品不安全、贫穷、污染、环境退化、资源过度开采、高级别

的海上事件，以及与工业捕鱼活动发生的冲突等。他们的灾害脆弱

性因捕捞和鱼类养殖活动（地点和暴露性）本身的特点而进一步增加，

同时，对这些灾害以及紧急事件的响应也就变成了政府、民间组织、

机构和社区工作的一大部分，但是至今仍没有针对这些部门的指南。

本指南旨在填补此空缺，同时提高这类干预的有效性。本指南伴随

着 2013 年召开的一次专家会议而形成 (FAO, 2013)。他们起草了最

佳操作规范以及灾害应急响应期间的经验教训，并且该类灾害对渔

业和水产养殖部门造成了严重影响。本指南包括通用的良好行为规

范以及一些技术领域，比如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政策与管理、捕捞渔

业的渔具、渔船和发动机、码头、港口和锚地、水产养殖与捕捞后

活动、贸易与市场等。

定价：68.00元

购书敬请关注中国农业

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欢迎登录中国农业出版社网站：http://www.ccap.com.cn

欢迎拨打中国农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热线：010-59194918，65083260

突发疾病是兽医部门可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之一。为实现快速并节约

成本的控制目的，兽医部门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以处理这种突发事件。要做到这

一点，兽医部门必须作好准备，必须提出完善的计划并有能力实施该计划。

本手册系统给出了针对任何突发动物疾病进行恰当应急准备所需的元素，尤

其重点关注了跨境动物疾病的控制。手册提出的一些原则也可能有助于食品安全

问题、人畜共患病甚至非传染性疾病的应急准备。

北京，2014年
ISBN 978-92-5-507000-6
97页，185 x 26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俄
文、西班牙文

良好应急管理实践：必要因素  
— 动物卫生突发事件准备指南

突发疾病是兽医部门可能面临的

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之一。为实现快速并

节约成本的控制目的，兽医部门必须作

好充分准备，以处理这种突发事件。要

做到这一点，兽医部门必须作好准备，

必须提出完善的计划并有能力实施该计

划。本手册系统给出了针对任何突发动

物疾病进行恰当应急准备所需的元素，

尤其重点关注了跨境动物疾病的控制。

手册提出的一些原则也可能有助于食品

安全问题、人畜共患病甚至非传染性疾

病的应急准备。

北京，2017年
ISBN 978-92-5-507912-2
152页，165 x 23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中文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应急响应指南

渔民和养鱼户以及依靠渔业部门维持其生计的人们，越来

越容易受到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他们的灾害脆弱性因捕

捞和鱼类养殖活动本身的特点而进一步增加，同时，对这些灾

害以及紧急事件的响应也就变成了政府、民间组织、机构和社

区工作的一大部分，但是至今仍没有针对这些部门的指南。本

指南旨在填补此空缺，同时提高这类干预的有效性。本指南伴

随着2013 年召开的一次专家会议而形成。他们起草了最佳操

作规范以及灾害应急响应期间的经验教训。本指南包括通用的

良好行为规范以及一些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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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对奶业发展的趋势及其推

动力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分析，并在此过

程中探寻对奶业养殖，特别是农村小规

模奶业养殖未来发展的启示。在受到分

析的各个国家中，小规模鲜奶生产者的

生产成本非常具有竞争力，如果将他们

合理地组织起来，可以与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资本集中、“高科

技”养殖企业相竞争，从而使得奶业发

展成为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然而，小

规模鲜奶生产者能通过奶业市场获利不

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竞争力，也取决于其

所在的奶业链的效率。因此，促进小规

模奶业生产者发展的战略不应当只关注

奶业生产者本身，而应该致力于提高奶

业链中每一个环节的竞争力。

为了理解不同生态系统中造成动物疾病的经济因素，制订

一个国家和地区管理疾病风险的有效措施，需要分析整个价值

链及动物和产品相关市场来制定价值链参与者认同的、有效的

并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管理选择方案。本书对价值链进行了分

析，丰富了疾病风险评估，提供了跨领域合作框架。在涉及传

染性家畜疾病的问题中，对价值链分析的需求日益增加。满足

这一需求的最好办法是确保兽医流行病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价

值链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中保持密切合作。

遗传改良是动物遗传资

源管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能够对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做

出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绝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使品种改良

计划具有可持续性方面并没有

取得成功。该准则的目标是帮

助一些国家制订并开展有效的

遗传改良计划，最大可能地使

这类计划能长久执行下去。该

准则旨在供畜牧业发展方面的

决策者和组织使用，就以下问

题给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

议，即如何确定家畜发展目标

和战略；如何明确育种目标及

与之相符的育种目标；如何使

动物遗传资源与生产体系相匹

配；如何确认最合适的育种方

案；如何开展（或改进）纯种

繁育计划或杂交育种计划；以

及如何评价投资决定等。

北京，2014年
ISBN 978-92-5-506545-3

230页，210 x 284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中文、英文

2007年通过的《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是家畜部门生物多样性管理的第

一个国际性商定框架。该行动计划要求制定技术准则，目的是支持开展此项工作的

那些国家。FAO于2009年出版了《动物遗传资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的编制》一

书，而后又通过一系列针对具体技术主题的指南出版物来对其加以补充。

《动物遗传资源可持续管理的育种战略》准则主要讨论了全球行动计划的战略

优先领域2这一部分的问题——可持续利用与开发。该准则已得到了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委员会认可。

遗传改良是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能够对粮食安全和农村发

展做出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使品种改良计划具有可持续性

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该准则的目标是帮助一些国家制订并开展有效的遗传改良计

划，最大可能地使这类计划能长久执行下去。该准则旨在供畜牧业发展方面的决策

者和组织使用，就以下问题给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即如何确定家畜发展目标

和战略；如何明确育种目标及与之相符的育种目标；如何使动物遗传资源与生产体

系相匹配；如何确认最合适的育种方案；如何开展（或改进）纯种繁育计划或杂交

育种计划；以及如何评价投资决定等。

传统的动物疾病风险评估方法受一种风险因子的释放、接触及后果的影响，

该风险因子影响家畜群体数量。一旦病原体进入家畜群体，人类和动物接触并感

染疾病的潜在风险就随着动物及其产品的生产和买卖等经济活动链条不断扩散蔓

延。因此，为了理解不同生态系统中造成动物疾病的经济因素，制订一个国家和

地区管理疾病风险的有效措施，需要分析整个价值链及动物和产品相关市场来制

定价值链参与者认同的、有效的并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管理选择方案。

价值链分析丰富了疾病风险评估，提供了跨领域合作框架。在涉及传染性家

畜疾病的问题中，对价值链分析的需求日益增加。满足这一需求的最好办法是确

保兽医流行病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价值链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中保持密切合作。

小规模奶业生产现状与前景：全球视角

2005年，全球有14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将近10亿人长期受到营养缺乏或不良

的困扰。据估计，全世界贫困人口大约有75%生活在农村地区，而这些人当中至少有

6亿人以畜牧业作为其食物和经济收入的来源，并以此作为管理风险、积累财产的途

径。鉴于畜牧业对于维持生计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发展小规模畜牧企业可

以成为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的关键举措。

鲜奶生产是畜牧部门的一项重要活动，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1.5亿个家庭从事鲜奶

生产。小规模鲜奶生产不仅可以改善奶农家庭的粮食安全，还可以为整个奶业链提供

大量的就业机会，包括很多农村的小型鲜奶加工商和中间商。此外，全球消费者对鲜

奶和奶制品的需求持续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鲜奶产量需要保持近2%年增长率

才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本书旨在对奶业发展的趋势及其推动力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分析，并在此过程中探

寻对奶业养殖，特别是农村小规模奶业养殖未来发展的启示。

在受到分析的各个国家中，小规模鲜奶生产者的生产成本非常具有竞争力，如果

将他们合理地组织起来，可以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资本集中、“高科

技”养殖企业相竞争，从而使得奶业发展成为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然而，小规模鲜

奶生产者能通过奶业市场获利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竞争力，也取决于其所在的奶业链

的效率。因此，促进小规模奶业生产者发展的战略不应当只关注奶业生产者本身，而

应该致力于提高奶业链中每一个环节的竞争力。

动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管理的育种战略

北京，2014年
ISBN 978-92-5-506391-6

15页，185 x 26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北京，2014年，ISBN 978-92-5-506861-4
106页，185 x 260 mm，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语言版本：中文、英文

动物疾病风险管理的价值链方法  
— 实地应用的技术基础及实践框架

小规模奶业生产现状与前景：
全球视角

粮农组织
中文出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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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通过的《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是家畜部门生物多样性管理的

第一个国际性商定框架。该行动计划要求制定技术准则，目的是支持开展此项工作

的那些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9年出版了《动物遗传资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编制》准则，而后又通过一系列针对具体技术主题的准则出版物来对其加以补充。

    关于《动物遗传资源表型特征鉴定》准则，主要讨论了全球行动计划的战略优

先领域1这一部分的问题——特征鉴定、清单编制与趋势及相关风险监测。该准则

特别补充了分子遗传特征鉴定及动物遗传资源监测的准则。该准则已得到了粮食与

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认可。

    本准则就如何开展目标明确且成本效益好的表型特征鉴定研究这一问题给出了

一些建议，而且在国家层面执行全球行动计划这一背景下，所要进行的表型特征鉴

定研究将有助于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改进。该准则首先对基于表型特征

鉴定的概念与方法进行了概述，跟随其后的是关于实地考察、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

策划与执行的实用指导。附录部分主要包括家畜种类表型特征鉴定研究的通用数据

收集格式，以及关于品种生产环境的数据记录框架。

I2686Ch/1/12.14

ISBN 978-92-5-507199-7 ISSN 181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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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溶血性弧菌是世界范围腹泻疾病的常见原因。这些海洋微生物，原生在全

球河口水域，集中在滤食性软体动物的内脏中，例如牡蛎、蛤和贻贝。生或未煮

熟的海产品，包括有鳍鱼类，代表传播给人类的主要媒介物。

    本书考虑生牡蛎消费的公共健康影响的评估适用性，开发于一个国家，来评

估与生牡蛎消费相关的公共健康风险，这些生牡蛎捕获于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中

生牡蛎的生长和捕获环节不同。如果这样一个风险评估也能够适用于其他贝类类

型和有鳍鱼类，那么这个方法也适用于血蛤和有鳍鱼类的评估的建立。因此这项

工作分为三个部分：（1）生牡蛎中副溶血性弧菌的风险评估；（2）血蛤中副溶

血性弧菌的风险评估；（3）有鳍鱼类中副溶血性弧菌的风险评估。同时提供与这

些商品消费相关的风险方面的见解，这项工作也解决怎样使现有和/或者有限资源

最大化的利用。

    本书和这套微生物风险评估系列中其他书包含对风险评估人员和风险管理人

员有用的信息，包括国际科学委员会、食品法典委员会、政府和食品监管机构、

科学家、食品生产者及行业以及其他对食物微生物危害领域、该危害对人类健康

和食品贸易的影响和危害的控制有兴趣的人和机构。

过去10年间，很多国家

开始改革森林和林地的权属安

排，将获取和管理森林资源

的权力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央下

放到家庭、私营公司和社区等

主体。本书为政策制定者以及

森林权属改革的参与者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指导。书中引用了

大量资料，包括粮农组织在非

洲、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亚

开展的森林权属评估，得出一

些经验教训，并阐明原因。本

书列出了10条权属改革指导原

则，提出因地制宜通过适应性

的方式实现森林权属多样化。

本书还强调，成功的权属改革

与相关规范框架和治理安排改

革相关联，因此必须将其放在

更广阔的国家发展议程中来 

看待。

林权改革
——问题、原则和过程

    有保障的权属是可持续森林管理的重要前提

条件。更加多样化的权属体系可为改善森林管

理、当地生计奠定基础，在森林管理能力较弱的

国家尤其如此。过去10年间，很多国家开始改革

森林和林地的权属安排，将获取和管理森林资源

的权力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央下放到家庭、私营公

司和社区等主体。本书为政策制定者以及森林权

属改革的参与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书中引

用了大量资料，包括粮农组织在非洲、东南亚、

拉丁美洲和中亚开展的森林权属评估，得出一些

经验教训，并阐明原因。本书列出了10条权属改

革指导原则，提出因地制宜通过适应性的方式实

现森林权属多样化。本书还强调，成功的权属改

革与相关规范框架和治理安排改革相关联，因此

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国家发展议程中来看待。

北京，2014年,ISBN 978-92-5-507199-7
130页，185 x 26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中文、英文、法文

北京，2014年
ISBN 978-92-5-506874-4
176页，185 x 26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
平装本
语言版本：中文、英文

林权改革 —  
问题、原则和过程

北京，2014年
ISBN 978-92-5-506855-3
110页，185 x 26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中文、英文、 
法文、西班牙文

本准则就如何开展目标明确且成本效益好的表型特征鉴

定研究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些建议，而且在国家层面执行全球行

动计划这一背景下，所要进行的表型特征鉴定研究将有助于粮

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改进。该准则首先对基于表型特

征鉴定的概念与方法进行了概述，跟随其后的是关于实地考

察、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策划与执行的实用指导。附录部分主

要包括家畜种类表型特征鉴定研究的通用数据收集格式，以及

关于品种生产环境的数据记录框架。

动物遗传资源表型特征鉴定

本书考察了开发于一个国家的生

牡蛎消费的公共健康影响的评估适用

性，以此来评估与捕获于其他国家的

生牡蛎消费相关的公共健康风险，而

这些国家中生牡蛎的生长和捕获环节

均有所不同。如果这样一个风险评估

也能够适用于其他贝类类型和有鳍鱼

类，那么这个方法也适用于血蛤和有

鳍鱼类的评估的建立。本书和这套微

生物风险评估系列中其他书包含对风

险评估人员和风险管理人员有用的信

息，包括国际科学委员会、食品法典

委员会、政府和食品监管机构、科学

家、食品生产者及行业、以及其他对

人类健康和控制食品贸易的影响和危

害有兴趣的人和机构。

海鲜中副溶血性弧菌的风险评估 
— 解释性总结及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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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及其工作和出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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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农组织

作为联合国最大的 

专门机构70年

194个成员国 — 在130多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专业技术司 — 涵盖农业、 

渔业、林业、经济和社会 

发展。

对农业和自然资源持有独特

的360o
 视角

重点涉及粮食的各个方面，

从农业到经济学再到营养

自1947年以来有关245个国

家和地区的综合统计资料

粮农组织文件库在线提供 

超过65000份文件

社交媒体有150万关注者

每年发布超过10万篇媒体文

章，其中包含粮农组织专家

提供的信息或情况说明

我们的优势

相关数字

658
910 

书籍

小册子

201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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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出版物、版权和许可

：相关的活动包括协议的起草和审定，以及确保 

粮农组织与其他组织和机构的联合出版物采用粮农组织出

版政策和出版程序。

：批准世界各地外部研究人员、出版商或大学有关

复 制粮农组织版权材料的申请。

：审批伙伴标识在诸如小册子、情况说明、简报、传 

单等粮农组织信息产品上的使用，以及粮农组织标识在非

粮农组织信息产品上的使用。

：诸如协议书和谅解备忘录等由粮农组织签

署的法律协议中知识产权条款的审批。

：起草和审定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在外部期刊和

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和论文的许可协议。

2016年活动

拟订的 
联合出版协议 

36％

标识审批
22％

获批申请
25％

审批的许可证 
6％

协议书/谅解
备忘录审批

11％

出版合作

粮农组织与各出版商合作，提高对全球

饥饿问题的认识，并与民间社会一道，推动

实现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目标。本

组织与各国际组织（农发基金、经合组织、粮

食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大

学（牛津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和商

业出版社（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签署联合出

版协议。通过这种合作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

粮食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管理以及

渔业和水产养殖等一系列专著。粮农组织发

放许可，允许个人以及机构和商业出版商、

汇集代理商、经销商和索引服务机构再次使

用和传播其版权材料。

权限

知识产权审批

标识

许可协议

联合出版



主要销售代理
Eurospan Group
3 Henrietta Street
London WC2E 8LU
United Kingdom
Tel. +44 (0) 1767604972
Fax. +44 (0) 1767601640
eurospan@turpin-distribution.com 
www.eurospanbookstore.com/
unpublications 

Austria
LexisNexis
Tel. +43 (1) 534525555
Fax. +43 (1) 53452141
bestellung@lexisnexis.at 
www.lexisnexis.at

Belgium
DL Services
Tel. +32 (0) 25384308
Fax. +32 (0) 25380841
jean.de.lannoy@dl-servi.com 
www.jean-de-lannoy.be/ 

Croatia
Roberts Plus Doo
Tel. +385 (0) 21315800
Fax. +385 (0) 21315804
robertsplus@robertsplus.hr 

Denmark
Bierman & Bierman
Tel. +45 75320288
Fax. +45 75321548
mail@bierman.co.uk   
www.biermanaps.dk

Finland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Tel. +358 912141
Fax. +358 91214441
tiedustelut@akateeminen.com 
www.akateeminenkirjakauppa.
com 

France
Lavoisier SAS
Tel. +33 (0) 147406700
service.client@lavoisier.fr 
www.lavoisier.fr 

Librairie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el. +33 (0) 140733460
Fax. +33 (0) 140733898
librairie@businessfrance.fr 
www.businessfrance.fr

Germany 
Hugendubel Fachinformationen
Tel. +49 (0) 80002832437
Fax. +49 (0) 6151386266
darmstadt@hugendubel.info 
www.hugendubel.info 

Massmann International 
Buchhandlung
Tel. +49 (0) 4076700418
Fax. +49 (0) 476700410
kay.massmann@massmann.de 
www.massmann.de

Missing Link 
Versandbuchhandlung
Tel. +49 (0) 421504348
Fax. +49 (0) 421504316
info@missing-link.de 
www.missing-link.de 

Planetis
Tel. +41 (0) 223665177
Fax. +41 (0) 223665178
info@planetis.ch 
www.planetis.ch 

Roodveldt Publidis
Tel. +31 (0) 204973779
Fax. +31 (0) 204970096
info@publidis.org 
www.publidis.org 

欧洲、非洲、 
近东、亚洲及 
太平洋、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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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和全球代理机构网络

  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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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
Casalini Libri s.p.a.
Tel. +39 (0) 5550181
orders@casalini.it 
www.casalini.it 

Licosa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Tel. +39 (0) 5564831
Fax. +39 (0) 55641257
licosa@licosa.com 
www.licosa.com 

Netherlands
Roodveldt Publidis
Tel. +31 (0) 204973779
Fax. +31 (0) 204970096
info@publidis.org 
www.publidis.org 

Norway
Akademika A/S 
Tel. +47 (0) 22188100 
Fax. +47 (0) 22188103 
kundeservice@akademika.no 
www.akademika.no

Poland
ABE+IPS 
Tel. +48 (0) 226540675
Fax. +48 (0) 226520767
info@abe.pl 
www.abe.pl 

Portugal
Marka
Tel. +351 213224043
Fax. +351 213224044
Apoio.clientes@marka.pt 
www.marka.pt 

Omniserviços
Tel. +351 217540191
comercial@omniservicos.pt 
www.omniservicos.pt 

Russian Federation
Izdatelstvo “Ves Mir”
Tel. +7 (0) 4957390971
Fax. +7 (0) 4953348591
orders@vesmirbooks.ru 
www.vesmirbooks.ru 

Spain 
Alibri Llibreria SL
Tel. +34 933170578
alibri@alibri.es 
www.alibri.es 

Libreria Delsa
Tel. +34 914357421
Fax. +34 915782811
delsa@troa.es 

Solochek Libros, S.L.
Tel. +34 913784104
Fax. +34 913784062 
info@solochek.com 
www.solochek.com 

Sweden
Akademibokhandeln Imports
Tel. +46 (0) 107441000
Fax. +46 (0) 87698101
info@akademibokhandeln.se 
www.akademibokhandeln.se 

Bokus
Tel. +46 (0) 107441047
Fax. +46 (7) 03514490
elin.karlsson@bokus.com 
www.bokus.com 

Switzerland
Planetis
Tel. +41 (0) 223665177
Fax. +41 (0) 223665178
info@planetis.ch 
www.planetis.ch 

United Kingdom
Dandy Booksellers
Tel. +44 (0) 2076242993
Fax. +44 (0) 2076245049
enquiries@dandybooksellers.com 
www.dandybooksell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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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son
Tel. +44 (0) 1933417500
Fax. +44 (0) 1933417501
Nasser.lassoued@dawsonbooks.
co.uk 
www.dawsonbooks.co.uk

The Stationery Office
Tel. +44 (0) 3332025070 
Fax. +44 (0) 8706005533 
customer.services@tso.co.uk 
www.tso.co.uk 

Regional Supplier (EAST, WEST 
& CENTRAL AFRICA)
Mallory International Limited (UK)
Tel. +44 (0) 1395239199
Fax. +44 (0) 1395239168
julian@malloryint.co.uk   
www.malloryint.co.uk 

Botswana
Botsalo Books
Tel. +267 (0) 3912576
Fax. +267 (0) 3972608
botsalobooks@botsnet.bw 

Ethiopia
T.G.B. Roman Trading Enterprise
Tel. +251 (0) 1635973
Fax. +251 (0) 185866
tesfayeg@ethionet.et 

Ghana
University Bookshop at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Tel. +233 (0) 21500398
Fax. +233 (0) 21500774
bookshop@ug.edu.gh

Kenya
Educate Yourself Ltd
Tel. +254 (0) 20 3752058 / 
2059
Fax. +254 (0) 20 3745201
info@eysltd.biz 

Malawi
Anglia Book Distributors Ltd
Tel. +265 (0) 1871489
Fax. +265 (0) 1871489
angliabooks@africa-online.net 

Morocco
La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Tel. +212 (0) 5680329
Fax. +212 (0) 5770914
cclibinter@menara.ma

Namibia
Edumeds (Pty) Ltd
Tel. +264 (0) 61226371
Fax. +264 (0) 61225054
edumeds@edumeds.com 

Nigeria
Citrax
Tel. +234 (0) 8022243515
info@citraxcompany.com

Havilah Merchants Nigeria Ltd 
(Lagos)
Tel. +234 (0) 8037020780
havilah@havilahbooks-ng.com
www.havilahbooks-ng.com

University Press PLC
Tel. +234 (0) 224112313
wbp@universitypressplc.com
www.universitypressplc.com

Rwanda
Bookshop Ikirezi
Tel. +250 (0) 252571314
client@ikirezi.biz
www.ikirezi.biz/ikirezi.html

South Africa
Van Schaik Boekhandel
Tel. +27 (0) 219188437
Fax. +27 (0) 866352289
vsorders@vanschaik.com
www.vanschaik.com

Uganda
University Bookshop Makerere
Tel. +256 (0) 414543442
Fax. +256 (0) 414510504
ubm@bookshop.mak.ac.ug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MAK Solutions Ltd
Tel. +255 (0) 687014501
kripa@maktanzania.com

Zambia
Gadsden Books
Tel. +26 (0) 977841643
Fax. +26 (0) 211290326
gadsden@zamnet.zm

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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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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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
MERIC (Middle East Readers 
Information Center)
Tel. +202 (0) 
7363824/7363818
Fax. +202 (0) 7369355
order@mericonline.com
www.mericonline.com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Kowkab
Tel. +98 (0) 2122583723
Fax. +98 (0) 2122583723
info@kkme.com
www.kkme.com

Israel
Probook
Tel. +972 (0) 35257999
Fax. +972 (0) 35285397
books@probook.co.il
www.probook.co.il

Lebanon
Levant Distributors
Tel. +961 (0) 1488444
Fax. +961 (0) 1510655
levant@levantgroup.com
www.levantgroup.com

 ASIA-PACIFIC 

Cambodia, Indonesia,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Philippines, Thailand, Viet Nam
Alkem Pte. Ltd
Tel. +65 (0) 62656666
Fax. +65 (0) 62617875
enquiry@alkem.com.sg
http://www.alkem.com.sg 

China
China Book Import Center
Tel. + 86 (0) 1068412029
cbic1@mail.cibtc.com.cn
www.cibtc.com.cn

China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CEPIEC)
Tel. +86 (0) 1057933191
Fax. +86 (0) 1062014506
yifan.zhang@cepiec.com.cn
www.cepiec.com.cn

China N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CNPIEC)
Tel. +86 (0) 1065866990
Fax. +86 (0) 1065067100 
yanglan@cnpiec.com.cn 
http://www.cnpeak.com 

China, Hong Kong SAR
iCaves Limited
Tel. +852 (0) 25727228
Fax. +852 (0) 25758822
ICaves.enquiry@igroupnet.com 

Singapore, Malaysia
PMS Publishers Services Pte Ltd
Tel. +65 (0) 62565166
Fax. +65 (0) 62530008
info@pms.com.sg 
http://www.pms.com.sg 

Oceania
Co Info Pty Ltd
Tel. +613 (0)  92107777
Fax. +613 (0)  92107788
enquiries@coinfo.com.au 
www.coinfo.com.au 

Polyspring Enterprises
Tel. +852 (0) 25420245
anniesot@polyspring.com.h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 Bernan
Tel: 1 (717) 794-3800
fax: 1 (717) 794-3803
orders@rowman.com
www.rowman.com/ber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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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的
战略工作

粮农组织的出版活动由其“战略框架”确定的优先事项

所推动，涉及全球重大挑战。本套小册子探讨了粮农组织核

心工作的五项战略目标。

帮助消除饥饿、
粮食不安全和
营养不良的
战略计划

帮助消除饥饿、
粮食不安全
和营养不良

粮农组织
的战略工作

粮农组织
的战略工作

粮农组织在提高农业、
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
及可持续性方面的

战略工作

可持续粮食
和农业

可持续粮食 
和农业

帮助消除饥饿 
和营养不良

粮农组织支持各国制定和实施

跨部门政策措施，以消除饥饿、粮

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建立包容性治理机制，确保各计划

之间的一致性，并提高决策能力。

粮农组织的愿景是建立一个人

人都能获得营养食品的世界，而且

在这里，对自然资源的管理能够维

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满足人类的需 

求。粮农组织帮助各国根据《2030年

议程》调整其政策，并促进向可持

续的和适应气候的农业做法过渡。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是2015年9月份由各国通过

的一系列全球优先事项，旨

在消除贫困和饥饿，维护地

球自然资源，确保人人享有

繁荣。粮食和农业涉及所有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2030

年议程的核心。通过采取综

合办法来解决贫困和饥饿的

根源问题，以可持续方式管

理自然资源，不让任何人掉

队，粮农组织的战略工作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广泛一

致。本组织拥有的多项技术

专长、与发展伙伴合作的经

验和在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技

能使其成为各国落实和监测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宝 贵 盟

友。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

参阅介绍粮农组织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工作的网页，

它会随着2030年议程中与粮

食和农业相关的所有最新发

展情况而不断更新。

实用信息

2030年议程中的
粮食和农业

http://www.fao.org/3/a-i6431e.pdf
http://www.fao.org/3/a-i6488e.pdf


粮农组织的五大优先重点

或战略目标是我们工作的主要

领域，旨在支持各国通过持续

努力来实现一个没有饥饿、营

养不良和贫穷的世界。

粮农组织
的战略工作

减少农村
贫困 减少农村贫困

战略计划

推动建立包容、
高效之粮食系统

的战略计划

包容、高效的
粮食系统

粮农组织
的战略工作

加强生计
抵御能力

加强生计
对威胁和危机之

抵御能力的
战略计划

粮农组织
的战略工作

包容、高效的粮食系统

粮农组织协助各国进入全球

市场并达到国际食品安全标准。

它帮助各国政府改善对农业和粮

食系统的投资，加强利益相关者

在农产品价值链各环节的技术能

力，提高这些食品链的可持续

性、效率和包容性。

减少农村贫困

贫困是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

的最大障碍之一。鉴于贫困农村

家庭存在的广泛差异，粮农组织

提出一种包含不同战略的宽泛方

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从低水平

劳动和生产力向更好的就业条件

转变。

粮农组织帮助加强国家和

地方能力，以减少自然和气候灾

害、食物链威胁、冲突和持续危

机的风险和影响，并提高农业生

计的抗灾力。其工作主要围绕三

大类冲击：自然灾害、食物链危

机、暴力冲突和长期危机。

增强生计抵御冲击的能力

帮助消除饥饿、粮食

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

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减少农村贫困

推动建设包容高效的

农业和粮食系统

增强生计对威胁和危

机的抵御能力

罗马，2017年
200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我们致力于支持各国实

施《2030年议程》。

http://www.fao.org/3/a-i6835e.pdf
http://www.fao.org/3/a-i6627e.pdf
http://www.fao.org/3/a-i646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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