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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对气候
变化就不可能
实现零饥饿。

坦桑尼亚

北部高地复合农林系统
展现了人类、植物和动物
之间的协同作用，但这一

平衡正受到威胁。
© 粮农组织/Felipe Rodrigu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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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9年，气候变化主导了全

球议程。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减少

的迹象，而要实现《巴黎协定》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

标，就必须减排。否则，世界有可

能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在本世纪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1.5摄氏度以内。

2019年的几份重要报告表明

了为什么这将带来灾难。粮农组

织的《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

性状况》和世界顶级生物多样性

机构 — 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

的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将如何加

速生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使人类的生存（包括粮食生

产）失去根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发现，虽然陆地

和海洋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但

可以通过减排和帮助脆弱社区来

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

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日益高

涨。在2019年9月举行的气候行动

峰会上，公共和私营部门作出了新

的承诺。气候变化问题深入人心，

全球的抗议运动声浪越来越大。

各国定于2020年在《巴黎协定》中

重新作出承诺，现在已经到了切

实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时候。 

若各国能履行关于实
施粮食系统转型、促进

可持续农业的承诺，
则有可能在2030年前
在全世界消除饥饿和

营养不良。

“我们必须
共同努力，减
缓并适应气候
变化对农业和
自然资源的
影响。”

粮农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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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
农业和粮食系统转型是气候

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农业排放量

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四分

之一，却拥有近一半的解决方案来

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正如本手册所

示，对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土壤、

水、牲畜、海洋和粮食系统采取行

动，能够减少排放，清除大气中的

碳，同时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 

气候行动也旨在帮助社区，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人

口适应气候变化，建立抵御能力。

为了在2050年前确保农业能够

增产49%，气候行动势在必行。正

如最新报告所示，气候变化已经

产生深远的影响。海洋正日渐变

暖和酸化，威胁着鱼类种群的生

存。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的干旱

正危及淡水供应和农作物。极端

天气事件破坏基础设施，摧毁收

成，侵蚀自然资源，小规模农民、

渔民和林户的生计首当其冲，尽管

他们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最小。

《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指出，气候变化是饥饿人口数

量上升的主要原因。2018年，全球

饥饿人口数量已达到8.2亿以上。

若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将

影响粮食供应，扰乱数百万农村

人口的生计，阻碍他们对粮食的

获取。气候变化将推高食品价格

水平并加剧价格波动，使城市和

农村贫困人口的处境雪上加霜。

气候变化还将造成人们被迫迁

徙，危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若各国能实现粮食系统转

型、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承诺，则

仍有可能在2030年前在全世界消

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为此，我们必

须采取紧急行动，通过包容性的

多部门方法促进农业转型，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提高抵御能力和

适应能力。本手册阐明了粮农组

织如何致力于农业创新并转变做

法，以应对气候挑战。

东帝汶 

一位渔民在Wataboo
海滩撒网捕鱼。

©联合国照片/Martine 
Per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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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议程中的
粮食和农业

《科罗尼维亚农业

联合工作》再次强调，
农业和粮食安全在

气候变化议程中

至关重要。

2017年，缔约方第二十三届

会议通过的《科罗尼维亚农业联

合工作》是国际气候讨论中有关

农业的重要转折点。继90%的国家

决定根据《巴黎协定》将农业部门

（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水产养

殖和林业）纳入其国家自主贡献

（NDC）之后，《科罗尼维亚农业

联合工作》再次强调，农业和粮

食安全在气候变化议程中至关重

要。各国同意共同努力，解决与土

壤、牲畜、养分和水管理有关的问

题，减轻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粮

墨西哥

农民在墨西哥城
40公顷的废弃土地
上恢复农业生产。
©粮农组织/Fernando 
Reyes Pantoja

“面对气候模
式深刻、系统
性的变化，我
们必须对社会
和粮食系统进
行深刻、系统
性的变革。”

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气候及自然资源）

Maria-Helena Semedo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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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影响。粮农

组织正在努力通过网络研讨会和

工作坊，支持各国制定和实施这

项联合工作，便于《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农业

专家能够非正式地就如何制定和

执行该决定交流意见。粮农组织

于9月25日至27日在罗马总部举行

了第三次科罗尼维亚对话。

粮食-农业-气候之间的联系
粮农组织的《气候变化战

略》专注于提高各国的国家自主

贡献能力：通过开展研究计划和

项目，提高小农生产的适应能力

和农村人口的生计抵御能力，支持

各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

影响。该战略从被动应对危机转

向主动预防和预测危机，在气候

冲击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为人

们提供支持。

国家适应计划

自2015年以来，由开发
署和粮农组织联合协调的将
农业纳入国家适应计划方案
（NAP-Ag）已与11个发展中
国家展开合作，确定气候 适
应措施并将其纳入农业部门
的国家规划中，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提供支持。乌拉圭于
2019年9月成为最新启动国
家适应计划的国家。

http://www.fao.org/3/a-i7175e.pdf
http://www.fao.org/3/a-i717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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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信息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特别是无
贫穷和零饥饿的目标，农业和粮食系统
需要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到2050年，粮食和农业部门需要增产49%。然而，

粮食和农业部门已经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促因之

一，并且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粮食和农业部门

的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约四分之一，支持着

约25亿人的生计。

 ➨气候变化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如极端天气事件、病

虫害蔓延、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退化和水资源

短缺。随着全球日益变暖，这些影响也在恶化，将损

害粮食安全和生计，导致人们被迫移徙。

农业和粮食系统是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必须通过包容性的
多部门方法进行变革，减排减碳，提高
气候抵御能力和适应能力。

 ➨在协定的气候目标范围内，几乎有一半的解决方案

来自粮食和农业部门。这些解决方案要求对森林和

其他生态系统、土壤、水、牲畜、海洋和粮食系统以

及食物环境和消费者行为采取行动。

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这
将有助于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建立抵
御能力，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并确保
大自然有助于恢复生计、创造绿色就业
机会、促进农村减贫。 

 ➨减少毁林并恢复退化的森林和景观，每年可以经

济有效和快速地减少超过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

占2018年总排放量的10%）的排放量，同时促进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

 ➨恢复农用土地和退化土壤，可从大气中清除多

达510亿吨二氧化碳，也可使粮食年产量增加1760 

万吨。

 ➨由于农业用水占淡水总取水量的70%，采取节水

增产行动将大大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

 ➨保护和恢复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如红树林、盐

沼、海草床、海藻和珊瑚礁，可以保护农业免受海浪

和风暴的侵袭。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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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和饮食可以为气候行
动做出巨大贡献。

 ➨由于健康和可持续的饮食几乎总是最有利于环

境，改革粮食系统以推广健康和可持续的饮食，有

助于保护气候和水资源，提高适应能力和抵御能

力，促进粮食安全，改善人们的健康。

 ➨从粮食生产到零售的各个环节中降低粮食损失 

（粮农组织估计每年的损失达4000亿美元）可以进

一步减排，提高农业生产力。

只有借助妇女和青年的创新，利用技
术、数字解决方案以及土著和传统知
识，确保各项方法具有包容性且有利于
穷人，农业和粮食系统的转型才能取得
成功。

 ➨促进生物多样性和社区发展是恢复农业各部门、

建立具有抵御能力的景观和生计的关键支柱。

 ➨投资气候智能型农业（包括吸引私营部门投资），

对于让数百万人摆脱饥饿和贫困也至关重要。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Houayjay的农民营养学
校，孩子们在菜园浇水。

©粮农组织/Manan 
Vatsy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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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和数据

 ➨伴随着气候变化，跨界动植物

病虫害传播速度也在加快。仅植

物病害每年就给全球经济造成

2200亿美元的损失。

 ➨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四分

之一来自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

利用，另有11%来自热带森林砍伐

和森林退化。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壤已经退

化，在此过程中向大气排放了780

亿吨二氧化碳，由此造成的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占全

球GDP总量的10%以上。

 ➨人类排放量的14.5%来自畜牧业

供应链。

 ➨海洋吸收了90%以上人为引起

的升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到

2050年，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一

些岛国的小规模渔业渔获量可能

会下降50%。

 ➨大约14%的粮食（价值约4000亿

美元）损失于到达零售商之前的

收获后环节。根据早先的估计，粮

食损失和浪费所致排放量占温室

气体总排放量的8%。

挑 战
 ➨虽然农业为25亿人提供了生

计，但2018年全球仍有超过8.2亿

人营养不足。

 ➨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会导

致1.2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这当

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到2050年，预计气候变化将导

致谷物价格上涨29%。

 ➨农业吸收了气候灾害所致经济损

失的26%。在发展中国家，干旱造成

的经济损失已高达总损失的83%。

 ➨水资源短缺影响着40%的人口。

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就有5亿人面

临可再生水资源减少20%的状况。

解决方案
 ➨针对商定的气候目标，现有可

行的解决方案中有三分之一来自

农业。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每年可减

少高达12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为全球经济带来2.3万亿美元的

增长。

 ➨恢复退化的农用土壤可从大气

中清除总计510亿吨二氧化碳，每

年增加1760万吨粮食产量。

 ➨畜牧生产中的排放量可减少

30%，特别是甲烷排放量。

 ➨减少毁林并恢复退化的森林，

每年可减少超过50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的排放量。

 ➨渔业和水产养殖中有大量减少

燃料消耗和排放的机会。

 ➨淡水取水量的70%来自农业。 

节水增产可以解决水资源短缺 

问题。

可持续粮食
系统及饮食
可为气候减缓
行动做出巨大
贡献。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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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挑 战 解决方案

人类排放量的14.5%
来自畜牧业供应链

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
四分之一来自农业、林业和

其他土地利用

畜牧生产中的

甲烷排放量可减少30%

气候目标解决方案中

有三分之一来自农业

土壤退化已向大气中

排放780亿吨二氧化碳

水资源短缺影响着40%的人口。气温

每上升1摄氏度，就有5亿人面临可再生

水资源减少20%的状况 

恢复土壤可以从环境中

清除510亿吨二氧化碳 

淡水取水量的70%来自

农业。节水增产可以解决

水资源短缺问题

-30%

1/3

15%

70%40%

−51Gt+78G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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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工具

本节将介绍粮农组织为帮助

农民和各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而提供的方法、工具和技术，也包

括应用程序。

温室气体排放量清单和 
计量 

通过评估农业各部门的排放

量，各国可以监测其国家自主贡献

（NDC）和气候行动承诺的进展，

评估其状况，并考虑潜在的行动

领域。 

事前碳平衡工具（EX-ACT）

该系统可预先估计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以及自然资源

管理对温室气体排放和碳平衡

的影响。EX-ACT是一款功能强

大的工具，可确保农业投资考

虑了气候影响。www.fao.org/tc/

exact/en/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FAOSTAT）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包含了

所有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全

球清单，包括作物生产、畜牧业、

林业和土地利用变化。faostat3.

fao.org/browse/G1/*/E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FRA）

2015年的全球森林资源评

估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森林评

估，此次评估检查了约100个变量

的现状和近期趋势，包括森林和

其他林地的规模、状况、利用情

况及价值。下一版将于2020年发

布。此外，粮农组织还协助各国

加强其国家森林监测系统。www.

fao.org/forest-resources-

assessment/en/

全球畜牧业环境评估模型

（GLEAM）

该模型可支持评估畜牧业部

门的适应和减缓设想方案，通过

只有开展创新，农业和
粮食系统的转型才能取
得成功。

粮农组织是创
造有抵御能力
的农业和促进
粮食安全的关
键合作伙伴。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http://www.fao.org/tc/exact/en/
http://www.fao.org/tc/exact/en/
http://www.faostat3.fao.org/browse/G1/*/E
http://www.faostat3.fao.org/browse/G1/*/E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en/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en/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en/


13

澳大利亚

布莱克伍德州森林火灾后，一位
林业专家在评估现场情。

©粮农组织/Salahuddin Ahmad

使用IPCC方法2计算畜牧生产、温

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潜力。现已推出

用户友好型版本供下载，以支持政

府、项目规划者、生产商、行业和民

间社会组织。www.fao.org/gleam/en/

畜牧业环境评估及绩效

（LEAP）伙伴关系

这一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

系致力于制定统一的测量标准和

方法，以追踪畜牧业供应链中的

环境绩效和温室气体排放。www.

fao.org/partnerships/leap/en/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

门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

学习工具

通过此工具，粮农组织支持

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背景下确定、制定并实施国家适

当减缓行动，从而促进实现国家

和全球气候变化减缓目标。www.

slideshare.net/FAOoftheUN/

tag/namatool

开放式森林信息系统（Open 

Foris）

这是一组开源软件工具，用

于促进灵活高效的数据收集、分

析和报告。其模块可用于森林资

源清查、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

化评估以及气候变化报告。www.

openforis.org

http://www.fao.org/gleam/en/
http://www.fao.org/partnerships/leap/en/
http://www.fao.org/partnerships/leap/en/
http://www.slideshare.net/FAOoftheUN/tag/namatool
http://www.slideshare.net/FAOoftheUN/tag/namatool
http://www.slideshare.net/FAOoftheUN/tag/namatool
http://www.openforis.org
http://www.openfor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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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影响、风险和脆弱性 
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人们粮

食安全的脆弱性，对于确定适当

的适应措施、降低脆弱性和影响

至关重要。 

农业压力指数系统（ASIS）

该系统利用植被和地表温

度数据，检测作物可能受干旱

影响的热点区域，从而有助于

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

统（GIEWS）的粮食安全监测工

作。fao.org/giews/en/

非洲的评估服务和数字包容性

四款全新应用程序提供了关

于粮食生产的天气、牲畜护理、市

场和营养方面的实时信息，使农业

服务更贴近农民。它们分别为：天

气和作物日历（Weather and crop 

calendar）、牲畜治疗和饲养（Cure 

and feed your livestock）、

农业市场（Agrimarketplace）

和e-Nutrifood。www.fao.org/3/

CA1050EN/ca1050en.pdf

气候变化对品种分布潜在影响

评估工具

在某些环境中饲养的牲畜

品种具有一定的习得特征，能够

在当地条件下茁壮成长，满足饲

养者的需求。该工具可为8800

种牲畜品种潜在的未来栖息地

建立模型，从而在气候变化改

变生境时，对品种管理做出更

明智的决策。fao.org/breed-

distribution-model/en/

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和粮食安全

影响分析和绘图（AMICAF）

该评估旨在通过生计适应方

法加强家庭粮食安全，已在印度

尼西亚、巴拉圭、秘鲁和菲律宾实

施。评估由日本农林水产省资助，

主要目标是将气候变化影响评

估、粮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和生

计适应方法联系起来。fao.org/

climatechange/amicaf/en/

AquaCrop

AquaCrop是一种作物模型，用

于模拟不同农业生态条件下草本

作物对水的产量反应。特别是当水

是作物生产中的关键限制因素时，

该模型尤其有效。该模型可模拟不

同气候变化情景对作物产量的影

响。www.fao.org/aquacrop/en/ 

事件移动应用程序（EMA-i）

该应用程序可收集并实时

报告在国家一级的动物疾病地

理参考信息，促进监测和预警。 

w w w.fao.org/3/CA1078EN/

ca1078en.pdf

秋粘虫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

（FAMEWS）

通过该应用程序及其平台，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http://www.fao.org/giews/en/
http://www.fao.org/3/CA1050EN/ca1050en.pdf
http://www.fao.org/3/CA1050EN/ca1050en.pdf
http://www.fao.org/breed-distribution-model/en/
http://www.fao.org/breed-distribution-model/en/
http://www.fao.org/climatechange/amicaf/en/
http://www.fao.org/climatechange/amicaf/en/
http://www.fao.org/aquacrop/en/
http://www.fao.org/3/CA1078EN/ca1078en.pdf
http://www.fao.org/3/CA1078EN/ca1078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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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农场一级收集关于秋

粘虫的数据，经整理后在地方、

国家和全球各级共享，以管理有

害生物，确定优先区域，为所有

利益相关者建立早期预警机制。 

w w w.fao.org/3/CA1089EN/

ca1089en.pdf

食品价格监测与分析（FPMA）

工具

这一定制化工具可为农产品

价格在国家一级的分析和发布提

供支持。通过在线界面，用户可

以浏览并分析价格序列，并对不

同市场、商品和季节进行比较。 

w w w.fao.org/3/CA1093EN/

ca1093en.pdf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遵守《负责

任渔业行为守则》全球性评估

每年分两次向粮农组织所

有成员分发全球调查问卷，监测

《守则》的执行情况。成员可以

使用进度报告来改进成效，适

应气候变化。fao.org/fishery/

code/en

斯里兰卡

Mahailuppallama的农民正
在了解新的秋粘虫监测和预
警系统（FAMEWS）移动应
用程序。
©粮农组织/Lekha Edirisinghe

充分利用包括
来自私营部门
的气候智能型
农业投资，是
让千百万人摆
脱饥饿和贫困
的关键。

http://www.fao.org/3/CA1089EN/ca1089en.pdf
http://www.fao.org/3/CA1089EN/ca1089en.pdf
http://www.fao.org/3/CA1093EN/ca1093en.pdf
http://www.fao.org/3/CA1093EN/ca1093en.pdf
http://www.fao.org/fishery/code/en
http://www.fao.org/fishery/co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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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植物病虫害全球预警系统

沙漠蝗虫预警系统主要用于

监测蝗虫、天气和生态状况，并作

为减少鼠疫频率、持续时间和严

重程度的一项战略的组成部分，

向各国提供预报和警报。该系统

也可用于监测其他跨界植物病虫

害。一种新的无人机系统dLocust

正在开发中。www.fao.org/ag/

locusts

收获后作业信息网络

（INPhO）

该平台可促进发展中国家

用户获取技术解决方案，帮助

减少粮食损失。平台上的信息可

通过四种媒体进行访问——虚

拟现实、移动电话、计算机和广

播。www.fao.org/3/CA1199EN/

ca1199en.pdf

旱地土地退化评估（LADA）

旱地土地退化评估-世界水

土保持方法和技术纵览工具集促

进了国家和地方在评估土地退化

和现有土地管理做法时的参与性

进程，使土地使用者和专家能够

参与其中。此外，还有助于选择适

合当地情况的可持续土地管理做

法，以及评估、存档和共享。www.

fao.org/nr/lada/和www.wocat.

net/ 

土地资源规划（LRP）工具箱

供直接或间接参与土地使用

规划的利益相关者使用的在线工

具。www.fao.org/land-water/

la n d /la n d - g ove r n a n c e/

land-resources-planning-

toolbox/en/ 

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模拟系统

（MOSAICC）

该系统可通过模拟对农业进

行跨学科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有

助于将科学信息更好地纳入农业

发展项目和政策的设计中。www.

fao.org/in-action/mosaicc

利用核技术和同位素技术，更

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并提高抵御

能力

核技术和同位素技术是衡量

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工具。利用

这些技术，农业可以更好地适应

气候变化，提高抵御能力。www-

naweb.iaea.org/nafa/index.

html

粮农组织支持
各国通过创新
将减缓气候承
诺转化为实际
行动。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http://www.fao.org/ag/locusts
http://www.fao.org/ag/locusts
http://www.fao.org/3/CA1199EN/ca1199en.pdf
http://www.fao.org/3/CA1199EN/ca1199en.pdf
http://www.fao.org/nr/lada/
http://www.fao.org/nr/lada/
https://www.wocat.net/
https://www.wocat.net/
http://www.fao.org/land-water/land/land-governance/land-resources-planning-toolbox/en/
http://www.fao.org/land-water/land/land-governance/land-resources-planning-toolbox/en/
http://www.fao.org/land-water/land/land-governance/land-resources-planning-toolbox/en/
http://www.fao.org/land-water/land/land-governance/land-resources-planning-toolbox/en/
http://www.fao.org/in-action/mosaicc
http://www.fao.org/in-action/mosaicc
http://www-naweb.iaea.org/nafa/index.html
http://www-naweb.iaea.org/nafa/index.html
http://www-naweb.iaea.org/naf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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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气候抵御能力自我评价

和整体评估（SHARP）

农牧民可借助该工具评估并

优先加强自身生计抵御能力。

该工具被用于监测和评价中，

并作为一种学习方法纳入了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农牧/农民田

间学校。fao.org/in-action/

sharp/en/

开放获取遥感衍生数据监测水

分生产力平台（WaPOR）

粮农组织的这一平台主要监

测和报告非洲和近东的农业水分

生产力，是解决水资源短缺和适

应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的一项重

要新工具。fao.org/in-action/

remote-sensing-for-water-

productivity/wapor/en/#/home

世界农业观察

这一产品服务组合支持国

家一级的举措，建立以家庭农

民为中心的信息系统，从中生成

适当的类别描述农业类型的多

样性。该工具有助于确定投资目

标以适应气候变化和增强抵御

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减少贫困。 

www.fao.org/world-agriculture-

watch/en/

气候和土地中心（CL-Hub）

为支持各国将气候承诺转化

为实际行动，粮农组织正在开发

一个名为气候和土地中心（CL-

Hub）的在线知识平台。该平台是

知识产品的“一站式商店”，可帮

助各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驾驭虚

拟网络和在线平台快速增长的大

环境，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给农业

和土地部门造成的影响。该平台

将很快推出。

罗 马

在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的全球
水资源短缺框架伙伴会议

上，介绍水分生产力监测工具
WaPOR。 

©粮农组织/Giuseppe Carotenuto

http://www.fao.org/in-action/sharp/en/
http://www.fao.org/in-action/sharp/en/
http://www.fao.org/world-agriculture-watch/en/
http://www.fao.org/world-agriculture-wa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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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在行动

农业和粮食系统是气候解决
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特别是无贫穷和零饥饿的

目标，农业和粮食系统需要

提高生产力和资源利用效

率。同时，必须减排减碳，

提高气候变化抵御能力和

适应能力。

全球有30多亿人生活在农村

地区，其中80%为穷人；约有25亿

人依靠农业为生。到2050年，农

业和粮食系统必须增产49%；但农

业部门又是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

化影响的系统。农业部门吸收了

气候诱发的灾害所致经济损失的

26%；在发展中国家，仅干旱造成

的经济损失就高达83%。气候变化

会造成极端天气事件（干旱、洪

水、不规律的雨季、飓风）频繁发

生，病虫害风险加剧、生物多样性

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从而带来

更大损失。这将影响土地利用系

统、生计、水资源和粮食安全，导

致人们被迫移徙。

加速并扩大行动可以加强粮

食系统和人们的生计抵御能力和

适应能力，应从被动应对干旱等

危机转向主动预防和预测这些危

机。向农村生产者提供多样化的

农业机会，采取气候智能型做法，

可以减少极端贫困。

为了让农业适应气候变化，

所采取的行动必须以科学为基

础，并将以下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在内：创新，投资（包括对技

术的投资），以及跨国和跨部门的

包容性。由于农业直接涉及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壤肥力和土

地退化等问题，因此，必须将分散

的利益相关者聚到一起，形成合

力。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资源管

理者、生产者、价值链经营者、倡

导者和决策者。

与此同时，农业和粮食系统

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的近四分之一。但是，在协定的气

候目标范围内，几乎有一半的解决

方案来自粮食和农业部门。这些

解决方案要求对森林和其他生态

系统、土壤、水、牲畜、海洋和粮

粮农组织气候
项目组合
自2009年以来，粮
农组织已开展了
300多个项目和计
划，促进农业部门
适应并减缓气候变
化。通过其广泛的
专业人员网络，粮
农组织在气候相关
问题上为各国提供
支持，包括政策设
计、改进做法和能
力建设。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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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系统以及食物环境和消费者行

为采取行动。

农业可以通过一系列方法进

行改革，例如采用气候智能型和

促进自然的耕作系统；改善森林

治理和土地利用规划；采用保障

粮农组织在行动

 ➨2018年，粮农组织通过包容性

多部门干预措施帮助了超过2500

万人，确保其持续获得粮食，减少

严重饥饿和贫困的情况，提高抵

御能力。 

 ➨粮农组织最近的实地评估显

示，早期行动中的每一美元投资

都能以避免灾害损失的形式产

生2.5美元到7.1美元不等的投资 

回报。

 ➨粮农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表

明，相比起以往在自然灾害条件

下采用的标准做法，旨在减少灾

害风险的农场一级做法和技术能

够为农民带来2.2倍于原先的社会

经济效益。  

 ➨粮农组织开发了用于预警和监

在全球范围内，食品供应
链消耗的能源约占全部可用能
源的30%，主要集中在收获后
作业环节，且以化石燃料为主。
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在不损害粮
食安全的情况下，将农产食品
链的发展与化石燃料的使用脱
钩。粮农组织的能源智能型粮

食计划旨在通 过提高能源 效
率，增加可再生能源，特别是
生物能源的可持续开发，确保
农产食品链上现代能源服务的
充分供应，以促进生物经济的
发展，并通过水—能源—粮食
关系执行上述方法。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自然资

源、恢复退化土地和促进生态系

统的方法。相辅相成的气候政策

和土地政策有可能节省资源，提

高社会的抵御能力和包容性，支

持生态系统恢复，促进多方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合作。

巴基斯坦

农民在检查小麦
生长状况。
©粮农组织驻
巴基斯坦国家办事处

减少农业能源使用所致排放

http://www.fao.org/energy/home/en/
http://www.fao.org/energy/hom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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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农业干旱的农业压力指数系统

（ASIS），该系统使用卫星遥感

数据探测缺水可能性较高的农业 

地区。

 ➨粮农组织牵头实施《全球农业

水资源短缺框架》，支持知识交流

和集体行动，以便通过干旱管理

和农业集水等做法改善对气候变

化和水资源短缺的适应。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如复

合农林业）可以快速减少

排放，从大气中清除碳，帮

助适应气候变化。

基于自然的减缓、适应和抵

御能力解决方案可保护和恢复生

态系统，确保自然能促进建立有

抵御能力的生计，创造绿色就业

机会，推动农村减贫。这类解决

方案有助于可持续生产集约化，

在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的

同时，每年减少多达120亿吨温室

气体排放，为全球经济贡献2.3万

亿美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还

可以优化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获

绿色气候基金（GCF）向粮
农组织提供了近3500万美元的
赠款，通过改善农业和水资源
管理，改造巴基斯坦的印度河
盆地，加强这一重要粮食产区
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旁遮
普省和信德省政府承诺将追加
提供1270万美元的联合融资。

“我们正处在关键时刻，
需要采取大胆的气候行动，拿
出切实的解决方案，帮助建设
抵御能力。”粮农 组织副总干
事（气候及自然资源）Maria- 
Helena Semedo表示，“这一
项目是粮农组织在更广泛地支

持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迈出
的重要一步。”

在印度河盆地，农业从业
人口占巴基斯坦劳动力总数的
近26%，全国90%以上的农业
产出都来自这一地区。然而，近
年来，长期干旱和洪水影响着数
百万人。该项目将帮助巴基斯
坦及其印度河盆地的农业从高
度脆弱状态向替代范式转型。
在新范式下，改良的信息、水资
源管理和耕作方式将大大提高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
直接惠及130万农村人口，并让
数百万人间接受益。

 ➨粮农组织提高抵御能力工作的

关键领域之一是对高效的灌溉用

水管理提供支持，以优化土壤保

水和植物吸收，促进家庭和社会

用水的收集，以及在使用者之间

高效分配水资源。 

 ➨粮农组织与各国在农业适应规

划和执行方面开展合作，通过76

个项目为69个国家提供了支持。 

粮农组织在行动

在巴基斯坦建设气候抵御能力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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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留和补给，降低干旱和不规

律的降雨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

造成的威胁。目前，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只获得了3%的气候行动供

资。需要提高这些领域的认识和

增加供资。

粮农组织在行动

 ➨粮农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表

明，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

以带来比硬基础设施建设更高

的回报。这些解决方案包括保护

或种植红树林以保护沿海地区

免受洪水侵害，沿山坡等高农作

以保持水土，采用保护性农业系 

统等。

 ➨粮农组织致力于防治毁林和荒

漠化，包括支持诸如防治荒漠化

行动等大规模倡议，以支持在萨

赫勒地区筑起一道绿色长城。

 ➨到2030年，在粮农组织和环境

署牵头的“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

十年”倡议下，恢复3.5亿公顷（相

当于印度面积）退化景观可创造

价值9万亿美元的生态系统服务。

 ➨在萨尔瓦多的伦帕河上游盆

地，粮农组织和全球环境基金

粮农组织于2019年9月宣
布了“城市绿色长城”倡议。该
倡议以非洲和萨赫勒绿色长城
项目取得的进展为基础，将城
市绿地建设纳入更广泛的景观
恢复活动。

“城市的快速扩张是在没有
土地用途设计的情况下发生的，
为应对由此产生的压力，人类开始
清除或破坏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
森林和其他绿色空间，对环境造
成了严重破坏。”粮农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表示，“这一问题在旱地尤
为严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
旱地的城市和周边地区今后将更
易遭遇严重干旱、沙尘暴、热浪、
极端大风、洪水和山体滑坡。” 

粮 农 组 织 将 携 手 合 作 伙
伴，在非洲和亚洲的30个国家
为每个国家至少三个城市提供
支持。到2030年，这一行动将
帮助萨赫勒和中亚的受援城市
及其周边种植多达50万公顷的
城市森林，恢复或维持多达30
万公顷现有的天然森林。 

加强后的绿色基础设施将
降低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
的成本，改善居民福祉。如果管
理得当，城市森林和树木最高
可以使气温降低8摄氏度，使空
调电费降低40%，还能减少雨
水流量，通过过滤灰尘和污染
物改善空气质量。

布基纳法索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
国家防治荒漠化行动倡议
下培育的一处苗圃，位于
Ouedraogo Salif。
©粮农组织/Giulio Napolitano

筑造“城市绿色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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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支持农民修复了微流域 

（可收集水源的区域）以减少灾

害风险，并帮助农村小农适应气

候变化。

 ➨在布隆迪Kagera盆地，粮农组

织促进流域管理和社区土地规

划，以综合管理作物、牧场、复

合农林业和湿地，恢复土壤和水

资源。农民学会了种植用地少、

生长周期短、易于销售的蔬菜的 

方法。

 ➨粮农组织正在通过推广保护性

农业系统解决机械化耕作系统中

的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保护性

农业系统结合了以下做法以优化

土壤功能：改良植被覆盖以优化雨

水渗透和土壤有机物；通过直接

精密播种和减少机械作业次数降

低土壤干扰；开展轮作和混作。

森林的力量

提高森林覆盖率是应对气

候变化经济有效且快速的

解决方案。

热带地区毁林和森林退化造

成的排放量占世界温室气体总排

放量的11%。目前，世界森林的碳

储量约为2960亿吨，尚有增长潜

力。减少毁林并恢复退化的森林，

每年可减少超过50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的排放量，相当于2018年总

排放量的10%。

山区生态系统和流域是水、

能源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来源。

然而，火灾、伐木、农业扩张、过

度放牧和湿地丧失减少了保护性

植被覆盖，进而导致径流加速、土

壤侵蚀、山体滑坡、蓄水减少、排

放增加，以及居民贫困程度和脆

弱性增加。 

通过开展流域管理对山区/山

坡和山谷进行综合管理具有重大

意义，这能够维持植被覆盖，减少

土壤损失，地上地下固碳，维持水

文循环，确保地表和地下水补给并

为农村社区、灌溉系统和城市中

心供水，从而真正调节气候。

需要从毁林和森林退化的

根源着手，确保负责任地治理森

林和土地，将成功的恢复战略和

行动扩大，确保有效的监测和报

告。权属和资源使用保护和利益

必须公平。需要满足生计、粮食安

全需要，保护传统森林所有者的 

文化。 

粮农组织在行动

 ➨联合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

致排放量计划（UN-REDD）是粮农

组织、开发署和环境署与65个伙

伴国家共同发起的一项倡议，旨

粮农组织
在行动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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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农组织正在与公共和私营部

门伙伴一道制定计划，建立可持

续和气候智能型非木材森林价值

链，在恢复森林和景观的同时为

妇女和青年建立有抵御能力的 

生计。

 ➨粮农组织支持非洲联盟发展署

执行和监测非洲森林景观恢复倡议

（AFR100）。已有28个国家承诺到

2030年恢复1亿公顷以上的森林。 

 ➨粮农组织的森林和景观恢复机

制已在三大洲取得了成果。在非

洲，粮农组织和合作伙伴举行了

森林和景观投资论坛，以促进对

森林和景观的投资，包括气候变

化减缓和适应工作。在黎巴嫩，创

新的恢复模式减少了因极端天气

事件而加速的水土流失。在乌干

达，恢复活动被纳入了国家森林

投资计划，以便于采取更大规模

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

保持和恢复土壤
土壤是我们对抗饥饿和气候

变化的盟友。

粮农 组 织、开发署和环境
署于2008年建立了一个名为减
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计划，保护和增加森林碳储量
（UN-REDD）的合作伙伴关
系，以支持希望参与减少毁林和
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的国家。该
计划支持伙伴国家加强并创新
其国家森林监测系统，建立森林
参考排放水平，改善治理，推进
国家政策和体制系统，以保护森
林和减缓气候变化。 

目前约有34个国家的政府
能够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UNFCCC）提交关于森林
碳储量和森林相关温室气体排
放的关键基准数据。这34个国
家的森林总面积为14亿公顷，占
地球森林面积的36%。这些数
据是发展中国家调整其REDD+
行动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根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
的REDD+计划遏制毁林和森林
退化，从而应对气候变化。 

粮农组织通过UN-REDD
计划向各国提供技术专门知识
和支持，帮助确定毁林和森林退
化的驱动因素，同时在建立现代
化森林监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粮农组织支持使用新技术、
卫星数据和开源软件，因此各国
可收集空前丰富的森林数据，生
成关于森林利用的详细地图、统
计数据和研究，这在以前根本无
法实现。

在支持各级开展森林和土地利用

规划和行动。粮农组织向各级监

测REDD+目标和恢复的进展情况

提供支持。

尼加拉瓜

消防队在清理灌木，以防止森
林火灾，给树木留出生长空间。
©粮农组织/Lou Dematteis

了解森林，增加碳储量

https://unfccc.int/
https://unfccc.int/
https://redd.unfccc.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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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助于提供清洁用水和

粮食，防止荒漠化，增强抵御能

力，同时还能通过碳固存减缓气

候变化。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壤已

经退化，至少32亿人因此受到影

响，丧失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造成的损失占全球年总产

值的10%以上。  

然而，通过可持续地管理土

壤、恢复退化土地和改善土壤健

康，可以释放土壤的全部潜力。恢

复农业用地和退化土壤可以从大

气中清除多达510亿吨碳（大致相

当于2018年全球总排放量），同时

每年增加1760万吨粮食产量。

牧场和牧业系统占全球旱地

面积的三分之二。据估计，牧场除

了吸收大量的地上碳之外，还储

存了多达全球30%的土壤碳。鉴于

大片牧场正在退化，通过改进管

理来固存碳拥有巨大潜力。

粮农组织在行动

 ➨粮农组织负责管理全球土壤伙

伴关系秘书处。其全球土壤信息

系统用于监测和预测地球土壤资

源的状况。 

 ➨粮农组织编制了第一张土壤有

机碳全球分布图，可用于确定退

化地区，设立恢复目标和探索碳

固存潜力。 

将社区利益置于保护和恢复
行动的中心

生物多样性和社区是恢复

农业部门、建立具有抵御

能力的景观和生计的关键

支柱。

开展大规模恢复工作和在种

植系统中采取农业生态做法，对

于建设气候智能型农业至关重

要。成功的恢复做法包括森林和

复合农林业景观中的人工辅助再

生或自然再生，利用本地和丰富

的森林和草地生物多样性中已适

应品种的种子和幼苗进行种植，

等等。这些做法之所以能够奏

粮农组织
在行动

粮 农 组 织 和 全 球 土 壤
伙伴关系正在支持各国实施 
《可 持 续 土 壤 管 理 自 愿 准 
则》，以 增强 土 壤 和自然 资
源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抵
御能力，减少土壤温室气体 
排放。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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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是因为它们将社区和人民置

于行动中心，着眼于解决退化的

根源问题，将当地知识与科学和

适应技术结合起来，发展多样化

的生计。

农业、林业和粮食安全不应

孤立看待。将种植业纳入可持续

景观管理，包括森林景观、基于树

木的景观、草地景观的混合，可以

建立种植部门对气候变化的抵御

能力，帮助农业到2050年增产49%

以满足世界需求，并增加碳汇。对

这些做法进行大规模投资，是应

对气候变化的双赢解决方案，有

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增强

抵御能力。

粮农组织在行动 

 ➨由粮农组织牵头的旱地可持续

景观影响计划帮助非洲和亚洲11

个国家建立旱地生产系统的抵御

能力，推动恢复和再造，并改善 

生计。

改革畜牧业部门

改善牲畜管理能够提供巨

大的减缓潜力。

畜牧业供应链排放量占全球

人为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4.5%，

其中养牛的排放量约占这一数字

的三分之二。尽管如此，对世界上

绿色气候基金为尼泊尔提
供了近4000万美元项目拨款，
以帮助其Churia丘陵地区的近
100万居民应对森林退化、洪水
和土壤侵蚀问题。

尼 泊 尔 政 府 又 通 过 本 国
森林与环境部增加了800万美
元投资，项目总金额因此超过
4700万美元。绿色气候基金批
准的首个尼泊尔项目将在7年内
实施，由粮农组织提供技术援
助。该项目将帮助刚得到下放
权力的省级政府建设规划和推
广能力，推动实现国家REDD+
战略目标。

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Churia
丘陵地区对尼泊尔的粮食安全
至关重要，但数十年来不可持
续的自然资源利用导致了森林
退化、洪灾和土壤侵蚀。粮农
组 织驻 尼泊尔代 表Somsak 
Pipoppinyo表示，绿色气候基
金为粮农组织与尼泊尔政府这
一联合项目提供的资金将使20
万户家庭受益，使他们对不断变
化的环境更具抵御能力。

“该 项 目 还 将 帮 助 人 们
适 应 并减 缓 未 来 几 年 的 气候
和 极 端 天 气 事 件 的 影 响。” 
Pipoppinyo说。

埃 及

在Tiba，一位技术专家教农民
如何检查土壤，确保土壤健康。
©粮农组织/Heba Khamis

帮助尼泊尔将气候抵御能力纳入脆弱生态
系统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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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而言，牲畜仍然是主要的

食物和蛋白质来源。 

牲畜产生的排放与低生产率

呈正相关：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

乳业系统的排放强度是西欧的5

倍。采取行动，特别是针对甲烷，

可以使这些排放减少三分之一。

甲烷排放量约占牲畜排放量的一

半，其升温影响是二氧化碳的34

倍，尽管甲烷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

一般为10年，远远低于可持续存

在一个世纪的二氧化碳。 

为了减少牲畜的环境足迹，

必须通过改善饲养方法、遗传品

质和动物健康的方式提高产量，

同时回收其副产品和废物作为饲

料、燃料和肥料。

粮农组织在行动 

 ➨粮农组织和合作伙伴与13个国

家的150多个利益相关者合作，开

发了一个知识库，提高了人们对

甲烷在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方面

作用的认识，支持各国倡导甲烷 

减缓。

 ➨在肯尼亚，粮农组织协助其

乳业部门设计了一项适合国情的

减缓行动：“在肯尼亚建立低碳

和具有气候抵御能力的乳业发

展”，并提交绿色气候基金，以寻

求供资。

 ➨粮农组织主办的畜牧业环境评

估及绩效（LEAP）伙伴关系已就

该部门气候排放评估的核算方法

和准则达成共识。 

海洋和可持续渔业

海洋和内陆水域对粮食安

全和气候调节至关重要。

海洋吸收了人类活动所致气

候变化产生的90%以上的额外热

量。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长期影

响时，海洋发挥着关键作用。气候

变化将提高海洋表面温度，导致

粮农组织在行动

该项目旨在减少土地退化，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厄瓜多
尔畜牧业部门适应气候变化。
项目由全球环境基金供资，由粮
农组织和厄瓜多尔政府实施。

在厄瓜多尔，农业部门的
排放量占2012年温室气体总排
放量的近20%，其中40%以上
来自肠道甲烷。该项目致力于加
强协调与机构能力，将气候智
能型畜牧业方法纳入区域管理
和畜牧业指导文书及政策的制
定。项目通过开展试点项目等
方式推广并实施气候智能型家
畜管理技术，并就环境和气候

问题向农民提供技术援助。

项目结果
气候智能型畜牧业方法已

在厄瓜多尔6个省得到实施，影
响面积达26424公顷。

在Tangalí村，所有与该项
目有关联的生产者都实施了良
好的畜牧业做法，包括种植蛋白
含量较高的牧草品种、建立小
围场、添加电栅栏和植物篱笆。

通过采取气候变化适应和
减缓措施，当地生产者将农场
产量提高了40%。

厄瓜多尔气候智能型畜牧业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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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和海水酸化，并将加

剧热带风暴的强度，使其风速达

到更高的峰值。气候变化还会导

致海水含氧量水平急剧降低。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可持续

渔业管理至关重要。鱼类对于健

康饮食以及维持全球约十分之一

人口的生计意义重大。然而，在粮

农组织监测的主要商业鱼类种类

中，有近33%被过渡捕捞，已无法

维持在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

在高排放升温情景下，到本世纪

末，海洋的初级生产力可能会下

智利是主要的渔业生产大
国，但近几十年来，渔业部门呈
下降趋势。智利渔业和水产养
殖副部、环境部、粮农 组 织和
全球环境基金正共同开展一个
新项目，帮助扭转这一趋势，使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适应气候 
变化。

该项目培训了800名渔民
和养鱼户，帮助其开展多样化生

产。他们采用了新的方法和技
术，以维持或提高收入水平。该
项目还培训了60名渔民和养鱼
户使用设备和仪器测量海洋表
面温度和海水盐度等变量，旨在
帮助他们改进渔业和水产养殖
活动（如牡蛎养殖）。共有400
名政府官员、专家以及国家、区
域和社区各级的决策者接受了
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变化
的培训。

由于手工渔民和小规模水
产养殖者的直接参与，项目得以
充分利用他们对不断变化的鱼
类资源的经验知识。气候变化
导致了渔场移动，亟需推出新法
规。渔民和养殖者还参加了所需
的新法规的决策进程。

智 利

在Caleta El Manzano，一位渔
民正在养殖软体动物，他参加了一
项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以适
应气候变化的计划。
©粮农组织

支持智利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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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0%。在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

一些岛国，到2050年，小规模渔业

渔获量预计将下降50%。

必须向渔业提供支持，使其

转向基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捕捞

方法，确保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保持生产力。沿海社区极容易受

到海平面上升和极端事件（如旋

风和风暴潮等）的影响，恢复红树

林和珊瑚礁有助于建立生态系统

的抵御能力。

粮农组织在行动

 ➨粮农组织支持实施高效、可持

续的渔业管理和捕捞做法。

 ➨粮农组织致力于减少捕捞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兼捕和相

关物种的影响。

 ➨在7个加勒比国家，粮农组织与

当地政府合作，帮助渔业部门适应

气候变化。采取的行动包括：提高

渔民的认识；借助移动技术在渔业

部门采用预警系统；开展培训，促

进渔民进行多样化生产以增加收

入；帮助渔民获得保险，以便在经

历风暴或飓风后迅速恢复捕鱼。

转变粮食系统和饮食

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和饮食

可以为气候行动做出巨大

贡献。

不断增长的消费和大量的粮

食浪费正推动土地转向农业生

产，引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的破坏，加剧了气候变化。在这一

切发生时，全球有超过8.2亿人口

处于饥饿状态，同时更多的人超

重或肥胖。由于健康和可持续的

饮食几乎总是最有利于环境，改

革粮食系统以推广可持续饮食习

惯，有助于保护气候和水资源，提

高适应能力和抵御能力，促进粮

食安全，改善人们的健康。

EAT-柳叶刀委员会建议人们

采用“地球健康饮食”。如果能得

到普遍采用，这种饮食将减少排

放，养活100亿人，每年拯救1100

万人的生命。委员会认为，“地球

健康饮食”应主要由蔬菜和水果

组成，其余还包括全谷物、植物

蛋白、不饱和植物油以及偶尔少

量的肉类或鱼类。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可产生

巨大的影响。根据粮农组织最新

的《2019年粮食和农业状况》报

告，大约14%的粮食损失于收获

后环节到零售环节前（不含），相

当于4000亿美元的生产损失。早

先的估计（更新中）发现，粮食

损失和浪费，含零售商和消费者

的浪费，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占总排放量的8%，每年造成的损

失高达2.6万亿美元，包括7000亿

美元的环境成本和9000亿美元

的社会成本。家庭农民对于提高

农业和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保

粮农组织在行动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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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产食品部门广泛采用
气候技术是提高粮食系统可持
续性的重要一步。这些技术有助
于提高生产力、减少碳排放、建
立气候抵御能力，更好地利用自
然资源。

粮农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EBRD）共同开发了一种
方法，根据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和推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潜
力，挑选出农产食品部门气候技

术，确定重点方向。2018年，粮
农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利
用该方法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和
哈萨克斯坦的气候技术进行了
快速评估。在过去的15年中，两
国的农产食品部门排放量都出
现了大幅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
是畜牧业生产的扩大。

研究发现，在吉尔吉斯共和
国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投资10亿
美元和23亿美元于气候技术，

两国农产食品部门的排放量能
够下降近60%和30%。在吉尔
吉斯共和国，牧场改良到目前为
止具有最大减缓潜力，其次是粪
便管理、滴灌和温室改良。就适
应潜力而言，由于滴灌能够有效
利用水资源，提高农业产量，因
而是最有前途的技术。在哈萨克
斯坦，牧场改良也同样具有最大
减缓潜力，其次是保护性农业、
农田机械和精准农业，而滴灌具
有最大的适应潜力。

护自然资源、提高农村生计抵御

能力和确保知识代代相传也至

关重要。

粮农组织在行动

 ➨粮农组织致力于帮助改善价值

链，将小农与市场联系起来。例

如，农业和农用工业发展与创新

加速器（3ADI+）旨在帮助各国政

府履行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 

 ➨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正在牵

头执行“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

吉尔吉斯共和国

一名吉尔吉斯牧民正将羊群
赶到首都比什凯克60公里之
外的图伊克峡谷牧场。
©粮农组织/Vyacheslav 
Oseledko 

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发展绿色农产食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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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建设有利环境以加强支持

性政策，扩大各级对家庭农业的 

投资。

 ➨为了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粮

农组织在适当的气候智能型技术

和充分的基础设施的支持下，在

食品供应链中推广良好做法，从

而大大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节约粮食”倡议鼓励行业、学

术界、政府和民间社会展开对话，

提高公众认识。

 ➨粮农组织正在制定《预防粮食

损失和食物浪费行为守则》。  

利用生物能源

可持续的生物能源/生物经

济发展有助于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

大多数气候减缓路径涉及对

现代生物能源技术的大量利用。

需要大规模转换土地用途的路

径，包括将土地用途转换为开发

生物能源，若不妥善管理，也可能

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生物能

源解决方案一般应优先考虑使用

生物质残留物，但同时也应考虑

残留物其他可能的用途会与生物

能源形成竞争，特别是在土壤管

理和综合土地利用系统方面。

粮农组织在行动 

 ➨生物能源与粮食安全快速评估

（BEFS-RA）支持各国评估在国家

或国家以下各级发展可持续生物

能源的潜力。例如，在科特迪瓦、

埃及和土耳其评估使用农产食品

链中残留物的潜力。

 ➨粮农组织最近完成了对加纳

和莫桑比克粮食—能源综合系统

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的快速 

评估。

 ➨利用全球生物能源伙伴关系

（GBEP）开发的指标，粮农组织支

持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巴拉圭

和越南在国家一级评估生物能源

的可持续性。 

粮农组织
在行动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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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促进变革

只有借助妇女和青年的创

新，利用技术、数字解决方

案以及土著和传统知识，

农业和粮食系统转型才能

取得成功。

年轻人对新技术怀有热情，

愿意对传统农业尝试创新的方

法，因此具有真正的变革潜力。创

新意味着采用现代方法，在农业

企业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同时

提高农村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抵御

能力。青年可以把握新时代赋予

的机会，倾注精力和热情，改变粮

食种植方式，保护环境。

粮农组织在行动

 ➨粮农组织利用数字技术的力

量，引导、加速和扩大具有巨大影

响潜力的粮食和农业创新理念，

将数字解决方案和服务转化为全

球公共产品。 

 ➨通过提供有关粮食生产的天

气、牲畜护理、市场和营养相关方

面的实时信息，四个新的应用程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60%的人口以务农为生，农业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16%左右。但
2018年的洪水给农业部门造
成了273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带来4370万美元的恢复成本。
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粮
农组织与老挝政府正在展开合
作，推动数字化转型，提高农民
对此类气候影响的适应能力。
在加强农业气候监测和信息系
统（SAMIS）项目下，粮农组织
正在开发统一的信息技术和数
据分析工具，以加强决策，提高
气候抵御能力。 

该项目支持建设农业气候
监测基础设施以及名为老挝农

业气候服务（LaCSA）的网络
工具。LaCSA 按作物类型提
供每周、每月和每季的建议，因
此，面对多变的气候，农民可作
出知情的判断，采用最适当的
技术和方法。新决策者获得了
信息技术硬件、软件和培训，以
评估气候变化之下关键作物是
否依然适宜种植。

截至2019年6月，180名农
民接受了LaCSA培训，4590
名农民和土著人民（包括2229
名妇女）正在使用或已经了解这
一试点性农业气象系统。此外
还有200多名国内专家接受了
信息技术高级培训。 

缅 甸

在密铁拉，粮农组织和缅甸航空航天
工程大学正在培训农业部工作人员使
用无人机，以减少灾害风险。
©粮农组织/Roberto Sandoval

促进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数字化转型，提高
气候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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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让塞内加尔和非洲的农民获得

了更加便利的农业服务。这些应

用程序有潜力覆盖500万人。

 ➨在危地马拉，粮农组织正在通

过数字平台促进青年创业，将青

年与商业联系在一起。 

性别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与性

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之间存

在积极的协同作用。

气候变化的影响危及农业生

产和农村人口的生计，尤其是妇

女，她们管理风险和冲击的能力

往往由于有限的权利和资产而受

到遏制。

妇女是农业劳动力的主力，

担负着管理自然资源的重任，因

此完全有能力制定和执行适应新

环境现实的战略。妇女是否拥有

生产性资产与其能否采用具有气

候抵御能力的做法和土壤保持技

术密切相关。例如，在妇女享有稳

定土地权利的地方，粮食产量和

粮食安全都得到了提高。 

粮农组织在行动

 ➨粮农组织制定和推广具有气候

抵御能力的节省劳力型农业做法，

以提高农业和粮食系统的可持续

性，同时对妇女赋权，确保其能

够平等获得服务和生产资源。

 ➨粮农组织促进性别平等的参与

性方法“迪米特拉俱乐部”，通

过促进社区积极参与、提供信息

获取渠道、增强抵御能力，丰富了

气候变化适应举措。在萨赫勒地

区、非洲中部和东部共有3500个

粮农组织在行动

迪米特拉俱乐部，约250万人的生

活受到了积极影响。

 

尼日尔

妇女互助团体在Gafati
的一处园艺农场开会。

©粮农组织/Andrew 
Esiebo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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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由粮农组织及其合
作伙伴联盟共同实施，旨在采
取措施提高生产力，加强廉价、
营养食品的市场供求联系，改善
34.9万名小规模农民和农村社
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将性
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纳入主流是
关键战略。

该计划采用了诸如性别行
动学习系统（GALS）和妇女赋
权框架等改变性别观念的方法，
以消除阻碍妇女充分参与生产

和营销的社会规范和壁垒。仅在
初始阶段，就有多达4万人受益。
在家庭一级，根据妇女的需要对
气候智能型技术进行了调整，以
推动这些技术的应用，帮助妇女
获取推广服务。农村金融提供了
智能补贴，使女性农民能够投资
于农场企业多样化生产、可提高
生产力的技术、非农经济活动和
生计战略，从而促进粮食安全。 

如今，妇女担任起了领导职
务，开始在社区集会上发言，社

区领导人也开始征求她们的意
见。与性别有关的社会规范在家
庭一级发生了转变 — 家庭生产
力得到了提高，妇女加强了对资
产和收入的控制，男性家庭成员
表示家庭支出由夫妻共同决定。
社区人民对支持性别平等和妇
女赋权的法律和政策的认识得
以提高，这些法律包括新宪法、
反家庭暴力法和继承法等。

津巴布韦生计和粮食安全计划（LF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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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30年议程》和《巴黎协

定》的投资尚未达到实现可持续

发展所需的水平 — 据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估计，仅发展中国家

每年就需要2.5万亿美元。然而，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二十多年来，

全球环境基金向应对气候变化等

重大环境挑战的行动提供了170亿

美元赠款，并带动了880亿美元的

额外融资。 

除了全球环境基金外，绿色

气候基金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也在开展行动，帮助全球金融

体系在适当的地点进行投资。将

这种额外投资投入到可持续粮食

和农业系统，可能会带来可观的

回报。长期以来，农业投资一直是

持续有效地减少饥饿和贫困的方

式，在气候和其他方面也有巨大

潜力。 

粮农组织协助各国调动全球

环境基金的资金，促进环境与农

业之间的良性发展。在过去12年

中，粮农组织-全球环境基金伙伴

关系帮助在各大洲120多个国家

实施了18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使

460多万男女受益，在农村地区创

造了超过35万个就业机会，保护了

189个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

样性，拯救了近千个濒临灭绝的

动植物物种。重要的是，在其中90

个项目中，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积

极参与了项目的设计和执行。粮

农组织-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组合

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所有五个重点

领域展开，在2019年，价值已达7.7

亿美元。 

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七次增

资期（GEF-7），粮农组织负责牵

头额度达1亿美元的旱地可持

续景观影响计划，该计划将为

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可持续

生计、防治土地退化和可持续

森林管理带来多重益处。粮农

组织还作为世界银行的重要伙

伴，共同执行GEF-7中价值4亿美

元的粮食系统、土地使用和恢复

影响计划。 

2016年，粮农组织获得绿色

气候基金认证，此后显著加大了

支持力度，为成员国带来了越来越

多的成果。2018年3月，粮农组织

牵头的第一个绿色气候基金项目

获批，项目地点为巴拉圭，总投资

超过9000万美元；第二个项目的

地点为萨尔瓦多，于2018年10月获

批，总投资超过1.27亿美元。2019

年7月，粮农组织牵头的第三个绿

色气候基金项目获批，该项目将

在巴基斯坦开展，总投资为4700

万美元。此后，绿色气候基金又于

2019年11月批准了1.61亿美元的资

金，用于支持智利、吉尔吉斯斯坦

和尼泊尔的气候抵御能力项目，

这些项目将惠及150万人。

加大投资， 
挖掘农业潜力 

《巴黎协定》中约
90%的承诺涉及农
业部门。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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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也是绿色气候基金

准备和筹备支持计划下的交付伙

伴，负责支持成员国制定扩大气

候行动所需的政策和计划，建设

其能力。粮农组织重点支持各国

制定国家适应计划，做好REDD+准

备，并确定农业部门的战略优先

事项和项目构想。 

《巴黎协定》中约90%的承诺

涉及农业部门，这表明为农业部

门供资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

要。各国越来越多地寻求粮农组

织的帮助，以获得和利用大规模

的气候资金。

为农业部门
供融资对于
应对气候变化
至关重要。

萨摩亚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
可持续性和营养成果，
农民在Taga村整地。
©粮农组织/Kevin 
Had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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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粮食和农业部门置

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工作的中

心。在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中，

约90%涉及农业部门，这清楚地

表明农业部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

变化的迫切需求，同时也凸显出

粮农组织在支持此类行动中的

中心作用。加强成员国应对气候

变化影响的能力，是粮农组织使

命及全组织《气候变化战略》的

核心。作为技术知识和专门知识

的提供者，粮农组织支持各国在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

建立和提高国家自主贡献。这是

在实现《巴黎协定》和《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大背景下进 

行的。

农业既是问题的一部分，也

是解决方案的关键部分。将气候

行动与可持续发展观点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施联系起来，是转

型的基石。向最弱势群体（小规

模农民、妇女和青年）给予重点

支持，并精准、全面地联合不同方

法，有助于同时解决贫穷、饥饿、

粮食不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 

必须促进粮食系统和整个食

物链的转型。扩大现有创新、高效

的解决方案是实施转型的基础。

与此同时，必须提高行动目标，加

大行动力度，确保在无法挽回的

局面发生之前，防止气候变化给

贫穷和饥饿造成最坏后果。 

开展农业气候行动， 
树立更远大目标

必须促进粮食系统和

整个食物链的转型。

能否在2030
年前实现零 
饥饿，取决于
我们在农业领
域扩大气候行
动的雄心和 
速度。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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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各国开展变革行动方

面，粮农组织拥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粮农组织全面致力于迎接各

项挑战，并与所有合作伙伴和利

益相关者建立更深入的联系，推

动实施《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加强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抵

御能力。 

很多工作计划已经在引导

和协调气候行动，如国家自主贡

献和国家适应计划，现在需要更

好地将它们与国家农业投资计划

（NAIP）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施框架结合起来。这有助于确保

全面协调地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

续发展挑战，促进农业转型。 

能否在2030年前实现零饥

饿，取决于我们在农业领域扩大

气候行动的雄心和速度。若不采

取紧急行动，将有更多人陷入饥

饿和贫困。我们必须加快并扩大

行动，提高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效

率、可持续性和气候抵御能力。

中 国

在南方多山和丘陵地区，
一位农民正在福建尤溪
县联合梯田种植水稻。
©Jiae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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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12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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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估计，目

前全世界超过8.2亿人处于长期饥饿状态。如果气温

继续上升，消除饥饿和确保自然资源基础可持续发展

的进程将受阻，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

将面临风险。若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将影响粮食供

应，扰乱数百万农村人口的生计，阻碍他们对粮食的

获取。 

若各国能实现粮食系统转型、促进可持续农业的

承诺，则仍有可能在2030年前在全世界消除饥饿和

营养不良。为此，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采取包容性

的多部门方法促进农业转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

高人类和地球的抵御能力。本手册阐明了粮农组织如

何致力于农业创新并转变做法，以应对气候挑战，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粮农组织 
气候变化工作

2019年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