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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17－
－ 22 日 ， 罗马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 K. F.内旺
内旺泽先生的讲话
内旺 泽先生的讲话

1.

各位 阁下 、 尊敬 的各 位代 表、 各 位同 行、 女士 们、 先 生们 ，我 们今 天的 会

议，是在非洲之角发生饥荒，不稳定的高粮价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近 10
亿儿童、女性和男性每天挨饿的背景下召开的。
2.

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这是由于，至少部分地由于近 30 年来国

家和国际层面对农业的支持下降的结果。
3.

我们 实现 全 球粮 食和 营养 安全 的 目标 似乎 比以 往任 何 时候 都更 加困 难。 但

在这些乌云中，仍有希望之光。由于协调一致地开展了工作，今天非洲之角饥荒
所造成的破坏没有过去类似情况下那么严重。
4.

由于 近几 年 来， 从非 洲联 盟《 马 普托 宣言 》到 八国 集 团拉 奎拉 首脑 会议 ，

对农业发展作出了承诺，我们正在发展框架以确保今天所发生的粮食安全危机总
有一天将成为历史。

贫困是粮食不安全
贫困 是粮食不安全的关键所在
是粮食不安全 的关键所在
5.

关于 全球 粮 食和 营养 安全 问题 ， 增加 生产 只是 一个 方 面。 贫困 才是 粮食 和

营养不安全的关键所在。

为尽量减轻粮农组织工作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实现对气候变化零影响，
本文件印数有限。谨请各位代表、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勿再索取副本。
粮安委大多数会议文件可从互联网 www.fao.org/cfs网站获取。
与会代表登记注册时将得到所有文件的电子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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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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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在出 现 粮食 不安 全问 题时 ， 实际 上生 产了 足够 的 粮食 。困 难的 是如 何

将这些粮食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即城市和农村地区穷人手中，使粮食生产减轻绝大
多数穷人，即发展中国家小农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

小农是将来粮食安全的关键
7.

三次 政策 圆 桌会 议中 有一 次会 议 着重 讨论 对小 农提 供 投资 问题 ，这 不是 什

么巧合。小农是将来实现粮食安全及供养世界的关键。
8.

今天我们必须重申承诺通过为小农提供支持来消除贫困和饥饿。

9.

世界上最贫穷的 14 亿人口中大约有 7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其中

大多数人依靠小规模农业维持生计。提高他们养活自己的能力也就提高了他们养
活他人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创收能力会产生新的消费者，带来更强劲的经济。

农业这项商业
农业这项 商业活动需要与市场相联系
商业 活动需要与市场相联系
10.

我们 在考 虑 如何 支持 小农 和改 善 粮食 安全 时， 需要 讨 论采 取什 么方 法将 小

农纳入更加健全的市场。
11.

任何 规模 的 农业 都是 一项 经济 活 动， 一项 商业 活动 。 商业 活动 想要 取得 成

功，需要在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整个价值链有着清楚的联系。
12.

我们 还需 要 探讨 采取 什么 方法 来 改进 食品 的质 量、 加 工、 储存 和销 售， 以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13.

我们 可以 通 过提 高价 值链 效益 及 减少 损失 ，来 加强 每 个人 ，特 别是 小农 和

城市穷人消费者的粮食安全。

对风险进行管理
14.

为了提高小农的生产力，需要在小农管理其面临的许多风险方面给予支

持。对于一天靠 1.25 美元生活的人来说，想要在使用新的高产种子、种植利润更
高的作物方面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这往往是一个过于奢侈的愿望。
15.

穷人对风险进行管理的手段更少。这往往打击他们的创业精神。但是当一个

家庭不用再担心其养活自己的能力时，就可以进行多样化作物生产到市场销售。
16.

当贷款利率为 10%甚至 20%而不是 200%时，农民可以在化肥或农业设备方

面提供投资。当农民与信誉很好的买主签订了有保障的合同时，他会抓住时机提
高其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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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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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满足 一 个饥 饿的 世界 不断 增 长的 需要 ，农 业必 须 成为 选择 从事 农业 的

人们的一种可行而有回报的生活方式。但是农业生活日益成为农村人们的众多选
择之一。
18.

这不是对农业的威胁，而是发展更加现代化多样化农村经济的一个机会。

年轻人是农业的未来
19.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都必须特别重视年轻人。据估计，到 2050 年发展

中国家的粮食产量需要翻番才能满足需求。我们需要使今天的年轻人成为明天的
农民来帮助满足这个需求。
20.

但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农村社区正在失去其年轻人。年轻人的农业或非农业就

业选择非常有限，收入很低，生活可能很困难，没有电，不容易得到干净的水。
21.

年轻人离开这些地区到城里或者外国找工作，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其中某

些人情况不错，但是许许多多人的梦想在痛苦的失望、贫困和更大的苦难中破灭。
22.

我们 可以 制 止这 种外 流， 途径 是 发展 有活 力的 农村 经 济， 产生 各种 就业 活

动，年轻人可以较好地生活，在他们生活的社区提供投资。
23.

支持 他们 开 始采 用新 的技 术以 减 少和 适应 气候 变化 的 影响 。这 需要 在农 村

地区建立良好的广泛的金融系统，改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这还需要
建立支持性管理政策框架和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
24.

这需 要小 农 及其 所加 入的 组织 参 加所 有相 关领 域的 决 策。 对于 制定 适当 政

策和广泛参与决策过程，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

粮安委的作用
25.

新的 粮安 委 是把 所有 这些 问题 摆 到桌 面上 讨论 的唯 一 的全 球论 坛， 有各 种

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农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国际金融机构
和驻罗马联合国机构，参加这个论坛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的工作要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协调一致。
26.

我们一起开展工作，得到由 Swaminathan 博士领导的一个世界级专家组的

支持。
27.

但是 粮安 委 的成 功不 是依 靠专 家 组或 驻罗 马的 三个 机 构。 主要 依靠 粮安 委

的全体成员。
28.

我想 鼓励 一 直非 常努 力地 开展 工 作的 代表 们最 后确 定 《土 地和 其他 自然 资

源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农发基金支持制定该准则，愿意支持国家政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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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该准则。及时结束谈判对小农至关重要，向世界表明改革后的粮安委能够有效
开展工作。
29.

各位 阁下 、 女士 们、 先生 们、 各 位同 行， 我祝 各位 在 这一 周取 得成 果及 过

得有意思，希望粮安委第三十七届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