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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领域进行投资对消
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十分重
要，尤其是在世界大多数贫困人
口居住的农业地区。投资应同时
1）增加小规模农民的生产力和
收入；2）通过价值链开发促进
农民收入多元化；以及3）为农村
贫困人口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
岗位。

➨➨除开展农业投资外，减贫工
作还需要投资发展农村非农经
济、加强农村机构和组织以及扩
大社会政策、社会保护、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粮农组
织帮助各国改善技术、服务和市
场获取渠道，以及农村贫困人
口、特别是小农和家庭农户对自
然资源的获取和可持续管理，从

而在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的背
景下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收入。

➨➨需要大幅增加对农业和农村
的投资才能实现到2030年消除
贫困和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到2050年为20亿增量人口提
供粮食。

➨➨公共部门投资是消除贫困
的关键，因为它能够提供私营部
门通常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例
如农业科研与推广、教育、基础
设施和服务。公共部门还能调动
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监管的积
极性。

➨➨私营部门投资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能够有助于为贫困人口创

造市场、为初级农产品增值、降
低技术和服务的成本以及促进
农村体面就业等。

➨➨农村投资、有利于穷人的政
策、社会保护和强化农村机构能
够为家庭农户、小规模生产者和
贫困农村人口创造必要的积极
气氛，鼓励他们投资兴业并开展
可持续的创收活动。

“使世界免于

饥饿和极端贫

困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决不

能让一个人掉

队。”

粮农组织总干事

José Graziano da Silva 

主要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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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虽然过去三十年在减贫

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就，但到2030年消除极

端贫困和贫困人口减半

仍是我们面临的两项最

艰巨挑战。

在过去30年中，在多数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
南地区和南亚，即贫穷和饥饿最
为盛行的地区，私营和公共部
门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出现停
滞、甚至下滑（粮农组织，2012）
。随着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获得通过，各国重申了对战胜
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承诺，
同时认识到平等和可持续增长
及包容性结构转型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和帮助人们脱贫的关键
所在。

《2030年议程》因此可以
作为聚焦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
造福最贫穷人口，特别是造福发
展中国家农村最贫穷人口的机
遇。这一任务绝非轻而易举，而
是需要改变我们在农村发展方
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要
求大幅度提高对农业和农村投
资的数量和质量。在近十年前的
2009年，八国集团国家在意大
利拉奎拉举办的首脑会议上承

诺为农业发展投资200亿美元。
同年在彼得堡举办的20国集团
首脑会议上这一承诺增加至220
亿美元，尽管只有其中一部分得
到兑现。但近年来投资势头有所
减退。

当今的投资需要兼顾自然
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农业生产的
问题，包括在气候智能型技术方
面投资（粮农组织，2016）。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消除贫困）
和目标2（零饥饿），各国和各区
域将需要对各自的脱贫路径进
行评价；国家层面的经验显示，
社会和经济措施在减贫工作中
同等重要（Marniesse和Pec-
coud，2003）。光是经济增长（如
农业增长）还不够。为促进农村
发展和包容性，各国必须采取能
够直接惠及穷人的具体政策和
计划措施。这应当包括社会和经
济政策相结合的措施，既能应对
今天的挑战，也能增强农村民众
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主谋生、
过上好日子（农发基金，2016）。

今天，约有7.67亿人仍然
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贫困人
口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生活在农
村，其中大多数集中在非洲撒
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世界银
行，2016）。

再者，减贫方面的进步并
不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平等，这说
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包容
性不够。例如，极端贫困人口的
生计水平在过去30年中未见改善

（Ravallion，2016）。虽然国家之
间的不平等有所收窄；但在国家
内部，城乡之间和性别之间的不
平等却有所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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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约有7.67

亿人仍然生活

在极端贫困之

中。

坦桑尼亚
农民在稻田劳作

© 粮农组织/Daniel Hayd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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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减贫之间的关联

➨■ 公共财政支持的农业科研活
动必须既要重视较大型商业化
农场面临的问题，也要聚焦贫
困家庭农户和小规模生产者面
临的问题； 

➨■ 新技术必须能够适用于各种
规模的农场农户并能够带来
利润；

➨■ 投入品、信贷和产品市场必须
确保所有农户都能获得必需的
现代农业投入品，而且其产品
必须享受类似价格；

➨■ 农村劳动力必须能够迁移和获
得农业就业机会或向农村非农
活动转移；以及

➨■  政策不得歧视农业，尤其
是家庭农户（Rosegrant和
Hazell，2001）。

通过实施包容性经济和社
会政策，公共部门在确保上述
与农业投资相关的条件实际具
备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通过
公共投资，各国提供农业科研和
推广、基础设施和服务等公共产
品，同时为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
和保护土地权属进行监管和激
励。公共投资还应对有关政策给
予支持，包括为农村民众、包括
极端贫困人口保障健康医疗、教
育和社会保护。

 以农业为侧重点并能够增
加贫困家庭农户和无土地劳动
者收入的经济增长在减贫方面
的成效尤为显著（Rosegrant和
Hazell，2001）。有证据显示，与投
资非农领域相比，投资农业在减
少贫困、尤其是极端贫困人口减
贫方面更为切实有效。

在低收入和资源丰富国家
（包括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减

贫效果最高也能达3.2倍，至少
是当社会不存在不平等问题的
情况下（Christiansen等，2010）
。但农业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
行业，并非所有投资都能产生减
贫效果。

要使农村贫困人口从农业
增长中受益：

➨■ 土地和自然资源获取的分配必
须更加平等；

与投资非农领

域相比，投资农

业在减贫、特别

是最贫困人口

减贫方面更为

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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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投资能够在实际中创
造积极有利条件，吸引私营部门
的更多投资，这既包括来自农村
家庭本身的投资，也包括来自企
业私营部门的投资。后者能够对
地方经济产生倍增效应。好处包
括能够增加对粮食和其他农村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反过来又
能为农村贫困者、包括那些没有
土地的农村贫困者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粮农组织，2014）。

有利于穷人的投资范例包
括（农发基金，2016）：

➨■ 促进对技术和能力开发活动
的获取，通过增加资金渠道和
金融服务的方式提高农村民众

的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
这些措施应当特别重视青
年、妇女、无土地劳动者和
面临较大被排斥风险的其
他群体；

➨■ 扶持会员制农民组织及其
专业化发展，为农民组织
改善市场渠道建立商业模
式；

➨■ 提升金融知识和管理技
能、沟通、宣传和透明度的
水平；

➨■ 促进参与式研究（由农民
和其他当地利益相关者参
加或主导），课题诸如种

子保存/分发、小型机具、农林
兼作系统、农业生态、集水技
术；

➨■ 在最脆弱和最贫困社区改进
市场基础设施（即投资兴建道
路、电网、网络连接、贮藏和
仓储能力、农村批发市场、步
道、桥梁、学校和其他房舍、灌
溉和排涝、供水和卫生、能源
以及通讯等）；

➨■ 创造公共工程和就业保障计
划，招纳参加体力和劳动密集
型活动，例如修建或修葺社区
资产和公共基础设施。

孟加拉国
渔家男孩晾鱼
©粮农组织/Zakir Hoss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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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产业相比），原因是来自
就业不足（McCullough，2016）。
投资能够在可行的情况下促进
农业生产系统的多元化和集约
化，在农村非农经济活动方面创
造淡季就业机会，从而有助于
贫困家庭均匀安排劳动时间表

（Christiansen，2017）。

因此，政策和投资不应只
着眼提高农业生产，还应重视农
村穷人能够从事的其他活动的

发展。农村贫困家庭往往会从自
己开展小规模经营起步，原因或
是当地就业机会缺乏，或者这些
岗位需要的技能和培训他们不
具备。

要发挥这些途径的作用，
投资应当创造一种有利环境，促
进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创造体面
工作机会。例如，在道路和运输、
通讯、太阳能、增强农产品加工
和储藏设施以及振兴乡村旅游
等方面投资都有助于创造就业，
推动各种生计发展繁荣，帮助打
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最后，投资必须兼顾社会
层面的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的
发展和可持续性都十分重要。这
包括扩大基本医疗保健、营养和
教育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的覆盖
面，既可以作为安全网措施实
施，也可以是面向农村贫困家庭
的缴费式计划。

不只是农业：脱离贫困的多种途径

减少农村贫困存在多种

途径。

一种途径是帮助农村家庭
开展农业专业化，提高他们的生
产力和参与市场的能力。另一种
途径是在农场外和非农领域创
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增加收
入多元化。

农业就业一般呈季节性，
明显具有生产率较低的特征（

加纳
在社会保护计划的扶助
下，这位妇女做起了买
卖。
©粮农组织/Ivan Gr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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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投资不

应仅着眼提高

农业生产，还要

促进面向农村

穷人的其他活

动的开展。

马拉维
农民剥玉米
©粮农组织/Ivan Gr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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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目标1和2的战略投资

要实现消除饥饿和贫困

的目标，对农业和农村的

投资应有助于破除农村

贫困人口面临的结构性

制约。

这包括促进资产、技术和
投入品的转移，例如小牲畜、化
肥、病虫害管理方法和良种等，
从而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粮食
安全水平，也包括增强改善收获
后处理和储藏设施的条件。这些
措施还能够有助于避免粮食价
格的季节性大幅涨跌，特别是对
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主粮
作物（Gilbert，Christiansen和
Kaminski，2017）。

但要减少贫困和粮食不安
全，这些措施还需要辅之以其
他手段，以便确保投入品和自
然资源得到适当利用，例如对

农村咨询服务、营养敏感型农业
（Carletto等，2015）和包括农业

生态在内的气候智能型农业作
法的投资。这些措施能够提升农
村贫困人口对气候变化的复原
力，提高他们适应新气候条件的
能力并帮助他们实现农业生产
多元化。

保障土地权属权益也是培
育更有活力市场及帮助贫困家
庭农户和小规模生产者开展投
资、租用和出租土地或利用其它
农场外收入机会所必不可少的。
战略性投资还包括旨在加强农
村机构和农民组织；改善获取知
识、服务（如金融服务）和市场
的渠道；以及鼓励集体行动的
投资。

最后，要使投资具有战略
性，还应当注重农村妇女的需
求，特别是在节省劳力的技术
方面。妇女的农业用地通常不

如男子的多产，因为妇女往往在
获取生产性资源和田间劳动力
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女农民一般
还担负着更为繁重的家庭责任，
因此用在农田上的时间较少，因
此造成生产力较低，非洲撒哈拉
以南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Kilic

要使投资发挥

战略作用，那么

投资还应当重

视农村妇女的

需求，尤其是在

节省劳力的技

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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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WORK OF FAO TO REDUCE RURAL POVERTY

等，2015）。农村妇女与男同胞
一样需要得到经济领域措施（农
业、农田外就业）和社会领域措施

（社会保障、子女和健康方面的

护理和教育服务）的帮扶，尽管
她们通常被排除在外。实际上，
以妇女为侧重点的举措在福利
效果方面往往较高，因为妇女对

家庭和社区的投入通常也较多（
粮农组织，2011）。

粮农组织最近与危地马拉政府
合作，为林业和农业生产者创造有
利环境，帮助他们实现体面生活水
平。2015年，在这项工作的推动下，

《Probosque法》获得批准；该法规
定在此后30年中把国家预算收入的
1%用于林业生产者。

在危地马拉，林业和农业生产
者组织在为农村地区创造收入和工
作机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农
村地区正是贫困最集中、青年迁移
盛行的所在。但他们通常缺乏获取
生产性资源、市场、服务和技能的渠

定的，目的是通过资金支持活动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提高林业生产力
和养护自然资源，从而为小农实现
粮食和收入安全。

这部法律的收益总人数将达
750万人，预计将创造20 000多个
就业岗位，还将为另60 000人提供
间接就业并改善约150万个家庭的
生计。

生产者组织通过规模经济的方
式为提高粮食生产做出贡献（粮农
组织，2016）。

 通过“林业与农业基金”加强生产者组织，帮助危地马拉消
除贫困和饥饿

道，在决策方面面临边缘化问题，这
制约了他们潜力的充分发挥。

通过这项计划，粮农组织帮助
林业和农业生产者提高议价能力
和生产力，并确保他们参与政策决
策进程。这项计划是粮农组织整体
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提高农村民
众获取市场、技术、信息和服务的
能力，同时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管理。

      这部法律是在粮农组织的
支持和“危地马拉全国社区林业组
织联盟（Alianza）” 的积极参与下制

危地马拉
家庭学习种植技术并增加日
常膳食多元化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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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对有利于穷人和负责任投

资的支持

 粮农组织正在与国际金

融机构和其他伙伴合作，

帮助各国从长远角度提

高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

投资数量和质量。粮农组

织依托其投资中心在四

个主要领域提供支持：

政策支持
 加强政策与投资计划之间

的联系是确保投资成功的关键。
粮农组织向各国提供政策支持，
为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的公共
和私营部门投资营造积极气氛。
这包括就政策和立法提出建议
并进行市场/行业分析及价值链
研究，支持政府进行有关有利于
穷人的投资的决策。

支持。粮农组织与金融机构、国
家和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及生产
者组织合作，促进包容性投资进
程；它还进行社会经济评估和性
别分析，把投资计划与受益人需
求更有机地联系起来。另外，粮
农组织也通过实用指南和工具、
机构能力建设和学习支持等方
式向各国提供制定切实有效投
资计划的能力。

知识和经验交流
为提高农业和农村发展投

资的质量和数量，粮农组织促进
各国和各区域之间的知识和经
验交流。粮农组织还致力于创生
有关消除贫困和饥饿的投资潜
力的知识和数据；这包括编制政
策准则、多部门和地域发展研
究、投资辅助工具和学习资源，
从而对投资流程加以改进。

粮农组织与金

融机构、本国和

国际组织、私营

部门以及生产

者组织共同努

力，促进包容性

投资进程。

投资计划支持
粮农组织向各国提供农业

和农村投资规划、计划和项目的
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价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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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正在对《农业和粮食
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的实施给予
支持。该原则由世界粮食安全委员
会于2014年批准，目的是通过投资
提高营养水平以及消除粮食不安全
和贫困；这些投资应当：

 > 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贡献

 > 有助于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
发展及消除贫困

 > 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 动员青年并提高青年能力

 > 尊重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以
及对水资源的享有

 > 对自然资源进行养护和可持
续管理，提高复原力并减少灾
害风险

 > 尊重文化传承和传统知识并
支持多元化和创新

 > 促进安全和健康的农业和粮
食系统

 > 采纳包容和透明的治理架构、
过程和申诉机制

 > 对影响进行评估和应对并促
进责任担当

这十项原则相辅相成，适用于
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农业投资，包括
渔业、林业和畜牧业领域的投资，
也适用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粮农
组织通过加强政策制定者、政府员
工、议会议员、小规模粮食生产者、
生产者组织和私营企业的能力、从
而帮助他们进行农业和粮食系统领
域负责任投资的方式推动这些原则
的落实。

更多信息可见：http://www.
fao.org/cfs/cfs-home/activities/
rai/zh

 对农业和粮食系统的负责任投资

宣传和推动
粮农组织通过加强与投资

者之间的关系和推动战略伙伴
关系，帮助各国提高投资决策水
平。为此，粮农组织推动公共当
局与私营部门、银行和小额信贷
机构之间的多利益相关者对话，
促进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负责
任投资并推动私人投资。

乍得
妇女扎篱笆在市场花园种植作物
©粮农组织/Zakir Hoss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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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农业农村，消除贫困饥饿

马里倚重农村青年消除

贫困

农业在马里国内生产总值
中占比36%，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在农村地区，青年
失业率仍然很高。每年马里约
有180 000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
场，他们找工作面临极大困难。
特别是年轻人难以充分参与农
业领域的活动，因为他们缺乏对
土地、市场、技术、小额信贷和职
业技能的获取渠道。

在加上人口快速增长的因
素，这一局面造成窘迫移徙增
加，迫使他们离开农村去寻找更

好的机会，这对中心城市带来了
更大的可持续性挑战。

农发基金和粮农组织一道
设计了“农村青年职业培训、农
业价值链整合和创业”项目，以
便更有效地帮助青年人投身可
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这一举措
是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合作社计
划框架的一部分，目的是提高贫
困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增加他们
在各种农业价值链和广大农村
经济中获得体面和赚钱的就业
机会。

该项目还帮助青年企业家
开办经营活动，改善他们获取金
融服务的渠道，协助他们制定和
实施经营计划。该举措的另一个
目的是支持农民组织提高治理
水平并在区域和国家一级增加
农村青年的代表性。

该项目开始于2014年，已
经为促进就业帮助四家青年职
业培训中心增强了能力并在库
利科罗大区和锡卡索大区开办
了两个新中心。在该项目的支持
下，通过与当地农村小额信贷机
构合作，从事约130项创收活动
的青年企业家们在制定经营计
划和小微企业发展方面获得了
扶助。

总体上看，预计该项目到
2022年将对约100 000个农村青
年（其中50%为妇女和女童）进
行职业培训，帮助约15 550个农
村青年在农村企业中更好地获
得就业和创收机会，包括付薪酬
的就业机会。

减贫战略投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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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
渔民收网

©粮农组织/B. G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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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为

原住民保障土地权益

 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有
700多万原住民。他们通常是本
区域最贫困的群体，严重依赖自
然资源、包括森林和可耕地为
生。但他们往往缺乏对土地的法
律所有权、掌控和获取，这制约
了他们的生产能力，阻碍了他们
投资开展创收活动。

粮农组织与世界银行合作
加强中美洲原住民社区对土地
和自然资源的治理和权益。在洪
都拉斯，这一伙伴关系设计了一
项投资计划，帮助对Mosquitia
大区的社区所有土地进行划界
和登记。基于此，2016年洪都拉
斯总统承认了12个Misquito原
住民区域委员会对100多万公
顷社区土地（包括森林）的所有
权，并且启动了一项行动计划，
促进原住民领地自然资源养护
和可持续管理。由于社区土地权
益得到认可，目前约有17 500个
贫困原住民家庭能够更有效地
享有和管理他们所在领地的自
然资源。

在危地马拉，在粮农组织和
世界银行设计的一个金额6 200
万美元的项目的支持下，若干原
住民农村社区的土地得到法律
认可，成为社区公有土地。在取
得这一成果的基础上，粮农组织
支持政府制定了一项新的投资
项目，改善该国土地权属的治理
水平并制定了一项配套计划，增
强对社区土地的地域管理。

为实现土地权属系统的包
容性，该项目还对《负责任权属
治理自愿准则》的实施给予了
支持，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开展了
能力建设，包括政府官员和原住
民，从而加强对土地权属和其他
自然资源的治理。

危地马拉
家庭学习园艺
©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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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通过促进畜

牧生产消除贫困

在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
贫困小农和家庭农户在畜牧业
中占主体地位，但其中大部分在
诸多方面面临困难，包括饲料供
应不足和高成本、草场退化、优
质饲草种子或兽医服务采购以
及获取金融服务、市场或技术的
渠道等。除这些挑战外，贫困农
民通常不能采用正确的牲畜饲
养方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导致畜牧业生产率低下。

粮农组织与农发基金对塔
吉克斯坦约25 000个农户提供
了支持，帮助他们提高草场生产
力并增强女农民加工和销售畜
产品的能力。

通过强化机构和社区组织
（包括“草场使用者联合会”）的

能力，推广私营部门服务以及通

过兽医培训和考察提高草场管
理水平等方式，“畜牧和草场开
发项目”的目的是减少贫困和提
高农村家庭的营养水平。这项金
额1 580万美元计划的另一个目
标是向农村妇女、包括青年妇女
提供工作技能培训、生产性投入
品以及帮助提高组织能力，从而
为她们增加创收机会。

经过仅仅两年的实施，约
有92 200名男子和88 600名妇
女已经通过提高自然资源管理
和牲畜健康水平等方式受益。该
项目还通过发放化肥、饲草作物
种子和创新技术等方式推动了
草场改良。加上强化基础设施、
采用草场轮作技术以及提供农
机具等措施，草场状况得到巨大
改善。

到目前为止，畜牧业生产
率提高了15-20%，为该州创造
了300多个就业机会。该项目还
在哈特隆州推动成立了约200
个“草场使用者联合会”并制定
了200份“社区畜牧业和草场管
理计划”，同时促进了对基础设施

（新建了约24个兽医诊所）、农
业技术和机械方面的投资。

在Muminobod区，由于提
供了农业机械以及组织得到强
化，农村妇女接受了奶类加工、
养鸡、小型反刍动物饲养和养蜂
活动方面的培训。她们现已能够
获得更好的创收机会并依靠自
身劳动谋生。

塔吉克斯坦
粮农组织项目促进塔吉克斯坦动物健

©粮农组织/Vasily Maxi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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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NG  POVERTY AND HUNGER BY INVESTING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投资农业农村，消除贫困饥饿

越南投资促进私营企业

与农业合作社之间发挥

合力

在越南河江省，有23%以
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
有15%处于“贫困边缘”或易于
返贫。在该省，缺乏农业用地获
取渠道、气候变化影响、农村基
础设施不足和文盲率高等因素
加剧了贫困。

2014年，粮农组织与农发
基金设计了由农发基金出资的“
农产品发展减贫计划”，以可持
续方式提高河江省农村贫困家
庭收入并降低他们对气候变化
的脆弱性。该计划的侧重点放在
贫困率高于该省平均水平的30
个最贫困社区（贫困和“贫困边
缘”人口约占53%）。目的是实现
该地区贫困人口减半，使40 000

名农村人口（约10 000个家庭）、
包括小规模农户受益。

该计划总金额3 380万美
元，目的是在一个知悉气候影响
和面向市场的农村经济的环境
下通过加强农业企业、合作群体
和农户之间合作，以可持续方式
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凝聚这些合
力，该计划着力增强公共和私营
部门能力，对以市场为导向的发
展加以管理，并在省、区和社区
各级推行参与式、适应气候条件
且面向市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
划进程。该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

提高社区和机构在开展性别敏
感型、以社区为基础的气候适应
和缓解规划方面的能力。

为降低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该
计划还把投资用于改进现有耕
作系统和开发采用创新性气候
智能型技术的新耕作系统方面。
这包括增强贫困农民采用气候
智能型农业技术的能力、在小学
教育课程中增加有关保护性耕
作的教学内容以及为在学校设
立饲草苗圃提供入门工具箱和
园艺工具等。

越南
金合欢树苗圃的工人。
©粮农组织/Joan Manuel Balie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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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的五大优先重
点，即“战略目标”是我们支持成
员国以可持续方式实现免于饥
饿、营养不良和贫困的世界的主
要工作领域。

粮农组织的战略工作

帮助人们消除饥饿、粮
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提高农业、林业、渔业
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减少农村贫困 

推动建设包容、有效的
农业和粮食系统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
危机的能力

为实现这些目标，粮农组
织通过五项战略计划开展工作，
发挥我们在技术方面的引领作
用，同时在我们工作的所有领域
全面整合性别、治理、营养和气
候变化影响问题。我们致力于支
持各国实施《2030年议程》。

我们致力于支持各国实施
《2030年议程》。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各国于2015年9月通过的

一整套旨在消除贫困和饥饿、保护地球自然资源并确保共同

繁荣的全球优先重点。

       粮食和农业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均有涉及，是

《2030年议程》的最核心问题。

       粮农组织的战略工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吻合，采取

综合性方法着眼解决贫困和饥饿的根源问题、自然资源可持

续管理以及不让一个人掉队。

       我们拥有的广泛技术能力、与发展伙伴的长期合作经验

以及在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独有技

能，使粮农组织成为各国落实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的

宝贵同盟。

       欢迎访问有关粮农组织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工作的网

页。这一网页将不断更新，提供与《2030年议程》中粮食和

农业问题有关的所有最新动态。

2030年议程中的粮食及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