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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六 〇 届 会 议  

2018 年 12 月 3－ 7 日，罗马  

“国际果蔬年”提案  

 

内容提要 

果蔬为人类营养、粮食安全和健康以及小农和家庭农民的收入和就业做出了

极大贡献。尽管果蔬具有营养和健康价值，但全球人均果蔬消费量据估计仍比粮农

组织和世卫组织建议的最低摄入量低 20-50%。此外，由于供应链中的损失（质量和

数量）和浪费较大，为人类消费生产的大量果蔬从未被食用，造成资源使用浪费。 

为促进关注果蔬在健康膳食中的重要地位，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小组提议联合国

系统将 2021年确定为“国际果蔬年”。“国际果蔬年”旨在提高人们对食用果蔬的

营养和健康价值的认识，倡导通过更多食用果蔬促进健康膳食，并推动国际社会

可持续增加果蔬产量，减少果蔬供应链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损失和浪费。 

粮农组织对该倡议的支持尤为重要，因粮农组织是主导国际社会消除饥饿、

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并负责在考虑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做法的情况下提升营养水平、可持续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考虑到“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2016-2025 年）、果蔬在健康膳食中

的重要作用以及迫切需要：（1）提高对食用果蔬的营养和健康价值的认识；

（2）倡导通过更多食用果蔬促进健康膳食；（3）推动国际社会以可持续方式提高

果蔬产量和减少果蔬供应链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损失和浪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小组提议联合国系统特别将 2021 年确定为“国际果蔬年”。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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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理事会： 

1) 通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小组提出的设立 2021“国际果蔬年”的提案并酌情

提出指导意见； 

2) 就附录 A 所载大会决议草案向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2019 年 6 月）

提出建议。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营养及粮食系统司 

司 长 

Anna Lartey 

电话：+39 06 -5705 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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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 景 

1. 果蔬对人类健康和营养十分重要。大量研究和记录表明每日食用果蔬对人体

有益。 

2.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建议每日摄取至少 400 克果蔬以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例如心脏病、癌症、糖尿病或肥胖症，并预防和减轻各种微量营养素缺乏症1。然而，

尽管认识到了果蔬的营养价值，全球人均果蔬消费量据估计仍比粮农组织/世卫组织

建议的最低摄入量低 20-50%。 

3. 果蔬摄入少是全球十大死亡风险因素之一。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全球 340 万例死亡可归因于水果食用量少，180 万例死亡可归因于蔬菜食用量少 2。 

A. 营 养 

4. 联合国大会决议宣布 2016-2025 年为“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号召粮农

组织和世卫组织主导营养十年的落实工作，并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

委员会以及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这一多部门平台合作。决议确认，决心制止超重

和肥胖愈演愈烈的趋势，同时减少膳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 

5. 2014 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与 2016 年 12 月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联合

召开的国际营养研讨会均强调，需要建立促进健康膳食的可持续粮食系统。健康

膳食的特点之一是多样性，包含各种食物和大量果蔬 3。 

6.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建议 10 特别提出要促进作物多样化和提高果蔬产量 4。

全球各国正在制定国家战略/计划以减少所谓关键营养素的摄入量（脂肪、糖、盐

和热量），并鼓励食用果蔬。 

7. 多个国家在膳食指南中加入了食用果蔬的建议。 

B. 《2030 年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可持续发展目标 2、目标 3 和目标 12 强调将果蔬生产与营养和健康结合起来。

可持续发展目标 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可持续发展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及可持续

发展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1 《果蔬有利健康：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研讨会报告》。日本神户。2004 年。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56001/icode 
2 《1990-2013 年 188 个国家的 79 种行为、环境、职业和代谢风险或风险集群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比较

风险评估：2013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系统分析》，《柳叶刀》，2015 年：386，2287-323。  
3 粮农组织出版物《影响食物环境促进健康膳食》，2016 年。www.fao.org/3/a-i6484e.pdf 
4《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2014 年。http://www.fao.org/3/a-mm215s.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456001/icode/
http://www.fao.org/3/a-i6484e.pdf
http://www.fao.org/3/a-mm215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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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农业部门与粮食安全 

9. 粮食及农业部门最主要的作用是通过提高符合膳食建议和环境可持续性的

各种安全和营养食物的供应量、可负担性和消费量，为人们提供充足的食物。 

10. 果蔬部门的发展对于创造收入、小农和家庭农民的粮食安全与营养以及城乡

消费者具有积极影响。高效的分销网络和市场是促进消费者实际获取安全果蔬的

关键要求，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地区通常不具备这一条件。 

D. 家庭农业 

11. 与谷物和其他传统主粮作物相比，果蔬生产创收更多，为小农和家庭农民

提供了巨大的增收空间，同时可提高稀缺资源的生产力。果蔬部门的劳动密集程度

远高于与其他种植业部门，从而创造就业和收入。 

12. 然而，果蔬部门也极为脆弱，承受着因干旱、病虫害和恶劣天气条件造成的

歉收风险及果蔬高度易腐性的影响，可能影响生产者收入、果蔬可供量及消费者

成本。 

E. 性别：农村女性的角色 

13. 女性在推动农业可持续多样化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果蔬生产确实是农村女性

和青年的主要就业渠道之一。 

14. 女性通常是家庭食品消费的决策者。相比于男性掌控资源的情况，女性在

食品、健康和儿童教育上花费更多。当女性参与家庭决策，尤其是家庭食品采购

决策时，可提高家庭饮食多样性。必须让女性和男性都认识到食用果蔬对健康的

益处。 

F. 可持续生产系统 

15. 果蔬生产可提高土地、水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同时，为确保高产

和防治病虫害，果蔬生产通常比主粮作物生产需要更多的投入品，例如化学品。

在增加果蔬产量的同时，必须确保采用环境友好型耕作方法，不危害消费者健康，

并为生计和收入带来正面的社会经济影响。 

16. 应认识到全球果蔬种类繁多并予以保护。本土果蔬对当地和不断变化的气候

条件可能适应性更强，营养品质相对较好。 

G. 粮食损失和浪费 

17. 由于果蔬水分含量高且质地柔软，十分容易腐烂。如果没有在成熟时采摘

并在供应/价值链从收获到消费环节妥善处理，果蔬将遭受较大损失（质量和数量）

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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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与食品类商品其他类别（乳品、鱼类、谷物等）相比，果蔬从生产到消费

的过程中经受的损失和浪费最大，高达产量的 42%。 

19. 果蔬损失和浪费不仅导致生产出的果蔬最终无法实现供人食用的本来目的，

也相当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大量资源 – 包括土地、水、劳动力、能源和其他投入品

的损失和浪费。 

20. 果蔬损失和浪费也代表着微量营养素的浪费，具有负面经济影响（小农利润

损失和消费者成本升高）及环境影响（填埋场释放温室气体，生态影响）。 

II. “国际果蔬年”目标 

21. 由于果蔬对营养、健康、收入、创造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其他相关内容十分

重要，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小组提议将 2021 年作为“国际果蔬年”，以提升人们对

食用果蔬的营养和健康益处的认识，并倡导通过更多食用果蔬促进健康膳食和健康

生活方式。各国政府应认识到制定公共政策、促进可持续粮食系统发展的重要性，

以便为健康膳食提供果蔬，同时注意小农和家庭农民经营的生产系统、减少果蔬

损失和浪费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小组提请农委支持本提案

（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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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粮农组织大会决议草案 

国际果蔬年 

 

考虑到急需深入认识食用果蔬的营养及健康价值，倡导通过增加果蔬可持续

生产和消费促进健康膳食； 

忆及宣布“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2016-2025 年）的联合国大会决议，

以及建立促进健康膳食（包含多种食物和大量果蔬）的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必要性； 

忆及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建议 10 特别提出要促进作物多样化和提高果蔬产量； 

认识到果蔬对预防非传染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肥胖症和糖尿病

的重要贡献； 

注意到可持续农业和生产方法对全球千千万万农村农户和小规模家庭农民生计

的重要性； 

认识到果蔬，尤其是地方作物，为粮食安全、营养、生计和家庭农民（尤其是

小规模家庭农民）收入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注果蔬供应/价值链中的大量损失和浪费及其对经济、环境和社会产生的负面

影响； 

认识到需要通过教育赋予妇女权能，进而确保家庭膳食质量； 

认识到国际社会于 2021 年庆祝“国际果蔬年”将对深入认识食用果蔬的营养和

健康价值做出重大贡献，推动全球关注通过食用果蔬使膳食和生活方式更加健康，

使政策关注如何解决生产问题以及损失和浪费问题； 

强调“国际果蔬年”实施活动和粮农组织参与的费用将通过有待筹措的预算外

资源负担； 

要求总干事将本决议转交联合国秘书长，提请联合国大会下届会议审议

宣布 2021 年为“国际果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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