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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经济增长很有必要，但不足以加快减缓饥饿及
营养不良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经济增长很有必要，但不足以加快减缓饥饿及
营养不良

《2012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在经过改良的全新方法基础上，对营养

不足人口数量做出了新的估算。新的估算数字表明，过去20年在减轻饥饿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已经超出预计，而且只要加大努力，我们完全有可能于2015

年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轻饥饿目标。然而，长期营养

不足人口的数量仍然高得让人难以接受，因此消除饥饿依然是一项严峻的全

球性挑战。

 

今年的报告还探究经济增长在减轻营养不足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当经

济增长能帮助贫困人口增加就业和创收机会时，才能发挥最有效作用。可持

续农业增长往往能有效地惠及贫困人口，因为多数贫困和饥饿人口都居住在

农村地区，并主要以务农为生。然而，增长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人的营养水平

都能得到提高。有些政策和计划能带来“注重营养”的增长，如那些能支持

饮食多样化、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得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和医疗服务、为消

费者提供充足营养和育儿措施等方面教育的政策和计划。

经济增长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惠及贫困人口，而且可能无法惠及其中

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口。因此，社会保护对于尽快消除饥饿起着关键作用。此

外，社会保护如能合理构建，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有助于开发人

力资本，帮助农民管理风险，采纳改良技术。最后，要想在减轻饥饿方面取

得快速进展，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在透明、参与、问责、法治和人权基础

上构建的治理体系下，提供关键的公共产品及服务。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 2012

粮农组织信息产品可从粮农组织万维网站（www.fao.org/publications）上获得并可通过publications-sales@fao.org定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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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都应“注重营养”。增长

应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营养状况的改善：增加

贫困人口饮食多样化的机会；帮助人们更好地

获取安全饮用水，享有良好卫生条件；更好地

获取医疗服务；加强消费者对充足营养及育儿

措施的认识；在出现急性微量营养素缺乏症时

，有针对性地分发营养补充剂。反过来看，良

好的营养状况是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关

键因素。

社会保护对于加快减轻贫困十分关键。首先，它有

助于保护那些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最脆弱人

群。其次，结构合理的社会保护能够通过人力资源

开发和加强贫困人口（特别是小农）管理风险和采

用高产技术的能力，对加快经济增长起到直接推

动作用。 

要想加快减轻饥饿，经济增长中就要采取目标明

确、行动果断的公共措施。公共政策及计划必须创

建一个有利环境，促进惠及贫困人口的长期经济

增长。有利环境的关键内容包括为生产部门的发

展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为贫困人口提供公平获

取资源的机会，为妇女赋权，设计和实施社会保护

体系等。建立在透明、参与、问责、法治及人权基

础上的完善治理体系也必不可少，是此类政策及

计划取得成效的关键。

《2012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按照膳食能量

供给量的分布情况对1990年以来营养不足人口

的数量及比例做了最新估算。2010-12年间，全

球长期营养不足人口接近8.7亿，饥饿人口数量

如此之高，依然让人难以接受。其中多数人生

在发展中国家，估计共有约8.5亿人，也就是人

口中近15%的人处于营养不足状态。

自1990年以来，营养不足状况一直在不断好转，这

表明在减轻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要比预想的更加

显著。

然而，进展主要发生在2007-08年之前。之后，

在减轻饥饿方面的全球性进展就趋于缓慢，呈

停滞状态。

修正后的数字告诉我们，在2015年前将发展中国

家营养不足发生率降低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完

全有望实现，前提是我们采取适当行动，扭转

2007-08年以来进展缓慢的趋势。

尽管今年粮农组织大幅改进了营养不足状况的

估算方法，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相关数据，以

便准确反映粮价及其它经济冲击带来的影响。

因此，营养不足估计数不一定能够完全准确地反

映出2007-08年粮价飞涨或2009年以来一些国家

面临的经济增速放缓对饥饿状况造成的影响，更

不用说最近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要想对营养不

足和粮食安全状况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我们还

需要引入其它指标。

为使经济增长能起到加强最需要帮助人群的营

养状况，就必须让贫困人口参与增长进程，并

从中获益：(i)增长应该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

受益；(ii)贫困人口应利用额外收入从数量和质

量上改善自身饮食，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iii)

政府应该利用更多公共资源，为贫困人口及饥饿

人群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 

农业增长在减轻饥饿与营养不良方面成效尤为突

出。大多数极度贫困人群主要以从事农业及相关

活动为生。有小农参与的农业增长，特别是有妇女

参与的增长，能最有效发挥其减轻极端贫困和饥

饿的作用，因为它能提高劳动收益，为贫困人口创

造就业机会。 

各国都在定期修订过去和最新报告期的官方统计数据。联合国的人口

数据也在定期修订。如出现修订，粮农组织会按照修订结果对自己的

营养不足估计数进行相应修订。因此，提请用户只参考同一版《世界

粮食不安全状况》中估计数的变化，避免对不同年份的报告版本中的

数据进行比较。

1.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在1990–92年至2015年间，将营养不足人

口数减半。

2.  千年发展目标1C：在1990年至2015年间，将饥饿人口比例降低一

半。指标1.9：处于最低膳食能量消费水平以下的人口比例（营

养不足）。最终结果采用统一计算方法获得，并以全球范围内三

年内的最新数据平均值为依据。可能一些国家的数据较新，因此

采用此类数据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营养不足发生率估计数，从而使

进展评估受到影响。 

3.  最新报告期指2010-12年临时估计数，基准期为1990-92年。对于

那些在基准期尚不存在的国家而言，1990-92年的营养不足人口

比例是以1993-95年的比例为准，营养不足人口数为按照1990-92

年人口数和该比例计算的结果。 

4.  符号及颜色代表按目前趋势预测到2015年的进展情况：

《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是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WFS）以来，粮农组织第十份关于世界饥饿问题的进展报告。报告突显了

一个事实：即使在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饥饿人口的数量已在缓慢而稳步地增长。然而，随着粮食和经济危机的到来，世界饥

饿人口的数量急剧增长。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汇款、出口收益、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援下降的局面，导致就业和收入减少。收入减少又因

许多贫穷国家国内市场至今仍然相对高企的粮价而雪上加霜。结果是，贫困家庭被迫减少用餐次数，改吃营养较低的食品，削减医疗和

教育开支并卖掉资产。

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财政压力，但农业投资和安全网仍然是有效减少粮食不安全的重要手段，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如此。

附件1注释

8.  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贝立兹、佛得角、科

摩罗、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

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基里巴斯、马尔

代夫、毛里求斯、荷属安的列斯、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所罗门群岛、苏里南、东帝汶、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瓦努阿图。 

9.  包括: 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中

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肯尼亚、吉尔

吉斯斯坦、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

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塔

吉克斯坦、多哥、乌干达、坦桑尼、津巴布韦。 

10. 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伯利兹、玻利维亚、喀麦隆、佛得

角、刚果、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萨尔瓦多、斐济、格鲁吉亚、

加纳、危地马拉、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洪都拉斯、

基里巴斯、老挝、莱索托、摩尔多瓦、蒙古、摩洛哥、尼加拉瓜、尼

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斯

威士兰、叙利亚、东帝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

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门、赞比亚。

11. 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朝鲜、刚果

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

格鲁吉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

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莱

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

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

亚、菲律宾、摩尔多瓦、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塔吉

克斯坦、东帝汶、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也门、

赞比亚、津巴布韦。

12.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佛得角、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

吉布提、几内亚比绍、加蓬、冈比亚、莱索托、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索马里、斯威士兰。 

13.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 阿富汗、马尔代夫。

14.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缅甸、文莱、东帝汶。

15.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16.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

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荷属安的列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格林纳丁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7.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伯利兹、圭亚那、苏里南。

18. 包括：斐济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新喀里多尼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

符号

< 0.5 营养不足人口数小于50万

< 5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低于5% 

na 不适用

ns 无统计学意义。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估计数。

 

5.  数据不足、难以评估的国家、地区及领地不属于考虑之列，其中

包括：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圭拉、阿鲁巴、巴林、不丹、英属印

度洋领地、英属维尔京群岛、坎顿和恩德贝里群岛、开曼群岛、圣

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库克群岛、赤道几内亚、法罗群岛、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法属圭亚那、直布罗陀、格陵兰岛、

瓜德罗普岛、关岛、梵蒂冈、约翰斯顿岛、列支敦士登、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途岛、摩纳哥、瑙鲁、纽

埃、诺福克岛、北马里亚纳群岛、阿曼、帕劳、皮特凯恩群岛、波

多黎各、卡塔尔、留尼旺、圣赫勒拿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圣

马力诺、新加坡、托克劳群岛、汤加、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图瓦

卢、美属维尔京群岛、威克岛、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西撒哈拉。 

特殊国家组别的构成情况：

6.  包括：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

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

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

巴斯、老挝、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

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

东帝汶、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瓦努阿图、也门、赞比亚。 

7.  包括：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基

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莱索托、马拉维、马里、蒙古、尼泊尔、尼日

尔、巴拉圭、摩尔多瓦、卢旺达、斯瓦士兰、塔吉克斯塔、前南斯

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

津巴布韦。

na 未评估

人数增加5%以上

已实现的世界粮食

首脑会议目标

人数减少5%以上

变化幅度在 ± 5%

范围内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

没有出现进展或恶化

进展不足，如果现状持续下去，

则实现目标无望

目标已实现或预计于2015

年前实现或发生率<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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