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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别2019、跨入2020年之际，我们的世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不断考验着人类如何共同努力应
对本国和全球各地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迅速升级不仅暴露
了我们的脆弱性，也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强大力量，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为拯救人类而采取迅速、果断、
协调和创新的行动。

当前的全球危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计，也影响了粮食贸易、粮食供应链、市场和营养。为了
应对这场前所未见的危机，我们必须在日益增强的共同责任感和国际团结意识推动下，实现史无前例
的国际合作与融资水平。

冠状病毒病肆虐前的2019年，世界已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全球约有8.21亿人挨饿，同时却又有20亿
人超重和肥胖。营养不良现象也锋芒毕露，影响了世界数10亿人的健康。气候变化继续威胁着粮食安
全和稳定性，不断恶化的气候风险、强劲的人口增长势头、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移徙和冲突都严重
破坏了我们的粮食体系。

《资源、伙伴关系—影响2020》报告展示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在2019年期间如何应
对这些挑战，充分利用伙伴关系，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绩。粮农组织在为农村贫困人口制定高影响力
解决方案方面已取得了累累硕果，这一切都为打造崭新和生机勃勃的粮农组织而制定的愿景和计划奠
定了牢固的基础，从而为人类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正如本报告强调的，如果没有资源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慷慨捐助，我们将不可能为最弱势群体打造和升
华这些成功的经验。在过去连续3年中，粮农组织筹集了逾10亿美元，充分证明了本组织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征程中的相关性和附加价值。

加深与各国政府、联合国实体和其他伙伴的合作以应对即将来临的复杂挑战是粮农组织的当务之急。
通过我们的新“手拉手倡议”，粮农组织旨在利用创新和投资在各区域农村地区，特别是在极端贫困
和饥饿仍然集中的地区，快速带来变革型转化。数字技术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使我们能
够更上一层楼，加快改变机构业务模式的步伐，同时确保粮农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外都能够发挥强有
力的领导作用。

粮农组织已然准备就绪，适应和欣然接受新现实。我们致力于动员所有重要参与者，共同推进创新和
可持续解决方案，从而实现零饥饿世界。为了实现人类最宏伟的共同利益，产生更广泛的集体影响，
我们采取行动的能力从未如此之重要。因此，我呼吁并期待着来自各成员、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学
术界、小农户、妇女和青年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屈冬玉
粮农组织总干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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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人类在减少饥饿和贫困以及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尽管如
此，今时今日仍有超过8.21亿人在挨饿，要在2030年前实现零饥饿目标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如果没有资源伙伴的慷慨支持，粮农组织将无法实施其工作计划，这些伙伴为本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引
领各界共同努力，改进和转变我们的粮食系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供了资金和支持。粮农
组织在2019年的总预算是过去10年中最高的，表明了合作伙伴对本组织的信任度已在不断提升。去年
一年中，我们竭尽全力，在确保物有所值的前提下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共筹集13亿美元自愿捐款，用
于当前和未来的工作，创下有史以来筹集的最高自愿捐款额，比2015-2018年平均值增加了28%。这些
合作伙伴的慷慨捐款使粮农组织能够与194个成员国、机构成员以及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多的合作伙伴开
展外联、携手工作。

《资源、伙伴关系—影响2020》报告阐述了粮农组织的宗旨、已开展的工作以及在2019年与多个利益
相关方共同合作的工作方式。此外，报告着重强调了粮农组织如何适应发展援助格局的变化，特别是
通过充分利用各种资金，寻求创新的伙伴关系，从而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步伐。报告详述了
2019年期间粮农组织面临的重重挑战，以及指导本组织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各项战略方
针，同时也展示了使我们在基层取得重要成果的某些干预措施。

2019年期间，粮农组织旨在通过实现最大程度的合作，鼓励灵活的供资，加深与罗马常设机构（RBA）
及整个联合国系统内行动方之间的伙伴关系，触发联合国（UN）范围内的变革。此外，粮农组织与29
个伙伴积极合作，包括各共同平台、计划、联盟和议程，共同合作采取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抗争
饥饿的步伐。粮农组织下定决心，与致力于在2030年前消除饥饿的所有机构普遍合作，继续与包括最
边缘化群体在内的不同部门和利益相关团体建立扎实可靠的伙伴关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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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粮农组织应对全球挑战

粮农组织根据其《战略框架》，提供支持监测影响并评估成果，致力于确保本组织的工作
计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进一步巩固了为实现粮农组织关于零饥饿世界的
愿景而作出的努力。

©粮农组织/Manan Vatsy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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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潜力是增强农村经济和减少极端贫困
及饥饿的重要途径。
但国际社会需要对这一主要经济部门给予额外的
投资，同时也要对适当的政策措施加深理解，以
实现农业发展的全部潜力。

随着2030年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粮农组织采取胆
大卓识的步骤，确保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特别是目标1（无贫困）和目标2（零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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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召集力，通过全面和多边方法领
导国际努力，加强捐助者与最需要援助的国家之间的对接，
以支持量身定制的有针对性的支援。这减少了割据分裂现象
和规模过小的解决方案，促进并加速了基层变革。

为了加快农业食品系统的转型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粮农组织采
取了与其《战略框架》相辅相成的整体化方法，充分认可乡
民赖以生存并努力改善自身机会的多样化经济、社会和环境网
络。这一方法加快了对高度脆弱国家需求的响应速度，并能够
同时采取措施，缓解和克服各种危机和冲击造成的影响。

为了赋权予贫穷和脆弱的乡村人口，需要公平的增长和包容
性结构转型。为此，粮农组织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通过改进农
业常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为妇女和青年）的生产
后价值链升级和多样化、以及加强替代型农业食品利润的模
式，为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创造积极的影响。

粮农组织以我们在各国开展的工作和专业知识为坚实的基
础，号召各合作伙伴，利用创新和发展筹资，以期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意味着国际金融机构参与，
将技术知识和政策付诸实践；并通过收集、分析和传播有关
发展投资领域的信息来吸引私营部门投资。如果每一个公共
机构和私营企业都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将有可能创建
令广大人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美好未来。 

©粮农组织/Brett El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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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趋势和新兴挑战决定了粮农组织的运作方式及其为各国提供支持的大背景。

粮农组织的《战略框架》确保涉及战胜饥饿的全球挑战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旨在支持各国实施《2030年议程》，特别是
在与饥饿和营养不良作斗争，实现广泛的粮食安全，改善农村生计，以及确保农业、渔业和林业及其自然资源基础更具复原力、
高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等各方面，同时亦确保不让任何人落下。

粮农组织的各项战略目标不仅有助于实现目标2的各项指标，而且还有助于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突出强调了饥饿和营养
不良是我们面临的无处不在的挑战，需要采取多方位的解决方案。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
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
高效的农业和粮食
系统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
危机的能力

技术质量、统计和跨
部门主题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
业的生产率及可持
续性

减少农村贫困

粮农组织的工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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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粮农组织获得的慷慨捐赠

在粮农组织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贯彻执行其工作计划、应对全球挑战的
征途中，迫切需要各成员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伙伴日益增长的慷慨捐赠。

©粮农组织/Giulio Napolitano



7

战略规划使粮农组织能够制定双年度计划重点，通过多个现有机制向成员和合作伙伴筹集必要的资金。

通过《工作计划和预算》有效实施的《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使本组织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基础设施、合作网络、伙伴关系、召集
能力和专业知识，向区域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政策支持。

上图根据粮农组织《2018/19年工作计划和预算》，对本组织的财政资源流动做了近似可视化。

1 职能目标为粮农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促进性环境，包括外联活动、信息技术、有效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以及粮农组织治理、监督和指导。
2 粮农组织投资中心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签订的伙伴关系协议，为本组织的《工作计划》筹集更多的资源。
3 成员国的分摊会费包括两年一度的粮农组织大会决定的正常预算。
4 成员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自愿捐款，用于支持各国政府制定的与成果框架相关的明确目标，并直接支持粮农组织的核心工作。

2019年粮农组织预算

国际金融机构私营实体
机构实体/联合国

实体
非成员国成员国

分摊会费3

战略目标：

1、2、3、4和5
目标6和各职能目标1技术合作计划

单边信托基金

双边信托基金

多边信托基金

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 欧洲和中亚
近东和北部

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全球

投资中心2

粮农组织《工作计划》

受益区域

附加价值

资源伙伴

自愿捐款4

供资模式和伙
伴关系机制



8

粮农组织成员国通过缴付其年度会费 
（分摊会费2）做出贡献，这是正常资
源，粮农组织工作计划所需资金中有大
约五分之二来自筹集的分摊会费。

成员国和其他资源伙伴 
也可自愿捐款3，作为预算外资源。
粮农组织工作计划所需资金中有大
约五分之三来自自愿捐款，自愿捐
款也用于支持与成果框架相关的明

确目标。

这些自愿捐款对粮农组织及其计划的总
体有效性至关重要，占粮农组织预算

70%以上。

0

500

1000

1500

2000
USD M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38% 38% 38% 37% 35% 38% 37% 29% 31% 28%

62% 62% 62%
63%

65%
62% 63%

71%
69%

72%

粮农组织的总体工作计划通过正常和预算外资源供资。

2019年向成员国分摊的
会费共计5亿美元

此外，粮农组织筹集了 
13亿美元的自愿捐款 与2018年相比，+ 9% 

1 这是指粮农组织在2019年收到的全部捐款，包括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本报告中用于表示这些捐款的金额和百分比均已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
2 成员国的分摊会费包括两年一度的粮农组织大会决定的正常预算。这些金额以核定预算额表示，包括任何杂项收入调整，为以往人员的离职后健康保险
责任支付的金额，以及每次两年一度大会相关决议中规定的通过衡平征税基金收取的费用。

3 成员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自愿捐款，用于支持各国政府制定的与成果框架相关的明确目标，并直接支持粮农组织的核心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粮农组织获得的总捐款趋势

自愿捐款
百万美元

分摊会费

18亿 
美元

72%28%

5亿 
美元

13亿 
美元

2019年，成员国和资源伙伴提供了总计18亿美元1的资金，使粮农组织能够按计划交付成果， 
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努力，造福于世界的脆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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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贡献排名前50位成员名录

*2018-2019年间排名变化

排名变化* 成员
贡献金额 

（百万美元）
分摊会费 | 自愿捐款

1  1 欧洲联盟 330

2  1 美国 245 

3  23 沙特阿拉伯 99 

4  1 日本 82

5  2 德国 77

6  2 联合王国 50

7  4 荷兰 44

8  0 中国 42

9  1 意大利 36

10  5 瑞典 34

11  4 大韩民国 31

12  1 法国 28

13  4 哥伦比亚 26

14  5 巴西 20

15  4 瑞士 17

16  4 加拿大 16

17  11 挪威 16

18  4 俄罗斯联邦 16

19  1 西班牙 14

20  1 比利时 12

21  1 澳大利亚 12

22  1 巴基斯坦 12

23  83 莫桑比克 10

24  70 突尼斯 10

25  9 墨西哥 10

26  4 土耳其 8

27  0 科威特 6

28  89 安哥拉 6

29  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

30  6 丹麦 5

31  2 印度 5

32  44 尼泊尔 5

33  3 阿根廷 4

34  17 爱尔兰 4

35  7 奥地利 4

36  4 波兰 4

37  54 刚果 3

38  4 阿塞拜疆 3

39  79 孟加拉国 3

40  13 刚果民主共和国 3

41  4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3

42  3 印度尼西亚 3

43  45 巴林 3

44  4 希腊 2

45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

46  11 芬兰 2

47 3 新加坡 2

48  57 加蓬 2

49  4 以色列 2

50  3 智利 2

100%

73% | 27%

52% | 48%

100% | 0%

26% | 74%

98% | 2%

42% | 58%

55% | 45%

6% | 94%

1% | 99%

100% | 0%

100% | 0%

6% | 94%

22% | 78%

33% | 67%

83% | 17%

87% | 13%

9% | 91%

17% | 83%

79% | 21%

34% | 66%

2% | 98%

0% | 100%

100% | 0%

100% | 0%

46% | 54%

62% | 38%

14% | 86%

38% | 62%

98% | 2%

100% | 0%

44% | 56%

56% | 44%

94% | 6%

9% | 91%

4% | 96%

100% | 0%

59% | 41%

1% | 99%

86% | 14%

100% | 0%

38% | 62%

100% | 0%

93% | 7%

1% | 99%

89% | 11%

1% | 99%

1% | 99%

4% | 96%

10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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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员通过增加自愿捐款，为粮农组织所做的贡献超出了两年一度大会决定的金额。每年自愿捐款金额不等，反映了当时涌现的
新需求和目标。

过去3年中，粮农组织的年度资源筹集总额连续超过10亿美元，反映了整个机构空前的努力。

1 成员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自愿捐款，用于支持各国政府制定的与成果框架相关的明确目标，并直接支持粮农组织的核心工作。

欧洲和中亚

近东和北部
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非洲

跨区域

13亿 
美元

复原力 
38%

发展 
62%

13亿 
美元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按类别分列自愿捐款按战略目标分列自愿捐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 

按区域分列自愿捐款

资源筹集

32%

18%

17%

31%

8%
12%

43%

3%3%

21%

9%

3%

2019年， 粮农组织为当前和未来工作筹集了13亿美元的自愿捐款1， 
比2015-2018年平均值增加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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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自愿捐款排名前50位成员名录

排名变化* 成员
贡献金额 

（百万美元）
自愿捐款金额

1  0 欧洲联盟 330

2  0 美国 131

3  34 沙特阿拉伯 93

4  7 德国 45

5  2 荷兰 37

6  0 日本 33

7  4 瑞典 29

8  4 联合王国 28

9  3 哥伦比亚 25

10  3 大韩民国 21

11  1 意大利 18

12  7 挪威 12

13  5 巴基斯坦 11

14  3 瑞士 11

15  34 莫桑比克 10

16  34 突尼斯 10

17  3 比利时 7

18 -   安哥拉 6

19  3 科威特 5

20  23 尼泊尔 5

21  2 法国 4

22  25 刚果 3

23  3 土耳其 3

24  1 阿塞拜疆 3

25 -   孟加拉国 3

26  7 刚果民主共和国 3

27  12 中国 3

28 -   爱尔兰 3

29  15 墨西哥 3

30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

31  7 丹麦 2

32 -   巴林 2

33 -   加蓬 2

34  7 西班牙 2

35  26 加拿大 2

36 -   赞比亚 2

37 -   卢旺达 2

38 -   巴拿马 1

39  31 巴西 1

40 -   科特迪瓦 1

41  11 印度 1

42 -   乌拉圭 1

43 -   冰岛 1

44 -   利比亚 1

45 14 奥地利 1

46 -   格林纳达 1

47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48 -   摩纳哥 1

49  19 尼日尔 1

50 -   喀麦隆 0.4

*2018-2019年间排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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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间排名变化

2019年自愿捐款排名前位的机构实体名录

2019年自愿捐款排名前位的联合国实体名录

排名变化* 实体 自愿捐款金额（百万美元）

1  0 联合国实体

2  0 全球环境基金（GEF）

3  1 绿色气候基金（GCF）

4 -    东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5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6  2 非洲开发银行（AfDB）

7  4 有关SPS的标准与贸易发展基金

8  2 世界银行

9 -    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

10 -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11 -    易水有限公司 (eWater Limited）

12 -    印度洋委员会

13  4 国际贸易中心

14 -    农业和乡村合作技术中心

15 -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兽医和生物医学科学学院

16  1 电视粮食集资项目

17 -    爱思唯尔基金会

18  2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19  2 伊斯兰开发银行

排名变化* 实体 自愿捐款金额（百万美元）

1  0 中央应急基金（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管理）

2  0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联合国捐助者联合信托基金

3  8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UNOPS）

4  0 由世界粮食计划署管理的信托基金

5  2 和平建设基金（PBF）

6  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7  1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

8 -    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9  2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

10  2 国际移民组织（IOM）

11  6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

12  7 世界气象组织

13  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14  2 联合国水机制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由UNOPS管理）

15 -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

16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17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18 -    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

19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0

0

50

50

100

100

150

150

200

200

185

94

41

3

3

2

1

1

1

1

0.3

0.3

0.1

0.07 

0.07 

0.04 

0.05 

0.03 

0.02

84

55

12

8

7

4

3

3

2

2

1

1

1

1

1

0.2 

1

0.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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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充分利用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资助、批准和交付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个项目。

1 交付额按2019年的实际支出计算，与项目批准日期无关。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欧洲和中亚
近东和北部

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非洲

跨区域

2019年，粮农组织的项目交付
额1 高达9.71亿美元,这要归功
于其成员和合作伙伴提供的捐款
总额，其中93%由自愿捐款出资。

粮农组织通过批准必要的资源来确保活
动的连贯性，包括正在实施且在2019年
或之后的项目阶段中需要增加资金的项
目，也包括在未来几年中实施的新项
目。2019年，粮农组织的项目批准额2

高达14亿美元,其中94%来自自愿捐款。
交付项目 批准项目

9亿美元 14亿美元

_____________ 

按区域分列

按战略目标分列批准项目按战略目标分列交付项目

从资源筹集到项目实施

交付项目 批准项目

40%

3% 3%

33%

11%

6%

7% 6%94%93%

27%

43%

31%

6% 8%
7% 12%

52%

2% 3% 3%

15%

21%

10% 9%

20%

18%

17%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
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
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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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捐款和更灵活的资源帮助粮农组织更好地开展工作、发挥影响。

单边信托基金（UTF）是一国政府为本国实施的计划或项目供资的一种模式。单边资源伙伴利用本国资源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
（IFI）的贷款、信贷和赠款为项目供资。粮农组织通过提供技术专长及支持国家实施和产权来增加价值。

单边信托基金

2019年，由单边信托基金出资的58个项目批准金额高达1.92亿美元， 
同时单边信托基金亦为138个项目的交付出资6900万美元。

_____________ 

按区域分列

交付项目 批准项目

6900万
美元

1.92亿
美元

按战略目标分列批准项目2 按战略目标分列交付项目1

6%

26%

29%
9%

34%

12%

8% 3%

34%

6%

31%

2%

欧洲和中亚
近东和北部

非洲
亚洲和太平

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非洲

36%

2% 2%

16%

10%

13%

39%
16%

10%

56%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
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
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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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金对于平衡粮农组织在全球和跨区域范围内支持及实施计划和项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边信托基金（MUL）项目或计划由多个资源伙伴出资，这些伙伴汇集其资金以实现一系列共同的议定结果。资源伙伴通过MUL为
特定的发展项目或计划提供自愿捐款。

1 指的是2019年期间，通过自愿捐款出资实施的计划/项目的总支出。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多边信托基金

2019年，由多边信托基金出资的55个项目批准金额高达4900万美元， 
同时亦为110个项目的交付出资4500万美元。

欧洲和中亚
近东和北部

非洲
亚洲和太平

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非洲

跨区域

_____________ 

按区域分列

交付项目 批准项目

3%

5%

90% 99%

4500万
美元

4900万
美元

按战略目标分列批准项目2按战略目标分列交付项目1

8%11%

55%

12%

46%

10%
7% 9%

16%

15%

9%
2%

1%

1%

1%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
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
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16

自10年前设立以来，多伙伴柔性机制已被证明是应对全球范围内复杂和重大挑战（从饥饿、贫困到气候变化）的一个宝贵机制。
在多伙伴柔性机制前两个阶段内（2010-2013年和2014-2017年），该机制为粮农组织提供的灵活集合和非指定用途资金意味着我
们能够在国家层面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同时也提高了本组织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

随时间推移，多伙伴柔性机制一直与粮农组织的广泛改革同步发展。作为这一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伙伴柔性机制也见证了
2018/19年期间的重大转型。在现阶段（2018-2021年），多伙伴柔性机制在精简其治理安排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决策流程
更加结构化，完善和强有力的变革理论和成果框架，具体项目周期及改进的报告流程，清晰明确的优先标准，以及在分配资源时
采用程序框架。换句话说，粮农组织已重新设计了多伙伴柔性机制的资源筹集和运作方式，将其转型为一个成功的供资模式，旨
在汇集更多的灵活资源。

2019年工作亮点：

• 随着多伙伴柔性机制的战略转型及其在基层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该机制继续吸引越来越多的支持。现阶段（2018-2021年）卓著的多年
捐赠方包括比利时、法兰德斯、挪威和瑞典。

• 在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的两次资源伙伴磋商会为充分展示多伙伴柔性机制的卓越成果提供了平台，并借这些机会收集了资源伙伴对相关
战略和运作主题的反馈意见。粮农组织总干事及现行和潜在的资源伙伴踊跃参加了这两次磋商会，体现了本组织在加强多伙伴柔性机
制的可见性和响应性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旨在促进该机制进一步满足《2030年议程》的需求和挑战。

• 多伙伴柔性机制再接再厉，通过其新网站和粮农组织社交媒体渠道等多元化平台，进一步加强市场营销和更加积极主动的沟通。

+3个新资源伙伴 
法国、意大利和挪威于2019年加
入了多伙伴柔性机制机制

多伙伴柔性机制

多伙伴柔性机制（FMM）是粮农组织用于接收、管理和交付集合灵活资金的全球工具。

2019年，新的和长期资源伙伴为现阶段提供的新捐款总额为 
4100万美元。

• 比利时
（2013-2020年多年捐款）

• 法兰德斯合作

（2011-2013年及2019-2021年多年捐款）

• 法国
（于2019年加入）

• 意大利
（于2019年加入）

• 荷兰
（2010及2014-2017年多年捐款）

• 挪威

（2019年加入，2019-2021年多年捐款）

• 瑞典
（2010-2021年多年捐款）

• 瑞士
（2016、2019和2020年每年捐款）

1. 循证政策、全球工具和知识产品

2. 复原力和可持续粮食系统

3. 迁徙与脆弱性

4. 代沟、增强妇女权能和体面的农村就业

5. 农业中的气候行动

6. 海洋与蓝色增长

多伙伴柔性机制资源伙伴 多伙伴柔性机制重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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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团结信托基金于2012年启动，为区域和国家层面的“非洲到非洲”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的各项倡议提供了催化性和灵活的
资金。感谢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的慷慨捐赠，非洲团结信托基金于第一阶段（2013-2018年）在41个非洲国家实施了18个项目，充
分证明了其作为非洲主导的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工具的成功性。

充分利用本国知识、技术和良好做法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是这项举措的核心。在新阶段中，非洲团结信托基金力图通过3个关键要
素扩大其影响范围：i）加速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支持在国家层面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ii）加强合作，利用非洲本身的发展解
决方案，促进非洲各卓越中心的知识创造；及iii）非洲合作伙伴为非洲国家提供创新的供资模式。

2019年工作亮点：

• 非洲团结信托基金捐助者圆桌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在赤道几内亚马拉博召开，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及其他发展社区代表齐聚一
堂，为基金进一步注资，并启动了更加雄心勃勃的第二阶段。圆桌会议召开期间，共收到了2500万美元认捐，包括：安哥拉（1000万
美元）、中国（260万美元）、赤道几内亚（1000万美元）、斯威士兰（10万美元）、法国（200万欧元）和津巴布韦（10万美元）。

• 非洲团结信托基金指导委员会开会时，安哥拉提议于2020年在罗安达主持第二届非洲团结信托基金捐助者圆桌会议。

• 为了提升非洲团结信托基金影响的总体可见度，该基金举办了一系列外联和营销活动。基金的可见度对于吸引新资源伙伴至关重要，
也是基金全面资源筹集路线图的核心所在。

+4个新资源伙伴 
加入了非洲团结信托基金第二阶段： 
中国、斯威士兰、法国和津巴布韦

非洲团结信托基金

非洲团结信托基金（ASTF）是粮农组织倡议和伙伴关系中由非洲主导的最成功的故事之一，展示了强有力的非
洲领导才能、政治意愿、承诺和团结能够取得的辉煌成就。

• 安哥拉
（于2012年加入）

• 中国
（新成员）

• 赤道几内亚
（于2012年加入）

• 斯威士兰
（新成员）

• 法国
（新成员）

• 津巴布韦
（新成员）

• 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

• 青年就业

• 气候变化

• 价值链与市场

• 食品安全、保障和营养

• 可持续粮食生产力

• 生计抵御能力

非洲团结信托基金资源伙伴 非洲团结信托基金主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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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的捐赠使粮农组织能够向受危机和灾难影响的最脆弱人群提供快速和高影响力的紧急援助，帮助本
组织在灾难发生后各种需求急剧成倍增长时，更迅速更敏捷地作出响应，并快速提升运作规模。

2019年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资源伙伴包括：

奥地利

6000美元

470.4万
美元

277.7万
美元

230.6 
万美元

29.4万美元 2000美元 2000美元1000美元
 

9.8万美元

比利时 加拿大 芬兰 法国 爱尔兰 荷兰 瑞典 瑞士

2019年工作亮点：

• 在南苏丹,旷日持久的危机继续驱动着人道主义需求，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水平。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供资
使粮农组织能够通过提供生计投入，迅速改善粮食生产；增加富含营养和维生素的蔬菜摄入；通过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和治疗推广活动
及能力建设来保护牲畜资产；支持及时获取粮食安全信息，以通过数据收集、监测和分析为决策制定提供依据。

• 在阿富汗，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供资帮助粮农组织对干旱和冲突造成的严峻人道主义需求做出有力反应。粮农组织迅速向种子无
保障的脆弱人群分发了紧急小麦生产工具包，并对农民进行了优秀小麦种植规范的培训，以求提升产量。通过需求分析和提高信息管
理系统效率，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亦加强了人道主义反应。

•  莫桑比克在2019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热带风暴，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供资使粮农组织得以迅速采购和分发
玉米和豆类种子及农用手工工具，从而恢复了17690户家庭的生计。粮农组织的干预提升了受飓风影响人群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 由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资助的3个项目在马拉维、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帮助预测和缓解厄尔尼诺现象所致干旱对最脆弱家庭的农
业生计和资产造成的影响。粮农组织通过一系列精心定制的早期行动，为这3个国家的12000多户家庭提供帮助，包括作物生产多样化，
分配农业工具和产品（包括家禽）及用于支持牲畜疫苗接种的现金，提供有关气候智能农业、节水和收获中/收获后技术的能力建设。

• 2019年，秋季粘虫的传播对东部非洲的农业生计和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供资使粮农组织能够通过在农
民田间学校为农民提供生物和机械控制方面的培训，迅速应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有害生物传播。

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

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SFERA）成立于2004年，使粮农组织能够针对粮食及农业威胁和紧急情况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

人道主义危机发生时，会丧失许多生产所必需的资产，比如种子、牲畜和渔具。粮农组织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受
灾农户生产其生存所需的粮食，并在加强抵御能力的同时，尽快重建生活和生计。

自2004年设立以来，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总计收到2.49亿美元的慷慨捐赠。

2019年，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共收到捐款1870万美元。

应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有3个组成部分：

流动资金：用于在资源伙伴做出承诺
后立即预付资金，以采购投入品，从
而保护生计、重新启动农业活动或促
进对危机的快速应对。

周转基金：用于支持粮农组织参与需
求评估、制定计划、尽早成立应急国
别小组、加强能力建设、以及大规模
（3级）紧急情况防备和应对行动。

计划部分：旨在支持大规模紧急情况
应对计划框架，或通过“农业投入物
应对能力”窗口及本组织预警触发的
早期行动，为现有计划提供战略性
补充。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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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退化 气候变化适应

化学品和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

缓解气候
变化

可持续森林
管理

国际水体

生物多样性

影响计划

USD
864 M

按重点领域分列的粮农组织-全球环境
基金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按区域分列粮农组织-全球环境基金组合 

全球环境基金

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期间，为解决最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
设立了全球环境基金（GEF）。自那时以来，全球环境基金已
提供了超过190亿美元的赠款，并筹集了额外的1000亿美元，
为170个国家的4700多个项目共同供资。 

在过去的20年中，粮农组织和全球环境基金加深了相互伙伴
关系，共同探讨农业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今时
今日，全球环境基金已成为粮农组织自愿捐款的第三大捐助
方，双方共同努力，致力于减少粮食和纤维及其价值链生产
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带来的挑战，粮农组织确保我们的工作与国际气候融资的动态发展保持一致， 
并与各主要全球性基金开展合作。

迄今为止，粮农组织已从全球环境基金筹集到近9.4亿美
元赠款（包括为已完成项目提供的7600万美元），目前有
8.64亿美元专门用于支持在130多个国家开展核准概念和

运作中项目（总计191个）。

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7次充资期（GEF-7）于2018年6月正式启动，在此后3届每半年定期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中共批准了3项
工作计划。时至今日，GEF-7尚未过半，已筹集到2.53亿美元，超过GEF-6期间筹集的资源总值（2.46亿美元）。

欧洲和中亚

近东和北部
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非洲

34%

28%

21%
17%

10%

9%

5%
5%

5%

跨区域

5%

7%

26%

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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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牵头的项目致力于：

• 在萨尔瓦多，通过综合性景观方法（RECLIMA），提高弱势家庭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 在巴拉圭，打击森林砍伐，增强农民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复原力（PROEZA）；

• 在智利，通过基于成果的支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在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对森林和牧场的气候投资，促进碳固存；

• 在尼泊尔，将气候复原力纳入脆弱生态系统的主流；

• 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增强农民的气候适应能力。

2019年工作亮点：

• 2019年，粮农组织是有史以来首家获得绿色气候基金认证的实体，在执董会批准后的24小时内与绿色气候基金签署了针对巴基斯坦供
资计划的“供资活动协定”。

• 粮农组织作为绿色气候基金准备交付伙伴的作用已大大提高，成员国越来越多地请求本组织提供支持，通过绿色气候基金的“准备和
筹备支持计划”获取适应规划资金。2019年，15份由粮农组织牵头的准备工作提案获批，而2018年为8份，2017年为3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获批的准备工作提案覆盖面

危地马拉 •

摩尔多瓦共和国 • 
北马其顿 •

冈比亚 •尼加拉瓜 •

圭亚那 • 赤道几内亚 •

缅甸 •

• 智利

• 塞内加尔 • 乍得

• 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 
• 叙利亚

• 伊朗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阿富汗

• 肯尼亚
• 刚果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区域准备 
  （东欧和中亚）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

• 布基纳法索
• 喀麦隆

•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绿色气候基金

绿色气候基金是主要全球性基金，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行动出资。该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以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适应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绿色气候基金旨在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促进向低排放和具有气候适应力的发展路径转型。

在过去两年中，粮农组织与绿色气候基金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壮大，本组织的绿色气候基金项目组合实现了加速增长。
受援国越来越多地寻求气候融资以开发其长期战略性发展的能力，粮农组织在帮助各国筹集和利用大笔气候融资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粮农组织与绿色气候基金（GCF）的伙伴关系于2019年取得了势头强劲的进展。

经绿色气候基金批准的由粮农组
织牵头的供资提案数目从2018年
的两份增加到2019年的6份

迄今为止，粮农组织的绿色气候基金组合总额为4.42亿美元 
（包括由粮农组织牵头的供资提案及“准备和筹备计划”）， 

其中2.29亿美元由绿色气候基金赠款出资。



23

@粮农组织



24

粮农组织向旨在实现其在农业、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国家自主贡献（NDC）承诺的国家提供扎实的技术支持。实现REDD+需要
采取跨境和跨国的全球性方法。粮农组织支持各国为实现REDD+成果而做出的努力，促进一系列广泛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计划，并
与多个资源伙伴合作，包括联合国-REDD计划、中部非洲森林计划、世界银行、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丹麦，欧洲联盟
（EU）、德国、日本、卢森堡、挪威、西班牙和瑞典。

2019年，粮农组织帮助4个国家通过REDD+获得基于成果的支付，同时进一步支持40个国家为实现REDD+制定其森林监测系统。粮农
组织亦协助30个国家规划和实施其REDD+减缓行动，粮农组织的贡献在这些国家的REDD+战略和国家自主贡献中均有所体现。

截止2019年，在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提交森林排放参考水平的39个国
家中，粮农组织已为其中超过75%的国家提
供了支持

在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提交的50份REDD+ 衡量、报告和核实中，
有70%得到了粮农组织的直接支持，许多其
他衡量、报告和核实亦自主使用了粮农组
织的Open Foris软件平台

2019年工作亮点：

• 在智利，绿色气候基金批准了在粮农组织支持下提交的价值6300万美元的REDD+ 基于成果的支付供资提案，2014-2016年期间实现减排
量为184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所得款项将用于恢复和保护本地森林，并改善该国某些最脆弱社区和地区的生计。

• 在西部非洲，粮农组织与瑞典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合作，动员政治、机构、财政和技术支持，以解决15个西非国家的跨
界森林问题。

• 在洪都拉斯，粮农组织继续与妇女及农村和土著青年合作，通过提高生产率、提倡企业家精神和提供技术能力，促进森林的保护和负
责任使用。该项目旨在减少2000个家庭的贫困现象。

•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省，粮农组织加强了林业与农业之间的联系，以支持参与性和包容综合景观规划。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REDD+）倡议激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源于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并在加强当地生计和生态系统
服务的同时，促进森林保护以及森林碳储量的可持续管理和增加。能够展示REDD+成果的国家可以获得基于成果的支付（RBP），
并利用这些资金在《巴黎协定》和《2030年议程》的范围内，进一步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粮农组织在林业和土地利用部门提供的技术援助对于建立国家森林监测机构能力，REDD+成果的衡量、报告和核实（MRV）以及协
助发展中国家设计和实施REDD+战略、行动和投资计划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粮农组织支持各国努力制止毁林和森林退化，同时鼓励采取合作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2019年期间交付的总资源额高达2690万美元，新批准提案资金额也达到3400万美元，如果将最近批准的智利
和尼泊尔绿色气候基金项目也包括在内，则新批准提案资金额为1.4亿美元。

“UN–REDD计划”是联合国各机构间合作的一项旗舰计划，于2008年启动，以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署的
相对优势为基础，作为全球应对毁林和森林退化问题的知识和支持中心。对粮农组织而言，该方案具有催化剂作用，也就是利

用300万美元的年度交付预算筹集到目前已超过1.4亿美元的资金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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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Sebastián Vi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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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19%18%

1 指的是2019年期间，通过自愿捐款出资实施的计划/项目的总支出。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技术合作计划

技术合作计划是粮农组织正常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帮助各国在改善国家粮食安全和减轻贫困方面产生持久性的影响。
技术合作计划项目协助解决与作物生产、畜牧、渔业和水产养殖、林业、营养、粮食安全、农村发展以及各国国家规划框架明确
规定的其他领域相关技术问题。

技术合作计划（TCP）通过有针对性和催化性的短期项目，为成员提供粮农组织的专业知识及成员所需的具体技
术知识。

2019年，技术合作计划为998个项目共交付了6700万美元，并为458个项目批准了7900万美元。

_____________ 

按区域分列

交付项目 批准项目

6700万
美元 

7900万
美元

按战略目标分列批准项目2按战略目标分列交付项目1

14%
22%

40%
15%

33%

29%

12%

10%

13%

10%

1% 1%

欧洲和中亚
近东和北部

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非洲

11% 8%

40% 39%

跨区域

7% 9%

2% 3%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
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
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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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准专业官员（APO）计划是一项独特的机制，帮助本组织的资源合作伙伴赞助青年人才学习进修，让他们有机会在国际环
境中以实现零饥饿为目标共同携手合作。粮农组织APO计划自1954年启动以来，为许多国家的青年人才提供了在各式不同的工作环
境中动手实践的专业经验，使他们能够在经验丰富的粮农组织工作人员监督下运用自己的真才学识和专业知识。资源伙伴负责为
本国派遣的APO出资，某些其他伙伴也为第三国的参与者出资。

粮农组织的全球实习、志愿和研习计划（IVF）为学生、应届毕业生、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学习和专业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为本组
织增添了宝贵的专业能力。2019年，粮农组织继续扩大新机构赞助方伙伴关系，促进青年人与粮农组织的专业互动，以实现零饥
饿世界为目标。本组织继续开展外联活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更具凝聚力和全球性的实习、志愿和研习计划。

800万   800万

* 工作地点包括员工和编外人力资源所在的所有地点，也包括居家工作的员工。

粮农组织的12500多名员工分布
在全球640个地点*

2019年，全球实习、志愿和研习计划吸
引了来自 

84个成员国的397名参与者，分布在72
个工作地点

 

2019年，来自10个国家的 
43名APO分别在 
9个地点开展工作

大约49% 
的员工在  
现场工作

2019年，与赞助伙伴签署了 
21项新协议

53%的员工为女性， 
47%为男性

2019年，33%的参与者由 
外部资金出资赞助 

按资源伙伴分列2019年批准项目 按战略目标分列2019年批准项目

法国0.5%

瑞典1% 比利时0.5%

中国33%

德国18%

西班牙5%

瑞士3%

日本20%

荷兰19%

人力资源

粮农组织拥有范围广博的技术专长和技能，能够帮助各国和社区应对各种发展挑战。脚踏实地通过实际项目来充分利用和分享专
业知识，对于战胜全球饥饿是至关重要的。 

粮农组织附加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其人力资源，这些宝贵的人才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技术专长及其
对发展的奉献精神。

其他 31%

1%

13% 20%

3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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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伙伴关系与联盟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零饥饿需要全球协调努力，并非任何单一区域、国家或组织
独自力所能及。这需要所有现有和潜在合作伙伴共同采取协同行动，凸显了跨国
界和跨部门团结意愿的重要性。

©粮农组织/Danfung D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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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常设机构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互联网信
息中心共同组织举办了第3届年度全球减贫伙伴国际
研讨会。 

2019年5月15日在罗马召开的会议强调了技术创新在促进包容
性发展、粮食安全、营养、可持续农业、性别平等和农村减
贫方面发挥的作用。2019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强
调了通过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SSTC）分享有关促进小农融
入的社会保护知识的重要性。此外，首届非洲研讨会于2019
年11月29日在乌干达坎帕拉举行，届时3个罗马常设机构组织
举办了一场平行会议，即年度中非合作论坛（FOCAC）—减贫
与发展大会。

作为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的努力，粮农组织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发起了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
（UNDFF）（2019-2028年），旨在加强对家庭农民的

支持。该倡议及其附带的全球行动计划旨在创造有利的环
境，巩固家庭农民的地位，并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对粮食安
全和营养以及对健康、复原力和可持续未来的贡献。5月份召
开的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全球发布会有448人参加，包括216
名家庭农民、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代表以及来自113
个国家的232名代表。10月25-27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了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倡议发布会，利益相关方在发布会上
明确了在区域层面制定和促进集体和协调行动的机会。粮农
组织致力于寻求改善该部门获得资源的渠道、加强生产者组
织、促进农村社区参与发展战略、并创造协同作用，以改善
全球家庭农民及其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是全球领先的包容性国
际和政府间平台，促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
确保所有人的粮食安全和充足营养。2019年， 

罗马常设机构继续向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及其各个工
作流提供技术专长、财政和战略支持，并主动推广作为加快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工具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政策产品。
主题为“加快实现目标2，以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世
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6届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14-18日在罗
马举行，出席人数高达51670人，创下新纪录。世界粮食安全
委员会批准了其2020-2023年战略工作计划，包括有关粮食系
统和营养的主题工作流；农业生态和其他创新方法；性别平
等和妇女赋权；青年在农业和粮食系统中的参与和就业；数
据收集和分析工具；以及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减少不平等
现象。

2019年，在全球约150个国家举办了400多项活动 
（与2018年相比增长了25%），提升世界粮食日
（WFD）品牌，提高各界对饥饿人群的意识并采取行

动，并确保满足所有人对健康饮食的需求。作为10月16日举
行的2019年世界粮食日庆祝活动之一，在日本东京联合国大
学举办了“为了一个零饥饿世界—行动造就未来”活动。这
次活动由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
日本农林水产省共同组织，由日本外务省赞助。活动吸引了
130多名参加者，包括来自政府、私营部门、研究组织和大
学、民间社会和青年代表，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
（包括粮食损失和浪费）的讨论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加强了
罗马常设机构之间的合作。

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就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更广泛的《2030年议程》建立伙伴关系的呼吁做出
了回应。2018年，这些罗马常设机构（RBA）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谅解备忘录（MoU），各机构均承诺利用其特有的专长和优势来
实现集体成果和共同目标，从而能够在多年时间框架内充分利用每一个机构的相对优势。

在2019年5月的高级咨询小组（SCG）会议上，高级咨询小组成员一致批准了罗马常设机构联合行动计划，实施2019/20年谅解备忘
录的主要条款。“罗马常设机构行动计划”为一份管理工作文件，旨在指导、监督和进一步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提高效力和
影响力。

2019年，各罗马常设机构继续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参与协调行动，以借鉴良好做法、经验教训、创新解决方案和效率为基
础，推进新战略、计划和活动，从而加强对成员国的支持，并在当地取得更卓越的成果。

联合国罗马常设机构

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总体职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携手执
行《2030年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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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领导实施联合
国“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年）倡议。该倡议
通过建立“行动网络“来支持各国加强营养方面的

合作，这些网络是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开展工作的国家之间
建立的非正式联盟，旨在加快和协调“营养十年工作计划”
的行动步骤。2019年，网络使各国在通过政策和立法改善所
有人的粮食供给、饮食和营养的大背景下，交流知识和良好
做法，展示成功和挑战，并提供相互支持，以加快具体领域
的进展。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于2019年7月召集了关于可
持续健康饮食的技术磋商会，以支持实现健康和福祉目标，
同时亦考虑有关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证据。磋商会
制定了可持续健康饮食指导原则，为“营养十年”行动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指导。

201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起了一项协调
研究项目，名为“鉴定具有抗病性的咖啡和香蕉突
变体的有效筛选技术”。就香蕉而言，该项目识别

了尖孢镰刀菌古巴专化型霉菌杀伤香蕉的迫在眉睫威胁，这种
霉菌称为热带四号（TR4）。在粮农组织先前开展的工作基础
上，目前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生产抗TR4香蕉，正在开发具
有TR4抵抗性的新突变诱导和筛选技术。中国已经产生了候选
TR4抗性，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已经
开发了候选TR4耐受突变体。2020年，将在一本开放获取的书
中发布12个协议和方法，更广泛地在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
构成员国之间传播。这些组织之间的其他举措增强了当地检
测、监视和抑制果蝇物种的能力，果蝇给非洲和其他区域园艺
业带来了不容忽略的有害生物威胁。2019年，粮农组织和国际
原子能机构在设计和构建果蝇大规模饲养设施方面为毛里求斯
提供了咨询，并帮助该国采购和安装Cobalt-60辐照器，以抑
制果蝇的繁殖活动。也为尼日尔开展了有关果蝇的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

随着全球贸易和旅行业日益扩展，人畜共患病在全
球范围内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都越来越重要，某些
人畜共患病亦具有大流行的潜在威胁。粮农组织开

展的工作已经预见了诸如COVID–19这样的大流行涌现，但要
应对此类威胁，必须遵循多部门的“同一个健康”方法，在
各部门之间开展协作、协调、沟通和一致行动。粮农组织与
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密切合作，促进跨
部门工作，以应对动物-人-环境界面中新涌现和已存在的人
畜共患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包括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并提供有关如何限制风险的指导。三方组织于2019年3月发布
了一份指南，题为“采取多部门、同一个健康方针：帮助各
国应对人畜共患病三方合作指南”，以增强各国应对全球卫
生威胁的能力，协助全球三方预警系统和应急管理中心
（EMC），协调处理威胁粮食安全、动物和人类健康的重大人
畜共患病和动物健康事件。

2018年，欧盟和粮农组织签署了一项伙伴关系计
划，实施运作“抗击粮食危机全球网络”。该网络
旨在以可持续方式解决粮食危机，并有望对人道主

义-发展-和平关系产生催化作用。由于粮农组织、世界粮食
计划署、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OCHA) 和中央应急基
金（CERF）在预期行动方面更进一步的参与，非洲联盟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在复原力衡量方面所做的工作，该计划向最需
要的人群提供了有关粮食安全、复原力和风险分析方面的技
术援助。截至2019年，除了在6个国家开展的“抵御能力指数
测量和分析” 
能力建设活动之外，该计划还支持了19项“粮食安全阶段综
合分类”（IPC）分析，并在17个国家开展了18次培训活动。
该计划亦在埃塞俄比亚构建了一个数据设施，开展了首次粮
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分析。

2018年，在做出“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主张并认识到《2030年议程》是推动变革的主要动力后，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雄心勃
勃的改革议程，包括改革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管理和预算设置及其各项可持续发展行动。改革的主要产品是设计一个更有
效、更具凝聚力和负责任的联合国发展系统，既注重结果，又能够成功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项工作的关键是加
强伙伴关系，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联合工作，确保与各国政府的发展重点和战略保持一致。

其他联合国机构

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密切合作，成果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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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预警早期行动”（EWEA）计划，也称为 
“预期行动”（AA）在2019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全球范围内，计划大力倡导相关领域的合作伙伴

共同协助，并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启动网络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一道成立
了“早期行动焦点工作组”。此外，计划还支持中央应急基
金开展早期预警早期行动/预期行动试点工作，并在索马里启
动了第一个试点项目。在国家层面，2019年初在巴基斯坦建
立了一个早期预警早期行动/预期行动系统。

2019年11月26日，粮农组织与国际移民组织（IOM）
和联合国人居署一道在埃及开罗组织了一场“加强
城乡统筹移民治理区域讲习班”。为期3天的讲习班

促进了中东和北部非洲区域国家之间的政策对话，促进政策
制定，通过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农业转型来解决移徙带来的不
利影响。此外，讲习班也为各国提供了平台，展示其最佳做
法，及其为加强地方层面城乡移徙管理所做出的努力。

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给土耳其的粮食系统和社会经
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土耳其政府给
予了投资，但受临时保护的叙利亚人（SuTPs）仍然

不得不依赖国际人道主义的援助。自2017年以来，粮农组织
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共实施了3个项目，旨在通过一项
职业培训计划提高受临时保护的叙利亚人和收容社区的技
能。该计划通过促进生计多样化和提高粮食、农业和畜牧部
门就业机会，提升受培训群体的复原力。计划还培养了两个
社区之间的良好关系，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为该地区的社会
稳定做出了贡献。

在2019年8月的第7届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
上，粮农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非
洲联盟与众多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了“非洲青年

的机会：加快非洲农业和农业企业青年就业”旗舰倡议，旨
在通过为非洲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善商业生态系
统。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对农村地区的发展给予负责任的
农业投资，以减少城乡差距，是这一举措的核心所在。

由于暴力事件日益升级，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
州已沦落为一个流离失所、危险和粮食不安全的地
区。除了无法获得足够的农业生产土地之外，供水

不足和不良卫生条件也进一步威胁到粮食和营养，疟疾、霍
乱和腹泻等疾病的流行就足以证明了这个问题。粮农组织、
联合国妇女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实施一项“联合行动计
划”，以环境友好和可持续的方式减少营养不良，增强受冲
突影响人口和公共部门机构的复原力。提升对基本服务、生
产性资产、紧急粮食援助和生计机会的获得对现有伙伴关系
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019年9月，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续签了双方之间的正式合作协议，该协议始于1977
年，届时粮农组织总干事与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

签署了一份双方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一个关键点为“一个地
球网络”，这是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伙伴关系，在全球拥
有650多个成员。该网络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目标12的资金增
长200%，通过预防、减少、回收和再利用降低20%的废弃物生
成，并减少25%的食物浪费和损失。

@粮农组织/Farooq Na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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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年期间，由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联合实施的“将农业纳入国家适应计划
（NAP-Ag）”帮助11个国家确定了与农业相关的气

候适应措施，并将其纳入本国适应计划和预算流程中。在这
一强大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双方现已共同启动了一项新的
2000万欧元计划，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上推
出，题为“通过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适应计划，拓展有关土
地使用和农业部门在气候方面的雄心壮志（SCALA）”，在
2020-2025年期间为至少12个国家建立适应能力和实施低排放
重点项目提供支持。

2019年7月，粮农组织与其他5个联合国机构（国际
电信联盟（ITU）、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道

与尼日尔政府签署了意向书，支持该国的 
“智能村庄”项目，这是农村发展的一扇大门，旨在通过在
卫生、教育、农业和商业等领域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解决方
案和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一举措充分
展示了联合国各机构如何本着“联合国一体化”的原则，共
同携手努力，发挥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的承诺和潜力。粮农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通过双方在2019
年10月签署的新谅解备忘录，更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在全球层
面的数字农业战略伙伴关系。

由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主持，粮农组织
担任秘书处的业务创新小组旨在支持、监测和报
告“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改革工作，以期通过高效

和高质量的后台服务，最大限度提高全球和国家两个层面的
计划收益。粮农组织于2019年8月签署的“互认声明”以及关
于客户满意度、成本和价格的商定原则，旨在使联合国实体
能够逐步利用或依赖其他实体的政策、程序、系统、合同和
运作机制，通过共享服务鼓励更广泛的协作和运营敏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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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工作亮点：

• 在大约130个国家交付支持服务。投资设计占工作量的30%，项
目实施占58%，政策支持占12%。

• 提供的政策支持项目包括13项农业战略、10项政策研究、29项
部门研究以及15项公私部门政策对话。

• 协助7个国家设计绿色气候基金资金提案。此外，绿色气候
基金批准了我们在2018年设计的两项提案：一项在巴基斯坦
（4700万美元），另一项在吉尔吉斯共和国（5000万美元）。

• 支持资源筹集工作，包括亚洲的3个单边信托基金（都在孟加
拉国）和非洲的3个单边信托基金（分别在布基纳法索、尼日
尔和津巴布韦）。

• 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开展工作，包括制定12项技术援助任务，
支持私营部门在所在国投资。

• 为15个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提供有关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
计划的项目提案。

• 为混合融资干预措施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并根据AgrIntel计划
为3个影响基金评估了74项投资业务。

• 与伙伴合作，支持在农业中采用数字技术，包括设计拉丁美洲
的3项倡议和非洲的一项倡议。

按IFI合作伙伴划分投资价值 • 世界银行 
  41.45亿美元（20个项目）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13.05亿美元（7个项目）

• 绿色气候基金 
  9700万美元（2个项目）

• 美洲开发银行  
   9000万美元（1个项目）

• 非洲开发银行 
    7300万美元（1个项目）

• 加勒比开发银行 
   2000万美元（1个项目）

57亿美元

国际金融机构

粮农组织的国际金融机构长期合作伙伴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例如
本组织与绿色气候基金和欧洲联盟建立的新伙伴关系分别帮助促进发展了绿色金融和混合融资解决方案。粮农组织投资中心的多
学科团队提供一系列广泛的投资支持服务，从投资设计、实施和评估支持到政策咨询及农业战略、投资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开发。
该团队亦通过公私对话协助各国营造有利的私人投资环境。

“粮农组织投资中心的工作涉及所有战略目标，其全球影响力、专业专家资源及其与国际机构的大规模投资业务组合，为展示该
组织的专门知识和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从战略目标评价中总结的发现和经验教训，2019

粮农组织投资中心与各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他公共和私人行动方合作，帮助各国改善和扩大其在粮食安全、粮食
系统、气候智能农业、数字农业和混合融资等领域的投资业务。

__________________

按区域划分投资比例

2019年，投资中心帮助26个国家设计了32个由各国际金融机
构和国家政府出资的公共投资项目，总金额高达57亿美元。

欧洲和中亚

亚洲和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非洲

51%

20%

17%

12%

72%

23%

2%
2%

1%



35

融合公共和私营资源，实现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金融普惠性。

五分之四生活在农村社区的马里人无法获得开展经济活动所
需的资金。在粮农组织支持下，一项农村小额供资计划努力
改变这一问题，使大约50万低收入的马里农村人能够获得金
融服务。

第二个金融普惠项目是在粮农组织协助下制定的“农业部门
包容性融资”（INCLUSIF），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供资9500
万美元，旨在在2018-2024年期间拓展马里家庭农民的金融普
惠性。该项目的目标包括增加家庭收入、支持青年就业、以
及改善拉库斯特地区农牧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粮食安全。

投资中心于2009年牵头主导了该计划的原始设计，并于2017
年继续支持其贯彻实施。该中心不仅帮助制定了一种行之有
效的金融普惠方法，还协助政府建立了可行的再融资机制，
增强了参与的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

这种再融资机制是马里金融业的一项重大创新，因为它帮助
了小额信贷机构获得优惠贷款，为农村储蓄不足和波动提供
了长期对策，并为农村小额信贷机构进入金融市场所面临的
挑战提供了可持续的替代解决方法。该方案的经验教训突出
表明，如果能采纳专门针对农村金融系统的可持续再融资机
制，则将有望在农村贫困人口中实现金融普惠。这些范例充
分说明，如果公共部门能够帮助摆脱农村融资的风险，对仍
然缺乏融资机会的数百万农村人民来说是个好势头。

成果

• 由于该计划的参与式做法，小额信贷机构为约4000个群体中
的10.5万农村妇女提供了支持与帮助。她们获得了有关金融知
识、商业计划制定、与金融机构建立网络、以及管理支持方面
的培训。

• 该计划还通过实施已调整的管理信息系统，提供有关农业和农
村金融方法、工具和量身定制金融产品的培训，以及引入有关
营养、良好卫生清洁、实用识字能力等教育，提升了15家小额
信贷机构的能力，使之专业化。 

可持续性

• 该计划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对小额信贷部门进行重组整合，以确
保其符合新的法则规定。这有助于提高机构治理、报告和内部
质量控制。

• 该项目使马里的农业发展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今开
发的新项目通常会在开展活动时使用这种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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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更多实施支持包括：

 

粮农组织与非洲开发银行（AfDB）和世界渔业中心
合作，支持赞比亚渔业和畜牧部实施赞比亚水产养
殖企业发展项目。非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支持包括给

赞比亚共和国提供贷款，以增加水产养殖产量，并在水产养
殖价值链中为青年和妇女创造就业机会。更具体地说，该项
目（i）支持和促进可靠准入高质量投入和产出市场；（ii）
提供价格具竞争力的风险分担方式；及（iii）支持兴建赋能
基础设施。粮农组织通过提供有关水产养殖技术、加工技术
和鱼类健康问题的技术援助为该项目提供支持，同时亦通过
与世界渔业中心和各国大学合作来支持研究和知识开发。

 
 

在厄瓜多尔，粮农组织与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
建立伙伴关系，旨在确保实施重点加强脆弱人群和
生态系统适应力的各个项目，同时亦关注改善农业

生产。粮农组织在这项合作下筹集了230万美元，为设计和实
施创新融资机制以适应农业部门气候变化提供了专业知识。
粮农组织作为执行实体，在项目的4年执行期间（2020-2023
年）提供技术专长和业务能力。

 
 

粮农组织大力支持在“加强农村金融能力建设
（CABFIN）”框架下针对农村和农业金融从业者的
高度专业化培训—“农村和农业金融计划”

（RAFP）。该框架由粮农组织与援助贫困者协商小组、德国
技术合作公司（GIZ）、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与巨石小额信贷研究
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开发。计划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村和
农业金融专家，代表小额信贷机构、农村银行、中央银行、
政府部门、捐助机构、投资者和发展机构等团体。通过英
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计划，农村和农业融资计划不仅放眼全
球，而且特别关注非洲法语国家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
专业人员。目的是通过提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使农村
中小型企业（SME）、小农和其他农业食品价值链参与者获得
金融服务。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Luis 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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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粮农组织参与了29个伙伴关系，其中9个是新构建
的，另外20个是现有伙伴关系。他们拥有共同的平台、计
划、联盟和议程，是促成一致采取行动、加速与全球饥饿抗
争的渠道。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和介入规划决策制定（包括考
虑边缘人群的意见）可以加强干预措施的长期成功性，同时
又能够确保不让任何人落下。 
 
私营部门和生产者组织 
粮农组织认为私营部门和生产者组织是战胜饥饿的关键盟
友。必须通过包容和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共同努力和一致行
动，扩展成功计划，才能消除饥饿、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与私营部门现有协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重点：

 

 
 
 
 
 
 
 
 
 

粮农组织与ENEL、DANONE、全球豆类联盟（GPC）、 
Al-Sulaiteen农业科研培训中心（SARSTC）、韩国
电信，种子&芯片、世界肥胖联盟及全球改善营养联

盟（GAIN）立定了新协议。

粮农组织开发了一个称为“牧民知识中心”的新网
络，为激发对话和牧民发展创造协同增效作用。该
倡议最初由德国出资，之后西班牙和国际农业发展

基金等其他利益相关方亦给予资助，为国际、区域、国家和
政府间组织、公共机构、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和研究中
心提供了一个平台，分享有关畜牧业的主要成果，并有助于
未来举办联合活动。该倡议通过社区对话和区域会议，为8个
区域牧民组织提供支持，包括东部和南部非洲牧民网络。它
还提出了8项政策建议，并在超过25个决策过程中代表了牧民
的声音。

数字创新对话论坛于2019年初启动，旨在通过公开
和非正式的讨论来加强多学科创新从业者与粮农组
织同行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相互学习。迄今为止已举

办8场对话，共有600余人在现场或在线参加讨论，内容涵盖
诸如数字智能平台、人工智能产品、区块链和地理空间技术、
数字转型中的性别平等、农民数字身份和数据所有权、以及
中国数字农业和数字村经验等主题。参与合作伙伴包括阿里
云、IBM气象部门The Weather Company、ESRI、巴西国家电
信局、Gartner、中国农业农村部、以及各颠覆性技术公司。
粮农组织还创建了数字农业和创新中心，赋权予农村创新者
和农业综合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和工具来应对发展挑战。粮
农组织在亚洲与中国浙江大学和韩国电信合作，在非洲与瓦
赫宁根大学和其他声名卓著的伙伴共同努力，制定针对非洲的
SmartAgriHub提案，加速和扩展农业食品中的数字创新系统。 
 
议会议员 
粮食安全和营养改善归功于诸多相关政策的实施，也是许许
多多行动方不辞劳苦、辛勤耕耘的结晶。粮农组织支持各国
议会议员制定具体的本国法律，并为他们提供技术信息和统
计数据，为对话和交流创建论坛。

粮农组织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参议院、绍拉和同等
理事会协会一起，于2019年11月7-9日在摩洛哥拉巴
特组织召开了议会网络和粮食安全挑战国际研讨会

以及关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粮食安全议会网络首次会议。为期
3天的高级别政策对话和议会联盟技术讲习班为立法者提供了
可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主题和工具概述。会议以签
署《拉巴特粮食安全宣言》告终，与会者在宣言中承诺了在本
部门中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责任。

意大利反对饥饿与营养不良联盟议会小组于2019年
10月召开了首届会议。该小组旨在与意大利议会携
手并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特别是

通过立定有关有机农业、生物多样性、农民/家庭农业、农业
创新、食物浪费等方面的立法，并强调地中海饮食习惯。

非洲-拉丁美洲议会论坛和中部非洲议会粮食安全与
营养联盟网络于2019年11月成立，旨在为开展建设
性互动对话提供体制空间，并为旨在促进区域一体

化和南南合作的议会工作提供平台。

6%

19% 19%
13% 16%

90%

非国家行动方

粮农组织是所有致力于消除饥饿人士的坚定合作伙伴，包括各民间社会、议会议员、私营部门、合作社以及学
术界和科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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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与科研单位 
粮农组织与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合作，调动知识和创新、增强
能力、为政策进程提供循证解决方案，并与学术界分享本组
织的经验。  
 

粮农组织与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兽医和生物医学科学
学院合作，汇集各公共卫生机构和传染病动物研究
所，实施“在职应用流行病学培训（ISAVET）”。

该伙伴关系使用“同一个健康”方法，成功试点了适应当地
情况的双语培训，提升非洲动物卫生工作者的能力。2019
年，在美国财政支持下，在职应用流行病学培训在14个非洲
国家培训了45名学员和120名未来的国家级培训师和导师。这
项合作提升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应急准备、意识和倡导水
平，并提高了对主办在职应用流行病学培训活动的兴趣。

2019年5月，华盛顿大学、可持续渔业伙伴关系、海
洋管理委员会和FORTH参加了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
11届渔业资源监测系统（FIRMS）指导委员会会议

（FSC11），并向委员会提交了他们的合作安排。FIRMS秘书
处由粮农组织主持，提供有关渔业和资源全球状况及趋势的
各种高质量信息。FSC11批准的治理模式意味着FIRMS伙伴关
系能够与法国发展研究所合作，主导以下各方面的尖端科研
工作：（i）全球种群和渔业记录（GRSF）及（ii）金枪鱼和
金枪鱼类似物种全球图集（金枪鱼图集）。

由全球植物育种能力建设伙伴关系计划（GIPB）开
发的移动设备兼容的修订预育电子学习课程于2019
年推出。该培训增强了基因库管理者和植物育种者

的能力，共同开发来自非适应亲本的具有新性状的中间育种
材料。该课程由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出资，并由粮农组
织、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GIBP共同赞助。

2019年，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哥伦比亚
洛斯安第斯大学德萨洛洛经济中心合作，利用各种
分析切入点（包括个人、家庭、村庄和机构层面），

对阐明社会保护和农村发展干预措施的效益展开了研究。该
项目旨在为决策者和捐助者提供证据，提升其计划设计、排
序和机构设计能力，通过帮助小农户提高生产力以及与价值
链和市场更好的挂钩，来支持农村贫困人口减贫，并最终成
为农村转型的有效推动者。

粮农组织致力于支持其对粮食和农业理解所产生的
影响，并使用开放数据解决方案与其他组织合作。
多语言文献存储库国际农业科学技术信息系统

（AGRIS）现拥有来自145个国家的450多名数据提供者，年度
访问量超过1000万次。2019年，110名数据提供者提供了130
万条记录，使存储库记录总条目数增加到1100万条。结合新
的开放数据集倡议，全新AGRIS界面为农业投资、创新和政策
提供了信息，推动了向农业部门可持续性发展的转型。本组
织通过全球农业联机研究检索系统（AGORA）计划，继续努力
发展成员国机构能力，该计划的在线可用资源高达10.5万
条。随着4000余名参与者参加面对面和网络培训活动，300个
新组织于2019年在Research4Life网站注册。粮农组织通过
AGROVOC支持资源和存储库之间的互操作性，AGROVOC是一个
受控词汇平台，每年登录次数超过2800万次。目前，AGROVOC
拥有36700个概念，以35种语言提供74万条术语。2019
年，AGORA、AGROVOC和AGRIS的总用户流量高达3500万。

非国家行动方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Petterik Wig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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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挑战，它们也拥有创新的本土解决方案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从而加速农
业转型和可持续农村发展。

南南合作指的是全球南方各国之间相互分享和交流重要的发展解决方案，包括知识、经验、良好做法、政策、技术、工具和资
源。而三方合作是指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与第三方共同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后者通常是发达国家/传统资源伙伴、新兴经济发
展国家或多边组织。为响应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需求，2019年，这两个合作机制继续扩大粮农组织成员之
间的交叉学习活动和相互援助。

9月6日，罗马常设机构在意大利罗马共同庆祝了
2019年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主题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2，不让任何人落下—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

高级别会议（BAPA+40）后，为罗马常设机构提供促成南南合
作及三方合作的机会”。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举行的循证
活动展示了3个机构如何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惠及
农村人口的一些实质性做法，特别是给最脆弱的社区和小农
户带来的益处。活动还重点关注了罗马常设机构通过南南合
作和三方合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做出的贡献，及其如何
计划实施BAPA+40高级别会议（2019）的成果文件。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因为它提供了
促进变革和转型的创新模式”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11月25-27日，粮农组织在乌干达坎帕拉组织了 
“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成立10周年以及南
南和三方合作的未来前景”研讨会。来自28个国家

的100多名国际参与者（代表政府、学术界、国际和区域组
织、联合国机构、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农民组织和计划受
益者）参加了此次活动，提升了由粮农组织推动的农业领域
南南合作在全球范围的可视度，特别是粮农组织－中国南南
合作计划产生的深远影响。研讨会亮点包括乌干达共和国总
统发表的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启迪、包容和创新：粮农组
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2009-19年）”报告，展示了该计划
在过去10年中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推出的创新，直接使撒哈拉
以南非洲和亚洲12个发展中国家7万多人受益。

粮农组织通过分享自主开发、可持续、可复制和可
扩展的现有解决方案，加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能力。本组织正在实施德国出资赞助的“迈向

可持续生物经济准则”项目，准则为各国制定可持续和循环
生物经济战略和计划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拓展了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和生物经济良好做法。自2015年以来，粮农组织坚
持不懈，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生物经济的国际工作，包括
通过出色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范例多方利益相关者—国际
可持续生物经济工作组—来促进知识和经验共享；以及为决
策者和直接从事生物经济活动的人士开发和共享知识产品。
在2019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南南合
作办公室推出了“在《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大背景下，发展生物经济南南和三方合作”出版物，以
粮农组织的生物经济项目作为解决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精选案例研究。

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

@粮农组织/Gustave Ntar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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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粮农组织在2019年取得的成果

粮农组织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尽可能拉近我们与成员之间
的距离。通过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粮农组织把现场与国家、区域
和全球举措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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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粮农组织充分利用
其独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
作，协助各国实施《2030年议程》。通过实施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辅相成的战略框架，粮农组织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3个层面开展大型项目和倡
议，在3个层面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确保不让任
何人落下。

以下内容和工作亮点介绍了粮农组织工作对基层
产生的重大影响，反映了本组织在2019年期间开
展的活动主题和地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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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粮农组织和许多其他机构多年来坚持不懈，为战胜非洲的
饥饿现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非洲仍未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2的要求。营养不良现象持续上升，现已波及20%的非洲人口。
此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水果、蔬菜、谷物和豆类等粮食损
失严重。大多数青年人就业于非正规经济，67%的青年员工生
活在贫困中。更棘手的问题是，非洲气候条件的变化对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威胁愈来愈大，特别是在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
业的国家，而且给妇女带来的影响往往要更大。性别差距依然
是增强妇女权能面临的主要挑战，也限制了她们的发展。

如欲实现一个零饥饿的非洲，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必须共同
努力，解决饥饿和贫困的根源。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抗
争该区域营养不良问题发挥关键性作用，必须通过投资来创
造就业机会，支持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加入劳动行列。此
外，在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和复原力建设中需要采取性别敏
感方法，在农业、价值链和贸易中赋予妇女权力将加速实现
《马拉博宣言》承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粮农组织的战略

粮农组织在非洲的工作计划将伙伴关系和投资结为一体，着
重于实现所有人的粮食安全，并确保人们能够定期适当地获
得高质量、有营养和安全的食品，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基
于对区域问题和趋势的深入跨部门和跨学科回顾，以及根据
非洲大陆的发展承诺，粮农组织通过3项区域举措开展工作：

• 非洲致力于在2025年前消除饥饿的承诺—加强政策、伙伴关系
和资源/投资，采取协调一致的干预措施，支持区域和国家为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所作的努力

• 可持续生产集约化和价值链发展—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粮食
系统转型议程

• 在非洲干旱地区增强抵御能力—加强粮食系统和脆弱农村社区
的复原力。

为了维持未来数年的工作，粮农组织在2019年为196个项目筹
集了4.24亿美元1

筹集了4.24亿
美元2

1  由粮农组织正常计划支付经费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不包括在本章节内。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1%
27 %

1%
2%

69%

非洲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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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亦包括来自法兰德斯合作的款项。

排名前列的资源合作伙伴 百万美元

美国 92

欧洲联盟 89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3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捐助者联合信托基金 2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8

德国 19

瑞典 15

全球环境基金 15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11

莫桑比克 10

日本 8

瑞士 7

比利时3 7

世界粮食计划署管理的信托基金 7

和平建设基金 7

安哥拉 6

荷兰 5

刚果 3

法国 3

刚果民主共和国 3

排名前列的计划所在国家 百万美元

索马里   97

莫桑比克   49

南苏丹   44

刚果民主共和国   41

津巴布韦   27

赞比亚   18

马拉维   15

中非共和国   15

安哥拉  14

乌干达   12

布隆迪   11

埃塞俄比亚   10

布基纳法索   6

利比里亚  6

喀麦隆   5

尼日利亚   4

马里   4

刚果   4

尼日尔   2

加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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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区域成就和活动举例：

• 两次讲习班（5月28-30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和11月
12-14日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帮助非洲联盟（AU）国家明确了
将粮食、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纳入各国战略计划主流的具体路
径，以实现《2030年议程》和《马拉博宣言》的共同愿景。

• 首次非洲粮食安全领导人对话（8月5/6日在卢旺达基加利）着
重于制定具体方法，加强和加速对非洲粮食安全计划的支持，
并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和协调来帮助非洲农业更好地适应气候变
化。这次讲习班与非洲联盟、非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汇集了250多位高层决策者，其中包括
28位部长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 有关使用FTT-Thiaroye技术进行鱼类加工和处理的区域能力建
设会议（9月25-27日在加纳埃尔米纳），赋权予来自撒哈拉以
南非洲28个国家的60名妇女和青年。

• “2050年非洲可持续畜牧业”项目吸引了来自6个非洲国家的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他们能够确定新兴牲畜源公共卫生挑战，
并相应地调整政策制定重点。

•  粮农组织索马里干旱行动计划惠及全国37个地区的71585个脆弱
家庭。为52435家农户提供了综合现金和生计援助一揽子计划，
另外亦有308848户家庭在全国范围的畜牧治疗活动中受益。

• 粮农组织在4月为中部非洲各国举办了关于农业价值链中的青
年就业和企业家精神次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支持制定国家行
动计划，以加速在农业综合企业中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

• 粮农组织参加了9月3-6日在加纳阿克拉举行的非洲绿色革命论
坛。来自89个国家的2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论坛，其中包括
国家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及非国家行动方。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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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于在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任何给定时间点运作的项目。
5 指的是2019年在该区域实施的计划/项目总支出。

2019年交付的工作：3.64亿美元，

支持非洲的520个项目5

粮农组织在非洲

安哥拉

刚果民主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布隆迪

卢旺达

肯尼亚

索马里

吉布提

乌干达

圣多美和普里西比

贝宁科特迪瓦塞拉利昂

几内亚比绍

马里

冈比亚

南苏丹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多哥利比里亚

几内亚

塞内加尔

佛得角共和国

布基纳法索

加纳

喀麦隆

赤道几内亚

加蓬

刚果

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赞比亚

津巴布韦

博茨瓦纳

斯威士兰

莱索托

次区域项目 区域项目

纳米比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科摩罗

莫桑比克

2019年开展的项目4



46

亮点

实施“粮食和营养安全影响、抵御能力、可持续性和转型”（FIRST）计划

在目标国家和区域，为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可持续农业开拓了更有利环境。

在尼日尔，FIRST支持3N倡议高级专员办事处制定了新的 
“国家营养安全政策”（PNSN），尼日尔政府于2018年11月
批准通过该政策，它能够促进多部门合作，反映了该国在解
决营养相关问题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国家营养安全政策现
在已然成为任何希望消除粮食不安全或营养不良的人士的“
参考框架”，囊括并协调所有相关努力。在FIRST的支持下，
通过参与性流程在2019年对该行动计划做了预算。干预措施
被定为工作重点，确保营养规划预算与出资部委预算保持一
致。FIRST还帮助提高了各部委人员对将营养问题纳入主流之
重要性的认识，并在各相关部委中建立了营养问题联络点。

成果

• FIRST在27个国家开展了59个政策流程。在FIRST支持下， 
2019年在7个国家制定并验证了总共8项政策、策略和投资计
划。自计划实施以来，FIRST已为19个国家共38项国家部门和
跨部门政策、战略、框架法律和投资计划的制定和验证提供了
支持，涉及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可持续农业，其中28项（74%）
已被各国政府正式通过。

• 2019年，FIRST加强了20个国家各部门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战
略协调和包容性对话，比设定的目标高出了78%。

• 2019年，完成了针对19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框架相关
性和可行性的全面评估，并确定了解决重要瓶颈的关键行动，
以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进程。为政府、欧盟代表团以
及粮农组织计划制定战略投资决策提供了依据。

• 2019年12月，FIRST政策官员、粮农组织、欧盟和来自12个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府代表与生产者组织、贷款机构和消费
者组织举行了一次会议，共同确定国家层面行动，使私营部门
更好地为更可持续的农业食品系统做出贡献，并为相互学习和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了具体机会。

为了减少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系统在过去70年
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全球饥饿人数因此而大幅减
少，但地球和人类健康却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在发展
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最大程度
地发挥影响极其重要。尽管种子是收成必不可缺的因素，但
仅靠种子本身不足以使植物结出果实。同样，财政资源固然
重要，但靠其自身却无法打造出一个零饥饿和没有营养不良
的世界。

方法

为了通过促进可持续农业实践来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各
种形式的营养不良，欧盟和粮农组织共同发起了FIRST，旨在
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进程中希望解除各种不同瓶颈
的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政策援助和能力建设。为公共和私人
投资设定适当条件将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并支持营养、健
康、福祉、经济增长和稳定。FIRST通过以下方式为各国政府
提供支持：

• 评估政策、规划和计划的有效性；

• 通过政策促进发展能力；

• 促进包容性政策对话；

• 分享最佳做法以使影响最大化。

©粮农组织/Giulio Napolit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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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FIRST计划到期后，在国家层面开发关键变革推动者的能力，
并与各国和全球层面的重要参与者建立更牢固的伙伴关系，确
保它们能够继续为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有利环境做出贡献。

• 生成、获取和共享有关如何加强有利环境以加速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知识。举例包括一系列政策指导说明，确保决策者能
够获得有关部门问题给粮食安全和营养带来哪些影响的相关信
息，并认识到如何能够将这些考虑因素纳入其政策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5-2022年 
资源伙伴：欧洲联盟 
计划实施国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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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方法

“通过南南合作，加强非洲稻米发展联盟国家的农业统计和粮
食安全信息”项目提高了非洲稻米发展联盟国家利用新的统计
方法以及稻米专业知识和经验，收集有关水稻面积、产量和生
产率的及时可靠统计数据的能力。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和非洲稻米中心（AfricaRice）借助粮农组织的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机制，与众多非洲国家分享知识，促使它们发展本国
在农业统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建立强有力的本地自主权。在
确定了适当的调查方法后，在9个目标国家进行了培训和试点
调查，提高调查技能，对不同收集方法的结果加以比较，并
得到了亚洲和非洲专家的支持。参加人员包括参与官方统计
的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统计人员和调查员。在共同参
加试点后，亚洲专家和非洲参与者继续通过聊天组，针对每
次试点调查进行有效沟通，共享信息、问题、照片和视频，
通过即时专家支持，使试点调查更加高效和有效。

“这些活动帮助非洲稻米发展联盟成员国培养农业统计专
家。可在非洲国家进行东盟资源技术转让，特别是针对稻
米生产的调查工作，因为东盟成员国是全球主要的稻米
生产国，在发展本国稻米生产调查方法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

“南南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做法”—第2卷；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营养不良人口比例为全球最高（约20%）。
非洲的稻米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主粮作物，目前正在
采取各种举措来发展稻米部门以提高产量、提升生产率和市
场效率、增进整个价值链中的伙伴关系，以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统计（特别是稻米生产数据）已被视为确保有效规划、
实施和监测国家粮食和营养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
稻米发展联盟（CARD）成员国必须开发可靠和准确的农业统
计数据能力，从而制定其国家稻米发展战略。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通过改善稻米生产的农业统计系统来加强粮食安全

受支持国家提升了相关方面的专业能力，并有望通过采用更可靠和有效的方法来大幅度改进本国稻米的产量调
查工作。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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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成果

• 该项目共举办了10次培训讲习班、8次试点调查和一次预测
试，9个国家从这些活动中受益。东盟和AfricaRice专家向目
标国家参与者讲授了以往与日本合作中开发的调查方法，并分
享了自己的经验。

• 通过试点调查估算了目标国家的稻米种植面积、产量、单产和
其他相关信息（如种植方法、稻米品种和化学品使用）。

• 在目标国家举办了5次总结性研讨会，并举办了3次区域性讲习
班，就适当的调查方法以及如何改进该区域的稻米产量调查结
果进行了分享，方法比较和讨论。

• 来自目标国家的800多名官员和调查员接受培训后，提高了计
划和管理本国稻米生产调查的能力。目前他们有望负责管理项
目外的试点调查，并利用培训中学到的知识和技巧来指导其
他人员。

可持续性

由于采用的调查方法种类范围广泛，可在非洲各国开展诸如
此类的调查，尽管它们有不同的稻米种植和农业统计系统。
该项目提供了针对每个目标国家需求的量身定制目录标架和
点抽样法标准手册，以及“稻米生产调查规划指南”。这些
文件帮助使用者了解如何在非洲稻米发展联盟成员国开展稻
米生产调查，并为与农业统计有关的下一步行动提出了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3-2019年 
资源伙伴：日本 
计划实施国家：贝宁、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
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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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中国和刚果专家举办的稻米种植培训。（……）
掌握了所学的各种技术后，我们成功播种了稻米增产示范
田，增产高达约8吨稻米/公顷；而采用以前的技术，只能
生产800公斤-1.5吨/公顷”

Omongo Kangidila Benedicte太太，项目受益人

成果

• 该项目促进成立了21个协会及其他合作社，共有3057名受益人。

• 共举办了40场培训班，分发了2900份技术手册。通过演示各
种作物（包括稻米、大豆、小米、玉米和蔬菜）生产和实用
技术，成功引进了67种新作物品种和45种新技术，包括旱育
法。当地农民还学会了如何检测和预防害虫，比如秋季夜蛾
和蚜虫。

• 还向农民们介绍了适合当地情况的劳动力节省生产工具和设
备。在Likasi举办的讲习班为15名铁匠讲授了如何制造改良
农具。 

• 当地农民接受了有关兔、猪、山羊和肉鸡饲养管理技术的培
训。Haut Katanga的兽医检验检疫局向家禽场展示了兽药产品。

• 引入兔子育种配对增加了Kasomeno协会的动物数量（从4只增
加到13只），意味着可将兔子用于与Sapwe的Shibukeni协会开
展分成制。

• 引入了手动鱼颗粒饲料机械。水产专家编织了5个24立方米的
网箱，并将30公斤鱼苗放入网箱进行示范，6个月后养出了1公
斤重的罗非鱼。

• 稻米平均单产增加了133%-466%，大豆平均单产增加了25%-40%，
玉米平均单产增加了28%-140%。小米产量则达到了每公顷6.3吨。

• 当地农民获得了有关土壤疏松、土地整备、苗床建设和播种技
术的援助之后，白菜、番茄、辣椒和洋葱的收成亦有了大幅度
上升（38%-73%）。

尽管DRC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但其9000万人口却面临着全球
范围内最严重的粮食和营养危机之一。社区间冲突的加剧引发
了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基础设施破坏、高粮价、生计丧
失、饮食非多样化、病虫害侵袭以及流行病暴发（诸如埃博
拉、霍乱和麻疹）。由于超过75%的农村家庭以农业为生，确
保获得生产资源和新技术是提升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关键。

方法

该项目旨在通过提高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提供适当的生产
技术、加强加工行业基础设施、保护和市场准入，来发展植
物、动物和渔业部门，从而提高DRC的农业生产。粮农组织-
中国南南合作计划下的这个国家项目通过派遣专家和鼓励当
地社区参与，促进中国向DRC提供技术援助，涉及作物生产、
园艺、畜牧、水产养殖、农业机械和植物保护。该项目惠及
近2260户家庭。

5名中国专家和8名技术人员在卢本巴希驻扎了两年。他们与
当地伙伴合作，了解农业社区面临的困难，并提出解决方
案。该项目帮助家庭满足了其谷物和蔬菜的需求，增加了农
民的纯收入，并向当地农民传授了新的农业技术。

建立南南合作以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国家农业投资计划（NAIP）

在粮农组织－南南合作计划框架内有效转让农业知识和技术，支持DRC的家庭和国家粮食安全，并促进社区层面
的积极变化。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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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小农户还接受了收获后加工方面的培训。通过将玉米转化为饲
料以及将大豆转化为奶，农村家庭得以将其产品推向市场，并
提高了月收入。

• 扩大该项目的规模以拓展其积极影响将需要延长相关的伙伴关
系，并增加对当地农业的投资。如果有充足的资源，通过粮农
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引进的技术和品种将能够得到更大范
围的利用，在全国范围内惠及更多的受益者，并促进DRC的农
业集约化和多样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7-2019年 
资源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划实施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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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支持布隆迪高地的可持续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和气候复原力

通过发展综合景观管理和可持续食品价值链，布隆迪改善了其可持续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生产系统。

“加入农民田间学校前，我不具备充足的农业技术知识。
在农民田间学校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学习和吸收良好的农
业实践，大幅度提升了我的收获。例如，我播种了10公斤
豆子，收获了334公斤：而在加入农民田间学校之前，我播
种了10公斤矮生菜豆种子，却仅收获了20-30公斤。”

Marguérite Maniragumije，Kerebuka Duterimbere 农民田
间学校成员瓦沃省Kayokwe公社Muyebe Collin村

在接受农民田间学校培训后，Marguérite花了40万FBU（约合
200美元）买了一块土地，播种了粮农组织为她提供的商品蔬
菜种子。卖掉了丰收的白菜产品后，她的家人用这笔钱作为
运营资金，购买了山羊和家猪。

成果

• 迄今为止已创建了75个农民田间学校，并增强了当地社区的
能力。

• 110名政府工作人员接受了有关各种土地可持续管理工具的培
训，包括EX-ACT（事前碳平衡工具）、DATAR（多样化农业生
物多样性工具评估）和“地球数据收集”，提高了各国监测和
评估该项目造成的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的能力。

• 农民田间学校为9000名农民提供了培训，并改善了他们的生
计。农民田间学校培训包括综合流域管理、农业抗灾实践和
营养。

• 已确认将对30079公顷土地开展恢复工作，并通过流域综合管
理恢复了3万公顷退化土地。

• 稳定了300公里的河岸以改善水质。

• 加强了9个分水岭委员会的能力，作为地方土地可持续管理/综
合国家资源管理知识共享的资源。

• 为本地DATAR用户组织了3期省级数据收集培训班，共有90人
参加。

• 利用土地可持续管理良好做法，恢复了4500公顷的退化土地。

• 43个农民田间学校小组共种植了215万棵农林业和林业树木，
预计覆盖4300公顷土地。

• 利用竹子保护了150公里河岸。

  布隆迪是非洲大湖区中心的一个内陆国家，因其远离供应地
区和其特有的地理条件，该国比较孤立。布隆迪的地形和全
国高降雨量导致严重的水蚀和频繁的滑坡现象，湖水质量也
随之发生变化，湖水是该国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水蚀现象还
减少了布隆迪本已稀缺的农业用地的可用性以及土壤的肥沃
性，这两者是人口稠密国家必不可缺的宝贵资源。令人担忧
的另一个问题是与此相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了粮
食短缺、粮食不安全、长期营养不良、土地和社会冲突、贫
困、城乡移徙、以及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有所加重。

方法

“粮食安全综合方法试点项目”是非洲“具有抵御能力的粮
食系统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通过综合景观管理和促进可持
续粮食价值链来加强采用经改进和具有复原力的生产系统。该
项目旨在应对环境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为提高小农农业系
统的生产力提供了援助，小农系统中的粮食不安全与农业息息
相关。项目组织并培训了有关土地可持续管理（SLM）和社区
生计的省级平台，还创建了农民田间学校（FFS），旨在增强
以下能力：（i）通过综合流域管理恢复退化的土地；（ii）
稳定水源以改善水质；（iii）监测和评估生态和社会经济影
响。项目确保在设计中纳入性别平等和营养问题，并将这些因
素视为解决粮食不安全的关键决定因素。

©粮农组织/Giulio Napolit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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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通过省级平台，地方管理人员和其他决策者学习了土地可持续
管理新做法，并认识到他们在普及知识和动员地方社区保护自
然资源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性。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以下机构签署了协议：（i）国际生物多
样性中心：开发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复原力评估能力；（ii）布
隆迪环境保护局：种植25万棵土著树木和5万棵竹子；（iii）
布隆迪农业科学研究所：生产6吨蔬菜种子；（iv）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希尔斯整体发展协会和粮食作物促进协会）：开展综
合分水岭工作。

• 该项目的初步成功帮助通过新颁布的最不发达国家基金项目，
从全球环境基金调集更多资源，将农民田间学校推广到其他
省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7-2021年 
资源伙伴：全球环境基金 
计划实施国家：布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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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目前正在升级政策制定流程，促进通过创新方法和工具消除贫穷、饥饿和青年失业所必需的负责任农业投资。

“我会将结果带回我的家乡，用于审查和修改现有计划，确保
符合‘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Abdoulaye Diop，毛里塔尼亚国家青年就业局，谈论该计划
对塞内加尔河流域地区的实用价值

“在青年评估工作中发现的孵化器范例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会
努力在几内亚农村地区建立孵化器” 

Abdoulaye Balde，几内亚私人投资促进局 
谈论良好做法的可复制性

成果

• 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地区，该项目加强了来自超过15个机构的25
位高级决策者起草国家行动计划的能力。粮农组织继续支持完
善他们的行动计划，作为学习计划第二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
青年农业企业家和相关政策制定者通过虚拟平台共享信息和良
好做法。

• 在突尼斯，该项目协助起草了3份报告，明确了按区域、优先
价值链和目标区域划分的投资和就业趋势。项目还通过举办一
次研讨会，加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对话，为青年农业企
业家确定共同的愿景。研讨会还为青年企业家提供了展示其产
品的机会。

• 在东南亚，与“亚洲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伙伴关系”合作，
将首个评估工具用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东盟国家农业和粮食系
统负责任投资和青年工作咨询及规划。

增加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至
关重要的。据估计，为了实现目标1和目标2，非洲每年需要增
加1680亿美元，其中约75%应被用于农业。必须特别关注赋权
予青年人，使他们能够参与负责任农业投资，并从中获益。一
方面，为今天农业价值链中的青年企业家投资将保证子孙后代
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和服务赋予青年
人投资于自身企业的能力，是应对青年高失业率全球挑战的关
键。北部非洲青年失业率高达30%，而在东南亚，青年失业率
是成年人的5.4倍。

方法

该项目提供能力发展支持，通过创新的方法和工具来提高负
责任的农业投资。此外，项目旨在加强青年农业企业家从事
负责任投资的能力。主要成就包括：

• 在塞内加尔河流域（SRB）和东南亚引入了快速能力评估工
具，并对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和青年进行了多方利益相
关者能力评估；

• 与“农业和农村前景倡议”（IPAR）一起，为塞内加尔河流域
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混合式学习计划，涉及农业和粮
食系统负责任投资的有利环境；

• 与突尼斯国家农业研究所、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和突尼斯农
业投资促进局合作，在突尼斯开展全面战略规划和评估，以确
定关键干预领域，加强青年人参与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
的能力。

激发对非洲及其他区域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RAI）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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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在德国的赞助下，将在至少3个其他国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采用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地区实施的
学习计划。可在粮农组织电子学习中心获得“为农业和粮食系
统负责任的投资创造有利环境”课程。

• 根据突尼斯的经验，粮农组织和伯尔尼应用科技大学计划开发
一项战略规划工具，在其他国家推出。

• 在突尼斯，该项目在“灵活多方捐助机制”下筹集了更多资
源，确保为路线图的实施提供初步支持，着重于政策制定者和
青年农业企业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7-2020年 
资源伙伴：法国和瑞士 
计划实施国家：塞内加尔河流域地区（几内亚、马里、毛里
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突尼斯和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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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突出强调大卡拉莫雅群居区内的跨境协调，以促进自然资源共享和牲畜流动

跨境社区共同努力解决冲突和改善自然资源管理，从而加强了抵御力、增强了生计、拓展了贸易与和平。

今时今日，跨境牧民团体合作交流关于干旱、饲料价格和
牧场的重要信息，振兴了因多年暴力冲突而动摇的知识网
络。“在我们有和平之前，没人共享信息，个人各干各
的。”25岁的Samuel Loyopo说道。他现在种植玉米，在当
地的跨境市场上出售，而他的主顾大多来自图尔卡纳县或乌
干达。

成果

• 2013年签署了肯尼亚–乌干达谅解备忘录（MoU）后，政府间
发展管理局在乌干达莫罗托成立了首个大卡拉莫雅群居区协调
办公室，召开了关于动物健康和资源共享的跨界和区域性会
议，讨论疾病控制，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之间以及坦
桑尼亚和肯尼亚之间。2015年，该谅解备忘录发展为多边谅解
备忘录。2019年，签署了一项旨在解决大卡拉莫雅群居区跨境
动物健康和卫生措施的谅解备忘录。

• 边界冲突减少使贸易商能够更频繁、更安全地在肯尼亚和乌干
达之间走动，增加了牲畜、谷物和其他商品的贸易。

• 肯尼亚图尔卡纳县政府与乌干达莫罗托和科蒂多地区政府之间
不仅增加了贸易往来，而且还制定了联合干旱应对措施，包括
给婴儿接种疫苗和对牲畜进行兽医治疗。

• 资源共享促进了平台创建，社区可以利用这些平台来调解争端、
缔结和平协议及制定联合放牧政策，以避免未来冲突发生。

大卡拉莫雅群居区（GKC）覆盖埃塞俄比亚西南部、肯尼亚西
北部、南苏丹东南部和乌干达东北部。大卡拉莫雅群居区远
离各国首都，是这些国家中社会发展指标最低和服务获得渠
道最差的区域。该区域与各国牲畜销售体系和非洲之角的出
口基础设施整合不善。跨界动物疾病、频繁和持续的干旱及
气候变化事件、涉及自然资源的经常性社区间争端、以及边
界内外的种族冲突，都加剧了牧民社区持续的粮食不安全状
况。

方法

跨境协调项目旨在加强努力，促进跨界地区之间的社区间交
流、协调牲畜流动、保护和共享自然资源，这些工作都属于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的职权范围。为了实现可持续社
会转型、创新和预防冲突，在社区、国家和大卡拉莫雅群居
区区域各层面交付了干预措施。成功的跨境协调需要对领土
开展准确的初始鉴定，识别传统机构和领土利益相关者，并
对地方当局的作用和职责以及权力失衡做出分析。 

在2019年，继而实施的良好做法被选为2020年迪拜世博会全
球最佳实践计划25个获胜开发项目之一，突出了人道主义、
发展与和平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展示了社区层面的倡议如何
能够对区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 FAO/Agatha Ayebazi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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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该项目促进了自然资源共享，争端解决平台创建以及土库曼和
卡拉莫宗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它加强了传统牧民制度，并增
强了牧民社区抗灾和抗旱的能力。

• 跨境合作改善了地方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了社区
计划与地方政策之间的整合。

• 粮农组织继续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及其专业机构密切合作，将
跨界资源共享的做法纳入区域和国家战略及政策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07年-进行中 
资源伙伴：欧洲联盟和瑞士 
计划实施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苏丹和乌干达

@粮农组织/Ariel Sophia B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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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太平洋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区域，在过去几
十年中，涌现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发展和成功范例。多年来，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已经使13亿人摆脱了贫困，饥饿人数
减半，教育和医疗保健也有了显著改善。

然而，这只是一半的故事。过于关注经济增长也危及了区域
的长期繁荣昌盛。不平等和排斥现象加剧、非正规劳动力扩
大、缺乏社会保护、环境退化以及对气候引发灾害的脆弱性
日益严重，这一切意味着经济增长笼罩在一片阴影中。预计
截止2050年，该区域人口将增长12%，很有可能会给资源造
成压力。与此同时，该区域城市化进程迅猛，城市居民人口
比例已从1990年的31%增长到2020年的50%。但农村和山区仍
然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高发地区，该区域目前仍有近5亿
（4.79亿）人营养不良。 

粮农组织的战略

粮农组织通过提供跨学科和高质量的技术专长以及政策性
建议，不断加强对国家需求和新涌现区域挑战的反应，与
《2030年议程》完全保持一致，在以下5个区域倡议中开展工
作：

• 零饥饿：使环境能够培养生态上可行、营养敏感和气候智能的
农业和粮食系统。

• 蓝色增长：支持海洋、航海和水产养殖部门的可持续增长，并
提高生产力和可持续性自然资源管理。

• 气候变化：帮助各国扩展对农业的气候适应和缓解行动。

•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内倡议：太平洋各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
为改善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和营养敏感性所做的努力。

• 同一个健康：应对错综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健康威胁，以实现粮
食和营养安全、可持续生态系统、公共卫生和促进公平贸易。

为了维持未来数年的工作，粮农组织在2019年为92
个项目筹集了2.25亿美元1

筹集了2.25亿
美元2

1  由粮农组织正常计划支付经费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不包括在本章节内。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1%1%

38 %

2%

34 %

24%

亚洲和太平洋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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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列的资源合作伙伴 百万美元

欧洲联盟 77

全球环境基金 50

美国 27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19

巴基斯坦 11

日本 9

大韩民国 6

尼泊尔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捐助者联合信托基金 5

孟加拉国 3

挪威 2

国际移民组织 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绿色气候基金 1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1

印度 1

中国农业科教基金会 1

有关SPS的标准与贸易发展基金 1

德国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1

排名前列的计划所在国家 百万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   55

印度   35

孟加拉国   28

柬埔寨 21

阿富汗   20

巴基斯坦   18

菲律宾   8

印度尼西亚   7

尼泊尔  5

越南   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

缅甸   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

中国   1

蒙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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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区域成就和活动举例：

• 粮农组织举办了多次高级别活动，包括“亚洲和太平洋粮食安
全和营养区域概览”、“森林的未来：亚洲和太平洋森林、景
观和人民的可持续途径”、“亚洲和太平洋农业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区域协商会议”、“亚太林业周”和“太平洋农业周”。
这些活动中开发的知识产品和工作流为国家层面的相关工作和
活动奠定了基础。

• 250名与会者参加了2019年6月5日在泰国曼谷召开的“打击非
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鱼国际日”。澳大利亚、欧洲
联盟、马尔代夫、菲律宾、斯里兰卡、美国、越南和各区域机
构就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达成了一致承诺。粮农组
织、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呼吁亚太国家加紧努力，加
入国际《港口国措施协定》，并批准有关文书，以保护渔业和
行业从业者的福祉。

• 粮农组织通过及时举办2019年3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秋粘虫
（FAW）区域磋商会”，在促进各国之间的知识交流和经验分
享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参与国认识到这种跨界侵入性有害生
物带来的挑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迅速在12个国家传
播。已明确识别、加强监测、评估和综合有害生物治理措施的
能力是更好地管理该区域秋粘虫的关键性活动。为了扩大抗争
秋粘虫的努力，粮农组织在该区域的9个国家实施了多个技术
合作计划项目。 

亚洲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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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于在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任何给定时间点运作的项目。
4 指的是2019年在该区域实施的计划/项目总支出。

2019年交付的工作：1.27亿美元，

支持亚洲和太平洋的219个项目4

粮农组织在亚洲和太平洋

缅甸

泰国

基里巴斯

斐济

汤加

次区域项目
区域项目

瓦努阿图

斯里兰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蒙古

中国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

柬埔寨

越南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孟加拉国

印度

不丹

尼泊尔

巴基斯坦

阿富汗

伊朗

2019年开展的项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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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扩大斯里兰卡及其他国家的气候智能型作物生产和机械化系统

气候智能型生产实践帮助资源匮乏的小农户可持续生产主粮，加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P. Sisilarathna今年43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住在斯里兰
卡阿努拉德普勒区Meegassegama村，是一家8口的主要收入来
源。他和妻子积极参加了该项目的所有活动，从最初的项目
前讨论到寄宿学校和田间农民培训。在过去3个种植季节里实
施的诸多创新干预措施中，Sisilarathna先生的低地稻田应
用了伞种植稻田法，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单产产量
并增加了利润。

成果

• 为农民建立了农业综合企业中心，使他们能够获得改良品种的
优质种子、接种物和机械化服务。农民亦接受了有关作物生产
和设备操作方面的培训，在国家层面推广组织之间对培训课程
和手册进行了统一化。这些中心配备了根据当地条件开展测试
的现场设备，以及气候智能作物生产的培训视频/指南。超过
1130名农民和服务提供者接受了关于气候智能作物生产实践的
培训，包括替代性润湿和干燥技术。

• 稻米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的信息显示，通过采用新的水源管理方
法，农民每季稻米种植总灌溉水需求量降低了20%，帮助他们
为下一个种植季节储备水源。

• 干旱季节农民的灌溉面积增加了15%，大大高于常规干旱季节
的平均耕地面积。旱季结束时，该社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
水容量。

• 通过使用覆盖作物、叶色表和伞托盘，优化了肥料使用，用肥
量减少了27%。

资源匮乏的小农户尤易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农业生
产通常几乎没什么利润，而且在环境上是不可持续的。在斯
里兰卡等国，暴雨、土壤耕作和不良养分循环共同导致了土
壤侵蚀和肥力损失，从而降低了旱地农场的生产力，导致水
库淤积、污染灌溉系统并降低了低地的水生产率。

方法

在斯里兰卡，该项目通过综合景观规划和管理，支持该国过
渡到更具可持续性的小农农场系统，方法包括优化水源、劳
动力和机械的使用，并在全年期间在低地和高地之间更有效
地分配生产需求。在赞比亚，该项目与赞比亚农业可持续集
约化项目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后者由欧盟资助，由粮农组
织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实施，赞比亚国家补贴计划现在
也包括受影响的农民。在明确气候和社会经济限制因素后，
开发了小农生产者可在短期内使用且无需大量投资的农艺解
决方案。

©粮农组织/Aruna He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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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可推广一系列农艺做法来满足农民的需求和资源，以应对气
候变化，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尽管做法组合已被
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仍然需要本地推广和试点。农民们需
要接受有关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采用这些做法的培训，并应动
员他们的积极性。政府需要设计提供适当激励措施的政策， 
将可持续生产做法与市场联系起来是一种可行的战略手段，
能够为农业实践创造动力，从而有助于实施可行的农场管理
系统和气候智能的环境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9/20年 
资源伙伴：德国 
计划实施国家：全球

@粮农组织/Asanga Ranas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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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通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加强全球可持续渔业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公海计划”为渔业管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也是应对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
（IUU）捕鱼的新工具，并减少了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ABNJ）捕鱼给环境造成的影响。 

“该计划促进了渔业治理和经营及其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重
要转型变革和做法。令人鼓舞的证据表明，重要的机构行动
方已将这些措施主流化，该计划所产生积极影响的早期趋势
显示出，根据现有信息的质量和数量，鱼类种群健康已得到
改善，并减少了兼捕现象。”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公海计划最终评价

成果

• 该计划支持开发了重要知识产品，巩固了遏制非法、不报告和
不管制捕捞所必需采取的措施，例如《港口国措施协定》法律
模板和金枪鱼及深海渔业“捕捞文件计划”设计方案。它还促
进了网络“授权船只综合清单”的改进，并为太平洋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开办有史以来首个大学认证的渔业合规和执法培训课
程提供了帮助。

• 该计划协助制定了有关所有主要金枪鱼种群的更可持续和透明
的捕捞战略。2013-2019年间，过度捕捞的主要金枪鱼种群数
目从13个下降到5个。 

• 该计划促使了各深海区域管理组织对潜在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开展捕捞影响评估。截止2019年，已指定了保护重要深海物种
（例如珊瑚和海绵）的18个区域。

• 该计划通过测试和部署不会缠绕且可生物降解的集鱼装置，
减少了兼捕和海洋污染。计划还支持了对脆弱鲨鱼物种进行种
群评估以及对太平洋金枪鱼延绳钓捕获海龟开展的分析工作。
由于圆钩的强制使用和其他缓解措施，预计海龟死亡率会因此
而降低。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指的是没有任何国家独自承担管理职
责的海洋区域，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海洋，也称为国际水域，
占地球表面面积的40%，占海洋表面面积的62%，以及海洋总
水量的近95%。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生态系统受到来自各个部门和人类
活动的影响，从运输到海洋污染、捕鱼和开采。尽管在克服
这些挑战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当前对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中许多渔业的管理以及在相关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
不足，将给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数以百万计直接赖以生存人
士的社会经济福祉和粮食安全造成毁灭性后果。

方法

2014年，在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下，粮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
协调实施了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公海计划”，目的是：

• 改进政策和法律框架，实施基于科学的捕捞战略，在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实现可持续渔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 通过加强和统一检查、控制和监督，减少非法、不报告和不管
制捕捞；

• 减少金枪鱼和深海捕鱼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中的兼捕和相关物种的影响。

©粮农组织/Luis 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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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该计划汇集了60多个广泛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就与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相关的问题采取行动，包括联合国环境
署、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所有金枪鱼和深海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区域海洋计划、民间社会、各国政府、私人部门和
非政府组织。

• 大家公认，提供广泛交流意见和经验并相互增进了解的机会，
是该计划的一项重要成果。

• 正在准备该计划第二阶段的提案，有望在2020年6月提交全球
环境基金理事会，以考虑在第7次全球环境基金充资周期供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4-2019年 
资源伙伴：全球环境基金 
计划实施国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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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通过“同一个健康”抗击抗菌素耐药性（AMR）

与全球建议保持一致，现已在12个国家制定了多部门国家行动计划，且各国已开发了用于抗生素耐药性监测的
实验室能力和基础设施。

“该项目提高了我们对滥用抗生素所致影响的认识，尤其在
禽类行业，我们非常感激粮农组织及其发展伙伴在帮助成员
国了解抗生素耐药性的重要性和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方面
发挥的作用。我们的农民由衷感谢粮农组织在开展知识、态
度和做法调查后给予的反馈，他们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Boa Kikimoto博士，项目合作方兼加纳兽医服务局主任

成果

• 在所有12个目标国家中，对基于同一个健康的国家行动计划给
予了支持，并对抗生素耐药性敏感和抗微生物药物使用相关立
法进行了法律评估。

• 对5个非洲和5个亚洲国家的抗生素耐药性综合监视计划给予
了支持。

• 在6个国家购买某些实验室设备和试剂使20多个实验室受益。

• 来自动植物、环境和公共卫生实验室的80多名实验室人员接受
了有关抗生素耐药性检测和监视技术的培训。

• 使用实验室和抗生素耐药性监测系统评估工具（ATLASS）对
80个实验室进行了评估。明确了能力建设重点领域，以便逐
步改进。

• 来自非洲和亚洲的50多位专家加入了ATLASS评估员社区并参加
了相关培训，获益匪浅。

• 开展了宣传运动和媒体专家培训。此外，还制定并分发了有助
于意识提升的材料。

• 超过4000名农民和利益相关者从意识提升活动、行为改变调
查、培训或投入支持中受益。

抗生素耐药性意味着目前治疗人类和动植物疾病所使用的主
要疗法可能不再可用。如果不遏制当前的趋势，到2050年，
估计每年将有1000万人因抗药性感染而丧生。预计最高死亡
率将发生在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且预计
给粮食和农业部门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将非常庞大。抗生素耐
药性的主要起因之一是在人类和动物健康中误用和滥用抗菌
素。根据“三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情况国家自我评估调
查”，尽管抗微生物剂已成为某些食品生产系统中不可或缺
的基本要素，但只有48个国家例行收集用于动物的抗菌剂使
用（AMU）数据。

方法

该项目旨在发起和支持国家层面行动，并产出相关信息，为
缺乏抗生素耐药性遏制能力的决策者和政府当局提供帮助，
旨在减少耐抗菌素的微生物（和/或其决定基）在食物链以及
粮食和农业环境中传播。该项目支持12个国家在“同一个健
康”（OH）战略框架中，制定和实施多部门的国家行动计划
（NAP），加强其粮食和农业部门的参与，共同应对抗生素耐
药性。同一个健康战略旨在设计和实施计划、政策、立法和研
究，协助多个部门沟通和共同努力，以取得更出色的公共卫生
成果。

©粮农组织/Sergei Ga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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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通过意识提升工具和试点研究，成功地促进了亚洲抗生素耐药
性监测区域框架的建立，对良好做法和审慎抗微生物药物使用
给予了鼓励。在非洲和亚洲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区域抗生素耐药
性会议和经验分享活动，生成了区域战略、准则、实践社区和
同一个健康区域性倡议。

• 已经开始生成抗生素耐药性监测数据，并有望获得更多支持循
证干预措施的结果。已观察到目标国家产生的明显积极变化，
并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加强了针对抗生素耐药性的同一
个健康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6-2019年 
资源伙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计划实施国家：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菲律宾、苏丹、坦桑尼亚、泰国、越南、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粮农组织/Hkun 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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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增进孟加拉国的食品安全性并使之制度化

由于政府、私营部门、媒体和民间社会做出的承诺，食品安全已成为孟加拉国“人人关注的大事”，整个供应
链中的良好做法得以实施，并使之制度化。

Parvin是一名街头小商贩，有个两岁的儿子。她的丈夫死于
2007年的锡德飓风。Parvin和父亲用一辆破旧的木制手推车
开始在街上卖食品，卫生条件非常差，以前每天赚150-200塔
卡（约合2美金）。Khulna市政府为Parvin提供了有关卫生规
范的培训，还给她配备了一辆现代化卫生食品推车。从此，
她的业务量日益上升，现在每天的收入为400-500塔卡，约合
6美元，而且她的儿子也上了学。

“这些项目解决了有效食品控制系统的关键领域；增强了
食品安全措施、粮食和营养安全与公共卫生成果之间的联
系；并展示了粮农组织的专业能力、全球知识和最佳做
法。粮农组织的支持已然发挥作用，在技术和基层的成果
就证明了这一点。”

孟加拉国食品安全集群评价

成果

• 2013年制定了《食品安全法》，设立了地区级食品安全法院，
并对70名治安法官进行了食品安全培训。

• 与5个非政府组织共同成立了孟加拉国食品安全网络，现有20
多个准成员。该网络是孟加拉国食品安全局的咨询伙伴，在食
品安全方面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 建立了国家食品安全实验室，并在5年内获得了国际认证。为
10个实验室和两个流动实验室提供了设备和培训，以进行现
场测试。

• 由超过35个成员机构组成的国家实验室网络对3000多种食品样
品中的关键化学和微生物污染物进行了首次调查。结果表明，
最严重的问题是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微生物的存在。

• 国家级专家制定了园艺、渔业和家禽价值链行为准则和良好生
产规范指南。1500名培训员通过农民田间学校与超过20万名农
民取得了联系。孟加拉国首次向英国沃尔玛出口了新鲜芒果，
标志着已从福尔马林恐慌中恢复。

• 街头食品对于低收入人群至关重要，因此在6个城市地区与市
政府合作建立了自动售货和监控系统。总共分发了1200辆卫生
食品推车，超过4000名食品供应商和饭店人员接受了卫生规范
培训。Khulna和Barisal等城市的消费者现在能够购买到卫生
的街头食品。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1000人。高人口密度给孟加拉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和
粮食系统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难以获得适用的
运输和储存设施，农产品很难进入市场。这些困难助长了不
道德和危险的掺假行为，再加上生产者和供应链行动方对卫
生规范（GHP）意识不足，导致食品安全受到威胁。由于食用
不安全食品而引起的腹泻等常见疾病降低了生产率，并对经
济造成负面影响。多个国家部委和机构之间有关食品控制的
职责分散，导致这些负面结果未能得到充分解决。

方法

将食品安全纳入主流政策不仅对健康至关重要，而且对发展国内
和国际价值链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粮农组织在荷兰和美国
的支持下，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宏伟的两个食品安全能力建设
项目。“孟加拉国食品安全增进”项目（2012-2019年）旨在加
强食品安全的构建，由训练有素的人员加强食品安全措施的执行
和实施。“孟加拉国食品安全制度化，旨在提高食品安全性”项
目（2013-2019年）的目标是创建、运作和发展孟加拉国食品安
全局（BFSA）的组织治理架构。

©粮农组织/Karina Co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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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这些项目的成就被纳入国家营养服务业务规划框架，成为卫生
和家庭福利部现有的5年行业发展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 孟加拉国食品安全局已发展成为一个由22名高级官员和106名
工作人员组成的机构，全部由政府出资。

• 通过为利益相关者继续提供培训和进修课程来开发能力。已向
食品检查员和街头食品供应商监控人员转让新技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2-2019年/2013-2019年 
资源伙伴：荷兰和美国 
计划实施国家：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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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应急准备和牲畜价值链的循证风险管理

农民和地方当局通过提高管理与家禽和家禽产品运输相关风险的能力，改善了农场的生物安全性。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北部的琅勃拉邦省过去曾多次报告高致
病性禽流感暴发，并且始终存在高致病性禽流感重现的风
险。兽医、省级人员和当地农民接受了良好的家禽健康管理
和农场生物安全、家禽疫苗接种以及产品记录方面的培训，
以减少本地暴发风险。地方社区、妇女团体、地方当局和
学术界也参与其中，旨在减少对受污染商品进口的依赖和接
触。

成果

• 在柬埔寨Takeo省（柬埔寨和越南接壤地区）和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琅勃拉邦省（中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接壤地区）开
展了跨境价值链研究。项目在琅勃拉邦省支持从邻国进口大批
活家禽，引入了一款精心挑选的适合当地饲养的鸡种。

• 与当地农业学院合作，创建了家禽健康中心（PHC）作为技术
培训中心并为农民提供实践经验。引入了低成本的鸡蛋孵化
机，并为农民提供了培训，旨在提高产量。

• 该项目大大增强了管理与将家禽和家禽产品运至琅勃拉邦省相
关风险的能力。在北江省还对地方当局人员进行了家禽饲养和
生物安全措施方面的培训。 

• 越南和缅甸加强了地方当局进行家禽认证审核的能力。在仰
光家禽生产区，提供了有关改善生物安全和农场管理做法的培
训。完成了对15个参与生物安全性评估的农场的评估和分级工
作，所有农场均有所改进。进一步引入了便携式聚合酶链反应
技术，用于快速简便地检测禽流感病毒。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人口的指数增长极大提高了对蛋白质
的需求。某些地区的食品需要并未得到满足，引发企业家采
取行动，导致这些地区饲养家禽和从事家禽贸易的企业数目
增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北部的琅勃拉邦省亦如此。但随
着商业农场管理不善日益加剧，可能传染给人类的动物疾
病，例如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通常被称为禽流感），已
经遍及亚洲各地。

方法

为了提高生计应对威胁和危机的复原力，“粮农组织跨界动
物疫病应急中心”（FAO-ECTAD）实施了一个初步项目，旨在
加强亚洲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应急准备。价值链科研活动跟
踪了动物和动物产品“从农场到餐桌”的运输，技术援助则
为商业农民提供了如何改善农场生物安全和管理以及如何提
高家禽生产率的信息。第二个项目使用先前生成的价值链信
息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某些地区的
牲畜价值链中试行风险管理干预措施。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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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采取循证方法，以减少整个市场链中的风险。通过加强实施鸡
群健康和生物安全措施的能力来试点社区企业的发展，将支持
长期可持续性，并提高对减轻风险的责任感。

• 农民团体在家禽健康中心技术指导下，正在发展一个社区企
业，以提高一款小众品种本地产鸡的产量，他们自豪地将其称
为“琅勃拉邦本地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4-2019年 
资源伙伴：美国 
计划实施国家：亚洲和太平洋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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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恢复Badghis和Ghor省受干旱影响农民的农业生计

受干旱影响的家庭及时保护了其核心繁殖动物，以确保和优化粮食生产供自用和贸易，维护了生计并增强了复
原力。

“小麦种子包不仅提高了我的产量，还为我的牲畜提供了充
足的草料（秸秆）。我学会了将来如何保护作物免受病虫害
侵害（……），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这项援助拯救了
我的土地。”

Omongo Kangidila Benedicte太太，项目受益人

Mohammad Azim和位于Ghor省Ferozkoh区Sarpal-e-Kasi村的
许多人一样，都遭受了干旱的影响。饱受沧桑的土地和牲畜
是他养活10口之家的唯一经济来源，Mohammad不得不卖掉几
乎一半的牲畜，只剩下了3头牛。感谢该项目提供的饲料、
小麦和蔬菜种子，Mohammad和他的家人能够继续生存。

成果

• 恢复了Badghis和Ghor省7800户受干旱影响家庭的农业生计
（68656人），防止了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受
益人可自行为每个家庭选择50公斤经认证小麦种子、100公斤
尿素和DAP（磷酸二铵）肥料、200克蔬菜种子（洋葱、秋葵、
茄子和番茄），以及一个家庭园艺工具包。家庭总计获得了
390吨小麦种子、390吨磷酸二铵和390吨尿素肥料。

• 受益人总共用小麦种子耕种了3120公顷土地，估计收成5616吨
（每个受益家庭0.9吨，足够一年自用）。由于有了家庭园艺
工具，在11.6公顷土地上播种了蔬菜种子，有助于家庭粮食的
多样性、利用和食用。

• 第二个项目惠及扩展到Badghis省5个地区的5200户牧民家庭
（约40040人），这些家庭共收到520吨动物饲料、15.6吨饲料
作物种子和500升牲畜驱虫药，所有产品均经过质量测试，并
通过地区层面的分销点交付。总共保护了受干旱影响的5200户
家庭的26915只牲畜（2043头小牛和牛、14036只羊和10836只
山羊）。

农业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人口生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三分
之二以上的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人口约占全国劳动力的
78%。由于耕种所需的大部分水源来自冬季降雨和融雪，2018
年袭击该国的大规模干旱给西部省份带来了最严重的影响，包
括Badghis和Ghor省，那里土壤干燥导致小麦发芽和生长条件恶
劣，而小麦是阿富汗的主要粮食作物。生存脆弱性日益严峻，
特别是对于作物受损或丧失的小农们来说。

方法

粮农组织对这场危机的应对措施包括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协调
实施两个项目，以保护和恢复受干旱影响的5200个脆弱牲畜
养殖家庭的生计。该项目提供了动物饲料和快速生长的饲料
作物种子，为小型和大型反刍动物提供了驱虫药，并开展了
有关畜牧业最佳做法的培训。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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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良好农业规范培训帮助全体7800名农民（其中248名为妇女）
增加了对病虫害防治的意识，即改善杂草管理、作物病虫害监
测和及时控制病虫害。农民将新获得的能力应用于农田耕作，
增加了收成。

• 第二个项目为520公顷土地提供了饲料作物，有助于提高饲料
产量和增强受益者的复原力，最终会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改
善。来自农业、灌溉和畜牧部的11名推广人员和实施伙伴人员
接受了有关良好畜牧规范和可持续放牧管理的培训，并进一步
将知识传播给其他农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8/19年 
资源伙伴：比利时和大韩民国 
计划实施国家：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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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洲和中亚目睹了该区域众多低收入国家的结构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增长促使了许多最脆弱人口摆脱
了贫困，大大减少了饥饿。尽管如此，在消除贫困和营养不
良的斗争中仍然存在着挑战，以下列出了新涌现的威胁：

• 减少饥饿的进展并不平等，几个国家的饥饿发生率相对较高，
或者处于进展较慢的新阶段。

• 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互动作用，
导致弱势群体的脆弱性有所增加。

• 许多国家继续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各种形式营养不良发生率，使
它们有风险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 该区域是全球第二大移民接收区域，2017年国际移民人数为
7800万。随着经济移民人数增加，近年来该区域国内流离失所
人数和难民人数均有所增加。

• 在某些国家，农业的就业比例明显超过该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例，表明与其他部门相比，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较低。

粮农组织的战略

粮农组织在该地区的工作计划重点是协助各国向更强大的市
场经济过渡，振兴农村部门以及通过可持续粮食系统改善粮
食和营养安全。区域举措为解决优先问题和指导国别方案的
实施提供了综合计划方法。区域举措着重于：

• 授权予小农户和家庭农场改善农村生计和减少贫困，旨在通
过包容性增长来发展可持续农业生产，并增强农村人口的复
原力。

• 改善农产品贸易和市场一体化，支持各国改进中小型农业企
业的农产品贸易政策环境，并发展更具包容性和高效率的农产
品体系。

• 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中管理自然资源，协助各国可持续利用其自
然资源，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并减少影响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灾
害风险。

为了维持未来数年的工作，粮农组织在2019年为35
个项目筹集了3400万美元1

 筹集了3400万
美元2

1  由粮农组织正常计划支付经费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不包括在本章节内。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2%
26%

14%

9%

49%

欧洲和中亚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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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及科索沃应理解为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244 (1999)号决议的背景下。

排名前列的资源合作伙伴 百万美元

欧洲联盟 14

土耳其 3

阿塞拜疆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捐助者联合信托基金 3

全球环境基金 3

瑞典 3

联合国难民署 2

美国 1

日本 1

有关SPS的标准与贸易发展基金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1

大韩民国 1

排名前列的计划所在国家 百万美元

土耳其   16

阿塞拜疆 7

乌克兰 3

科索沃3 3

格鲁吉亚 1

吉尔吉斯斯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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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区域成就和活动举例:

• 在“区域移徙讲习班”中（2019年10月和11月，匈牙利布达
佩斯），粮农组织与战略伙伴展开政策对话，旨在调动资源
支持移徙周期的各个阶段，并制定了有关移徙管理大方向的
路线图。

• “粮食安全风险分析和抗生素耐药性国际大会”（2019年12
月17/18日，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帮助加强了粮食安全和营养
问题多边国际合作。该会议在俄罗斯资助项目下组织，为推动
《2030年议程》规定、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提出的建议和联合
国大会关于抗生素耐药性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做出了贡献。

• “关于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多方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区
域对话”（2019年10月24/25日，匈牙利布达佩斯）明确了成
功、创新和最佳做法的关键因素，以及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多方
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并进一步加强了该区域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气候行动。

• 粮农组织开展的“在高加索和中亚某些国家加强粮食安全和
营养能力建设”项目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加了儿童获得健康和多
样化饮食的机会，同时也支持了当地农业。2019年，该项目
（i）向亚美尼亚阿拉拉特地区的3所学校交付了温室和果园，
使1000多名学生受益：（ii）为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地区的20
所学校提供了苗床温室和果园，为7529名学生提供了食物；
（iii）为吉尔吉斯斯坦Kemin地区建立了后勤中心，覆盖29所
学校，惠及12000名学生；（iv）为亚美尼亚阿拉拉特地区学
校创建了6个现代农业教育学习中心；（v）支持制定新的国家
教学大纲，将营养学课程引入塔吉克斯坦学校；（vi）开展了
一项法律研究，提出了有关改善吉尔吉斯斯坦现行学校花园立
法的建议。 

欧洲和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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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于在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任何给定时间点运作的项目。
5 指的是2019年在该区域实施的计划/项目总支出。

2019年交付的工作：2000万美元，

支持欧洲和中亚的73个项目5

2019年开展的项目4

粮农组织在欧洲和中亚

科索沃3

亚美尼亚

塔吉克斯坦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北马其顿

塞尔维亚

乌克兰

俄罗斯联邦

白俄罗斯

土耳其

次区域项目 区域项目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78

亮点

通过将农业与学校计划挂钩，加强高加索和中亚的粮食安全、改善营养

该项目在支持当地农业的同时，以可持续方式大幅度改善了儿童获得健康和多样化饮食的途径。

“我每天早晨去温室看看番茄的生长状况，看看它们脏不
脏，要不要清洗。必要时我会浇水或施肥。我们每天都会给
学校食堂提供15-18公斤产品，并将其余的产品带到市场上出
售。我们从粮农组织的培训课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产生
的影响是我们为儿童提供了没有任何化学品的新鲜食品。”

Alvard Papoyan，校长，塔吉克斯坦

成果

• 在亚美尼亚阿拉拉特地区3所学校兴建的温室和果园使1000多
名学生受益。两个苹果园分别占地约1000平方米。3种不同温
室模式占地总面积为1103平方米，为试点学校的1000多名小学
生种植蔬菜。学校的6个现代农业教育学习中心确保了这项投
资的最佳利用。

• 为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地区的22所学校兴建的苗床温室和果园现
已能够为7529名学生提供食物。

• 物流中心为吉尔吉斯斯坦Kemin地区的29所学校提供支持，受
益学生人数超过12000名。种植苹果树苗以及在田间开展的农
艺培训和咨询会使全国15所学校受益。

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可观，家庭福祉有所改善，但亚美尼
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仍然极易受全球经济冲击、
国际粮食和商品价格波动以及波及粮食安全的极端天气影
响。根据2016年欧洲区域会议的数据，该地区最常见的变革
和挑战驱动因素包括：（i）农村生计、移徙和农村贫困；
（ii）农场结构；（iii）粮食生产和粮食系统可持续性；
（iv）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以及（v）农产品贸易政策。

方法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创造一个解决营养不良的有利环境，该
项目旨在通过开展6个试点项目在社会保护、营养与农业之间
建立联系。与农业部门挂钩的学校食品和营养计划测试了3个
不同的模式。在亚美尼亚的3所学校创建了学校花园；在塔吉
克斯坦创建了15个学校花园和5个社区花园。在吉尔吉斯斯坦
建立了农产品供应物流中心，以满足区级学校和其他社会机
构的需求。 

©粮农组织/Karen Minas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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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对管理吉尔吉斯斯坦学校花园的法规进行了法律分析，明确了
适当的立法并分析了机构任务，以便为国家对口机构提供加强
国家法律框架的建议。

• 来自试点学校和3个学区教育部门的50多名代表参加了有关整
地、种植、苗木生产、病虫害综合治理和化肥施用的培训。通
过掌握新技术，学校将能够成为培训当地农民的实用基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6-20年 
资源伙伴：俄罗斯联邦 
计划实施国家：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SIFI/Rustem Ilyas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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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在欧洲和中亚促进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方面的相互能力建设和区域性合作

该项目提高了各国有关非洲猪瘟、淡水水产养殖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技术能力，同时提供了具有成本效益和可
行的本地解决方案途径。

方法

该项目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下设计，旨在通过区域合
作为各国提供更多机会，分享与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相关的
政策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捷克共和国和邻国共举办了3次区
域技术讲习班，为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而携手努力。讲习班
汇集了来自22个国家（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和其他地区）
的90多名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并为参与国在非洲猪瘟、淡
水水产养殖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开展知识相互转移、能力建
设和未来伙伴关系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参与国获得了具有成
本效益和可行的本地解决方案。

 

“将与野猪问题相关的所有合作伙伴（如猎人及林业和兽
医服务人员）汇聚一堂，共同商讨和制定战略方针，对于
协调野猪种群疾病的最佳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Daniel Beltran-Alcrudo，粮农组织动物卫生官员

成果

• 区域非洲猪瘟野猪管理讲习班（2019年5月21-23日，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为受非洲猪瘟影响的国家提供了分享知识和经验
的机会。讲习班为非洲猪瘟尚未波及的巴尔干国家特别进行了
高疾病风险预防讲座，并在塞尔维亚卡拉库萨狩猎场开展野外
活动，展示狩猎生物安全、取样和屠体储存做法。

• 在池塘水产养殖区域讲习班（捷克共和国捷克布杰约维采
市，2019年9月30日-10月4日）上，来自东欧、西巴尔干和高
加索地区的与会者了解了新研究成果以及池塘水产养殖最新方
法和技术。与会者分享了有关水生遗传资源保护的政策和良好
做法，并用鲜活非洲鲇鱼示范了如何饲养观赏鱼和取鱼卵的实
地演习。讲习班由粮农组织和南波希米亚大学渔业与水利保护
学院联合举办。

• 在粮食、农业和林业生物多样性及遗传资源保护区域讲习班
（2019年10月22-24日，捷克共和国布拉格）上，与会者互相
交流经验，并体验了良好做法实例。讲习班特别关注了对农业
和林业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保护。

捷克共和国和粮农组织制定了一项区域能力发展计划，计划
第一年涵盖了以下主题：

• 非洲猪瘟（ASF）野猪管理

 自2007年以来，非洲猪瘟在整个东欧一直逐渐蔓延，2014年进
入了欧盟。尽管已竭尽全力并不惜斥资，但任何国家都没能够
有效地控制和预防该病的蔓延。最近，非洲猪瘟导致了数千只
动物死亡，因而不得不引进一系列贸易限制，不仅影响了生
计，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 尚未开发的淡水养殖资源

 东欧和高加索地区湖泊河流广阔，数百年来为人类提供食物、
收入和娱乐机会。但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导致了鱼类栖息地退
化和鱼源枯竭，某些传统鱼类品种濒临灭绝。该区域的许多农
场仍然使用从苏维埃时代延续下来的旧技术和粗放型农业制
度，缺乏现代化设备以及对鱼类疾病、饲养、企业管理、市场
营销和销售的常识。

•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  

 自然保护和遗传资源的保护、评估及利用，特别是粮食、农业
和林业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公约》3项主要目标的实施密
切相关：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
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实施这些目标是《公约》
所有缔约方的一项基本义务。

©粮农组织/Torsten Mö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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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各讲习班促进了关于区域合作和联网的讨论。

• 将在2020年再次举办3个技术讲习班，涉及以下议题：（i）牛
饲养管理；（ii）水生生态系统保护和内陆渔业管理的生态系
统（可持续发展）方法；以及（iii）以可持续森林为目标的
遥感森林清单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9/20年 
资源伙伴：捷克共和国 
计划实施国家：欧洲和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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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通过对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区的综合自然资源管理来恢复景观生产力

综合自然资源管理做法的升级促进了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区退化景观的恢复。

“食品的健康程度取决于土壤的健康状况。粮农组织的项
目使乌克兰农民能够改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并确保可持
续的粮食生产。” 

Leonid Tsentylo，基辅州气候智能农业实践联络人

成果

• 通过10次理论和实践课程，农民田间学校为约160名学员进行
了培训，内容包括春季播种、生物多样性、灌溉、土壤耕种方
法、防护林修复以及保护性农业技术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些学
员代表的农场面积约为22万公顷。

• 项目参与组织提出的建议为编制国家土壤监测指标矩阵提供了
宝贵信息。农业生产者调查收集了大约500名从业农民信息，
覆盖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区约100万公顷耕地。通过对乌克兰草
原、森林草原和森林地区的305名从业农民进行调查，开展了
一项农业评估，以更好地了解土地退化情况。

• 在哈尔科夫州Velykiy Burluk村的退化土地上使用了生物肥料
（处理土地面积：89.5公顷；对照土地面积：25.5公顷），以
恢复景观的生产力和复原力。粮农组织还在农民田间学校计划
的基础上开发了关于保护性农业做法的在线课程。

• 为了提高对土地退化问题的认识，通过公共活动、广播、电视
和新闻媒体将评估结果予以广泛传播。粮农组织还针对退化土
地环境风险给妇女带来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农业的作用以及在
资金获得方面面临的挑战做了报告。

由于多年的集约化生产，乌克兰美名远扬的肥沃黑色土壤遭
受了严重侵蚀和恶化。不可持续的农业做法（如过度使用矿
物肥料）和过时技术导致土壤酸性高、盐度大或过于碱化。
水蚀破坏了逾1300万公顷土地，600万公顷遭风蚀摧残。在过
去10年中，据估计受侵蚀面积每年增加了7万-10万公顷；在
过去15年中，灌溉土地减少了约15%。

方法

该项目与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协助乌克兰主要负责当局开发
环境监测系统，并在森林草原和草原地区实现中性土壤退
化。项目提高了人们对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的认识；巩固了
体制、法律和政策环境；通过能力建设促进了生产力恢复和
生产环境复原力；并在试点现场展示了保护性和气候智能型
农业实践。

©粮农组织/Viktoriia Mykhalch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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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 在全球土壤伙伴关系框架下，8个机构共同建立了国家土壤伙
伴关系，促进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支持建立一个监测土壤
质量、土地生产力和碳储量的共同基础。

• 与林业研究所合作开发有关建立和恢复防护林的方法学，为在
项目区恢复8公里防护林和种植2公里新防护林而引入的干预措
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7-2020年 
资源伙伴：全球环境基金 
计划实施国家：乌克兰

©粮农组织/Vasily Maksi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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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洲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计划（ENPARD）III，为格鲁吉亚农业部门提供支持

关键性支持和立法帮助农民提高了农业技术，推广了格鲁吉亚的优质产品，并获得了实现更高收入的方法。

Kapanadze家庭和许多其他小农户一样从该项目中受益。粮农
组织的农艺师和其他专家为他们提供了专业知识，欧盟资助
的ENPARD也给予他们帮助，使该家庭能够按照欧洲现代标准
和惯例生产甜玉米，并定期向大型零售商家乐福供应。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家乐福会出售我种植的产品，真的很
高兴顾客们会买我生产的甜玉米。这是我与家乐福首次合
作，希望将来再接再厉。非常感谢欧盟和粮农组织给了我
这个机会。” 

David Kapanadze，来自Lagodekhi市的一位农民

成果

• 该项目为起草法律和战略文件提供了支持，涉及以下领域：水
产养殖法、地理标识法、幼苗认证立法套案、“2021-2027年
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和“扩展战略”。

• 支持MEPA创建诸如市场监测系统的管理工具。该项目提供的援
助和培训提升了数据收集、分析和统计质量，有助于评价国家
农业计划。

• 建立示范区（马铃薯、小麦、玉米、黄瓜、茄子和甜玉米），
使Akhalkalaki、Dedoplistskaro、Khazbegi和Lagodekhi等市
的小农户能够了解更多先进且价格可承受的农业技术。

• 由农民在粮农组织监督下管理的示范区，其产量是依靠传统做
法的邻近农场的4倍之多。露天黄瓜示范区的产量为120吨/公
顷，约为邻近农场的3倍，而茄子示范区的产量为90吨/公顷，
大大超过了传统做法的35吨/公顷。

• 支持农民满足市场对作物和品种的需求，改善了产品销售现
状，使农民能够直接与大型零售商接洽。

格鲁吉亚位于欧亚大陆高加索地区，2014年与欧盟签署了一
项联盟协议，自2016年起生效。该协议为格鲁吉亚农业部门
引进了重大改革，确保其做法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改变了
农村社区环境。自2013年以来，粮农组织促进了格鲁吉亚
环境保护和农业部（MEPA）与欧盟之间的政策对话，促进
ENPARD实施者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

方法

ENPARD III指导格鲁吉亚农业部门发展的项目是该国的第3个
此类项目，旨在通过现代方法提高格鲁吉亚农民的生产力和
收入，并使生产者与零售商挂钩，以支持农村社区的经济发
展。该干预措施亦支持实施“2018-2019年国家农业扩展战
略”，并提供扩展服务、示范地块、田间学校、以及面向农
民、合作社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ENP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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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 使用粮农组织的可持续价值链评估方法，获批600万美元预
算，用于匹配给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型企业的补助金，使他
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该项目展示的技术，并促进与政策
改革保持一致的部门投资。2019年的首个申请流程收到了140
份投资提案，总金额超过400万美元。将在2020年发放配套补
助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8-2022年 
资源伙伴：欧洲联盟 
计划实施国家：格鲁吉亚

©粮农组织/Dorin Go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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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乌克兰渔业产品的食品安全措施，确保与欧洲联盟标准保持一致

粮农组织帮助乌克兰渔业产品的食品安全体系达到欧盟标准，从而改善了鱼类安全，并加强了乌克兰的贸易。

“由于乌克兰有许多现存和潜在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商希
望出口到欧盟，将乌克兰的法律与欧盟的要求一致化应该对
国家机关和企业都有帮助……我坚信目前提供的培训必定成
功，肯定会帮助当地企业家和大企业适应新的食品安全控制
体系和新的法律要求，包括可追溯性和标识要求。” 

Esther Garrido Gamarro，粮农组织食品安全和质量官员

成果

• 起草了新法规，确保与欧盟标准法规保持一致。

• 为乌克兰农业政策和食品部提供了技术援助，帮助起草今后4
年的“渔业工业发展战略”。

• 为实施渔业发展战略起草了一项行动计划，这为乌克兰内阁制
定的一项相关法令提供了指导。

• 设计了一份手册，介绍并演示了各种协议及基于风险的方法
如何能够提高国家层面检查的有效性和效率。已将该手册分
发给25个区域的每一名检查员，并将在项目结束后继续使用
和出版。

• 在2019年2月26日-3月1日举办了水产品实验室安全测试讲习
班，共培训了34名人员，包括国家服务局官员、中央和地区实
验室分析师、国家鱼类检查员、以及来自国家各大学实验室的
研究人员/科学家。

乌克兰对海洋和内陆渔业资源的消耗量极大，每年产量226585
吨，进口量达629315吨。根据与欧盟达成的“深入全面自由贸
易区”协议，乌克兰承诺其食品安全和质量体系须与欧盟标准
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必须对乌克兰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相关法
律要求进行重大变革，鱼类生产和加工方式也需要改变，这将
给该国全国范围内的渔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方法

2018年，粮农组织发起了一项倡议，帮助乌克兰实现国家食
品安全体系现代化，建立高素质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食品
安全国家机构。该倡议阐述了一项计划，旨在从现有体系过
渡到符合欧盟立法框架的制度。具体活动包括：（i）评估乌
克兰新法规中有关鱼类安全和质量的规定是否与欧盟协调，
找出差距并提出改革建议；（ii）举办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
讲习班，并为官方鱼品检验人员以及渔民、贸易商和加工商
编写有关行业变革需求的相关手册。

©粮农组织/Am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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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该项目带来的利益及产生的影响不仅已传播给国家渔业局和
乌克兰国家服务局下属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护部门的官员及其
实验室，而且还传达给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乌克兰进口商协
会、鱼类与海鲜协会、以及乌克兰水产养殖协会。相信各机构
将继续发展在该项目下开发的知识和技能。

• 地方政府的补充干预措施，以及欧盟、粮农组织和其他合作
伙伴给予的援助将支持在该国建立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检查
体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7-2019年 
资源伙伴：挪威 
计划实施国家：乌克兰

©粮农组织/Am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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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展可持续生计，促进叙利亚难民与土耳其收容社区之间的社会凝聚力

职业技能开发和就业便利化改善了在土耳其受临时保护的叙利亚人（SuTP）及其收容社区的生活状况。

Ahmed Mahmoud Awan先生逃离叙利亚战争，作为难民来到了
土耳其。他成功申请参加了粮农组织举办的畜牧业培训计
划。经过6周的全面培训（其中也包括学土耳其语），他在一
个Şanlıurfa本地农民经营的牲畜农场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参加了培训课程，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动物疾病、急
救和如何存放干草。完成在职培训后，在培训期间认识的
一位本地农民打电话给我，问我想不想去他的农场工作。
我接受了他的请求，开始在那儿工作。” 

成果

• 在粮食和农业部门劳动力短缺地区分别组织了5项职业培训计
划。各项发展计划和在职培训为150人（包括叙利亚人和收容
社区居民）提供了与需求相对应的技能，其中30%的受训者为
女性。

• 共有120位受益人参加了多次招聘会，其中49位获聘在30家当
地粮食和农业领域私营企业就业。

• 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和确保妇女参与，包括最低出勤率、选择最
适合妇女的培训主题、提供交通便利服务以及灵活掌握受益人
选择标准。

• 举办的活动展示了如何利用当地原材料烹调简单且廉价的营养
食谱，鼓励项目受益人健康饮食，促使了250名参与者改善饮
食质量。活动前和活动后测试表明，86%的参与者增强了对健
康饮食、营养和慢性病预防的了解。

• 该项目增进了信息共享，加强了雇主雇员能力，也支持了工作
许可证申请流程，包括季节性农工工作许可证豁免。

土耳其的难民人数为全球最高。2018年，该国的受临时保护
的叙利亚人人数高达365万人有余，其中约一半是儿童。尽管
由于行政和社会障碍，在土耳其的受临时保护的叙利亚人主
要从事非正规工作，但工作许可豁免规定，他们也可以从事
季节性农业和畜牧业工作。与此同时，为这些部门增加投资
引发了其对劳动力的需求，给职业培训创造了机会，从而能
够更好地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求。

方法

粮农组织的干预重点是为收容社区和叙利亚人创造可持续的
生计机会，并增强机构能力，提升受叙利亚危机影响的当地
经济就业机会。该项目识别了目标地区农业部门劳动力短缺
的领域，以及潜在需要熟练/半熟练工人的私营企业。

以需求为导向的技能开发计划和在职培训为受益人前来接受
培训提供了支持，课程采用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授课。这些
活动和培训旨在提高受益人有关健康饮食、营养和慢性病预
防方面的意识。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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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在职培训提高了执行伙伴和有关政府机构组织类似培训的技术
能力。由政府机构、执行伙伴和粮食及农业部门各企业共同构
建网络做出的努力也有望促进其他举措的引进实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8/19年  
资源伙伴：日本  
计划实施国家：土耳其

@粮农组织/Ridvan Vah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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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是近东和北部非洲区域一直面临
的持续挑战。该区域各国对粮食进口的结构依赖性使其极易
受到冲击，从而降低了整个社区自给自足的能力。

该区域各国在改善粮食安全、营养和包容性农业发展方面面
临着共同的挑战，包括持续高人口增长率，整个区域的人
口平均增长率超过2.2%；城市化比率提高；粮食产量增长过
低；以及生产力下降。此外，有限的粮食供应使该区域不得
不大量进口基本食品，且这一趋势在不断增长。这就增加了
它在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和波动中的脆弱性。该区域的自然条
件意味着它长期面临着缺水的威胁，各国可能很快必须面对
该区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水源短缺。

粮农组织的战略

粮农组织在近东和北部非洲的工作计划侧重于确保每一个人
的粮食安全，并致力于帮助成员国减少其脆弱性。粮农组织
支持旨在减少粮食不安全、消除饥饿、增强农业生产力以及
提高弱势社区应对冲击和危机抵抗能力的努力。鉴于此，本
组织制定了3项区域性举措： 

• 水资源短缺倡议：支持政府和私营部门采用现代化技术和体制
解决方案，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和生产率。

• 小规模家庭农业：重点促进体面的农村就业和包容性经济增
长，惠及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青年。

• 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复原力：通过改进旨在提升复原力的政
策和投资、预防和风险减轻措施以及迅速应对紧急情况的能
力，协助各国解决导致脆弱性、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直
接原因。

为了维持未来数年的工作，粮农组织在2019年为68
个项目筹集了2.3亿美元1

筹集了2.3亿美
元2

1  由粮农组织正常计划支付经费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不包括在本章节内。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24 %

7%

17 %

45%

1%

6%

近东和北部非洲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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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列的资源合作伙伴 百万美元

沙特阿拉伯 93

欧洲联盟 4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2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捐助者联合信托基金 13

全球环境基金 13

日本 12

突尼斯 10

科威特 5

美国 4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3

巴林 2

丹麦 2

德国 1

意大利 1

瑞典 1

联合国难民署 1

瑞士 1

利比亚 1

挪威 1

摩纳哥 1

排名前列的计划所在国家 百万美元

沙特阿拉伯 93

也门   38

伊拉克   24

突尼斯 1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5

苏丹   14

毛里塔尼亚   8

西岸-加沙地带   7

巴林  2

埃及   2

黎巴嫩   1

利比亚   1

摩洛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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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区域成就和活动举例:

•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共同创建了“国家自主贡献”（NDC）伙
伴关系，加快实现其已承诺的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粮农组
织和各国家自主贡献伙伴携手举办了“支持在农业和水务部门
执行国家自主贡献区域讲习班”（2019年9月9-11日，埃及开
罗），支持各国根据《巴黎协定》，明确其国家自主贡献的实
施状况。来自15个国家的10多个资源合作伙伴和82名与会者齐
心合力，共同明确他们面临的挑战，并审核了加强有效干预措
施和避免重复性工作的国内协调机制。

• 第二个近东和北部非洲“水土日”（2019年3月31日-4月4日，
埃及开罗）明确了粮农组织作为解决缺水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领
导者地位。会议聚集了15个伙伴组织，包括来自45个国家的
480名代表，就该区域土地、水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个方面交
流了经验和知识。会议以该区域首届水利部长和农业部长联席
会议告终。该会议由阿拉伯国家联盟主持，联盟现已制度化，
并将每6个月举行一次高级别正式会议，这是改善该区域水务
部门治理的重要一步。 

近东和北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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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于在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任何给定时间点运作的项目。
4 指的是2019年在该区域实施的计划/项目总支出。

2019年交付的工作：1.03亿美元，

支持近东和北部非洲的171个项目4

2019年开展的项目3

粮农组织在近东和北部非洲

西岸-加沙地带

黎巴嫩

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利比亚
埃及

约旦

沙特阿拉伯

阿曼

也门

巴林

伊拉克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苏丹

次区域项目
区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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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利用太阳能，保护和恢复加沙的农业能力和生计

迫在眉睫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对于增强农村社区的复原力至关重要。

Suleiman Tabash和他的家人收到了太阳能电池板，为挤奶机
和冰箱供电，确保停电期间奶制品依然保鲜。他还接受了培
训，使他和从该项目中受益的其他200名农民能够在自己的农
场操作太阳能系统。 

“现在由于安装了太阳能系统，我们每天可以获得8小时电
力。这在夏季尤为重要，因为加工过的奶酪需要在冰箱保
存，以延长保质期并避免损失。”

成果

• 该项目总共受益人数达2861人，其中49%是妇女。直接受益人
员包括汗尤尼斯、拉法和北加沙等省的89个高危农户，都是受
电力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太阳能发电也惠及了另外413户
家庭（主要在半城市化和农村地区），他们通过大幅度降低的
费用获得灌溉水，而间接受益于该项目。

• 太阳能系统为40名农业生产者提供了支持，确保作物得到充分
灌溉；太阳能抽水系统也优化了农民的灌溉井和集水池，通过
有效灌溉农田来改善作物产量。

• 该项目在许可范围内提升了从井中抽取的水量，减少了水井拥
有者的运营成本，并降低了农户的用水费，从而使农民能够提
升其灌溉土地面积。

• 25个家禽农场获得了太阳能装置支持，以维持鸡蛋生产所必需
的照明；24个奶牛场也配备了太阳能系统，用于操作便携式挤
奶机，以维持牛奶和肉类产量。

• 项目受益人接受了灌溉管理和太阳能电池板管理方面的技术培
训，培训对象包括女性农民在内。

过去10年来，加沙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给基于
农业的生计和粮食生产带来了毁灭性影响。除造成人员伤亡
外，6年来的3场战争和长期封锁也给加沙的电力和供水基础
设施造成了破坏，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状况。据2018年“社会
经济与粮食安全调查”（SEFSec）估计，加沙地带62%的家庭
面临严重或中度粮食不安全。女户主家庭通常面临更高水平
的粮食不安全和更低的抵御能力，往往无法为家庭自用提供
营养丰富和多样化的食品，更难以在当地市场出售。

方法

粮农组织通过引进可再生太阳能来解决加沙地带严重的电力
短缺现象，从而为该地区提供了迫切需要的支持，挽救了加
沙的农业生计。该项目旨在以可持续方式保护和恢复农业和
畜牧业生产能力，因此保护了该地区高危地段的家庭收入。
项目搭建了太阳能设施，通过有效灌溉提高作物产量，为实
现巴勒斯坦太阳能倡议做出了贡献，倡议希望在2020年通过
利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30%的能源需求，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7，即为所有人提供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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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培训和意识增强活动提高了受益人维护太阳能电池板的能力，
这将确保恒定供电的现有和长期利益。反过来，从长远来看，
对系统进行适当的维护可以为受益群体提供可持续的电力短缺
解决方案，从而降低他们的脆弱性。

• 提高对水可持续利用的认识进一步鼓励采取更优秀的用水管理
做法，这将有助于长期降低风险并减少脆弱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8/19年 
资源伙伴：比利时 
计划实施国家：西岸和加沙地带

©粮农组织/Marco Long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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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在近东和北部非洲实施《2030年议程》，提高效率、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该项目帮助8个国家建立框架，实施《2030年议程》对用水效率、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要求 。

该项目对农民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他们的用水习惯，并作
为农民田间学校的一部分，针对选定作物开展试验。巴勒
斯坦阿坝州农民田间学校有17名农民在温室里种植黄瓜。
在一个作物季节中试行良好农业和用水管理规范后，与常
规管理温室（12.50 kg/m3）相比，试验田的产量翻了一番
（24.07 kg/m3）。在摩洛哥、突尼斯、约旦、黎巴嫩和巴勒
斯坦，农民田间学校已惠及总共250名农民，估计在2020年，
这个数字将翻一番，因为当地农业办公室已提出了参加培训
的请求。

成果

• 该项目组织了6个区域培训班，涉及水生产率（WP）、遥感作
物制图、水资源核算（WA）、蒸散（ET）测量、蒸散农业气象
仪器生产以及连接工具和方法。培训班吸引了150多名主要来
自目标国家的参与者。

• 在过去一年内共组织了15场网络研讨会，共有700人参加；所
举办的国际大会和技术会议吸引了全球4000多人。

• 建立了3个虚拟协作平台：水核算和粮食用水、水生产率以及
遥感作物制图。平台结合了网络和面对面会议或培训。

• 制定了6个方法学（水生产率基线、水生产率现场评估、水
核算解决方案、水资源审核/治理、蒸散监测和遥感（RS）作
物制图），并开发了3个教学大纲，包括水核算、遥感作物制
图、和水生产率。

• 还在目标国家举办了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水生产率、水资源
核算、蒸散、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专门技术培训班。此外，各
国都设计并试点了改进的农业气象站（CORDOVA ET），同时建
立了14个农民田间学校，提供有关水核算以及在开阔田地或
温室中种植秋葵、柿子椒、番茄、黄瓜、橄榄和胡萝卜的培
训课程。

• 摩洛哥和约旦参与了关于水-农业-能源关系的全面对话，旨在
为战略规划和某些有困难的权衡决策提供依据。

• 在14个地点开展的项目现场活动吸引了当地社区，农民们能够
参加试验，传播最佳做法。摩洛哥的各农民协会积极参与了项
目活动，对参与性地下水合同的制定给予了大力支持。

近东和北部非洲（NENA）的自然条件意味着该区域易受严重
缺水的影响，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快速增长，国内灌溉
型农业产量不断上升，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能源需求的
增加以及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对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未来几十年水资源短缺现象将会加剧。由于干旱愈加频繁、
严重、持续时间长，淡水资源的供应有所减少，同时对水资
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农业消耗了其中85%以上的水资源，因此
不得不提高资源效率和生产力（每滴产出更多），才能确保
粮食安全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方法

《2030年议程》及其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要求变革对战
略资源（如水、土地和能源）的管理，而且还要求对农业用
水结构进行改革，以加强粮食安全。该项目在8个近东和北部
非洲国家实施，旨在建立实现水效率、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
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6.4）；特别是通过（i）建立健全的
水资源核算体系；（ii）实施旨在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和生产
力的行动；以及（iii）为可持续、社会公平和保障人权的“
水可持续性”下定义。

©粮农组织/Cengiz Y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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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未来开展的工作有望支持在伊拉克引入水核算，并在约旦、摩
洛哥、阿曼和突尼斯开展地下水治理和管理流程。

• 该项目通过参加世界灌溉论坛、世界粮食日、世界水日、国际
阿拉伯水论坛、开罗水周、近东和北部非洲水土日和近东和北
部非洲水生产率提高区域性会议，传播了项目成果，并提高了
人们对用水管理的认识。 
此外，也有许多国家层面的活动展示了项目使用工具或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6-2021年 
资源伙伴：瑞典 
计划实施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和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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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提高黎巴嫩青年和叙利亚难民在农业和农业综合企业中的就业能力

越来越多的黎巴嫩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就学，农业技术教育更侧重于实践，更好地为学生们
做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准备。

Batoul是一名流离失所的青年，她从叙利亚阿勒颇逃到黎巴
嫩，希望能够加入农业技术学校的会考技术（BT）计划。她
先上了一些有关景观、养蜂和插花的非正式培训课程。

“我建议年青人就读农业技术学校，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
学到很多东西，并获得新的体验，为加入劳动力市场打下
良好的基础。” 

Batoul说道。她现在在当地的一家花店工作，
并渴望回到家乡后能够开办自己的花店。

成果

• 与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展开的磋商，以及为拥有会考技术资格的
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开展劳动力市场评估，鼓励黎巴嫩农业部
开发新的教学大纲。技术图表和基于能力的职业标准指导了这
5个职业课程的开发：农业机械修理、灌溉系统安装、家禽生
产、水培农业以及畜牧和奶制品生产。

• 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根据新的会考技术计划开发了以实践为
主的学习工具包。有90个课程提供基于能力的培训和性别主流
导向，帮助更新两个农业技术学校运作的会考技术计划，从而
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 开展基础设施评估，具有IT应用程序详细说明的清单方法，以
及技术设施的装备和修复工作，旨在为7个农业技术学校提供
支持。由于资源伙伴出资增加了75%，使粮农组织得以与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努力，重建学校基础设施和学习环境。 

• 与WARD和AVSI基金会合作，作为非正式农业培训，实施了17个
短期课程模块。共培训了2321名学生，其中60%是女性，40%是
流离失所的非黎巴嫩青年。

始于2011年的叙利亚危机导致大批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涌入
黎巴嫩。2016年，总数约达150万人，其中16%为15-24岁的青
年。他们面临着与社区和社交网络隔绝、教育中断、生计丧
失、失去社会保障服务获得机会，而且还要适应新的环境。黎
巴嫩政府已将农业确定为可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以及收入社
区中无技巧的黎巴嫩青年/工人提供工作和收入机会的部门，
因为这些行业的确需要支持，又能够提供工作岗位。

方法

该项目旨在为黎巴嫩青年以及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和黎巴嫩
境内的其他难民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够学到必要的技术
技能，从而提升在农业和农业综合企业就业的机会，无论是
在黎巴嫩，还是回到叙利亚之后。该项目支持修订“国家农
业技术政策战略”，包括教育体制安排、计划和制定教学大
纲；在农业学校与私营部门之间搭建桥梁；农业技术学校
（ATS）的升级、装备和培训。

©粮农组织/ Fouad Chouf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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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通过咨询委员会及技术和财务运营法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对话已经制度化。

• 2019年开展的学校促进和青年参与活动强调了技术教育在农业
中的重要性，并提高了对青年就业前景的认识。

• 由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学校/中心提供的非正规培训继续使
用该项目开发的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6-2020年 
资源伙伴：荷兰 
计划实施国家：黎巴嫩

©AV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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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通过协调一致的区域合格评定和改善食品安全来发展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能力

阿拉伯区域国家本着对食品控制的共同愿景，增进了食典工作对话，并加强了区域协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关于整个食
品控制系统的运作方式、不同机构之间的互动以及我们在
该系统中起到的作用，这一切都令人赞叹不已。”

Batoul Mohammed Abdo，苏丹农林部

成果

• 一次区域讲习班提高了参加者对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食
品控制系统评估工具的认识。粮农组织通过纳入参与国的评论
和意见，开发了该工具的阿拉伯文版本。来自国家食品安全当
局的23名专家接受了培训，作为实施食品控制体系评估的各国
重要联络人员。

• 对苏丹和突尼斯的国家食品控制体系分别进行了评估，并培
训了66名食品安全专业人员。通过制定战略框架，主管当局
确定了优先工作重点，并制定了行动计划，以改善其食品控
制系统。

• 针对已明确为常发弱点的具体问题，制定了6份阿拉伯文区域
食典指南，支持该区域有效参与食典工作。指南为在埃及、突
尼斯和科威特的国家层面培训讲习班给予了帮助。

• 随后举办了3次区域性培训，分享整个区域的经验教训，并验
证了程序指南。共有来自各国政府和食品控制机构、学术界和
专业协会的175名介入或参与食典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决策者提
高或加强了他们的相关能力。

• 项目所在各国的高级代表参加了2019年11月11-15日举行的粮
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近东协调委员会第10届会议（CCNE10）
，促进了有关使用在线食典参与工具的更多培训，并对区域标
准做了最终定稿。

许多阿拉伯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国家食品控制体系，因此在如
何满足其公民对安全健康食品需求及世界贸易组织（WTO）对
国际贸易食品控制有严格要求方面面临着挑战。如果该区域
能够引进更强有力和协调一致的食品控制系统，则不仅可以
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保护，而且可以改善贸易关系，为进入新
市场提供便利，并促进区域和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为了鼓
励更完善的食品控制系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实施了由瑞
典出资赞助的“阿拉伯食品安全贸易促进倡议”（SAFE）项
目，粮农组织是该项目涉及食品安全部分的执行伙伴。

方法

为了支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倡议，粮农组织项目加强了
阿拉伯区域的国家食品控制系统，并协助在区域层面促进协
调食品安全和质量政策与议定书。为此，粮农组织和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利用新开发的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工具
对食品控制系统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加强区域和国家食典
工作能力指南。提高出口市场食品安全标准合规性将增加该
区域内外的贸易机会，对食品生产商和贸易组织产生积极的
影响。加强食品控制体系也将惠及消费者，提高其食品的安
全性，更好地预防食源性疾病。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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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评估过程的最后一次讲习班期间，苏丹和突尼斯制定的战略框
架和行动计划已提交给相关国高级别主管当局和捐助者。在最
后的讲习班中，也与区域其他国家介绍和讨论了相关成果和经
验教训。

• 来自阿拉伯区域的23名专家接受了培训，作为实施本国食品控
制系统评估的重要国家联络人员。

• 阿拉伯国家已就正在开展的国家食品法典工作流程和程序达成
一致，这将支持其更有效地参与食品法典国际工作。

• 在CCNE10会议中，各国同意在未来两年内开展一系列活动，
支持“2020-2025年食品法典战略规划”的实施，在这一征程
中，本项目开发的技能和流程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8/19年 
资源伙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计划实施国家：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科威
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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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太浪费了！在约旦通过创造绿色就业机会重新利用生物固体和有机废弃物

增加绿色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容社区最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并改善了马夫拉格省的环境条件。

项目受益者原来认为废弃物分类工作既不安全也难以接受，
但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了这项工作的性质。

“该项目为我提供了安全的工作环境，而且离家近，给了
我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 

Ghoson，项目受益者，一位逃离叙利亚危机的单身母亲，有4
个孩子

成果

• 该计划为65个家庭提供了短期就业机会，其中77%来自收容
社区，23%是叙利亚难民。此外，33名工人（95%为叙利亚难
民，5%是约旦人）得以在安全的环境中做绿色工作，帮助难民
改善经济状况，而不必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这些干预措施
惠及Zaatari市和Mafraq省的10.5万人口。

• 89名叙利亚人（其中43名为妇女）接受了有关废弃物分类以提
取有机物的培训，冬季和夏季有机废弃物分别占营地废弃物的
30%和50%。

• 在绿色工作倡议下，开展了堆肥最佳做法培训。33名最初受训
者（其中18名为妇女）随后找到了工作，提升了有机废弃物提
取的价值。

约旦是受叙利亚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人均
难民人数第二高的国家。不仅难民人口生活窘迫，而且约旦
本国民众亦目睹了他们的生计、机会和公共服务的正当获得
途径受到了不利影响，特别是最贫穷的群体。马夫拉格省的
情况尤其严重。同时，据估计约旦每年产生逾300万吨废弃
物，其中一半是有机废弃物。随着难民涌入，这个数字也成
比例上升。需要引进综合性方法，来解决叙利亚难民危机问
题，不仅要侧重于人道主义因素，而且也要注重环境影响。

方法

该项目旨在通过私营企业发展、改善生计、促进环境可持续
性和绿色就业机会，来促进马夫拉格省地方经济的增长。通
过优化处理废水和再利用有机固体残留物，可以生成可再生
能源和堆肥。同时也为至少70个脆弱家庭提供了机会，他们
可以从沼气、固体废弃物分离和堆肥厂获得固定的收入。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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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与项目合作伙伴共享了物料回收设施的堆肥和管理手册以及
大型沼气厂设计手册，以指导为邻近城市服务的类似工厂实
施计划。

• 粮农组织已与多个政府实体和机构签署协议，加强其雇员能
力，并为工程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培训课程。

• 通过该项目，粮农组织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和欧洲联盟保持密
切联系，为未来的联合工作制定概念说明，包括为Zaatari营
地构建沼气厂，该厂的设计源自这个项目，资金来自德国国际
合作机构-欧洲联盟废弃物管理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6-2020年 
资源伙伴：欧洲联盟 
计划实施国家：约旦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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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通过萨那和拉哈吉地区自然资源管理，加强妇女在和平建设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缓解用水冲突，增强妇女参与解决机制，经济自力更生、谋生机会和社会凝聚力同时也得到了提升。

“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粮农组织关于水资源冲突管理和分配的
培训，并学到了很多关于社区水资源管理的知识，这将帮助我
及其他水用户协会成员解决社区中的水资源冲突，为我们的年
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些年轻人过去会离开农场去加入民兵组
织。恢复农业将改善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总体生活。” 

Wafa’a Nasser，农艺师和贝扎克农业协会成员

“有史以来，妇女在解决农村地区的水资源冲突中一直发
挥了作用。该项目所产生的最具变革性的影响是通过水用
户协会将这一作用制度化，从而使妇女在社区中得到进一
步的认可。”

和平建设基金项目评价

成果

• 粮农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通过在萨那和拉哈吉地区签订的社区
合同重新设立了14个水用户协会，并支持它们建立和培训了14
个由妇女领导的冲突解决委员会，收集有关现有冲突的数据，
有望处理解决这些冲突。

• 成立了14个妇女水用户团体，在萨那和拉哈吉地区，妇女在水
用户协会理事会中所占比例达30%。所有干预措施的实施都有
当地劳动力参与，其中85%的举措是由妇女领导的。

• 通过培养解决冲突和恢复公共水源的能力，该项目增加了约
27165名农民获得灌溉水的机会，并为1083名受益者提供了立
即获得收入的渠道，其中294名是来自低收入脆弱家庭的妇
女，她们采用的是粮农组织的“以钱换工”计划。

• 农民净收入水平提高了25%，1767公顷的农业用地受益于该项
目，1859公顷的土地供水得到了改善，从而导致水资源冲突减
少了53%。

也门是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全球用水最紧张的国
家之一。始于2015年的冲突进一步破坏了该国许多重要的用
水、卫生和清洁基础设施，加剧了水资源短缺问题。在萨那
和拉哈吉地区，用水管理不善，对共享资源分配不公且过度
使用，再加上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和忽视，导致了水资源冲
突，因为某些社区成员能够获得受控水源，而其他成员则被
排除在外。也门存在着多元化宗教、文化、社会和政治传
统，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不甚平等，妇女受影响尤为严重，
被排除在资源管理和决策制定程序之外。

方法

这项干预措施旨在通过在萨那和拉哈吉社区层面开展自然资
源管理，加强妇女在和平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支持针对资
源匮乏造成的局部冲突制定可持续解决方案。为实现这一目
标，项目支持成立了14个水用户协会（WUA）和妇女水用户团
体（WWUG），并加强其能力建设。项目还在每个水用户协会
中设立了一个冲突解决委员会（CRC），并加强了其能力建
设，每个委员会的男女成员人数平等，使妇女有机会在冲突
解决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动员社区成员支持针对当地用
水冲突制定的解决方案。

©粮农组织/Soliman Ah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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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通过该项目，首次在社区和机构层面上听到了妇女的声音。该
项目激励通过社区对话解决冲突的传统机制，并采用更具创新
性的方式，赋予妇女权力，在这些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以
多种方式解决水资源冲突。

• 在这项干预措施成功的基础上，日本为粮农组织提供了补充资
金，以扩大项目成果。未来的工作将支持Wadi Bana山谷地区共 
享水源地附近的冲突解决和女性赋权，包括Ibb、Albayda、 
Aldal’a、Lahj和Abyan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8/19年 
资源伙伴：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 
计划实施国家：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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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年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在减少饥饿人口比例
和人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2000年来，营养不良人数
减少了2000万。此外，该区域在减少儿童营养不良方面取得
的显著进展非常也令人欣慰。2000-2018年期间，5岁以下女
童和男童发育迟缓率从16.7%下降到9%，2018年有1.3%的儿童
患有消耗性疾病。

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仍然需要应对以下几项挑战：

• 2018年，饥饿人数达4250万，占该区域人口的6.5%。

• 拉丁美洲有1.88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意味着与
2014-2016年占总人口26%相比，2016-2018年期间属于此项下
的人口比例增加到了31%。 

• 需要改进饮用水获得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以及粮食和动物健康
系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

• 解决营养不良问题需要多部门公共政策、政治系统和社区的协
调和协作承诺。

粮农组织的战略

粮农组织的工作计划通过3项区域性举措，为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的抗饥饿斗争提供技术援助和政策支持：

•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消除饥饿和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支持该
区域所有部门的重要粮食安全举措，以确保所有人的食物权。

• 消除农村贫困并振兴农村地区：促进农民的生产发展和社会福
祉，加强他们在粮食系统中的参与。

• 促进可持续的气候适应型农业：从社会经济和环境角度促进向
农业、渔业和森林可持续发展的过渡。

为了维持未来数年的工作，粮农组织在2019年为77
个项目筹集了1.12亿美元1

筹集了1.12亿
美元2

1  由粮农组织正常计划支付经费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不包括在本章节内。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6%

21%

31%10 %

3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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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列的资源合作伙伴 百万美元

绿色气候基金 38

哥伦比亚   25

欧洲联盟  18

全球环境基金 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捐助者联合信托基金   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4

墨西哥   3

瑞士   2

巴拿马   1

巴西   1

瑞典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

乌拉圭   1

格林纳达   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西班牙   1

多边机构   1

排名前列的计划所在国家 百万美元

萨尔瓦多   36

哥伦比亚   34

古巴   12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5

危地马拉   3

墨西哥   3

尼加拉瓜   3

洪都拉斯   2

海地   2

巴拿马   1

乌拉圭   1

格林纳达   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智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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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区域成就和活动举例：

• 在西班牙的支持下，为确保该区域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成立了立
法者网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反饥饿议会阵线”（PFH），
在21个国家议会以及4个区域和次区域议会中均有代表。

• 在反饥饿议会阵线的支持下，制定了与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
秘鲁的粮食浪费和损失，墨西哥的食品标识，巴拉圭的家庭农
业以及乌拉圭的农业生态相关的6项国家法律。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议会与粮农组织商定了一项2019/20年联合
工作计划，以促进关于农业生态、超重和肥胖、粮食损失和浪
费、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示范立法和建议。

• 在“美洲创新周—智慧农村社区”期间，由粮农组织、国际电
信联盟和乌拉圭电信共同组织的首次区域活动在乌拉圭举行。
活动促进了190多名参与者之间就该区域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数
字解决方案和技术展开了对话和知识共享。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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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于在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任何给定时间点运作的项目。
4 指的是2019年在该区域实施的计划/项目总支出。

2019年交付的工作：8600万美元，

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205个项目4

2019年开展的项目3

粮农组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格林纳达

牙买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智利

阿根廷

乌拉圭

次区域项目 区域项目

巴西秘鲁

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圭亚那

苏里南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多米尼加共和国

海地

古巴

巴拿马

尼加拉瓜

洪都拉斯

墨西哥



110

亮点

在洪都拉斯西部林业部门赋权予农村妇女采取气候行动

通过发展森林资源管理技能，农村和土著妇女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该项目通过提供关于市场和性别发展的讲习班和培训为
我们提供支持，使我们意识到作为女性的职责和权利。项
目还组织了关于治理的研讨会，让我们积极参与市政府的
行动。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该项目继续通过新技术培训来
支持我们，在改善烘焙咖啡生产、准入市场和商业计划制
定方面提供帮助。” 

Rosalina Romero，圣塔芭芭拉省El Níspero市女企业家 

成果

• 在12个试点城市中，采访了其中11个城市的林业和农业生产者
组织，为它们提供自我评估的机会。

• “社区组织和妇女网络参与的诊断、战略规划和市政对话”讲
习班包括项目的主要行动方和受益人，以确保决策过程具有包
容性和有意义的参与。

• “共同家园妇女监护人应对气候变化对话”论坛促进了人们对
男子、妇女、青年和土著人口在市政规划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
及参与对话结构的认识。这有助于在地方和国家双重层面加强
治理、自然资源管理和经济赋权。来自社区组织的139位代表
参加了这次活动。

德国观察的长期气候风险指数指出，洪都拉斯是全球范围内
最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之一，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都加剧了
其脆弱性。洪都拉斯西部的土著妇女特别容易遭受森林砍伐
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她们依赖森林从事生产活动，而且
其炊用水和木材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来自森林。

方法

目前正在开展的洪都拉斯赋权予农村妇女以采取气候行动项
目（PROMUCLIMA）旨在减少因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而导致的
农村贫困和温室气体排放。该干预措施有利于在圣塔芭芭拉
和伦皮拉省的12个市中建立和提升农村和土著妇女及青年的
技术、生产和商业能力。

该项目通过采用良好做法和创新生产程序，加强了参与森林资
源管理和利用的地方机构和组织的能力。通过与城市及各协
会、社区和国家机构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召开的研讨会，提供技
术和政策建议，以产生协同作用并设计适当的行动计划。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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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在论坛上介绍了社区组织的建议，相关文件由社区代表阅读、
签署并交给了主管当局。

• 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将支持和促进认证过程，并加强市政环境小
组（UMA），以促进某些服务的权力下放。

• 部长和国家森林保护研究所负责人将指示区域和地方办事处，
支持市政环境小组和社区组织开展最有效的变革，例如，通过
水务局参与微盆地的申报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8-2022年 
资源伙伴：加拿大 
计划实施国家：洪都拉斯

©粮农组织/Jaime Pera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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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重新塑造中部美洲消除饥饿的体制框架

计划与该区域各国和地方当局及机构合作，提供创新的发展解决方案，确保为最脆弱人群提供体面的生活条件。

“由于缺乏机会，这个土著边境地区人员外流频繁发生。
我一直鼓励妇女共同参与中美洲无饥饿AMEXCID-FAO支持
开展的活动，希望她们能增加收入，就不需要背井离乡
了。”

Doris Cano，咖啡生产商，洪都拉斯圣马科斯·德拉塞拉地
区伦卡家庭农民协会的一名积极成员

成果

• 中美洲无饥饿AMEXCID-FAO计划为25个公共政策流程和21个规
范流程做出了贡献。

• 共同的文化根源和大家都面临的挑战为各受益国和墨西哥提供
了在机构层面和家庭农民之间交流知识的机会。例如，墨西哥
的龙虾捕捞人员与尼加拉瓜的同事们分享了他们的捕捞技术，
从而减少了伤亡人数。

• 在6个受益国的学校和社区中心搭建了20个雨水收集系统
（RHS）。该系统方便偏远社区收集雨水供人类饮用和农业生
产，从而有益于儿童和成人健康。因此，通常负责取井水和河
水的妇女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收活动。RHS的经验非常成
功，其他社区的不同行动方目前正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复
制这一做法。

中部美洲的粮食不安全和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那里缺乏经
济增长和生产性投资，且不得不应对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退
化。与此同时，农村地区面临体制缺陷，旨在满足其需求的
公共政策和计划的覆盖面非常有限。小农通常是土著或非洲
裔，无法获得市场、技术、基础设施、融资和技术援助。

方法

“中美洲无饥饿AMEXCID-FAO”（MHF）致力于帮助最脆弱的
社区，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的人士
以及被迫移徙人士。中美洲无饥饿AMEXCID-FAO计划促进粮食
和营养安全、家庭农业、农业创新、农村组织以及交流和知
识管理。除了在农村地区开展实地项目外，该计划还在机构
层面上致力于：

• 确保政治承诺，提高公众意识；

• 加强机构能力，制定、实施和监督公共政策和法律框架；

• 设计和验证可扩展、可整合入公共框架中的解决方案；

• 促进官员和农民之间的对话、技术援助和同侪学习。

 

©粮农组织/Carlos Zaparao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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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与决策者合作一直是加强政治承诺和为解决弱势群体需求而设
计更有效政策和框架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成功范例包
括危地马拉的《学校供餐法》，该法律规定公共部门必须向家
庭农民采购；以及向巴拿马土著社区收集有关粮食不安全统计
数据的项目，从而实施“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FIES）。

•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经验证明，提高认识能够鼓
励在地方层面增加对粮食安全和家庭农业的投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5-2021年 
资源伙伴：墨西哥 
计划实施国家：伯利兹、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
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

@粮农组织



114

亮点

优先发展纳波省森林生物多样性、土壤和水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纳波省的可持续生产实践使森林砍伐减少了15%，并使当地生产者的收入增加了10%。

“与关联企业的合作不仅对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
还增加了可可豆、香草和番石榴的供应量，实现了可追溯
性和质量标准管理，并扩大了本组织的合作伙伴网络。” 

Bladimir Dahua，卡拉迪协会主席

成果

• 开发省级自然资源信息系统和省内经济生态区划图以及提供能
力增强培训，推动促进了“2019-2023年纳波省土地规划和发
展规划”（PDyOT）的更新。还提交了苏马科生物圈保护区的
管理战略。

• 充分利用国家激励措施，例如“Socio Bosque计划”、“亚马
逊生产转型议程”以及纳波省政府引进的其他政策，使该省能
够在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生产方面进行再投资。

• Kallari、Wiñak和Tsatsayacu等组织已在1952.5公顷的土地
上实施了良好农业规范。他们已获得有机认证，可向加拿大、
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士和美国的商店出口优质的国产香精
可可豆。

• 旅游和生物商务公司获得了运营环境许可证和指南，其品牌开
发和产品质量标准也得到了认可，为进入当地、国内和国际市
场提供了便利。

• 有关传统脉轮系统的省级规定允许为脉轮标识建立“参与性保
障制度”，并承认其为世界农业遗产的一个独创体系。

• 为建立“可持续发展与节水基金”（FODESNA）创建了技术和
法律框架，这是个确保项目过程和结果可持续性的财务机制。

纳波省位于安第斯山脉东部和厄瓜多尔亚马逊河平原上游盆
地之间，不仅生物多样性极高，而且还拥有亚马逊基奇瓦
河、基霍斯河和沃拉尼斯河等社区的文化多样性。然而，该
省贫困水平高达77%，导致社区不得不将森林转变为农业用
地。尽管超过70%的面积属于受保护土地，但森林砍伐速度高
达每年2932公顷，且40%-60%的农业土壤正在退化。

方法

该项目促进改善森林管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
制止和扭转纳波省的土地退化和毁林。在公共、私人和民间社
会组织支持下，项目旨在：（i）消除地方层面的体制弱点；
（ii）消除可持续性差的农业和林业生产系统；（iii）扩大
当地居民有限的生计机会。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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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当地行动方向PDyOT提交了一项“可持续森林管理策略”和一项
RBS管理建议，涵盖塞罗苏马科和科隆佐防护林的共管计划，覆
盖面积超过56832公顷，包括25个社区的4955名居民。

• 2016-2018年，该省的净森林砍伐率降至平均2267公顷/年，这
代表了温室气体排放估量减少了817095毫克二氧化碳当量。除
此之外，还通过森林保护协议、农林业和林牧系统管理、以及
主动和被动森林恢复，总共避免了约3998945毫克二氧化碳当
量排放。

• 各合资企业分别报告收入增长了25%，甚至某些企业增长超出
100%，可以弥补生产成本，并确保中期更出色的盈利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5-2020年 
资源伙伴：全球环境基金 
计划实施国家：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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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在拉瓜吉拉邦移徙危机期间，加强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家庭的粮食安全

尽早采取行动有助于帮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家庭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携手努力。

来自蒙地拉拉社区的委内瑞拉受益人Alina Rieta原本并非农
民，从未学过土地耕种。她说，在参加了早期行动项目后，
学会了生产所需的一切知识，从平整土地到播种、施肥、灌
溉和收割。

“在社区生产中心，我们学习一起生活、一起种植。农业
给了我生存的方式，尽管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里的
确是一种解脱。该项目使我耳目一新。”

成果

• 该项目使1003户家庭受益，惠及7021人，包括Wayúus土著
人、农民和非洲裔人士。361户是收容家庭，345户是重返家
园的哥伦比亚家庭，297户是委内瑞拉移民家庭。受益人来自
Albania、Maicao、Manaure、Riohacha和Uribia市的19个社
区。每花费1美元，就会生成2.6美元用于支持弱势家庭。

• 在“采取行动战胜饥饿”支持下，粮农组织修复了18个当地供
水系统。

• 12500多只绵羊、山羊和牛受益于动物卫生小组、饮用水和饲
料分配，从而降低了动物死亡率，并为更健康的牲畜群提供
了支持。

• 平均而言，挽救动物生命等于给家庭提供了305美元（约折合
11头山羊或绵羊，或1头母牛）。更强壮和更高产的牲畜相当
于为每个家庭的畜群增添价值669美元。

• 产量更高的动物为5岁以下儿童每天多提供了半升奶，约占每
日热量需求量的21%和每日蛋白质需求量的54%。

哥伦比亚的北部邻国委内瑞拉已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导致超
过400万人跨越边界寻求食物和稳定。许多人已在拉瓜吉拉
邦等边境地带定居，那里的社区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共享食
住。拉瓜吉拉邦是哥伦比亚干旱最严重的省份，许多社区，
例如Wayúu土著人民，多年来在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中挣
扎。移民危机不仅给各个家庭带来了压力，而且还给土地和
水源等当地可用资源造成了负担。

方法

粮农组织的干预措施旨在迅速提高当地粮食产量，帮助家庭
保护其剩余资产并减少移民危机造成的影响。该项目建立了
社区生产中心，家庭和农艺师可以在这里交流知识，运用良
好做法来快速生产各种农作物。给各家庭分配了短周期农作
物种子，播种3个月后就能收成有营养价值的粮食。动物卫生
小组改善了牲畜状况，从而提升牲畜数目。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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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性

• 参加干预措施的家庭在“适应能力”和“资产”两方面（这是
该区域复原力的两个主要决定因素）得分都更高。从该项目中
受益的家庭采取负面应对策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 社区生产中心成为了学习和思想交流的枢纽，受益人有机会在
项目外与邻居分享新技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8/19年 
资源伙伴：瑞典 
计划实施国家：哥伦比亚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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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通过认证和标识，支持采购本地山区有机产品，实现公平贸易

“山区伙伴关系产品”倡议为山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和生态系统复原力。

“山区伙伴关系产品计划展示了全球发展社区如何能够在
寻求成功利用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和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的同时，也在当地、区域和全球层面为本地小农户和食品
价值链行动方提供替代且非常重要的谋生策略，例如可持
续旅游业。”

Paolo di Croce，慢食组织秘书长

成果

• 山区伙伴关系产品计划为12个国家的16个生产者组织提供了支
持，影响面触及约10000名农民，其中60%是妇女。由于年轻人
经常去城市找工作，为山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将减缓城市移徙
的速度。

• 20种产品带有山区伙伴关系产品标识，包括来自玻利维亚安
第斯山脉的无刺蜂蜜和印度喜马拉雅山农民种植的粉色和紫
色大米。

• 7个生产者组织（涉及200个生产者和700名人士）参加了生产
技术和产品开发的能力建设活动。

• 大多数生产商报告市场需求和产量均大幅上升，销售额增长高
达49%。

• 2019年4月，在印度Ranikhet召开了由13名山区伙伴关系
产品代表参加的研讨会。讲习班制定了“全球山区PGS网络
Ranikhet宣言”，这是有史以来首个针对山区小农的PGS国际
网络。

• 首次区域培训师培训班在秘鲁利马举行（2019年11月18-22
日），内容涉及面向国内市场的小规模山区生产者认证计划。
该培训班帮助来自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主要成
员获得着眼于山区的PGS专业知识。

• 山区伙伴关系产品计划被选为全球25项最佳实践之一（从总共
1175项最佳实践中挑选），并将在2020年迪拜世博会全球最佳
实践计划演示中推介。该平台展示了为世界最大挑战提供切实
可行解决方案的各个项目。

山区农业通常产品质量高、生产规模小、农业体系多样化、
妇女参与率高。但由于地形崎岖、人迹罕至、基础设施和运
输条件差、进入市场机会有限以及缺乏培训机会和投资，与
低地企业相比，山区农业通常处于劣势。

“山区伙伴关系产品”（MPP）认证和标识机制为山区生产者
增加了销售机会，充分利用全球趋向健康、有机和本地采购的
大方向，并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同时确保了公平报酬。

方法

“山区伙伴关系产品”倡议为包括玻利维亚、印度、吉尔吉
斯斯坦和秘鲁在内的12个国家的小农山区生产者提供了技术
和财政支持，以改善和缩短有机食品的价值链，利用纺织品
和旅游服务创建企业，从而扩大了市场准入，并改善了生
计。该项目支持： 

• 与所有生产者共同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与EcorNaturaSí合作）；

• 利用山区伙伴关系产品标识，讲述每个产品的起源、生产方
法、营养价值以及在当地文化中发挥的作用（与慢食组织合
作）；

• 通过参与性担保体系（PGS）进行国内市场认证（与IFOAM国际
有机联盟合作）；

• 使用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第三方认证实体（与ICEA研究所合
作，进行道德和环境认证）。

©粮农组织/Claudia Canedo 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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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 “全球山区PGS网络Ranikhet宣言”是山区伙伴关系产品合作
伙伴致力于保护山区农业系统并确保道德、公平和有机生产
的承诺。

• 山区伙伴关系产品计划为传统产品增添了价值，鼓励多样化传
统耕作制度，增加抵御力，并减轻了山区生态系统的压力。在
秘鲁讲习班的基础上，计划于2020年为所有致力于“Ranikhet
宣言”的山区伙伴关系产品倡议合作伙伴提供区域性培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4-2019年 
资源伙伴：意大利 
计划实施国家：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危地马拉、印度、
吉尔吉斯斯坦、莱索托、蒙古、尼泊尔、巴拿马、巴布亚新
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和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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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营养教育和包容性价值链促进健康饮食

通过改进向小农户采购公共粮食的政策和做法，各国政府鼓励负责任的生产和消费，同时也促进了粮食安全和
营养。

“该区域各国已将强调机构市场需求与家庭农业供应挂钩作
为一项工作重点。为此，特别是在哥伦比亚，粮农组织加强
了给予公共采购系统的支持，以此作为促进包容性粮食系统
的一项措施。”

Alan Bojanic，粮农组织驻哥伦比亚代表

成果

• 在10个国家创办了3200多所可持续发展学校。

• 2019年，来自多部门160家机构的200名专业人员在多米尼加共
和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秘鲁接受了“粮食和营养教育”
能力发展培训和认证。

• 5个国家通过了学校供餐法律，包括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
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拉圭，这意味着学校供餐计划现已依法
制度化。

• 来自可持续发展学校的约28.5万名学生可获得高质量学校膳食
以及食品和营养教育。

• 粮农组织根据终端用户反馈制定了国际“小农户公共粮食采购
基准”。

• 10个国家实施了家庭农场公共采购机制，用于学校供膳计划。

• 1250多个当地生产者家庭在为学校提供新鲜健康食品。

• 于2018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可持续学校供膳网络”的
21个成员国签署了一项承诺书，支持在2019年纳入适当菜单并
促进健康饮食习惯。

几个国家政府实施了旨在促进向小农户采购公共粮食的举措
或政策框架，其更广泛的目标是加强农村生计并实现粮食安
全和营养目标。在过去10年中，粮农组织促进了国家之间的
南南技术交流，并支持国家政策制定，加强促进健康饮食和
在学校膳食中增添新鲜健康食品的教育进程。但政策改革和
实施是一个需要不断评估和改进的过程。

方法

在国家层面促进可持续的学校供餐计划，对于保证经常获得新
鲜优质食品，在中长期改善健康状况以及提高学习成绩和营养
状况至关重要。学校供餐行动可为包容性采购和价值链提供机
会，从而支持小农和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并加强营养、农业
与社会保护之间的联系。粮农组织在其伙伴的支持下，正在实
施两个项目，以巩固该区域的学校供餐计划，这两个计划均符
合“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2016-2025）”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框架。这些项目促进了关于粮食和营养教育的全球和区域
政策发展以及技术对话，同时为公共粮食采购举措积累有关最
佳做法方面的知识，并促进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的协调。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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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 向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政府提供了具体
建议，进一步制定倡议，支持向小农户采购学校餐食和粮食援
助计划。

• 编写并分发了有关向小农户采购公共粮食的政策和技术指导，
促进采纳良好做法，利用跨国学习经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段：2017-2020年/2018-2020年 
资源伙伴：意大利和巴西 
计划实施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Magnum/Alex We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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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冲
突和长期危机的发生率不断上升，对粮食安全产生了负面影
响，并导致人们流离失所。跨界植物病虫害对农业和人类健
康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
继续在所有国家和区域肆虐，无一例外。实现零饥饿的许多
挑战仍有待解决，对粮食的总体需求预计将继续增长，给稀
缺的自然资源造成压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

粮农组织的战略

粮农组织在全球和跨区域层面的努力着重于弥合知识差距，
交流本地经验，试行创新工具，发展规模经济和应对全球现
象，例如气候变化、移徙、性别问题和跨界疾病。粮农组织
的全球性工作方法旨在解决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并致力于提
供政策支持，技术上可靠的统计数据和数字解决方案，使伙
伴国家能够生成和使用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更全面数
据，支持设计有效的循证国家战略，以确保实现相关可持续
发展目标目标，使各国有望实现《2030年议程》。

为了维持未来数年的工作，粮农组织在2019年为
214个项目筹集了2.81亿美元1

筹集了2.81亿
美元2

1  由粮农组织正常计划支付经费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不包括在本章节内。
2  根据粮农组织理事机构规定的官方计算方法，自愿捐款（批准的项目）按计划/项目宣布开始运作时计算，这包括为新的或修改的项目出资。

6%6%

40%

6%

22%

20%

全球

•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及可持续性

• 减少农村贫困

•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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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列的资源合作伙伴 百万美元

欧洲联盟 90

多边机构 48

荷兰 32

德国 24

意大利 14

大韩民国 14

挪威 9

瑞典 9

美国 7

全球环境基金 5

联合国环境署 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

日本 4

东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3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3

中国 3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2

国际劳工组织 1

世界银行 1

冰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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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全球成就和活动举例：

• 先进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消费者喜好和需求、电子商务对全
球农产品贸易产生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都会导致农
产品系统在未来几年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因此，粮农组
织已加强了本组织在数字创新方面的工作。《农业和农村数字
技术–现状报告》探讨了使用数字创新和技术对农业食品系统
进行数字化的潜在益处，以及如果农业系统不做出重大转型，
则国际社会将面临的潜在风险，并提供了有关在农业食品系统
中应用数字技术的实例和影响案例。粮农组织举办了首届数字
农业转型国际研讨会（6月12/13日，罗马），促进了400多名
与会者就农业数字技术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交流。

• 在2019年1月召开的“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GFFA）上，74
位农业部长和来自国际组织的高层代表呼吁粮农组织与其他利
益相关方协商，为建立国际数字粮食和农业平台（数字理事
会）编写概念文件。咨询过程涉及来自约100个组织的360名人
士，共召开了3次设计思维研讨会（分别在罗马、阿克拉和布
达佩斯）、15次咨询会议、两次焦点小组访谈、一次世界粮食
安全委员会46会外活动、以及一次为期3周的在线咨询活动。 
已在2020年的GFFA上成功发布了概念文件，并提出创建一个平
台的建议，以加强数字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跨界交流思想
和经验。 

• 粮农组织是联合国开展农业普查的主要机构。本组织每10年
制定并倡导一项更新普查方案，支持各国使用最新标准国际概
念、定义和方法开展国家农业普查。“2020年世界农业普查方
案”（WCA 2020）是最新版的10年期农业普查方案，覆盖时间
段为2016-2025年。为了传播新方案的更新操作指南，粮农组
织于2019年组织了一系列初步区域讲习班，包括：（i）由阿
拉伯统计培训研究所、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和粮农组织共同出
资的近东和北部非洲讲习班（4月）；（ii）由美洲开发银行
资助的拉丁美洲讲习班（4月）；以及（iii）由粮农组织资助
的非洲法语国家讲习班（6月）。

• 在“可持续提供木材，建设可持续世界”（SW4SW）倡议下，
举行了3次可持续木材区域性对话（2019年5月28-30日，喀麦
隆杜阿拉；2019年10月29/30日，南非约翰内斯堡；2019年11
月23-25日，中国南宁），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
的生产者、消费者、森林社区和政府参加了对话。该倡议由粮
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国
际热带木材组织共同领导。 
这些对话加强了来自50个国家的200多名与会者在可持续林业
方面的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为25个国家起草了实
现SW4SW目标的行动路线图。

• 2019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的“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后续行动”报告强调了会员国和三方组
织（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执行“
抗生素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方面解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所取
得的长足进展。对158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出，制定抗生素
耐药性国家行动计划（NAP）的国家数目已大幅增加。粮农组
织在水产养殖、植物和动物领域，在40多个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制定NAP方面，加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与此同
时，也对意识提高、监测、疾病预防和控制以及监管框架技术
能力的扩展给予了支持。

• “2019年世界粮食日”以“行动造就未来。健康饮食实现#零
饥饿”为主题，吸引了跨境、跨部门和跨代的参与者，强调有
必要向所有人提供健康和可持续的饮食，同时鼓励公众思考自
己的食物选择。本组织倡导的粮食日主题视觉内容丰富多彩，
表达语言超过40多个语种，全球多达150个国家共举办了400多
场活动。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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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于在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任何给定时间点运作的项目。
4 指的是2019年在该区域实施的计划/项目总支出。

2019年交付的工作：2.04亿美元，

支持全球的423个项目4

全球

粮农组织在全球

2019年开展的项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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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国负责可持续发展目标 21项指标的托管机构，粮
农组织致力于有效监测《2030年议程》的进展情况。从能力
发展计划到地球观测工具和新微数据传播平台，粮农组织在
2019年继续创新，旨在进一步发展国家和区域经验，并帮助
各国更完善地跟进其对全球发展议程的贡献。 

采用新方法和工具，释放数据的能量，从而更密
切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进度

森林砍伐不仅排放各种人为的温室气体（GHG），而且降低
了森林吸收这些气体的能力。“地球观测数据获取、处理和
分析用于土地监测系统” （SEPAL）是一个基于云的免费卫
星陆地监测超级计算平台，可提供森林面积测量信息（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标15.1.1）和确定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通过挪
威和粮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包括Google、NASA、欧洲航天
局、日本航天探索局、普莱德和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向
各国政府、组织和社区提供支持，通过更轻松、更廉价、更
快速访问和分析数据以及增强各国的森林监控能力来监测环
境现状。2018/19年期间，共召开了34个有关如何使用该工具
的讲习班和会议。如今，SEPAL已拥有4000多名活跃用户，分
别来自160个国家的750个组织。

感谢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美国资助的一个辅助项
目，将农场和家庭调查中收集的数据集成入“粮食和农业微
数据”目录，囊括与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全球信
息。自2019年7月发布到年底，该目录分发了350多个数据
集，共收到逾1.5万次页面访问，用户数目达到2500。

由英国和比利时通过粮农组织多伙伴柔性机制、比尔和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粮农组织、日本和欧盟资助的“饥饿者
之声”项目使粮农组织能够制定“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
（FIES）。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采用类似工具经验的基
础上，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得到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联
合国大会的认可，作为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2.1的官方指标。
在新投资的推动下，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全球参考量表根
据在140多个国家收集的数据，提供了粮食安全发生率，在不
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将该工具用于大规模的全国人口调
查时，可以充分发挥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全部潜力，从
而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粮食安全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今天已有
59个国家将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纳入其国家调查中，另外
32个国家处于计划纳入阶段。

农业统计数据用于循证决策制定

缺乏及时和高质量的农业数据给贯彻《2030年议程》造成了
阻碍。粮农组织与众多伙伴合作，整合现有农业数据收集工
作，形成一个更具凝聚力的全球计划。通过由澳大利亚、德
国、意大利、美国以及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 
“缩小农业数据鸿沟50 x 2030倡议”，本组织帮助各国改善
有关粮食安全、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循证决策制定。该
倡议在多机构伙伴关系中汇集了两种现有的经验证可满足可
持续发展目标2数据需求的调查方法，即粮农组织的“农业综
合调查”（AGRISurvey）和世界银行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农业综合调查”（LSMS-ISA），旨在到2030年为50个国家提
供更完善的农业数据。

知识共享，以进一步促进研发

2015-2019年，粮农组织与Agrinatura一道在8个试点国家 
（安哥拉、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实施了由
欧盟资助的“农业创新系统能力发展（CDAIS）”项目。
该项目通过“热带农业平台”，支持并促进了关于农业创
新系统（AIS）能力发展的全球论坛；确认了AIS能力建设
通用框架；并开发了具有逾2000个可用资源的在线平台
（TAPipedia）。项目加强了各国组织和平台的能力，培训了
96名国家创新促进者，并支持了34个创新利基伙伴关系。由
于该项目，5000名农民和发展行动方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率
和商业化，增加了收入，并生产了更多的营养食品。

2019年11月18-21日，来自10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参加了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8届国际农业统计大会（ICAS VIII）。
大会为专业人员提供了与全球专家互动的平台，促进其融入国
际科学发展，并为国际科学界带来最新的知识，涉及的领域
包括整合、分析和利用农业数据协助政策制定和研究。全体会
议专门讨论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状况的衡量。该大会在粮
农组织大力支持下由印度政府主办，合作和赞助方举例包括美
国、欧盟统计局、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

以创新的方式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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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粮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继续构建全球机构、能力和
机制，制定国际标准和法规，促进国际合作，并为集体行动
提供有利环境，以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

共同协作，改进萨赫勒地区的牧地治理

对于世界各地数百万依赖获取、控制和使用自然资源的农村
社区而言，考虑到在当今世界中，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
在迅速减少，维护农村社区的合法权属已迫在眉睫。通过瑞
士、西班牙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资助的一个项目，粮农组
织为该区域约200个主要行动方提供支持，包括牧民组织、民
间社会和政府实体，以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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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GT），这是一项经
国际谈判和公认的软法文书。2019年，粮农组织，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和萨赫勒地带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组织召开了
一次咨询研讨会（多哥洛美，3月28-30日），有关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区域负责任的牧民土地权属治理。这是土地、渔
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首次被用于在该区域为牧
民改善权属治理的工具。在国家层面，粮农组织加强了在尼
日尔的工作，以促进区域对话并积累可在萨赫勒区域其他地
区复制的经验。由于与非政府组织ROPEN达成的一项协议，该
项目协助改善了牧区的本地管理，并促进了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地区更加和平的跨界季节性移徙放牧。

确保减少粮食损失主流化

减少供应链中的粮食损失是一项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降低农
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提高供应链行动方生产力、收入和生
计，以及确保低收入消费者的粮食和营养安全。为了应对这些
挑战，在瑞士提供的财政支持下，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
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携手合作，有望减少收获后粮食损失，提
升粮食安全和创收机会。该倡议还促进了布基纳法索、刚果民
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广泛利益相关方之间关于减少粮食损失和
良好做法的知识共享；其他获益者包括小农、贸易商、服务提
供者、研究组织、非政府组织、政策制定者以及国家和国际机
构，使他们能够更方便的访问网络同业交流群（CoP）广泛传
播的信息和其他资源。这个CoP目前有来自138个国家的1200多
名成员。

增强改善营养的能力

营养教育是所有旨在改善国家营养状况而做出努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目前急需能够开展大规模且有效营养教育计划的熟
练专业人员，为了满足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粮农组织开发
了一个大学本科课程，培养未来的卫生和营养专业人员在规
划、实施和评估有效营养教育方面的能力，课程称为ENACT 
（教育促进有效营养行动）和ENAF（法语国家的ENACT），
提供有关如何改善喂养习惯和饮食的动手学习经验。来自德
国的捐助以及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所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使
粮农组织通过举办6个讲习班，加强了来自22个国家的116名
导师的能力。这些导师为约2000名学生提供了指导。在攻读
ENACT/ENAF课程后，学生们加强了能力，作为行为变革的动
力，从而促进了健康饮食和营养改善。

建立跨部门和跨境食品安全体系

新趋势和新挑战需要我们采取行动，提高意识。粮农组织与世
界卫生组织、非洲联盟和世界贸易组织合作，以“未来食品安
全：将知识转化为行动，造福人民、经济和环境”为主题组织
了两场活动，分别为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首届粮
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非洲联盟国际食品安全会议（2019年2
月12/13日）和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食品安全与贸易论坛
（2019年4月23/24日）。这两场大会汇集了代表120多个国家
的政府、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1500
多名参与者。与会者充分认识到，投资在发展有效食品安全体
系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而相关经济利益和节省的公共卫生支出
超出了投资成本。

政策支持与治理

©粮农组织/Marco Longari



128

亮点

粮农组织认识到农业和粮食系统在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充
足的食物和解决气候问题方面发挥着根本作用。但必须采
取包容性和多部门合作的方法来变革这些系统，从而减少排
放、提倡固碳和促进气候适应力。

通过支持实施科罗尼维亚路线图来应对气候变化
和粮食不安全

2017年第23届缔约方会议（COP）决定采纳“科罗尼维亚农业
联合工作（KJWA）”，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旨在
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有关农业的讨
论。根据科罗尼维亚农业联合工作，各国同意围绕6个主题领
域开展合作，涉及实施、适应、土壤和用水管理、牲畜、养分
利用和粮食安全、以及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目的是支
持农业发展，更好地解决该部门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粮食安
全挑战。

2019年，粮农组织及其伙伴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
他实践界现有伙伴关系基础上，发起了一项全球联合努力，向
农业谈判代表、政策制定者和国家计划者提供咨询和技术援
助，旨在提升他们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在
德国资助下，粮农组织的一个项目不仅提供了更新的工具和知
识产品，用于实施与农业部门的科罗尼维亚农业联合工作主题
领域相符的气候行动，而且还帮助农业专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编写报告，并非正式地分享他们对制定和实施干预
措施的看法。2019年9月，在第3次科罗尼维亚对话中，有45位
参与者通过讨论有望实现且将在COP26上汇报的进展，制定了
科罗尼维亚农业联合工作在2020年及之后的议程。

最近，日本为KJWA-Plus项目出资，旨在进一步加深和促进知
识交流，帮助各国获得知识产品和迄今为止的经验教训。

全球农业水资源短缺框架（WASAG）

为了支持COP21《巴黎气候协定》和《2030年议程》的承诺，
粮农组织自2017年以来一直主办全球农业水资源短缺框架，
该倡议旨在聚集世界各地主要利益相关方，解决对农业用水
的关注及其给全球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全球农业水资源短
缺框架由6个工作组组成，重心分别为：（i）干旱防备、
（ii）水与移徙、（iii）财务机制、（iv）水与营养、
（v）可持续农业用水、和（vi）盐碱农业。今天，共有70个
合作伙伴参与这一倡议，包括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和政府
间机构、研究和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组织和
贸易协会。

值得注意的是，粮农组织在佛得角普拉亚举办的首届国际农
业水资源短缺论坛（2019年3月19-22日）组织筹备中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该论坛吸引了来自48个国家的300多名参与
者（女性占30%），亮点为全球农业水资源短缺框架合作伙伴
达成的协议，即“Praia承诺”，旨在采取具体行动解决农业
水资源短缺问题。

气候变化大会（COP25）

在COP25（2019年12月2-13日）上，粮农组织支持各国通过发
展以确保气候融资，加强现有伙伴关系和建立新伙伴关系，
确保农业和粮食系统在谈判中维持核心地位。参与的关键领
域包括马拉喀什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和科罗尼维亚农业联
合工作谈判。粮农组织参与的其他活动包括：

• 为在COP上发布的世界气象组织（WMO）《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
声明》做出了贡献，并突出了旨在促进适应气候变化的气候服
务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在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NAP-Ag（将农业纳入国家适
应计划）下，举办了两次会外活动和有关额外技术和财政支持
的谈判，加深对NAP进程的了解，以及该计划如何帮助越来越
多的国家伙伴明确适应措施并将措施纳入其相关国家计划和
预算中。

• 推出了一款框架方法论，用于分析森林和依赖森林为生人士对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此作为基层为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
时不可或缺的评估工具。

气候变化行动

©粮农组织/Jake Salv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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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妇女和青年纳入粮食系统劳动力市场对于实现所有人的粮
食安全和改善营养以及加强社会凝聚力和稳定至为重要。然
而，由于农村地区结构转型有限，以及贫困和技能差距，农
村妇女和青年继续面临着严重的制约，限制了他们在家庭和
社区的生产潜力、自信心和决策权。

促进农村青年就业

在非洲的发展议程中，西非区域青年失业和就业不足趋势日
益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平与稳定。通过非
洲团结信托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粮农组织促进了6个西非
国家（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比绍、尼日利
亚和塞内加尔）水产养殖业和木薯价值链中青年人的体面就
业，每个国家受益人达900人。此外，来自各相关部委、私营
部门和CSO的近50名官员获得了有关制定和实施青年体面就业
政策和方案干预措施的能力建设活动。

到了从网箱里捞罗非鱼的时候，村庄四处都会听到“谢谢粮
农组织，谢谢”的感激声，特别是村里的长者。这不仅仅是
翘盼收获的喜悦，也因为他们好久都没见过新鲜的鱼了。村
民们说，该项目为村庄提供了鲜鱼，也给年轻人带来了收
入。但最重要的是，年轻人终于有理由留在村里了，不再需
要长途跋涉穿越撒哈拉沙漠，到地中海沿岸去谋生了。

粮农组织非常重视营造扶持的环境，给青年人蓬勃发展和把
握住体面农村就业的机会。2019年8月29日，在日本横滨举行
的第7届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TICAD）上，粮农组织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共同发起了“非洲青年的机会：加快
非洲农业和农业企业青年就业”旗舰倡议，吸引了约150名参
与者。这项联合倡议旨在通过向年轻人创办的企业提供技术
援助、能力发展和知识交流，为非洲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从而改善商业生态系统，同时促进跨某些价值链的负责
任农业投资和公私伙伴关系。

粮农组织还参与了大规模的全球倡议，包括“世界无童工
日”，旨在提高认识和动员支持，消除农业部门中的童工现
象。2019年6月12日，粮农组织、欧盟和国际劳工组织一道组
织了“共同制止农业童工现象”全球会议，敦促各国在所有
情况下都更重视打击童工现象，并为这项工作分配更多的资
金。约有100位参与者讨论了在区域和本地供应链以及自给农
业中常常被忽视的童工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投资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

2019年8月，粮农组织和慢食组织在意大利西北部为一组叙利
亚小规模女性农民组织了一次考察活动，为她们提供了一个
独特的参观机会，探讨与国外成功的有机农场合作的潜力。
近10年的战争破坏了叙利亚的农业，造成了劳动力的不平
衡。提升叙利亚小规模女性粮食生产者的技术和创业技能，
对于粮农组织支持受危机影响的社区恢复或改善生计，重建
该国农业部门的广泛努力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该伙伴关系， 
7名叙利亚妇女提高了其在包括乳制品、蜂蜜、食用油、谷
物、面包和蔬菜在内的多种产品的生产、营销和价值链方面
的技能和知识。她们回到家乡后，也能够将这些知识传授给
社区中的其他女性农民。

通过一项解决农村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根源的全球倡议，粮农组
织加强了本组织与罗马常设机构的合作。2019年5月8日，来自
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私营部门的44位专家首
次汇聚一堂，讨论并分享了有关农业和农村部门性别变革方式
的体验。由欧盟资助的“罗马常设机构关于改变性别观念的联
合倡议”旨在激发翻天覆地的变革，为农村和其他领域的家
庭、社区和机构中的男性、女性、男童和女童赋权。

性别与青年

©粮农组织/Luis Tato

©粮农组织/Luis 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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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测、报告和评价

粮农组织对其计划和项目定期进行监测、报告和评价，以促进及早纠正、系
统学习、改进决策，并增强对支持和受益于粮农组织活动的各国利益相关
者的公共责任。

@粮农组织/Natalia Merkush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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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致力于帮助其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并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应对饥饿的挑
战。为支持这些承诺，粮农组织不断反思自己
的工作，确保本组织所有干预措施的相关性、效
率、影响和可持续性，以及给本组织的《战略框
架》和《2030年议程》带来的促进作用。粮农组
织的综合监测、报告和评价职能支持其不断努
力，以加强和改善我们的工作重点、响应能力和
机构信誉，从而树立完善和创新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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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织的机构报告系统不仅能够展示多层面结果的绩效和成
果，还可以洞悉粮农组织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程度以及在项目
一级汲取的经验教训。

报告流程通过循证方式展示粮农组织产生的影响，并且为实
现项目成果而制定的战略亦高度透明，因此报告也可作为粮
农组织与其资源伙伴之间对话的全面基础。

评价是粮农组织基于结果的管理方法中独立且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评价旨在评估活动、项目、计划、战略和政策，并
提供循证分析，及时将其纳入粮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决策
流程中。

粮农组织评价办公室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协调并评估已
实施的计划和项目，确保干预措施符合《战略框架》，并促
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在相关行动方的参与下进
行评价，以确保对当地社区既适用又有价值，并提升国家利
益相关者进行可信和注重结果评价的能力。

粮农组织开展4类评价：

机构专题评价：涉及粮农组织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针对
具体主题、政策或工作领域的干预措施。开展这些评价的目
的是从战略角度评估本组织做出的贡献，并确保各项计划与
实现粮农组织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计划/项目评价：审查由预算外资源资助的单个计划和项目，
或具有特别价值的项目组合，有助于未来项目的决策。

复原力评价：侧重于粮农组织在复原力方面的努力，以及人
道主义-和平-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评价将重点放在人
道主义-发展鸿沟问题上，并与人道主义部门的其他机构合作
和接洽。

国别计划评价：旨在识别经验教训，并就如何改进粮农组织
国家层面计划的导向提供建议，这些评价的目的是确保粮农
组织的努力与各国需求及其国家政策保持一致，从而扩大本
组织为协助成员实现全球目标而付出努力所产生的影响。

报告和评价

粮农组织在2019年共制作了400多份报告出版物， 
分发给资源及政府合作伙伴。

EVAL-ForwARD：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的评价能力

为提高各国的认识和评价能力，粮农组织评价办公室积
极支持“EVAL-ForwARD”，这是一个评价粮食安全、农
业和农村发展的实践社区。

EVAL-ForwARD举措由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发起，旨在（i）促进与评价做法和
方法相关的关键主题知识共享；（ii）提供获取最新信
息和资源的渠道；（iii）促进评价社区内部的网络建
设。截至2019年，来自93个国家的700多名评价人员、
公务员、发展专业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已加入了该
社区。

2019年，粮农组织评价办公室共发布了42项评
价，包括：

6项国别计划
评价

3项复原力评价

28项计划评价 
（包括计划和集群评估）

5项专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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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捐赠方 国家 评价/项目名称

项目/计

划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印度尼西亚、秘鲁、乌干达
“确保依赖森林景观社区的权属权利：将科学与政策联系起来，从而改善权属安全、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民

生”项目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

马、泰国
“对将可持续土地管理纳入主流并扩大其规模的决策支持”项目结束最终评价

德国 全球 针对粮农组织为牧民知识中心所做的贡献开展的集群评价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

王国

全球 “2014-2018年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PC）全球战略计划（GSP）”最终评价

欧洲联盟 埃塞俄比亚 “通过改善埃塞俄比亚牧区动物卫生服务提供来提高牧民复原力”最终评价

欧洲联盟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加强国家以下各级协调结构制度化和统一机制”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科特迪瓦、加纳 “连接加纳和科特迪瓦森林资源和保护区的跨境保护区开发”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刚果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红树林及相关湿地和沿海森林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项目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比

绍、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

内加尔

“保护加那利洋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CCLME）”项目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博茨瓦纳 “使用非热处理方法净化土壤中持久性有机农药污染示范项目”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过时农药的处置”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厄立特里亚 “厄立特里亚预防和处置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过时农药”项目第二阶段结束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安哥拉、纳米比亚、南非 “加强Benguela当前渔业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力”项目中期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喀麦隆
Évaluation à mi-parcours du projet «Gestion durable des forêts placées sous l’autorité des 

communes camerounaises»

全球环境基金 布基纳法索、马里、塞内加尔

Évaluation à mi-parcours du projet «Élimination des pesticides obsolètes y compris les 

polluants organiques persistants et renforcement de la gestion des pesticides dans les pays 

membres du comité permanent inter-États de lutte contre la sécheresse dans le Sahel»

全球环境基金 刚果共和国、加蓬
Évaluation finale du projet «Gestion durable de la faune et du secteur de la viande de brousse 

en Afrique centrale»

全球环境基金 中国 “中国洞庭湖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期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中国 “黄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期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阿富汗
“通过促进社区林业、消除阻碍可持续生物质能的障碍、以及奠定缓解气候变化基础，减少阿富汗的温室气

体排放”结束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尼泊尔
“减少脆弱性并增强适应能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多变性给尼泊尔农业部门可持续生计带来的影响”项目结

束最终评价

日本 阿富汗
“通过加强对口蹄疫和其他跨界动物疾病的控制，建立阿富汗牲畜饲养者的适应力和自力更生能力”项目

最终评价

日本 阿富汗 “通过改善灌溉系统和增强机构能力来提高农业生产力” 最终评价

瑞典
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老

挝、缅甸、越南
粮农组织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展的“亚洲区域病虫害综合治理和降低农药风险计划”评价

欧洲联盟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

委内瑞拉

Evaluación final del “Apoyar la implementación de la visión de conservación basada en el 

ecosistema del Amazonas, en beneficio de las comunidades locales y la conservación de los 

servicios ambientales en la región amazónica”

全球环境基金 巴西 “Ilha Grande湾生态系统综合管理（BIG项目）”项目最终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

巴多斯、伯利兹、古巴、多米

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

纳达、圭亚那、海地、牙买

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

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加勒比区域处置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内的过时农药、促进替代品使用和加强农药管理”中期评价

全球环境基金 厄瓜多尔
Evaluación de medio término del “Manejo Integrado de Espacios Marinos y Costeros de Alto 

Valor para la Biodiversidad en el Ecuador Continental”

全球环境基金 巴西 “加强国家政策和知识框架，以支持巴西森林资源可持续管理”最终评价

2019年完成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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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国家 评价/项目名称

复原力评价

马里
Évaluation conjointe FAO/PAM du projet «Appui à la résilience des populations vulnérables au nord 

du Mali»

莱索托、马拉维、津巴布韦 评价粮农组织在2016/17年期间，为增强南部非洲能力以抵御厄尔尼诺现象所致干旱做出的贡献

阿尔及利亚、马里、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尼日尔

Évaluation finale de la Phase II (2014-2017) du Programme EMPRES/ Composante Criquet pèlerin en 

région occidentale (EMPRES-RO)

类型 评价/项目名称

国别计划评价

评价粮农组织在2015-2018年期间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做出的贡献

Evaluación del posicionamiento y aportes del programa de la FAO en Cuba 2013-2018

Evaluación del Programa de FAO en México 2013-2018

Evaluación del trabajo de la Oficina Subregional de la FAO para Mesoamérica 2012-2017

评价粮农组织在2016-2019年期间为格鲁吉亚做出的贡献

Évaluation du programme de pays de la FAO au Burundi 2012-2018

机构专题评价

评价“粮农组织战略成果框架”

评价“粮农组织性别平等工作”

评价“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

评价“粮农组织在营养领域内工作的战略与愿景”

从“战略目标评价”中总结的发现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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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绘制新的道路图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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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指明了走向繁荣的道路。当
务之急是要在粮食和农业部门采取行动，才能解决饥饿和贫
困的根源，应对气候变化，并实现所有人共同繁荣。

粮农组织致力于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规模最大和相互关联
的挑战：消除极端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促进可持续农业
以及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以促进发展；应对和
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对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以及为
农村人口投资被证明是可持续发展的加速器，将推动每一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变革。

粮农组织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改善生产、环境、营养和生
活，为实现更美好的世界构建一个生机勃勃的组织。这需要
扩大投资、方案、政策和伙伴关系规模，以促进国家转型，
同时解决贫穷和饥饿的根源，不让任何人落下。

这些行动与《2030年议程》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心心相
印，该愿景将粮食和农业、人民生计和自然资源管理融为一
体，而不是单独一一解决。粮农组织新发起的“手拉手倡
议”通过加强合作、增加获得灵活资金的渠道、以及加深罗
马常设机构与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之间的伙伴关系，提升了
本组织对联合国改革综合方法的贡献；并吸引所有合作伙伴
共同加快农业转型和农村可持续发展。这在罗马常设机构的
共同愿景以及为准备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而开展的更
多联合工作中有所反映，对于加快围绕粮食系统和《2030年
议程》而采取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行动至关重要。

此外，为应对粮食危机而提出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必须从复原
力的角度出发，并考虑到人道主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证
据表明，人道主义援助必不可少，但仅此还远远不够。粮农
组织及其合作伙伴致力于通过“抗击粮食危机全球网络”来
解决旷日持久的危机和反复发生的灾难，重点是弥合发展与
人道主义行动方之间的鸿沟，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农业领域
的潜力来建立有复原力的生计和粮食系统。

但是，在符合粮农组织总体职责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充满活
力和生机勃勃的机构需要挖掘组织内部和外部的青年及妇女
的潜力，通过增加机会、信息和支持，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来促进创新并鼓励领导力。为此，本组织成立了首个妇女委
员会和青年委员会，作为促进包容性和更广泛参与的桥梁和
新平台，旨在确保粮农组织有关妇女和青年的工作对于个人
和成员国来说，都更加明显、有益和切实。

我们每一个人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必须人人采取行动，采纳新的合作方式。建立伙伴关系、携
手合作以及全心全意跨地域、跨部门和跨学科地共同行动，
是实现积极和有影响力成果的关键推动力。粮农组织将继续
与致力于在2030年实现零饥饿的所有人建立伙伴关系、携手
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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