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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总干事 
José Graziano da Silva

粮农组织专注于构建可持续粮食系统，为乡村和城市环境中的所
有人提供富有营养、健康和可获取的食物。粮农组织与全球环境
基金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在于帮助各国推动粮食系统转型，从
而改善土地状况、养护生物多样性并增强其对气候变化影响的
复原力，同时为所有人提供健康和营养的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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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世
界粮食和农业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

功地供养了更多人口。它们向国际市场

供应了大量初级产品。但现在这些系统

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虽然粮食生产不断提高，但仍有8.15

亿人忍饥挨饿。两亿人受到微量元素缺乏的影响。18岁

以上人口中有40%体重超重。此外，为粮食和农业系统

提供了基础的自然资源也面临严峻压力。世界农业用地

的三分之一发生退化。农业目前已占到淡水取用总量的

70%。农业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四分之三源于农业生产。粮

食产业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也占到29%。

      不可持续的农业系统和膳食习惯的改变正在对

全球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土地退化、污染、外来物

种入侵、自然生境损毁以及海洋酸化正在造成物种

灭绝、侵蚀物种内遗传多样性、也对整个生态系统承

受压力，且程度往往超出其适应能力。如果农业系统

只依赖少量作物和作物品种以及有限的动物物种和

品种的话，那么这些系统的脆弱性将加重，这将最终

使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面临威胁。

      生态系统压力、对自然资源竞争加剧以及权属无保

障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已成为一个主要全球性关切。目前

有7.80多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他们多数生活在状

况羸弱或环境脆弱、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国家。农村民众

享有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渠道有限，加之危机、冲突和

灾难数量增加，其中许多是由气候变化引发的，这对农村

人口的社会凝聚力和文化传统构成了威胁。逃难移徙目

前处在7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如何在不造成土地和水资源

退化、生物多样性侵蚀和引发

气候变化的前提下供养世界

是我们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承压的迹象：
      世界上三分之一土壤发生退化。渔业资源

约30%被过度捕捞。森林不断转为其他土地

用途。粮食产业当前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约

30%。到2025年，约有20亿人可能将生活在

处于绝对水稀缺状态的国家或区域。



绪   言

      粮农组织与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的伙伴关系为

各国提供支持，帮助它们开展旨在解决贫困和环境退化根

源问题的努力。这一伙伴关系主要致力于五个重点领域：

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国际水体和化学品。

      这种伙伴关系因此能够超越简单的自然资源养护范

畴，也为这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造条件。这一方法能够

确保生产收益、保障环境健康和促进社会经济平等，因

此可以满足当前和今后世世代代的需要。粮农组织-环境

基金伙伴关系响应《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号召，该

议程认识到环境、粮食安全和生计需要一起解决，而且采

取的行动必须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这三个可持续发展

的三个方面。粮农组织-环境基金伙伴关系今后的一个重

点将放在三个主要影响计划上：粮食系统、土地利用和复

原；可持续城市；以及森林可持续管理。 

      到2050年，粮农组织估计粮食和农业系统将需要在

目前基础上增产50%才能养活全球接近100亿的预测人

口。要实现产量如此大幅增长又不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

成进一步破坏，就需要推动粮食系统转型，朝更可持续的

消费和生产模式转变。粮食的生产、储藏、运输、贸易、销

售和消费方式需要更为公平、更为高效和更为可持续。

      向可持续农业转变能够扭转业已导致土地管理无序

和所有自然资源退化的趋势。通过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好

土地生态系统以及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农业产业能够

为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做出贡献。这些服务的例子包

括：维持水质；土壤养分循环；土壤形成和恢复；流失防

治；碳汇；提高对变化和冲击的复原力；为野生物种提供

生境；生物虫害防治；以及授粉等。

人与地球
      人是粮农组织-环境基金所有项目的核心所在。世界

上有30亿小规模农民、渔民和森林从业者、牧民以及原

住民，他们是自然资源管理者和环境守护者。在每个国

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

家，农村民众都应该被放在革新转型的中心地位。农村

人口在全球贫困人口中约占80%，但他们生产了世界上

四分之三的粮食，同时确保自然环境能够年复一年不断

产出粮食。粮农组织-环境基金项目的前提是当地社区必

须参与决策过程，力求为农村人口提供获取市场和资源

的更公平渠道。最终目的是帮助亿万家庭农户采用可持

续生产方式并确保他们参与价值链。这一目标将通过与

私营企业、政府和民间社会结成新的联盟的方式得以实

现。把传统知识与技术革新和新的以系统为基础的方案

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推动革新转型，从而确保所有人得

到妥善供养、气候变化得到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得以

维护且土地和水资源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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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农组织与环境基金之间的关系已历经二

十多年发展。这一伙伴关系现在已得到广

泛认可，成为应对环境与农业之间关键

相互关系的典范。这种独特的伙伴关系在支持各国实现

本国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粮农组织-环境基金伙伴关系对各国应对确保人人

获得数量充足和安全营养的食物、同时还能够应对气候

变化影响的双重挑战方面做出了贡献。

粮农组织于2006年成为环境基金的正式成员。 

在过去12年间，粮农组织-环境基金伙伴关系帮助各大

洲120多个国家执行了18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的成效

惠及460多万妇女和男子，在农村社区创造了35万多个

工作岗位，保护了189个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

性，还拯救了近一千个作物品种及动物物种和品种免于

灭绝。十分重要的是，在其中的90个项目中，原住民和当

地社区积极参与了项目设计和实施。

2018年4月，粮农组织-环境基金的合作规模遍及环

境基金的所有五个重点领域，总金额达7.32亿美元。粮农

组织帮助成员国选定、制定和实施了符合环境基金支持

条件的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得到了政府、协作机构、双边

捐助者、国际金融机构及粮农组织的配套资金支持。

全球环境基金

      全球环境基金成立于1991年，致力于解决世界面临

的最具挑战性的环境问题，涉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 

土地退化、化学品和国际水体。环境基金的伙伴关系目前

包括18家机构和183个国家。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成立于1945年，其愿景是世界人民免

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粮食和农业以经济、社会和环境

可持续的方式为改善所有人、特别是最贫困人口的

生活水平做出贡献。粮农组织成员目前包括194个

成员国、两个准成员和一个成员组织，即欧盟。粮农

组织的工作遍布130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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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环境基金
项目区域分布

粮农组织-环境
基金项目重点

领域分布

全球和跨区域 11%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14%

欧洲和中亚 7%

亚洲和太平洋 31%

森林可持续管理和激励机制 7%

非洲 24%

国际水体 11%

近东 8%

生物多样性 3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9%

土地退化 14%

气候变化 27%



个项目有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积极参与

 
万妇女和男子收益

五个就业岗位

为农村贫困人口创造

亿美元配套
资金支持

亿美元环境
基金赠款

37

7.32

187 123
90

460

35

个项目 个国家

粮农组织与环境基金：从数字看影响*



万公顷保护区 万公顷农业用地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多公顷地表水和

地下水进行了可持续管理

个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地方品种、 
传统作物和动物品种

吨危险化学品和 

废弃物得到安全处置
个脆弱海洋 

生态系统

 改善土地管理：

 减少

 保护了

 保护了

1150

5.32

821 
6859

对2000

189

1200

CO₂ CO₂

CO₂ CO₂

*数字为120多个项目管理团队上报的数字合计。可能存在少许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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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讯息 
可持续粮食和农业把人与地球联系在一起，需要采取转型行动才
能解决环境退化、饥饿和贫困的根源问题。

      我们期待建立新的创新和资金支持系统，把科研和

教育的能力与商业和企业的能量结合起来。这必须通

过新的创新平台、各机构相互协作、催化政策和促进大

量投资的方式予以落实。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的潜力和世

界亿万家庭农户、渔民和价值链参与者的潜力，从而遏

制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复原土地和海洋景观并

为所有人生产出富有营养的食物。

环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对于实现粮食安全与营养至关
重要。在农业产业各环节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并推行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是迈向可持续农业的关键所在。 

      通过促进粮食系统转型并推行可持续农业的作法，

我们能够把粮食产量提高50%，从而确保预计到2050

年全球近100亿民众的粮食安全，同时不对环境造成

进一步破坏。只有实现粮食系统转型和推行可持续农业

才能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以可持续方式生产出足够和富

有营养的食物，这些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以及不断增长的

人口和日益变化的膳食结构。在农业生态系统方面，维

护生物多样性对于粮食生产以及维持生命和农村生计

所需的生态基础的保护都十分重要。不能对自然资源和

生物多样性进行可持续利用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需要具备良好治理、有利的框架以及守护激励措施

来促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在所有层级都需要采取结构

化和一致的行动对农业产业各环节的生物多样性加以保

护、可持续利用、管理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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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讯息 

通过可持续实践以及土地景观和海洋景观方法
减少生态系统脚印是一项优先重点

      农业产业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使用者，能够对环境产

生影响，但也具有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力。农业产

业加在一起经营着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淡水和海洋面积。

如果管理方式可持续，农业产业能够为重要生态系统功

能做出贡献。这包括维持水质、养分循环、土壤形成和复

原、流失防治、碳汇、复原力、野生物种生境提供、生物虫

害防治及授粉。为确保生态系统健康，为所有人保障粮食

安全与营养，开发生态系统方法和生态农业等方法和工

具十分重要，这样就能够为农业产业提出共同努力方向并

形成产业合力，提高农业产业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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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孟加拉湾海洋生态系统

 ◆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森林和土地可持续管理

 ◆  马里农村气候复原力和粮食安全

 ◆  在受灾害打击的海地构建复原力

 ◆  保护厄瓜多尔山地生物多样性

 ◆  开展知识分享扭转安哥拉土地退化

 ◆  应对欧洲和中亚农药和污染物问题

 ◆  应对印度气候变异和气候变化问题

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全球影响 



金枪鱼、生物多样性与公海

促进不属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的可持续金

枪鱼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珍视大自然的设计师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发

现和保护那些具有突出美学特色和丰富农业

生物多样性的杰出传统农业系统。

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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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具有突出美学特色的土地景观，

包含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系统复原力，是我们文化

遗产的宝贵组成部分。该计划创始于2002年，原为粮农组织主持

的一个“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其主要宗旨是发现和保护这些杰出的传统农业系统。

这些系统历经世代流传，因农业、文化与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历

久弥新。这些纷繁复杂的相互关系是农业发展整体性方法的结果，这一整体性方法

是建立在人类需求与自然养护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自2008年题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环境基金全球性项目开始实施以来，

粮农组织已经建立起一个旨在加快推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计划的机制，以便

强化影响力并从概念构建阶段走向一整套以行动为导向的具体活动。

目前，已在全世界

20个国家树立了50个遗产地。

珍视大自然的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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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湾的海洋
生态系统管理

与孟加拉湾大型海洋生态系

统的8 个国家开展合作

惠及生活在孟加拉湾地区的 

4 亿民众

2230 人接受了知识

和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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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 

约
有4亿人生活在孟加拉湾地

区。其中大多数生活在贫困边

缘或贫困线以下，依赖孟加拉

湾获取食物和维持生计。孟加拉湾沿海和海洋

资源的持续退化对这些贫困社区的生活质量

和经济增长前景产生着严重影响。

      粮农组织-环境基金的“孟加拉湾大型海洋

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项目的设计目的是增强

对环境和渔业产业的区域性管理，以便改善该

地区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及生物资源的健康度，

提高沿海人口的生活水平。该项目属于这一长

期计划的第一阶段，于2009年至2017年在八

个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马尔代夫、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得以实

施。第一阶段解决的是有关跨界海洋资源的问

题，包括来自陆地的海洋污染源、手工渔业与商

业捕捞、以及生境保护和恢复等。

      第一阶段成功实施的一个催化因素是把众

多利益相关者凝聚在一起：地方政府机构、企

业和渔民及其家庭、以及地方环境、社会和文

化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这些利益相关者通过战

略伙伴关系协同工作。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参与

和能力建设受到积极鼓励并得到各项计划的支

持，这增强了利益相关者对采用生态系统方法

的管理措施开展计划和落实的能力。

    “孟加拉湾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战略行动计划”是第一阶段的重要里程碑。该

计划将在项目下一阶段进行实施并将进一步有

助于提高该区域沿河社区的粮食安全水平和减

贫工作。对项目实施和实现既定目标的投资将

有助于确保生态系统服务，估计今后25年中这

些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约达2400亿美元。

保障生态系统服务，估计今后25年这些生态系

统服务的价值约达2400亿美元
孟加拉湾的渔民 
查看一天的鱼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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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金枪鱼、生物 
多样性与公海

194 亿公顷国家管辖外
海域在五个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的框架下管理得到改善

新增5个主要商业化金枪
鱼种群根据捕捞监管规则得
到更完善管理

“海洋成果（O2）”政策主管Daniel Suddaby

公海国家管辖外海域金枪鱼项目研讨会提供

了一个论坛和机会，以互动和参与的方式增

进了理解。在东太平洋和印度洋，这对提高管

理力度做出了直接贡献，也加快了所有金枪

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改进进程。



19

全球影响 

世
界许多最宝贵渔业和海洋生态系

统都依赖国家管辖外海域。这些

区域也称为共有海洋或公海。金

枪鱼是与这些海域联系最密切的资源之一。这类高

度洄游的品种占到海洋捕捞渔业总量的近20%。 

世界金枪鱼船队由来自85个以上国家的数以千

计的渔船组成，每年捕捞的鱼获价值近170亿美

元。但对金枪鱼的大量需求已导致某些种群被过

度捕捞。从主要商业化金枪鱼种群捕捞的约三分之

一渔获来自面临过度捕捞的资源。这一局面对金枪

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确保渔业可持续管理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而采取的努力构成了挑战。非法、不

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是对可持续渔业、海洋生态系

统及渔民生计的另一个严重威胁。

      由环境基金出资、粮农组织执行的“共有海洋

国家管辖外区域金枪鱼项目”是与若干伙伴组织协

作实施的，目的是实现对金枪鱼渔业资源的负责任、

高效和可持续管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项目是“

共有海洋国家管辖外区域计划”的四个项目中最大

的一个，把许多全球、区域和国家合作伙伴召集在一

起。这些合作伙伴包括五个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以及来自政府和私营部

门的代表。2017年的结果显示在加强治理以及金枪

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之间针对不同问题开展协作方

面取得了进展，这些问题包括合规、以生态系统为

基础的管理、人工集鱼装置和捕捞策略等。金枪鱼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新增的五个金枪鱼种群制定了

捕捞监管规则并达成了协议，并明确表示将继续开

展当前的努力，直至所有主要种群都被涵盖在内。

      为提高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员国打击非

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行为的能力，该项目投入

资源进行能力建设和交流互通以及开发和测试创

新性检测、监管和监督工具。这些工具包括实施港

口国措施法律范本、金枪鱼捕捞登记制度设计方

案以及与所有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记录日

常同步的授权渔船清单。太平洋区域的约75位官

员参加了为金枪鱼渔业领域合规官员设计举办的

第一次认证培训班。这一培训计划将推广至所有金

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所涵盖的区域。斐济和加纳

的试点活动结果显示，电子监测系统能够作为提升

发展中国家合规水平的有效工具。

      在解决信息差距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信息差距曾阻

碍着对金枪鱼渔业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影响实

施有效管理。该项目对国际副渔获物分析进行了协

调，这些分析为数据共享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和模

式。此外还采取了降低渔具对濒危物种影响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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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对吉尔吉斯斯坦
森林和土地的
可持续管理

收益农户达 9655个，

包括 26 500  
位妇女和男子

改善了 20 000 
公顷草场的管理

再造林面积 

2 1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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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 

吉
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森林曾一

度覆盖大面积国土，但今天这

些森林面临威胁。严重森林退

化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山地滑坡、泥石流和洪

涝风险不断增加，对该国森林和山地及其周边

社区的生计造成直接影响。这种局面不断破坏

着该国的自然资源基础、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

粮农组织通过与该国环境保护及林业署和农

业、食品工业及改良部合作，通过一个环境基金

资助的项目促进了森林和土地管理方式的转变。

      该项目开始于2014年并将持续至2019年，

涉及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各层面。其目

标是增强吉尔吉斯斯坦森林和农业生态系统对

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同时，它还通过确保不断提

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方式产生多重全球环境

和社会经济效益，例如有关气候和淡水的监管

流程、土壤流失防治以及自然灾害管理等。 

在2000多公顷林地上开展植树造林以及采用

创新农业技术对生活和生计产生了积极影响。

该项目推行了一种综合性跨行业方法，成功清

除了政策、机构、技术和能力等方面阻碍森林可

持续管理和土地可持续管理的障碍。正是这些

障碍也制约了该国在确定国家碳平衡水平时对

土地和森林资源作用进行统筹考虑的能力。

在2000多公顷林地上开展植树造林以及采用创新

农业技术对生活和生计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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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森林边缘的土地上 
进行挖掘作业



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马里的气候
复原力和粮食安全

23 000  
名小规模农民接受了气候智
慧型农业方法培训

4 个农林兼作区得以创
立，主要由妇女主导

242 个村落采用了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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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 

马
里是一个降雨量波动幅度巨大

的国家，正在经受气候变化最

为极端的影响。在过去50年中，

马里的气候常常受到干旱年份和长期旱灾的困

扰，这加重了农村社区的脆弱性以及他们所依

赖的脆弱生态系统的退化。根据平均气温上升

2.71℃至4.51℃以及降雨量最大减少11%的情

境，到2025年马里的作物产量可能下滑5.5%， 

牧草产量下滑20%。这无疑将对马里主要粮食

作物（小米、高粱、稻米和玉米）及畜牧业产生负

面影响；其中畜产品是该国第二重要出口商品。

      粮农组织的一个由环境基金出资的项目致

力于增强马里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该项

目于2012年启动，以不断扩大的农民田间学校

网络计划为依托，为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纳入气

候变化适应的要素以及相关战略和工具。该项

目集中在三个脆弱区域（莫普提、卡伊和锡卡索

大区），覆盖三种不同生态系统（萨赫勒沙漠草

原区、萨赫勒区和萨赫勒-撒哈拉区）下的三种

不同生产系统（干谷物、棉花/稻米和园艺作物）。

      该项目帮助农民分享有关如何开展生产多

元化、提高土壤健康度和肥力、确定不同物种

对气温和降雨耐受极限以及选用更有复原力

的种子和品种的知识。该项目通过在123 000

多公顷土地上开展农业适应措施的方式帮助

4 100名小规模农民提高了对气候的复原力。 

据该项目统计，高粱、小米、稻米、玉米、芝

麻和棉花的平均单产提高了21%至77%。 

杂交高粱种子的单产提高了97%。

该项目通过在123 000多公顷土地上开展农业适应措

施，帮助41 000名小规模农民提高了对气候的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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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在受灾害影响的
海地增强复原力

该项目涵盖了 

5 000  
个家庭并有效促进了对保护性
耕作的采用和Beseba（当地一
种耐旱扁豆品种）的种植

栽种了 

346 000  
株果木和林木树苗

向海地农户发放了

256 吨具有气候复原
力的作物品种和170万份甘
薯和木薯种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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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 

在
地震造成数十万人丧生、数

百万人流离失所八年之后，海

地仍然遭受着自然灾害的蹂

躏。桑迪飓风（2012年）和马修飓风（2016

年）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旱灾（2015年）

不仅阻碍了地震重建工作，也使问题变得更

为复杂。2017年，估计有210万人需要紧急人

道主义援助。特别是马修飓风造成了农业生

产、畜牧业和渔业蒙受很大损失，而这些产业

是三分之二人口的生计基础所在。

      粮农组织-环境基金项目——增强农业对气

候变化复原力和降低灾害风险，改善海地震后

粮食安全，目的是帮助农民提高粮食生产、增加

收入并增强生计对灾害的复原力。通过农民田

间学校结合其他创新通讯技术，向农民推广了

可持续和具有环境复原力的作法，例如种植主

粮作物耐旱品种、保护性耕作、农林兼作、植树

造林以及梯田和坡地耕作等并得到农民认可。

      到2017年，该项目覆盖了5 000个家庭，有

效促进了保护性耕作的应用和Besabe（当地一

种耐旱扁豆品种）的栽培。约有150名农民带头

人作为推广代理人参与了项目；组织和装备了12

个手工种子生产者小组；发放了256吨具有气

候复原力的作物品种和170万份甘薯和木薯种

植材料；还栽种了346 000株果木和林木树苗。

该项目还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建立了130个侧重

气候智慧型农业生产的模范农场以及20个着眼

创新型适应性农业系统的农民田间学校。

      在政策层面，编写了一份有关气候变化适应

和灾害风险管理方法的技术摘要；修订和更新

了海地《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计划》；为创建

气候变化局提供了技术援助；还制定了10份社

区灾害风险管理计划并得到受援方认可。该项

目帮助农民获取了有关生产和销售园艺作物和

其他具有气候复原力的主粮作物的知识。海地

所采用的综合性方法提高了粮食安全水平，提

升了家庭生计的复原力并保护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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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保护厄瓜多尔
山地生物多样性

作为该项目改善生计
重点工作的一部分，

粮农组织的专业知识在培育
当地能力、捕获小羊驼并剪
取驼毛方面发挥了作用。小
羊驼是大羊驼的亲缘物种，
为南美洲所独有，因驼毛纤
细而十分珍贵，能够织成服
装并在市场上高价出售。小
羊驼于1988年从秘鲁和智
利重新引进厄瓜多尔，目前
有大量种群散养在钦博拉索
动物生产保护区。2017年9
月在厄瓜多尔钦博拉索首次
开展了捕捉小羊驼并剪取驼
毛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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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 

厄
瓜多尔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虽然国土

相对较小，但拥有十分多样的

生态系统和物种。但该国面临着严重环境问题，

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资源可持续管理仍然是厄瓜多尔的一个战略

重点，该国宪法对自然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

      钦博拉索自然资源管理项目的目的是着眼

改善当地生计、对钦博拉索高山草甸和山地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和管理。该项目促

进提高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水平，是粮农组织、

环境基金、环境部和钦博拉索政府及其他本国

合作伙伴的共同项目。其首要目标是对高山草

甸生态系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进行重建和可持

续利用，改善依赖钦博拉索山地生态系统为生

的当地原住民人口的粮食主权。为实现这一目标，

该项目采取了现代流域管理方法。

      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注重与当地社 

区合作，根据社区知识和需求构建五个流域管 

理计划。

      该项目的影响直接覆盖了面积约 

114 000公顷内的5 000个家庭，帮助强

化了在商品和服务市场整合和促进生物多样

性的政策、法规和法律框架。它也成为省政

府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计划的一部分。这一

计划是以2012年和2015年在10个区进行

的全面环境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的。

María Inga, 受益人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学习这些经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

用绵羊、大羊驼和羊驼的毛制作了衣物，因此这将是我们

第一次用小羊驼的驼毛制作衣物。

©
FA

O
-E

cu
ad

or

小羊驼， 
一种野生骆驼科动物， 
环视钦博拉索高山草甸



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分享知识，扭转
安哥拉土地退化

3 400妇女和男子受益

创造了2 800  
个农村就业机会

为改进牧场管理制定了

6 项区域计划，覆盖面积约 

30 000 公顷

建立了 35  
个农牧田间学校， 

2 800 名农民受益，
其中35%为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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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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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辅导员在 
安哥拉的农民田间学校上课

安
哥拉西南部干旱省份的土地退

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

续农业方式、森林砍伐、牧场过

度放牧以及旱灾、洪涝和降雨失常等常发气候

灾害的结果。土地退化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和植

被损失已经成为原住民社区的主要问题，他们

为牛只提供足够饲料已经捉襟见肘，而养牛恰

恰是其社会文化资本和经济储备的基本要素。

      肥沃土地面积缩小而人口不断增长已经成

为该地区冲突的主要根源。自耕农与商业化农

场、传统牧民、商业化养牛场以及声索土地使

用权的返乡难民之间的争执尤为常见。

      为应对安哥拉的土地退化问题并促进可持

续粮食和农业系统，该国环境部在粮农组织的

技术支持、环境基金的资金支持下致力于推行

一项“土地计划”。通过在农牧兼作和农业发展

活动中采用符合当地具体情况的土地可持续管

理技术的方式，该计划的目的是缓解造成环境

退化的作法的影响并对受影响土地进行恢复。

      该计划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能够更有效

地支持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提供。它也

有助于畜牧业和非畜牧业价值链的强化和多

元化。设计了旨在以建立农牧兼作农民田间学

校的方式为2 800个从事农牧兼作的农户提

供支持的活动。这些学校把原住民社区的传

统知识收集起来，从而把当地的作法纳入主

流，为扭转土地退化发挥作用。通过采用由当

地社区决定接受支持地点和方式的方法，这

些学校促进了知识分享。到目前为止，已经认

证了由来自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

会组织的40位农牧民田间学校主任教员组成

的核心小组。这些主任教员目前正在向80多

位农牧民田间学校辅导员进行授课，而这些

辅导员不是农牧兼作者就是牧民。

      同时，“土地计划”还推行“参与式协商地

域发展”的方法。该方法强调对话和协商，与各

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建立

协商机制，使各方能够坐下来就有关地域发展

路径等问题达成共识。“土地计划”的这一子项

目旨在为20 000多人带来间接裨益。

~ Mucubal, 部落成员

现在我们明白，我们得分享我们的知识并

相互帮助，这样就不会有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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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欧洲和中亚的
农药和污染物问题

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共  

215吨废弃农药
得到安全处置

来自13个国家的 93
名专家得到不同专业
方面的培训（库存管理、
风险评估、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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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弃 农 药 和 持 久 性 有 机 污 染

物 管 理 不 善 和 蓄 积 问 题

对人 类 和 生 态 系 统 健 康 构

成了实际威胁。尽管这一问题的程度仍难

以评估，但已经开展的若干实地调查显示

农药污染物增加的情况令人担忧。

      粮农组织通过一个由环境基金资助的项

目，致力于提高东欧、高加索和中亚九个国家

对废弃农药危险的认识：阿尔巴尼亚、阿塞拜

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蒙古、摩尔多瓦共和

国、罗马尼亚和马其顿共和国。该项目是与若干

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实施的，为废弃农药和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蓄积的管理、处置和预防提供

了更大技术能力支持。项目还帮助各国提升能

力，加强对农药进口的监管并确保产品质量，还

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辨识

和解决系统中存在的弱点的能力。

       该项目提高了九个参与国家之间以及东欧、

高加索和中亚区域内部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水平。

还促进了利益相关者更为系统性地参与废弃农

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他废弃化学品领域

以及受沾染场所管理方面的工作。政策方面的

成果包括农药管理立法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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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业团队正在处置
废弃农药

该项目提高了九个参与国家之间以及东欧、高加索和中

亚区域内部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水平



应对印度的气候
变异和气候变化

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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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Kothuru村位于印度卡奴尔区，降雨

格局出现大起大落，对这一旱灾多发

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区生计构

成了威胁。该村是粮农组织-环境基金共同出资

的一个项目在安得拉邦七个区定点的143个“聚

居地”中的一个，该项目的题目是“通过印度南

部旱灾多发地区气候变化适应扭转环境退化和

农村贫困：水文单位试点项目方法”。该项目覆

盖人口20多万，目的是增强社区应对气候变异

和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农民气候学校帮助当地农民提高了对气候

变化及其对农村生计影响的认识。通过积极参与

农民气候学校，农民们掌握了管理气候变异和风

险的技能并在农耕系统中对适应技术进行了测

试。农民气候学校由Bharathi农村综合开发学

会（BIRDS）组织举办，常年开课，从季风季节

来临开始一直持续到不同作物季节结束。它采

取一种持续性方法，切实帮助社区从已甄别和

记载、可供分享和推广的一系列适应技术和最

佳实践中选用适用的技术和方法。

      该项目在把气候变化适应与土地和水资源可

持续管理实践相整合方面打下了知识基础并提

供了实用经验。它还有助于复原和保护关键生态

系统、改善土壤碳汇水平以及提高农业生产力。

一位农民在降雨观测站 
测量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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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不再喷施农药，避免使用化学杀虫剂。天然提取物对病虫害

的防治能力要强大得多，能在家里自行制作，而且成本非常低。以后

在下个季节和今后多少年种植稻米作物时，我要就地取材。

~ Mucubal, 来自R Kothuru村的一位女农民。 

由于降雨失常和最低支持价格低， 

购买化肥和农药的投资没能提高产量，她曾因此背上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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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的作用
粮农组织 – 70年伙伴关系

粮
农组织结合了其在技术、监测和政策专

业知识方面的全球召集能力于一身。这

种结合使之在与各种发展团体开展合

作以及支持各国在可靠证据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方面立

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粮农组织促进能够提升行动规模和

鼓励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伙伴关系，确保各方对发展活

动的更大主动性。粮农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惟一涵盖

整个农业领域可持续性的所有三个维度的专业机构，处

于农业、环境与人之间的关键连接点。粮农组织丰富

的多学科知识和广泛经验对于支持各国旨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工作至关重要。 

粮农组织的工作方向

 为构建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提供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建议

 推行各种准则、标准和良好实践

 促进政策对话

 支持各国设计和实施各种战略和计划

 增强利益相关者能力和强化机构环境

 筹集资源和投资

 推动全球和国家层面的数据创生

 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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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开发的部分方法

粮农组织通过调动技术专业能力、提供因地制宜解决方

案及提高透明度和责任担当水平的方式创立和构建创

新型和包容性伙伴关系。随着2030年议程的通过，粮

农组织的职责对于应对全球关切变得更为不可或缺。随

着粮食不安全、自然资源退化、青年失业、气候变化及其

他复杂全球性挑战之间的相互关系越发显现，粮农组

织的职责业在不断发展演变。粮农组织促进政府与一

系列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它与私营部门、民间

社会、生产者组织、合作社、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结成伙

伴关系，从而实现能力开发、知识交流、推行最佳实践

以及促进包容性参与的共同目标。

供养人类，滋育地球

      粮农组织对可持续粮食与农业的愿景是世界上人人

都能获得富有营养的食物，同时自然资源管理方式能够

维持生态系统基本功能。这一愿景汇聚了可持续作物

和畜牧生产、林业及渔业领域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

有几个共同因素，即：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赋权、良好

治理以及农业各部门的协调一致。

  节约与增长 
 www.fao.org/ag/save-and-grow/zh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 
 www.livestockdialogue.org

  森林可持续管理 – 森林保护与利用 
 www.fao.org/forestry/sfm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www.fao.org/fishery/code

  气候智慧型农业 
 www.fao.org/climate-smart-agriculture/zh

  全球土壤伙伴关系 
 www.fao.org/global-soil-partnership/zh

  土地可持续管理 
 www.fao.org/land-water/land-water/zh 

 以人和气候为本的能源智慧型粮食 
www.fao.org/energy/home/zh

 生态系统方法 
www.fao.org/biodiversity/cross-sectoral-issues/ecosystem-approach

 推动粮食和农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www.fao.org/3/I9900EN/i9900en.pdf

 可持续粮食系统计划 
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ags/docs/SFCP/Flyer_EN_01.pdf

 负责任农药使用行为守则 
www.fao.org/agriculture/crops/thematic-sitemap/theme/pest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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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政策制定

      粮农组织相信，只有通过包容性对话才能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

的政策。粮农组织常常领导或主持一些重大机构间和多利益相关

者联盟。例如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世界粮食安全委员

会、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高级别工作组、联合国能源机制、联合国

水资源机制以及联合国海洋机制等。具有使命担当和透明的多利益

相关者平台为讨论和形成与共同目标相符的解决方案创造了共同工

作空间。这些平台也有助于动员各种能力、信息、技术和财政支持，

同时增加对生产性资源的享有。 

监    测

      粮农组织向约200个国家提供数据和统计支持。粮农组织统

计数据可以为政府在制定和监督政策执行时所用，也可以为农民

在进行规划和经营决策时所用。作为粮农组织协助各国衡量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工作的一部分，粮农组织正在着力强化各国

在这一领域的能力。这种支持能够确保有关数据在次区域、区域

和全球层面具有可比性且能够进行汇总。粮农组织是可持续发展

目标2、5、6、12、14和15所涵盖的230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

标中 21个具体目标的联合国归口机构。在强化饥饿、营养不良和

农业领域的统计措施的同时，粮农组织还与合作伙伴一道制定一

整套指标和工具，用于衡量横跨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然资源

可持续利用水平。具体事例包括：

•碳平衡预估工具（EX-ACT）是粮农组织开发的一项评估系统， 

用于估算农业和林业发展项目、计划和政策对碳平衡的影响力。

•粮农组织主持的Open Foris是一项由私营部门和公共机构参与

的协作项目，为环境监测提供免费和开放资源解决方案。

•Collect Earth 是粮农组织在谷歌地球支持下开发的用于土地监 

测的一个免费和开放资源应用。用户可以用它访问多种免费卫星图 

像资料库。

•农业、林业及渔业环境-经济核算系统（SEEA-AFF） 

是一个统计框架，有助于对农业、林业和渔业以经济活动的角度及

其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该工具于2018年3月发布，对

于量化和监测自然资本十分重要。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粮农组织主持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被公认为是开展多

利益相关者互动的范例式方法，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致力于

确保粮食安全与营养的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粮

安委把来自民间社会和合作社、私营部门和企业、科研和学术

机构、捐助者和慈善基金会的代表召集在一起，与最终负责决

策的政府代表共同讨论政策问题。粮安委支持各国实施经谈

判达成的跨领域政策成果。近年来实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政

策成果包括《国家粮食安全范畴内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

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和《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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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的准绳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4.1的制定，可持续

性的定义势必会更为准确。该指标由粮农组织主

持制定，将为各国政府提供相关证据，从而确定

哪些类型的农业生产具有环境及社会经济可持续

性；开展生产集约化的领域和方式;以及如何用更

少投入获得更多产出。这一指标的制定对于2030

年议程的成败可能具有催化作用，因为它能提

供一个普遍适用的可持续性基准。

 农业综合调查（AGRIS）是一项以农户/农场

为单 位 的 多年 调 查 计 划 ，目的 是 加 快 生 成 有

关 农 户/ 农 场（包括 小 农 户）农 业 生 产以 及 经

济、环境和社会维度的分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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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家驱动转型的 
全系统能力开发

与
环境基金能力开发跨领域组织战略相一 

致，1粮农组织相信，完善的全系统能 

力开发方法对于增强环境基金项目的影

响、可持续性及规模都十分重要，因为它能深化国家对有

关工作结果的归属感、承诺及相互责任担当。通过全系统

能力开发对各国提供支持能够相辅相成地根据既定需求

向民众进行赋权、对组织进行强化并对有利的政策和制

度框架进行改善。对于环境基金而言，有15个国别项目在

项目制定和实施阶段以创新方法论2 采用了分步骤的能力

开发方法并从中受益。结果显示项目质量明显提升，因为

这一方法把生物物理要素与社会经济和机构要素相互补

充，在人、机构与政策之间开展了更有效和面向需求的能

力开发活动，还增强了国家对结果的归属感、承诺和最终

可持续性。具体事例可参阅老挝情况 

(www.fao.org/capacity-development/news-list/

detail/en/c/418534/)。

1 www.thegef.org/topics/capacity-development

2 例如可参阅“增强能力促进以国家为主导向气候智慧型农业转型” (www.fao.org/climate-smart-agriculture-sourcebook/enabling-frameworks/

module-c1-capacity-development/c1-overview/)、“农业产业国家适应规划的机构能力开发评估方法”(www.fao.org/3/I8900EN/i8900en.pdf)、“开

展多层级能力开发，有效实施土地可持续管理”(www.fao.org/3/a-i6085e.pdf)、“能力开发结果的衡量 ——内容与方法”(www.fao.org/3/a-i5243e.pdf)

http://www.fao.org/capacity-development/news-list/detail/en/c/418534/
http://www.fao.org/capacity-development/news-list/detail/en/c/41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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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与环境基金
可持续农业与环境伙伴关系

致函 ：faogef@fao.org或访问 www.fao.org/gef/zh 获取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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