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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8 日－10 月 2 日  

落实粮食体系举措，加快实现《2030 年议程》  

 

内容提要 

更具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粮食体系，被认为是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关键切入点，但当代很多粮食体系的成果却达不到《2030 年议程》的期望。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进一步突显出，很多粮食体系一旦面临压力和冲击，往往

不堪一击，导致未来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受到威胁且不平等现象加剧。 

粮食体系利益相关方始终都在推动变革，力争提高粮食体系的韧性和可持

续性，但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很多独立举措缺少一个共同框架，不利

于作出影响粮食体系的复杂选择，从而使有着不同优先重点、遵循不同趋势、

具有不同农业生态和机构潜力的社会各界面临束缚，难以确立并走上更具可持

续性的粮食体系道路。 

本文件例举了本组织设法确保更有效落实粮食体系举措的三个不同机制：

（i）2021 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ii）《粮农组织营养工作新愿景和战略》

草案；（iii）土著人民粮食体系全球知识中心。所举实例旨在说明粮农组织如何

设法通过提供更好的实证、政策和监管指导，更系统地支持成员协调统一粮食

体系各主体提升粮食体系可持续性的举措。 

建议农委采取的行动 

提请农委： 

• 承认必须采取更具系统性和协调性的举措，应成员请求支持成员推动本国

粮食体系转型，加快实现《2030 年议程》。 

• 强调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之下粮食体系转型的紧迫性进一步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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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本组织在配合 2021 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筹备进程方面发挥的作用。 

• 邀请粮农组织相关领导机构就粮农组织如何能够进一步支持成员实现可持续

粮食体系提供指导意见。 

• 对《粮农组织营养工作愿景和战略》更新草案提出建议，确保发挥农业和

粮食体系加强膳食和预防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潜力。 

• 强调土著人民粮食体系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及支持发展可持续粮食体系（尤其

通过粮食体系峰会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

方面的重要性，就此欢迎研究界、学术界、土著社区和联合国系统伙伴主动

建立土著人民粮食体系全球中心。 

• 考虑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

建议，请土著人民参与农委涉及土著人民粮食体系和传统知识的工作。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粮食体系及食品安全司司长 
Jamie Morrison 先生 

电话：+39 06 570 5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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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A. 粮食体系对于加快行动迈向 2030 年目标的关键作用 

1.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各方深入认识粮食体系转型作为加快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切入点能够发挥的关键作用 1。《2030 年议程》激励各国消除

饥饿和一切其他形式营养不良，确保人人享有充足、安全、营养和可负担的食物。

《2030 年议程》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相互关联，要求各国在落实该议程的

同时，创造消除贫困所需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维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环境，

缓解日益增加的气候变化压力。 

2. 粮食体系包含参与农业、林业或渔业食品产品生产、聚集、加工、分销、

消费和处置的全部主体及其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和所处的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

环境（粮农组织，2018） 2。 

3. 在独特的政策、机构和农业生态环境特点的影响下，正是这些主体行为间

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粮食体系对于易获取、可负担、安全和营养食物的供应情况，

创造并公平分配财富的能力，利用自然资源环境（尤其包括水、土地和能源）的

强度，重要的是抵御和适应趋势及冲击的能力。  

4. 正如近来大量研究和高级别活动所重申 3，当代很多粮食体系的成果达不到

《2030 年议程》的期望。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与土地特别报告》

强调，需要权衡满足预计粮食需求的当前做法，以及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前景。报告同时指出，粮食体系排放的温室气体在总量中占比高达 29%，显著加剧了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的一份报告指出，

现有 100 万个物种濒临灭绝，这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农业造成高达 80%的生物

多样性丧失，并持续过度使用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包括水、森林 4和土地 5。农

业是全球淡水资源最大的消耗部门，全球四分之一以上耗能用于粮食生产和供应。 

5.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反映了这些要点并指出，“推行当前的

粮食生产方法来满足 2050 年的预计粮食需求，完全无法落实《巴黎协定》和众多

 
1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未来就是现在：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4797GSDR_report_2019.pdf 
2 粮农组织。《2018 年可持续粮食体系：概念和框架》。www.fao.org/3/ca2079en/CA2079EN.pdf 
3  例如高政论坛（2019）、联合国环境大会（2019）、联合国大会（2019）、《气候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五届会议和最近的 2020 年达沃斯论坛。  
4 粮农组织。2020。《世界森林状况》，罗马。http://www.fao.org/state-of-forests/2020/en/ 
5 例见《科学》第 361 卷第 1108–1111 页 Curtis 等（2018）对全球森林损失原因的审查。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4797GSDR_report_2019.pdf
http://www.fao.org/3/ca2079en/CA2079EN.pdf
http://www.fao.org/state-of-forests/2020/en/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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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提出，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还需要

粮食体系治理大刀阔斧的改革。 

B.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之下紧迫性进一步突显 

6. COVID-19 疫情再度突显出当代很多粮食体系的弱点危及粮食安全和营养，

加剧不平等现象。不足之处包括：由于边境关闭或行动受限，难以获取可负担的

安全营养食物；过度依赖少数作物；粮食体系各环节从业者处境脆弱。 

7. 疫情的应对措施和派生影响对高价值、劳动密集型、易腐败食品可供性和

易获性的影响尤其严重，例如对健康膳食并最终对良好营养至关重要的果蔬、动物

蛋白、乳制品。推动粮食体系转型的行动需要进一步重视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并

确保个人健康福祉。必要行动包括实行组织和社会创新、低/高科技创新、数字化，

应用保护工人、消费者以及恢复、再分配、食物处置环节从业者的技术。 

8. 疫情还让人回想起传染性疾病与营养不良的联系。患有膳食相关非传染性

基础疾病的患者和营养不足的儿童死于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更高。预防营养不足以及

引起非传染性疾病的膳食相关超重和肥胖，需要成为抵御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尤其是对最脆弱的阶层来说。尽管 COVID-19 不是食源性疾病，但疫情

仍使人更关注一个事实，即食品安全对粮食体系转型不可或缺，其中的当代问题

越来越重要，例如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人畜共患病、气候变化、新技术新创新、

食品欺诈以及显著影响食品安全的粮食体系数字化。 

9. 必须重视保护环境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持自然界应对 COVID-19 疫情等

疾病的缓冲能力。鉴于有必要保证健康膳食的供应和获取，这使人注意到粮食体

系发展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大肆毁林和破坏自然生境，以及决策者面临的

利弊权衡。 

C. 处理可持续粮食体系发展问题 

10. 粮食体系利益相关方始终都在求变，力争提高粮食体系可持续性。为此，

生产者试验替代方案，以期扩大食物基础，减少外部效应，限制对生物多样性、

自然资源和气候的影响；食品业开展更可持续的采购活动 6，调整产品配方，减少

损失；消费者寻求更好的资讯，了解更健康的膳食所需安全食品，并选择更环保

的食品，减少和优化处理废物；政府出台部门性战略和全球性行动计划。 

 
6 例见 Lambin 等（2018）。《供应链举措对减少毁林的作用》。《自然气候变化》，第 8 卷，第 109-116 页。

www.nature.com/natureclimatechange。  

http://www.nature.com/nature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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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然而，为提升粮食体系可持续性，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推行的很多

独立举措缺少一个共同框架，不利于作出影响粮食体系的复杂选择。这使有着不同

优先重点、遵循不同趋势、具有不同农业生态和机构潜力的社会各界面临束缚，

难以确立并走上更可持续的粮食体系道路。 

12. 最近，一些成员出台了战略，除了其他目标以外，旨在提供一种框架，促进

各行各业更多携手采取政策干预措施，激励粮食体系各环节采取集体行动。欧盟

委员会在《欧洲绿色新政》中提出的“从农场到餐桌”战略 7和挪威的《可持续粮食

体系行动计划》 8是较为突出的范例。 

13. 2018 年，农业委员会对粮农组织可持续粮食体系工作表示欢迎。农委承认

有必要采取综合性更强的多利益相关方举措，应对可持续粮食体系发展带来的复杂

挑战，同时把文化问题纳入考量。农委还要求粮农组织在政府提出请求后支持政府

采取可持续粮食体系举措，加强设计和实施扶持政策、法规和技术创新的能力 9。 

14. 本文件余下部分例举 10了本组织设法确保更有效落实粮食体系举措的三个不同

机制：第二节介绍了联合国秘书长粮食体系峰会，该峰会将开展一个进程，更好

阐述粮食体系举措，促进粮食体系主体提升粮食体系可持续性的举措更好协调

统一。第三节介绍了新版《粮农组织营养工作愿景和战略》草案，该草案将框定

粮农组织未来工作的范围，确保其对营养领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得到更好理解，

并反映在粮农组织为成员提供的政策和监管指导中。第四节介绍了土著人民粮食

体系全球知识中心，该中心旨在提供证据，为粮食体系转型献计献策。 

II. 联合国秘书长粮食体系峰会 

15. 认识到有可能使粮食体系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9）提出，“转型变革不同于演化或无序变化，而是基于社会共识和事实理解

有意为之，旨在广泛取得成果”。这是兼具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变革，必须在地方、

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综合采取更多相互关联的行动。 

  

 
7  欧盟委员会。2020。打造公平、健康和环保粮食体系的“从农场到餐桌”战略。COM（2020）381。布鲁塞尔，

2020 年 5 月 20 日。  
8  挪威部委。2019。《粮食、人和环境》。结合挪威外交和发展政策打造可持续粮食体系的政府行动计划。

https://www.regjeringen.no/globalassets/departementene/ud/dokumenter/planer/sustainablefood_actionplan.pdf 
9 农委。2018。《可持续粮食系统》。罗马。  
10  根据农委主席团的要求列举实例，但也反映出粮农组织采取粮食体系举措的众多工作领域，包括主要的

全组织举措，尤其是“手拉手”行动计划、《城市粮食议程》以及相关“绿色城市举措”、“农业投资”

（AgrInvest）、“加速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与创新”（3ADI+）。  

https://www.regjeringen.no/globalassets/departementene/ud/dokumenter/planer/sustainablefood_ac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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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联合国秘书长将于 2021 年底召集的粮食体系峰会及时提供了契机，有望促成

这些相互关联的行动和承诺，就难免会在设计干预措施过程中面临的利弊权衡加深

理解并建立共识，指导粮食体系未来发展。这些干预措施确保在设计并采取集体和

更一致的行动时，进一步适当兼顾营养健康、经济增长、包容性、自然资源环境

保护方面的社会优先重点，力求更好的粮食体系成果，从而加快实现全部可持续

发展目标。 

17. 在使利益相关方围绕实用的粮食体系框架步调一致，从而为集体行动奠定

基础方面，峰会进程旨在收集更确凿的证据，开发更强大的工具，从而确定并权衡

具体情况下的利弊和潜在合力；强化科学与政策衔接，以便确定务实、包容和创新

的解决方案；促进加快多利益相关方行动，推动粮食体系转型。 

18. 粮食体系峰会进程的一项核心内容是五项互依互存的系列行动方针 11，为不同

受众提供交流学习的空间，从而通过缔结新伙伴关系并巩固现有倡议加快进展。

这些行动方针以独立审定的证据和分析为依据，并以各个治理层级对话的成果为

基础。还将推动寻求合力，并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通盘权衡利弊。 

19. 反过来，这些行动方针将依托并利用粮农组织集中参与的战略伙伴关系和

平台，例如《十年方案框架》/“同一个星球”网络可持续粮食体系方案、粮安委

及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协作。 

III. 新版《粮农组织营养工作愿景和战略》 

20. 根据 2019 年粮农组织理事会的要求，粮农组织编制了经更新的《粮农组织

营养工作愿景和战略》草案（参阅 COAG/2020/23）。该文件框定了粮农组织的工

作范围，确保通过粮食体系举措对营养领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得到更好理解，并

反映在粮农组织就农业、畜牧业、食品安全、农村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相关问题

为成员提供的政策和监管指导中。 

21. “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已至半程，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也已启动，

这为促进采取行动改善营养提供了契机。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

营养在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例如消除饥饿

（2.1）、推动可持续农业（2.3-2.5）、减少非传染性疾病所致过早死亡（3.4）、

母婴死亡率（3.1、3.2）、解决贫困（1.1、1.2）、减少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

土壤丧失（14、15）、推进性别平等（5）和包容性经济增长（8）。 

 
11  在编写本报告时，已提出以下行动方针：1. 确保人人享有安全营养的食物；2. 转向可持续消费模式；

3. 以足够的规模推动无害自然的生产；4. 推进公平生计和价值分配；5.增强抵御脆弱处境、冲击和压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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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尽管很多因素是决定营养状况的关键因素，但健康膳食仍是今世后代良好

营养的基石。健康膳食意味着人们对能量和营养素的摄入不少、不过、不偏，不会

损害人体生长发育，因此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支柱。

健康膳食不存在单一构成，因地区、年龄和人口需求以及文化而异，但所含食物

均为个体健康生活所需：适足、安全、多样以及数量和质量均衡。粮食体系发展的

所有要素都要求深入协同行动，确保人人享有可获、易获、安全和文化上可接受的

健康膳食，鉴于粮食体系各环节存有机会，应予充分利用，改进膳食和营养成果。 

23. 作为主要负责粮食及农业工作的联合国机构，粮农组织在解决一切形式营养

不良方面发挥牵头作用，为此采取粮食体系举措改善膳食，这种举措认识到了粮食

体系所含所有主体和机构的政策和计划相互关联。 

24. 基于 2019 年对粮农组织营养工作的评价建议，粮农组织界定了一切形式营养

不良，并倡导通过基于食物的方法、粮食体系和健康膳食解决这个问题12。战略草案

就粮农组织如何能够在粮食体系各个层面开展工作提供了框架；为此，应在食品

生产、加工、分销、贸易、营销和处置方面，并在作物和畜牧生产、林业、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体系、价值链和农企发展、食品安全、应急防备和抵御能力建设以及

营养方面，充分利用自身专长，加强膳食，预防一切形式营养不良。 

IV. 收集并利用有关土著粮食体系的证据 

25. 有关土著人民粮食体系的证据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粮食体系转型献计献策，

使其更可持续、更尊重自然。土著人民是文化多样性的看家人，说 4 000 种语言

（全世界剩 7 000 种语言），超 4.76 亿人，生活在 90 个国家和 7 个区域，属 5 000
多个民族13。土著人民粮食体系是可持续性最强的粮食体系之一，几百年来与自然

和谐相处，在带来食物的同时还保护着环境 14。土著人民是全世界 80%的尚存生物

多样性的守护者 15，领地往往恰好是保护得最好的地区。 

26. 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和习惯体系给予这些实践指导，使其能够确保长久生存

安康，即便有时面对重大环境变化。土著人民的知识体系已证明具有动态演变性、

结果导向性以及对人和环境的因地制宜性。土著人民和牧民赖以维生和保证粮食

安全的是享有祖先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集体权利以及独有的领地管理体系。遗憾的是，

土著人民的知识正在加速流失，为此急需采取行动，保护并学习这类知识，同时

扭转流失态势。 

 
12  粮农组织。2019。对《粮农组织营养工作战略和愿景》的评价。罗马。第 119 页（www.fao.org/evaluation）。

许可证号：CC BY-NC-SA 3.0 IGO。  
13 联合国。2009。世界土著人民状况。纽约，联合国。  
14 联合国。2017。与自然和谐相处：秘书长的报告。纽约，联合国。  
15 Garnett 等。2018：土著土地对保护工作的整体重要性的空间概况。自然可持续性（1），第 369–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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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尽管土著人民的粮食体系屹立了数千年，但目前深受气候变化、采掘业、

集约化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流离失所、重新安置、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现有数据

显示，粮食不安全正在极速 16影响土著人民和牧民，其中很多人已沦为 8.21 亿粮食

不安全人口中的一员 17。土著人民尤其是老人和传统知识持有人死亡风险较高 18，

可能加快传统知识业已快速的流失。 

28. 2018 年 11 月，粮农组织举办了首次土著粮食体系问题高级别专家研讨会，

200 多名与会者齐聚一堂，其中有 70 名嘉宾来自 22 个土著民族以及 20 所研究中心

和高校 19。研讨会的主要成果是认识到有必要建立土著粮食体系全球中心，为知识

持有人和学术界提供平台，促进交流土著人民粮食体系信息和传统知识。中心将

创建一个数据库，收录学术出版物 20和数字材料；中心专家将在 2021 年粮食体系

峰会和粮安委《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等相关论坛和当前国际进程中为政策

制定者提供咨询。中心将促进提升对土著人民粮食体系的认可度，并将为更可持续

的粮食体系转型出谋划策。 

29. 2018 年 4 月，联合国经社部在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七届会议报告中

请粮农组织加强土著人民代表参与粮农组织各技术委员会尤其是农业委员会的工作。 

 

 

 
16 联合国经社部。2020。2019 冠状病毒病对土著人民的影响。政策简报第 70 号   
17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9。《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防范经济

减速和衰退》。罗马，粮农组织。  
18 联合国经社部。2020。（同上）。  
19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partnerships/docs/LAST_FINAL_REPORT_HLESIFS_2018_01.pdf 
20 中心启用的同时，还将发布一份新的粮农组织土著粮食体系出版物，这是 2009 年以来粮农组织发布的

第三份同类出版物。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publication/PB_70.pdf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partnerships/docs/LAST_FINAL_REPORT_HLESIFS_2018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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