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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第 三 十 五 届 会 议  

2020 年 9 月 1－4 日 1 

在亚太区域打造具有抵御能力的  
可持续粮食体系  

 

内容提要 

实现粮食安全的传统方法是集中行动提高农业产量，让消费者能够买到更多

实惠的食品。这种方法体现在了绿色革命之中，并且随着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

已使该区域很多国家能够大幅减少粮食不安全。 

然而，现在以产量为中心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尽管贫困率大幅下降、人均

收入增加，但亚太区域国家仍在尽力解决营养不良造成的多重负担。不经意间，

一味抓粮食产量的方法已使卡路里变得廉价，让营养素变得昂贵，同时还使环境

退化，并使粮食体系更易受到冲击。气候变化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和

水资源造成的额外压力使形势趋于严峻。 

现在，已充分认识到有必要采取一种粮食体系方法，即：认识到并分析

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农业、粮食、营养和抵御能力之间的关系。《第二届国际

营养大会行动框架》 2建议采取一种可持续的粮食体系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提供

更有效的行动基础。涉及广大公共和私营机构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实例，将用于

突出这种方法的潜在惠益，同时还将阐明需要应对的挑战和权衡取舍，以便实

现这些惠益。 

 
1 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17-20 日在不丹廷布举行 
2 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2016 年。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http://www.fao.org/3/a-mm215c.pdf] 

http://www.fao.org/3/a-mm21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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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享有独特地位，能够推动粮食体系转型，从而能够以遵照可持续

发展三支柱的方式提供健康膳食。请各位代表就制定实施一系列涵盖具有抵御

能力的可持续粮食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干预措施，交流政策和计划以及技术和制度

挑战方面的经验。 

建议区域会议采取的行动 

• 就重点领域和问题提供咨询，以便分析如何在成员国实施粮食体系转型

项目。 

• 就如何制定干预措施提供指导，使其涵盖多个公共和私营部门行为体，

同时确定潜在的权衡取舍及其管理战略，并将这种方法纳入国家规划进程

的主流。 

• 注意到粮农组织在 2021 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筹备进程中，制定创新、

循证、缜密的粮食体系政策和治理方法，以及提升针对投资和创新的

工作。 

• 转达优先创造具有抵御能力的可持续粮食体系以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的

区域机构（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提出的意见。 

• 交流其他提倡更可持续粮食体系的国家层面经验。 

对本文件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亚太区域会议秘书处 

APRC@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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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

将粮食体系定义为包括与粮食生产、加工、运输、制备和消费相关的所有因素

（环境、人员、投入物、流程、基础设施、机构等）和活动，还包括这些活动

带来的产出，包括社会经济及环境结果。 3粮食体系轮形框架以作为粮农组织主要

目标的实现减贫、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为中心（图 1）。 4这些目标被纳入了粮食

体系更广泛的绩效之中，即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图 2）。5

这种绩效以人为本，也就是说，取决于粮食体系中各主体的行为或各利益相关方的

行为。这种行为进而出现在粮食体系的结构之中，而这种结构则由一个含有社会

和自然要素的核心构成。核心系统包括一层粮食流通活动（生产、汇集、加工、

分配和消费，包括废物处理）和一层支持流通的服务活动。这些活动得以纳入社会

背景和自然环境之中。前者包括所有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社会文化规范、基础

设施和组织，后者包括水、土壤、空气、气候、生态系统和遗传。 
 

 

自然要素 
空气 
土壤 
生态系统和遗传 
水 
气候 
 
社会要素 
组织 
政策、法律和法规 
基础设施 
社会文化规范 
 
获取自然资源 
劳动力 
投入品 
知识 
资金 
其他服务 

核心系统 
 
生产 
汇集 
加工 
运输 
消费 
 
各主体行为 
 
可持续性绩效 
减贫 
粮食安全和营养 

 

图 1. 粮食体系轮形图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8 年。可持续粮食体系–概念和框架。

[http://www.fao.org/3/ca2079en/CA2079EN.pdf] 

  

 
3 高专组。2017 年。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报告，罗马。

[http://www.fao.org/3/a-i7846c.pdf]  
4 粮农组织。2018 年。可持续粮食体系–概念和框架。[http://www.fao.org/3/ca2079en/CA2079EN.pdf]。  
5 粮农组织。2014 年。可持续粮食价值链发展–指导原则。罗马。[http://www.fao.org/3/a-i3953c.pdf]。  

http://www.fao.org/3/ca2079en/CA2079EN.pdf
http://www.fao.org/3/ca2079en/CA2079EN.pdf
http://www.fao.org/3/a-i395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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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持续粮食体系为所有人提供粮食安全和营养，期间不会破坏赖以为后代

带来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采用这种粮食体系方法有助于反

思以往一味抓粮食产量方法的不足，并确立更均衡、更全面的政策和计划来实现

良好成果。粮食体系包含若干子系统（例如耕作、废物管理、投入品供应、食品

安全及其他），并与其它关键系统（例如能源、贸易和卫生）相互影响。因此，

粮食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可能源于某个子系统，并带动整个粮食体系；例如，提倡

营养敏感型农业或多种经营的政策会对粮食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图 2）。目标是催

生变革以创造基础广泛的社会效益，并对自然环境产生积极或中性的影响。 
 

 

经济影响 
利润 
就业/收入 
税收 
粮食供应 
 
包容性增长 
可持续粮食体系 
绿色增长 
 
社会影响 
附加值再分配（性别、
青年、土著人民） 
文化传统 
营养和健康 
工人权利和安全 
动物福利 
制度 

生态社会进展 
 
环境影响 
 
碳足迹 
水足迹 
水健康/土壤健康 
动植物健康 
粮食损失和浪费 
生物多样性 
毒性 

图 2. 粮食体系可持续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8 年，改编自粮农组织（2014 年）。可持续粮食体系–

概念和框架。[http://www.fao.org/3/ca2079zh/CA2079ZH.pdf] 

 

3. 鉴于粮食体系面临的多重风险，抵御能力是可持续粮食体系具有互补性和

综合性的一个关键特点。大规模冲击以及规模虽小但反复出现的冲击，可能影响

粮食体系的很多要素，造成生产率损失、市场混乱、价格波动加剧和整个系统不

稳，从而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最弱势和粮食最不安全的人群。因此，提高粮食

体系预测、吸收和适应冲击、管理风险或从风险中恢复的能力的政策、技术、做

法和伙伴关系，是打造更可持续粮食体系必不可少的工作。 6可以在多个层面部署

增强抵御能力的措施，为此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包括风险评估、治理、基于生态

系统减少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性别公平、营养敏感型社会保护等。  

 
6 Loconto, A.、Jenkin, N.、Pavageau, C.、Golan, E.、Gould, D.、Dernini, S.、Campeau, C.等。2018 年。草稿–

就可持续粮食体系达成共识。主要方法、概念和术语。“同一个星球”可持续粮食体系计划。  

http://www.fao.org/3/ca2079zh/CA2079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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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采取具有抵御能力的可持续粮食体系方法的 
必要性 

4. 在过去几十年中，农业政策在改善该区域粮食安全状况方面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功。农业从加大公共投资（包括经济激励）、改进推广服务和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中受益良多。完善土地权属安排、提高贷款机会和改进经济激励的农业改革

引发了一轮农业转型。这进而刺激了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从而促进了生产率剧

增、贫困率下降和粮食不安全水平下降，并使亚太区域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区域。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以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东南亚

国家联盟（东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等集团的设立促进了国内、区域

和国际贸易。 

5. 然而，这些政策的成功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过去几十年实现了

最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该区域各国仍然饱受至少一种或更多种形式的营

养不良（即：营养不足、微量营养素缺乏或隐性饥饿以及超重和肥胖）。2018 年，

该区域食物不足人数约为 4.79 亿人，占全球总数的 58%。在该区域，南亚的食物

不足人数最多（2.79 亿人），其次是东亚（1.37 亿人）、东南亚（6100 万人）和

大洋洲（300 万人）。 7,8在东亚和太平洋，有 1300 万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并

有 4500 万儿童消瘦，而在南亚，则有 6400 万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 9,10一项全

球分析指出，在催生全球疾病负担的前 11 个危险因素中，有六个与膳食有关。

11,12一项对 18 个国家（其中六个亚太区域国家）667 个社区为期十年的调查近期结

果发现，相对家庭平均收入而言，果蔬开支特别高，使很大一部分人无力负担，

特别是在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这些结果表明，高收入与低收入社区之间

和城乡人口之间在获取健康膳食所需必要食品（例如果蔬）方面存在不平等。 13 

 
7 粮农组织。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http://www.fao.org/3/ca5162zh/ca5162zh.pdf] 
8 粮农组织。2019 年。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概述（待出版）  
9 儿基会。2019 年。世界儿童状况–东亚与太平洋

[https://www.unicef.org/eap/media/4171/file/SOWC%202019%20East%20Asia.pdf] 
10 儿基会。2018 年。https://www.unicef.org/rosa/stories/stop-stunting-south-asia-part-1 
11 农业和粮食体系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2016 年。粮食体系与膳食：应对 21 世纪挑战。英国伦敦

[https://www.glopa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ForesightReport.pdf] 
12 Forouzanfar, M.H.、Alexander, L.、Anderson, H.R.、Bachman, V.F.、Biryukov, S.、Brauer, M.、Burnett, R.等。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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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系统分析。柳叶刀，386，287–323。  
13 Mason-D’Croz, D.、Bogard, J.R.、Sulser, T.B.、Cenacchi, N.、Dunston, S.、Herrero, M.、Wiebe, K.。2019 年。

全球和国家层面果蔬产量、需求量和建议消费量之间的差距：综合建模研究。柳叶刀星球健康，3，e318–e329。
研究涉及的国家按照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2006 年世界银行分类标准进行分类。低收入国家：孟加拉国、

印度、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国、哥伦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勒斯坦。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马来西亚、波兰、南非和土耳其。高收入国家：加拿大、瑞典和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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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很多国家，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果蔬供应处于一般水平，

不足以使人摄入建议的营养素量。与膳食中果蔬、豆类、坚果、种子和全谷物等

食品平均消费量较低有关的膳食风险，是该区域造成死亡和健康损失的首要原因。14 

6. 显然，目前的农业和粮食体系没有提供健康的膳食。此外，亚太区域还有

其他因素发挥作用。从 2018 年起，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事实上，有 21 亿

人是城市居民，占世界城市人口的 60%。 15在 2021 年以前，由于离乡进城和城市

地区扩张，该区域人口中将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地区。这逐渐改变了食品环境

和消费者能够方便获取的食品类型。高盐、高糖或高脂肪的深加工食品的可供量

和消费量大增，从而使肥胖率随之增长。为此，需要采取全系统解决方案，解决

这种转变的深层因素，而不是仅仅解决表象，例如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改变。 

 

图 3. （A）每天购买三份蔬菜和两份水果所需家庭成员人均收入的平均比例和

（B）无力负担三份蔬菜和两份水果的人口比例。误差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Miller 等，2019 年。不同收入水平的 18 个国家的果蔬可供量、可负担性

和消费量：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研究的结论。柳叶刀全球健康，4，e695–e703。 

 
14 Afshin, A.、Sur, P. J.、Fay, K. A.、Cornaby, L.、Ferrara, G.、Salama, J. S.、Mullany, E. C.等。2019 年。

1990–2017 年 195 个国家的饮食风险对健康的影响：2017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系统性分析。柳叶刀，393, 
1958–1972。  
15 亚太经社会。2017 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和政策影响。

[https://www.unescap.org/commission/73/document/E73_1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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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森林和野生生态系统改作集约化农业生产，被广泛认为是过去十年生物多

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之一。 16在过去几十年中，该区域热带地区，

特别是东南亚，为了方便扩大耕地和种植园而大肆毁林。在该区域其他地区，由

于过度放牧、入侵物种和农业扩张，草地已经严重退化。 17这种活动可能大多与

一些主要商品（例如工业棕榈油）以及豆类、橡胶和木材等其他商品有关。 18 ,19土

地利用变化方面的最近趋势也被发现与更常见于该区域快速发展的城市地区的营

养转型以及越来越大的粮食和农业产品需求密切相关。 20 ,21尽管毁林率有所降低，

但土地利用变化和退化仍是区域层面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源头之一。 22 

 
图 4. 使用 300 米分辨率年度全球土地覆被图计算的 2000–2015 年间东南亚耕地
面积平均变化率。 
制图：国际水管理研究所。数据来源：Hansen 等。2013 年 
注：树木覆被包括所有高度超过 5 米的植被：以 30 米分辨率采用遥感评估集合的
不同郁闭度的天然林和人工林 

 
16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 年。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生物多样性综述。世界资源学会，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https://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documents/document.354.aspx.pdf] 
17 生物多样性平台。2019 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亚太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政策制定者摘要。   
18 Vijay, V.、Pimm, S. L.、Jenkins, C. N.、Smith, S. J.。2016 年。油棕对近期毁林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

响。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11(7)。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59668]。  
19 Gibbs, H. K.、Ruesch, A. S.、Frederic, A.、Clayton, M. K.、Holmgren, P.、Ramankutty, N.、Foley, J.。2010 年。

热带森林是 1980 和 1990 年代新垦农地的主要来源。国家科学院会议记录。美国，107，16732–16737。 
20 Defries, R. S.、Rudel, T.、Uriarte, M.、Hansen, M.。2010 年。二十一世纪城市人口增长和农产品贸易造

成的毁林。自然地球科学。3，178–181。  
21 Meyfroidt, P.、Lambin, E. F.、Erb, K.、Hertel, T.W.。2013 年。土地利用的全球化：土地变化的远距离驱

动因素和土地利用的地理排斥。当前环境可持续发展观点，5，438–444。  
22 粮农组织。2018 年。动态的发展、转变的人口、改变的膳食。[http://www.fao.org/3/I8499EN/i8499en.pdf]。 

东南亚耕地面积趋势 
（2000 至 2015 年） 

耕地面积变化率 

北 

（%/年） 
 -7.9 至-1.0 
 -1.0 至-0.6 
 -0.6 至-0.3 
 -0.3 至-0.05 
 -0.05 至 0.05 
 0.05 至 0.3 
 0.3 至 0.6 
 0.6 至 1 
 1.0 至 9.3 
 

公里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59668
http://www.fao.org/3/I8499EN/i849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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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该区域很多主要农产区普遍存在水分胁迫和缺水问题。粮食生产的灌溉取

水量超过了保持巴基斯坦印度河、中国黄河和印度恒河等主要水系健康需要的取

水量。 23在电费和灌溉基础设施补贴的助长下，该区域特别是南亚大量抽提地下

水，可能造成用于水分胁迫和缺水管理的重要缓冲层退化。旨在提高生产率的化

肥补贴已经造成污染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水土资源质量、食品安全和人类健

康产生了负面的后续效应。尽管生产集约化加深，但谷物、果蔬、肉类和鱼类价

值链上也存在大量粮食损失和浪费，意味着营养和能源的损失，以及相当大的内

在排放和资源消耗。 24 

   

图 5. 耕地高度集中地区（耕地集中度>90%）水分胁迫 25情况。制图：国际水管

理研究所。2018 年。数据来源：以 30 米分辨率耕地面积得到的全球粮食安全支

持分析数据。2015 年；世界资源学会 Aqueduct 工具。2014 年。 

9. 在过去五十年中，扩张带来的集约化和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和各区域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最主要驱动因素。 26该区域有近四分之一的特有种濒临灭绝。森林

损失造成的自然生境退化和碎片化是这一进程的一大根本驱动因素。从全球来看，

 
23 Jagermeyr, J.、Pastor, A.、Biemans, H.、Gerten, D.。2017 年。使灌溉粮食生产与环境流量协调，促进实

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自然通讯。[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5900] 
24 粮农组织。2013 年。粮食浪费足迹：自然资源影响。[http://www.fao.org/3/i3347e/i3347e.pdf]。  
25 以占年可利用总流量的比例表示的年取水总量（城市、工业和农业用水）。数值越高，表示用水户间竞

争越大。  
26 Balvanera, P.、Pfaff, A.、Vina, A.、Frapolli, E. G.、Hussain, S. A.、Merino, L.、Minang, P. A.等。2019 年。

生物多样性平台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第 2 章。现状与趋势；变化的间接和直接驱动因素。  

北 

公里 

 低（<10%） 
中低（10-20%） 
中高（20-40%） 
高（40-80%） 
极高（>80%） 
干旱和低用水量 

耕地中低度集中 

水分胁迫基线 

耕地高度集中地区水分胁迫基线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5900
http://www.fao.org/3/i3347e/i3347e.pdf


APRC/20/5 9 

 

 

现有不到 200 种植物物种可以为全球、各区域或各国的粮食生产作贡献。 27这与新

石器时代以来为膳食作了贡献并适应了恶劣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大约 7000 种植物物

种和几千种动物物种形成了鲜明对比。研究发现，可以从森林和野生生态系统获

取的各种食物都是粮食体系抵御能力的重要来源，并且还与健康的膳食呈正相关

关系。 28 

10. 丧失生物多样性、依赖少数主粮和自然资源流失，削弱了粮食体系的抵御

能力以及应对自然和人为冲击的能力。亚太区域极易受到极端气候和粮食体系稳

定性相关风险的影响， 29 ,30同时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和经济造成了严重

影响。 31据报道，2018 年该区域洪涝、干旱和气旋造成了 890 多亿美元经济损失。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为气候变化逐渐提高了极端气候事件的可能性和强度。

32还观测到，该区域中度极端气候增多，例如暖日、暖夜、热浪数量增加，以及

季节性和日常性强降雨率攀升。 33,34,35,36 

11. 气候灾害以及其他灾害（例如长期冲突）影响了人们的粮食安全、健康风

险、水和卫生环境以及如何分配时间谋生和照料家人，从而影响了营养和生计。

粮食和营养不安全、贫困、灾害和气候变化之间存有联系和恶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使人深陷贫困，并使人容易频频丧失生计、面临粮食和营养不安全、出现营养不

足和遭受不平等泛化。贫困导致食物不足，从而造成人体发育迟缓，损害学习能

力，影响就业机会，并很有可能进一步造成贫困，特别是该区域发展中国家每四

个人中就有超过一人经历的多方面贫困。 

  

 
27 粮农组织。2019 年。世界生物多样性状况。[http://www.fao.org/3/CA3129ZH/CA3129ZH.pdf]。  
28 Rasolofoson, R.、Hanauer, M. M.、Pappinen, A.、Fisher, B.、Ricketts, T.。2018 年。森林对 27 个发展中

国家农村地区儿童膳食的影响。科学进展，4(8)。  
29 Jongman, B.、Ward, P. J.、Aerts, J.。2012 年。全球江河与沿海洪涝风险性：长期趋势与变化。全球环境

变化，22，823–835 (2012)。  
30 Peduzzi, P.、Dao, H.、Herold, C.、Mouton, F.。2009 年。评估全球自然危害风险性和脆弱性：灾害风险

指数。自然危害与地球系统科学。9，1149–1159。  
31 灾难流行病学研究中心。2017 年。紧急事件数据库：国际灾害数据库。灾难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http://www.cred.be/] 
32 Heffernan, O.。2016 年。新闻头条：气候研究方兴未艾。自然气候变化。6(4)，335–338。  
33 Lehmann, J.、Coumou, D.、Frieler, K.。2015 年。全球变暖背景下破纪录降雨事件屡创新高。气候变化。

132(4)，501–515。  
34 Westra, S.、Fowler, H. J.、Evans, J. P.、Alexander, L. V.、Berg, P.、Johnson, F.、Kendon, E. J.、Lenderink, 
G.、Roberts, N. M.。2014 年。短时极端降雨强度及频次的未来变化。地球物理学评论。52(3)，522–555。 
35 Westra, S.、Alexander, L. V.、Zwiers, F.W.。2013 年。全球年最大日降水量的增长趋势。气候杂志。

26(11)，3904–3918。  
36 Alexander, L. V.。2016 年。观测到的极端气温和降水的全球长期变化：对气专委评估工作的进展和局限

以及其他问题的审查。极端天气与气候。11，4–16。  

http://www.fao.org/3/CA3129ZH/CA3129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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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已着手大力采取具有抵御能力的 
可持续粮食体系方法 

12. 采取具有抵御能力的可持续粮食体系方法对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至关重要。 37这需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之间进行合作。借助粮农组织的技术咨询意见，该区域各国日益认识到这种方

法的重要性，并相继通过了多部门行动框架。下述经验例举把粮食体系各要素联

系起来，并在可持续性和抵御能力的多个方面创造效益的工作。 

以政策和投资计划实现粮食体系转型 

13. 在孟加拉国，粮食部设立了粮食规划监测股，负责利用基于研究的知识和

证据监测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并就关键的干预措施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的信

息和高质量的咨询。这种制度化有助于该国渡过 2008–2009 年间粮食危机造成的

风暴。随后，该股对粮食和营养安全问题采取了一种全系统方法。2011 年拟定了

第一个国家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投资计划。 38通过该计划，该股加强了与边界

伙伴或核心部委（即：粮食、农业、渔业和畜牧业、妇女儿童事务和卫生以及家

庭福利）的伙伴关系。还编制了支撑营养工作的技术文件（例如食补膳食准则、

食品成分表和消费表以及膳食多样性格局分析报告）。随着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

开始在强劲的经济增长中显现，后继投资计划（2016–2020 年） 39便具有多部门

性，并以营养和粮食体系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点。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对

粮食体系抵御能力的影响在一份单独的国家投资计划中得到了确认。 40此外，达

卡大都市区四市当局正在通过运作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平台，着力制定 2021 年以前

的城市粮食议程，从而在城市发展跻身全球最大城市群的过程中，保证全体公民

享有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营养。 

14. 在印度尼西亚，作为最高政策制定机构，国家发展规划部已着手改变思维

模式，即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战略，通过新的五年期《国家发展计划（2020–2024
年）》实现该国粮食体系转型。该项工作旨在改善粮食不安全状况，应对一切形

式营养不良，并激励农业生产健康的膳食，而不损害城乡强劲的经济增长。粮农

组织已参加该项目，视之为一项在主要成员国形成粮食体系思维和制度的开创性

倡议。该项目有望强化有关农业生产、食品链和食品环境（特别是食品安全）的

政策法规，并使其融为一体，实现营养和气候领域的可持续成果。 

 
37 粮农组织。2018 年。可持续粮食体系–概念和框架。[http://www.fao.org/3/ca2079zh/CA2079ZH.pdf] 
38 孟加拉国政府和粮农组织。2011 年。孟加拉国国家投资计划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bd/docs/CIP/Bangladesh_Food_security_CIP_2011_Final_-_DG-3Aug.pdf 
39 孟加拉国政府和粮农组织。2016 年。孟加拉国第二个国家投资计划：营养和粮食体系

[http://fpmu.gov.bd/agridrupal/sites/default/files/file/CIP2FinalPDFPrintedCopy.pdf] 
40 孟加拉国政府。2016 年。国家环境、林业和气候变化投资计划（2016–2022 年）。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countries/Bangladesh/News/cip_final_printed_version.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bd/docs/CIP/Bangladesh_Food_security_CIP_2011_Final_-_DG-3Aug.pdf
http://fpmu.gov.bd/agridrupal/sites/default/files/file/CIP2FinalPDFPrintedCopy.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FAO-countries/Bangladesh/News/CIP_FINAL_PRINTED_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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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粮食损失和浪费已成为重大全球问题，并已列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12（即：

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其下设有若干与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关的具体目标。

41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可能是一种加强粮食安全而不必增加产量的低成本方式，

特别是在食品链前期环节出现损失的粮食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

标 12.3 要求到 2030 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减少生产和供

应环节的粮食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随着很多国家认识到该具体目标的重

要意义，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目前相关倡议正在着手确保改善处理和贮藏

条件，并提高食品链各环节的效率。在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管理局正在修订食

品标签法规以提高灵活性，为此采用“最佳”日期而不是有效期，从而延长了货

架期。 42该机构还制定了一项法规，保护捐赠或安全再分配余粮的组织。 43中国的

国家计划包含大力减少从农场到餐桌的人均粮食浪费的行动。其“光盘”运动

（新加坡也开展了该运动）是一次引导行为的重要尝试，旨在使公众舆论反对浪

费粮食，并加强与酒店、餐馆和咖啡馆的协作。 44在泰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

概念已纳入遵行已故拉玛九世王适足经济哲学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2017–2021 年）》。尼泊尔《国家行动计划》旨在到 2025 年消除饥饿，并强调

建设冷链、贮藏设施和堆栈，并利用信息技术尽量减少供应链每个环节的损失。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政府中有三分之二以贷款、

保险或赠款的形式向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财政支持，以便采取减少粮食损

失或浪费的措施，使之成为最常用的伙伴关系类型。 45包括初创公司在内，私营

部门的倡议也带来了动力。在印度尼西亚，粮食损失和浪费行动伙伴关系旨在构

建一项跨部门计划，到 2030 年将印度尼西亚的粮食损失和浪费减少 50%。 46在新

加坡，国家粮食机构正在协同服务部门开展一项集中运动，对消费者和工人进行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方面的教育。 

将灾害和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农业主流以打造具有抵御能力的粮食体系 

16. 2016 年，菲律宾农业部制定了《减少灾害风险战略行动计划》，目的是将

减少灾害风险的干预措施纳入各项主要农业计划的主流。因此，该部预算拨款总

额中有 20%被指定用于实施该行动计划，以便减缓灾害对农业/渔业和粮食安全的

 
41 粮农组织。2019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http://www.fao.org/3/ca6030zh/ca6030zh.pdf]  
42 http://www.mondaq.com/india/x/846702/food+drugs+law/Food+Safety+Standards+The+International+Perspecti
ve+Usa+Canada+Japan+Singapore+And+India 
43 [https://www.fssai.gov.in/upload/uploadfiles/files/Gazette_Notification_Surplus_Food_06_08_2019.pdf] 
44 Mirosa, M.。2018 年。新浪微博“光盘行动”的内容分析，食品营销杂志，539-562。注意，该运动的前

提是取用适足而不是过量的食物，然后吃完。  
45 Shih-Hsun Hsu, T.、Chang, C.、Trang, N. T.。2018 年。亚太经合组织关于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可行解决

方案的调查报告。新加坡，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  
46 https://p4gpartnerships.org/partnership/indonesia-food-loss-and-waste-action-partnership  

http://www.fao.org/3/ca6030zh/ca6030zh.pdf
http://www.mondaq.com/india/x/846702/food+drugs+law/Food+Safety+Standards+The+International+Perspective+Usa+Canada+Japan+Singapore+And+India
http://www.mondaq.com/india/x/846702/food+drugs+law/Food+Safety+Standards+The+International+Perspective+Usa+Canada+Japan+Singapore+And+India
https://www.fssai.gov.in/upload/uploadfiles/files/Gazette_Notification_Surplus_Food_06_08_2019.pdf
https://p4gpartnerships.org/partnership/indonesia-food-loss-and-waste-action-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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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同时，菲律宾《农业适应和减缓倡议》使当地社区能够管理气候风险，同

时打造具有抵御能力的生计。基于十个地区的气候风险脆弱性评估，该倡议在全

国启动了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示范村活动，同时进行气候变化支出追踪。农业部

门也参加了环境与自然资源部牵头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性计划》，该计划

旨在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灾害和气候抵御能力以及弱势群体和社区的适应能力。 

17. 在巴基斯坦，粮农组织根据《2030 年国家灾害管理计划》，支持信德省、

旁遮普省和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制定实施了省级和区级《农业灾害风险管理行

动计划》。这些计划现已被纳入基于农业生态区的省级和区级《气候智能型农业

概况》和《气候智能型乡村计划》。这些计划指导三省进行农业投资，同时增强

农民扩大农业抵御能力建设倡议和气候智能型农业做法规模的能力。 

18. 在缅甸，农业、畜牧和灌溉部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组牵头在全国和部分省 /邦

制定了《减少灾害风险农业行动计划》。该工作组在农业司和规划司的统筹指导

下开展工作，由该部各司各级管理官员和技术人员组成。该工作组能够确定各司/

各分部门的初步预算和/或计划，以便实施《减少灾害风险农业行动计划》的优先

重点。 

了解联系以制定多部门解决方案 

19. 剖析（1）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性别平等和贫困；（2）粮食、水和能

源；或（3）贫困、灾害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对于制定权衡取舍（即：粮食需

求增加和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影响）并尽量形成合力（即：解决贫困和

粮食不安全的共同驱动因素）的综合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粮农组织 2018 年在孟加

拉国、缅甸和越南进行的研究表明，三国均在围绕驱使贫困以及灾害和气候风险

敞口的共同脆弱性拟定的政策、战略和规划文件中，承认贫困、灾害和气候变化

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承认要么没有变成具体的政策和计划，要么没有得到财

政拨款的支持，无法在已有举措厘清“双重”关系（即：贫困与灾害、灾害与气

候变化或贫困与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视之为“三重”关系加以厘清。研究表明，

以下方法有助于厘清这种关系：构建可持续生计，这种综合减贫计划也着眼于减

少面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智能型农业；抗灾和抗气候变化的农村基

础设施；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在越南进行的研究使灾害和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

《新农村发展国家目标计划》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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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9 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粮食安全和营养概况》表明，如果在设计中纳

入粮食安全、营养和抵御能力建设目标，社会保护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采

取解决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所需的多部门方法，从而促

进正常和危机时期获取和利用以及供应粮食（图 6）。 47 

 

图 6. 粮食体系发展示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8 年，改编自粮农组织（2014 年）。可持续粮食体系–

概念和框架[http://www.fao.org/3/ca2079en/CA2079EN.pdf] 

21. 社会补助也能够帮助丰富参与家庭的膳食多样性，使家庭消费种类更多的

食品，并转而消费更健康、更营养的食品。最近一项综合分析发现，社会保护计

划平均能将食品消费额/支出额提高 13%，并将热量获取量提高 8%。 48在 2015 年

尼泊尔地震以后，有 81%的受益人利用补助购买食品，并有 45%的人用于购买药品。

约有三分之二的受益人所在家庭至少育有一个儿童；因此，通过社会保护体系采取

的冲击响应，使最容易受到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足影响的人从中受益。49在斐济，针对

2016 年气旋温斯顿进行的社会保护计划充资，使受益人能够获得更营养、更丰富

的食物篮。食品是主要支出，并且食品消费评分平均为 65.7%（“可接受”）。

 
47 社会保护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社会补助（包括“缴费型”，例如强制社会保险、退休基金计划或非正

规部门自愿社会保险，还包括“非缴费型”，例如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援助，比如无条件和有条件现金补

助或儿童全面支助）；社会支助和照料服务；确保获得经济和社会服务（即：出生登记、健康保险、免税

和补贴）的计划；确保获取服务和就业 /生计方面公平和不歧视的立法和政策。《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

养状况》作者，改编自劳工组织和儿基会。  
48 Hidrobo, M.、Hoddinott, J.、Kumar, N.、Olivier, M.。2018 年。社会保护、粮食安全和资产形成。世界发

展。101:88–103。  
49 Mertens 等，2017 年。  对尼泊尔通过社会援助开展的应急现金补助计划的评价。

https://www.unicef.org/evaldatabase/files/UNICEF_ECTP_Final_Evaluation_Report_OPM_April_2017.pdf 

http://www.fao.org/3/ca2079en/CA2079EN.pdf
https://www.unicef.org/evaldatabase/files/UNICEF_ECTP_Final_Evaluation_Report_OPM_April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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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评价发现，领取现金充值的家庭能比未领取的家庭更快从灾害的影响中恢复，

从而减小了对不利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对策的依赖性。 50 

22. 在菲律宾，以农业干预措施和培训来补充现金补助以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开

设微型企业的方法，有助于两个计划（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帮助菲律宾家庭计

划》和国家家庭目标登记《列单》计划）的受益人投资生产性资产；采用减少风

险和增强抵御能力的做法，例如气候智能型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提高或稳定收

入，同时改进营养行为、教育和卫生做法。这些计划共同产生的影响大于每个计

划单独产生的影响。 

23. 在孟加拉国，发现该国“加强家庭应对发展机会的能力”项目的妇幼保健

营养部分与贫困和粮食安全干预措施（例如支持家庭菜园和创收活动以及参与公

共工程）结合起来的时候，在减少发育迟缓方面形成了显著合力。互为补充的环

境卫生和妇女赋权干预措施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 

推动创新、应用新技术并促进伙伴关系以促成变革 

24. 电子农业是在农业中利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程序，已被全球视为一个

新兴领域，着眼于通过改进信息通信过程加强农业和农村发展。从利用卫星和地

理信息系统数据进行作物预测（包括歉收和潜在紧急情况），到实现食品加工包

装自动化和利用现场快速测试设备确保食品安全，这些应用程序在整条食品链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食品安全标准和贸易至关重要的溯源技术的利用快速增加，

同时网上食品零售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也是主要的干扰因素。 51能够在不同时间和

地点扫查新威胁并预测是否出现已知威胁的农业气象系统的建立，将对各国改进

本国监管和响应框架具有巨大价值。这还将为新制定和修订食品安全和质量以及

动植物健康方面的国际标准提供证据。同时，亚洲也是数据等移动互联网服务费

用最低的区域之一。因此，粮农组织正在利用这些当前的跨界挑战，使柬埔寨和

尼泊尔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这一进程，以便了解预测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

预测结果来低成本传播信息，从而减少人类、动植物和食品安全风险。第三十五

届亚太区域会议另有一份文件详细介绍电子农业和其他技术。 

25. 出于农业气候智能型转变的需要，巴布亚新几内亚通过国家电子农业战略

取得了新的突破， 52包括开发了网上学习和内容创作工具，并建立了有关农业统

 
50 粮食署。2017 年。斐济政府和粮食署联合应急–经验交流会报告，2017 年 4 月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fiji_lessons_learned_workshop_report_external.pdf   
51 Ingram, S. I.。2011 年。研究粮食安全及其与全球环境变化相互影响的粮食体系方法。粮食安全，3(4)。
DOI: 10.1007/s12571-011-0149-9。  
52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2018 年。电子农业政策（2017–2023 年）

[https://www.agriculture.gov.pg/publications/e-agriculture-strategy/]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fiji_lessons_learned_workshop_report_external.pdf
https://www.agriculture.gov.pg/publications/e-agricultur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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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普查以及供应链和价值链各环节活动的数据库。将用于循证实施良好做法、

全套作物生产技术、农业企业发展信息系统、气候智能型农业（包括预警服务）、

监测和防备，并用于核实食品安全和可追溯性。该国已率先使用无人机监测作物

和优化利用投入品。 

26. 粮食体系方法需要能够联合广大行为体以改进成果为目标的伙伴关系。

2019 年 3 月启动的“可持续水稻景观倡议”可谓伙伴关系的典范，即：把主体联

合起来，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和利益相关方网络，从而实现更多的可持续粮食体系

成果，该倡议则是力求在水稻生产中实现这一目标。该倡议是粮农组织、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国际水稻研究所

和可持续水稻平台之间的一个伙伴关系，旨在帮助各国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满足对

水稻等关键作物越来越大的需求。该倡议各项目（或包含该倡议相关部分的项目）

与成员国政府密切协作，并得到了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该区域七个国家正在发

展这些项目，可能筹集约 6000 万美元全球环境基金资源以及多达 7.5 亿美元公共

和私营部门共同筹资。 

27. 该倡议的主要目标是提倡可持续和包容的水稻生产景观，从而把农民和市

场联系起来，并运用最佳做法和新技术，创造一系列全球环境效益，包括丰富农

业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抵御能力，提升水和化肥利用效率，减少使用化学

品，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农民而言，该倡议着力提供推广服务、利用技术并

加强当地价值链行为体网络，从而提高质量并使耕作制度多样化，以便降低投入

成本并与市场接轨。通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可持续水稻平台，该倡议

还与大型私营食品企业合作，通过在采购中广泛采用可持续水稻标准来提倡可持

续水稻。这样一来，该倡议就设法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主体联合起来，加深消费

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认知度，并促进相应市场发展。 

厘清气候变化和紧急情况之间的联系 

28. 人口增长正在造成人类透支自然资源，同时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单一

生产模式以及城市化正在造成可耕地流失和生物多样性减退。气候变化正在改变

作物的种植方式以及牲畜和鱼的饲养、捕获或培养方式。作物轮作的变化也在改

变病虫害的侵袭和爆发模式，这反过来又在改变畜牧业和渔业所用化肥、粪肥、

农药和兽药等农业投入品的施用安排。除此以外，动物卫生和兽医问题也有可能

受到影响；正如从禽流感和猪瘟中看到的一样，此前未影响食品安全或非人畜共

患的病原体可能变得更加危险。因此，“同一个健康”现已成为亚太区域很多国

家政策平台和项目的一部分。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通过收集有关整条畜牧链抗微

生物药物使用情况以及与人类健康联系的数据和证据，采用这种办法预防出现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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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在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同一个健康”措施

已纳入 53一个基于风险的国家进口管制框架。 

29. 亚洲区域正在尽力解决两个重大跨界问题：一个是玉米中的草地贪夜蛾，

18个月内已从南美洲和非洲蔓延到了亚洲；另一个是猪瘟。 54,55这些跨界有害生物

在极短时间内横越了极远的距离。然而，“同一个健康”尚未成为粮食体系框架

的一个必要部分，因为往往是由各国实施针对生物因素（例如动物猪瘟病毒、草

地贪夜蛾、香蕉镰刀菌热带 4 号小种 56）和非生物胁迫（例如缺水、干旱、洪涝）

的部门应急办法。还有机会采取更加丰富的措施来减缓这些紧急情况和灾害的影

响，并使农业和粮食体系更具抵御能力：丰富生物多样性，从而减弱单个变种或

品种的主导地位；通过可持续的耕作模式促进景观保护；制定符合自然资源可利

用性和可再生性的农业和土地利用（包括权属）政策；激励循环经济，使一个部

门的废弃物变成另一个部门的燃料或饲料。全球环境基金已认识到这一现实，并

已拟定有关粮食体系的影响计划。粮农组织编制的计划提案（仅在 2019 年就价值

4100 万美元）均已获得全环基金秘书处批准。 

 

 

 
53 粮农组织。2018 年。确保进口食品安全。[http://www.fao.org/3/ca0286en/CA0286EN.pdf] 
54 www.fao.org/fallarmyworm  
55 http://www.fao.org/ag/againfo/programmes/en/empres/ASF/index.html 
56 该病原真菌全称：枯萎病病原菌尖孢镰刀菌古巴专化型热带 4 号小种（Fusarium oxysporum pv. cubense 
(Foc)Tropical Race 4）。  

http://www.fao.org/3/ca0286en/CA0286EN.pdf
http://www.fao.org/fallarmyworm
http://www.fao.org/ag/againfo/programmes/en/empres/ASF/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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