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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粮农组织新版《食品安全战略》的原因说明  
 

内容提要 

没有食品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安全是食物的必要属性。人在面临饥饿时，

会食用一切可获得的食物，包括不安全的食物。确保所有人实现粮食安全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也是粮农组织职责范围内的既定目标。

当政府的政策忽视食品安全，随之而来的社会、卫生、经济和环境后果将阻碍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满足不断增长人口粮食需求的任务十分紧迫。为此，粮食体系必须进行

变革，并将影响全球化的食品供应和价值 1.6 万亿美元世界食品贸易的安全性。 

2019 年召开的首届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 /非盟国际食品安全会议和国际食品

安全论坛等一系列近期会议1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在会议成果中强调了在粮食体系

发生变革的背景下，重新思考食品安全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势在必行。需要

更好地认识并宣传食品安全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粮食体系的意义。2018 年，

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世界食品安全日”，以彰显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通过制定新的《粮农组织食品安全战略》，粮农组织可以在粮食体系转型

加速的背景下重点支持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考虑，以推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实现。新的《食品安全战略》应进一步解决“同一个健康”举措的相关问题，

例如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新发人畜共患病、气候变化、农业集约化、新技术、

创新、食品造假、数字化粮食体系和循环经济。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也突显了

食品安全在紧急粮食援助和人道主义粮食援助行动中的重要性。 

新的《食品安全战略》将契合粮食体系发展的新趋势，并提出应对未预见

的全球性挑战和危机，减少对粮食供给潜在影响的建议。新的战略将作为一项

国际政策和倡导工具，呼吁在粮农组织所有计划中提升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

将其纳入食品链各个环节和决策过程，以引导充足的投资用于促进可持续、安全

和有韧性的粮食和农业发展。 

 
1 https://www.who.int/news-room/events/international-food-safety-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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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农委采取的行动 

提请农委： 

• 认可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具有相互关联性，且粮农组织迫切需要在支持

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有韧性的农业和粮食体系工作中提升对食品安全

问题的关注。 

• 注意到有必要制定新的《粮农组织食品安全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适应，并体现粮食体系的正在经历的重要转型。 

• 请粮农组织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战略》，作为一项国际引导、政策和倡导

工具，帮助决策者鼓励投资，并将食品安全纳入发展可持续粮食体系以及

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和农业发展战略的工作中。 

• 鼓励粮农组织遵循联合国改革原则，继续增加机构间合作，支持成员国提升

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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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us Lipp 先生 
电话：+3906 5705 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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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农业委员会认识到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于委员会

2014 年 第 二 十 四 届 会 议 通 过 了 《 粮 农 组 织 提 高 全 球 食 品 安 全 战 略 》

（COAG/2014/5）2。 

2. 饥饿 3、膳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显著环境影响、粮食

损失和浪费，以及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蔓延表明目前的粮食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4

食品安全事件和食品造假对复杂、全球化的食品供给构成威胁 5。 

3.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6旨在从经济、社会和

环境多角度对发展给予高度关注，激励各方在影响人类、地球和繁荣的关键领域

开展行动。 

4. 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推进农业和粮食体系的深入转型，以消除饥饿，实现

粮食安全，为所有人提供健康膳食。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全球性疫情给

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反映出在食品供应链受到全球性危机破坏时保障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 

5. 实现所需转型离不开粮农组织的指导和支持，以及大量投资、各利益相关方

协调一致的行动和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伙伴关系。 

A. 不安全食品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负担 

6. 不安全食品会在多方面让社会付出沉重代价，包括疾病、死亡、经济损失

和环境退化。 

不安全食品的社会成本 

7. 每年有 6 亿人因食用被细菌、寄生虫、毒素和化学品污染的食物而染上食源性

疾病，有 42 万人因此死亡。不安全食品共导致全球人口减少了 3300 万年的健康

寿命，危害程度相当于与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重大传染病。 

 
2  2014 年通过的该项《食品安全战略》由五个重点工作领域组成，即加强国家食品监管体系和全球贸易

便利化，向食典委、各国和合作伙伴提供科学建议，支持提升食品链各环节食品安全管理，提供食品安全

平台和数据库，编写食品安全资讯和前瞻。  
3 粮农组织《2018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粮农组织《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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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英国。

http://glopan.org/sites/default/files/ForesightReport.pdf 
5 《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欧洲协调委员会三十一届会议报告》，粮农组织技术磋商会，2019 年 11 月。  
6 联合国大会，2015，《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http://glopan.org/sites/default/files/Foresight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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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比而言，最弱势群体受食源性疾病的影响更大：据估计，40%的食源性疾病

负担与 5 岁以下儿童有关，每年造成 12.5 万儿童死亡。发展中区域和最贫困地区

的人们承受了 70%以上食源性疾病的全球负担 7。 

9. 此外，食源性疾病可引起营养素缺乏状况的恶化。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已

明确将食品安全列为健康膳食的必要前提 8。 

不安全食品的经济损失 

10.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每年因食品不安全遭受的经济损失超过 1100 亿美元。

其中 950 亿美元为生产力损失，150 亿美元为医疗费用，50 亿美元为贸易损失 9。

考虑到全球食品贸易总额高达 1.6 万亿美元，所有对食品贸易的影响都具有重大的

经济意义。 

不安全食品的环境影响 

11. 为保障食品安全会在粮食生长、运输、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产生环境

成本。影响因素包括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向环境转移、高能耗加工与保鲜技术、

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以及塑料微粒对土壤、水源和粮食的破坏。粮食损失和浪费，

例如销毁被召回或没收的不安全食品和造假食品，导致温室气体排放。 

12. 联合国大会充分认识到食品安全对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动

粮食体系转型的关键作用，并于 2018 年 12 月通过了第 73/250 号决议，将每年 6 月

7 日设立为“世界食品安全日。” 

B. 契合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农组织食品安全战略》：突出食品安全的关键作用和贡献 

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没有食品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而粮食安全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支柱。确保食品安全能够降低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本。 

14. 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迫切要求给予食品安全更多关注。对于食品

安全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可持续粮食体系的意义，需要加深理解并加强宣传。

 
7  世卫组织，2015，世卫组织对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的估计。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食源性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

在所有年龄阶段都为最高 https://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foodborne_disease/fergreport/en/ 
8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19，《可持续健康膳食——指导原则》，罗马。  
9 Jaffee, S.、Henson, S.、Unnevehr, L.、Grace, D. 及 Cassou, E. 2019，《安全食品势在必行：加速中低收入

国家的进步》，农业及粮食系列，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   书号：CC BY 3.0 IGO，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0568 

https://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foodborne_disease/fergreport/en/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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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对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10都很重要，对成员国实现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1、

2、3、8、12、13、1711中做出的承诺尤其意义重大。 

II. 制定新的《粮农组织食品安全战略》刻不容缓 

15. 粮农组织针对食品安全开展的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果，涵盖其 2014 年《食品

安全战略》所列全部重点领域。粮农组织出台了多个规范性和指导性材料，实施

了实地能力建设项目，提供了政策建议和科学建议。为突出粮农组织在提供食品

安全科学建议和制定食品安全标准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2019 年 6 月召开的粮农

组织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在《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增加了 100 万美元，

用于资助科学建议计划。 

16.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在全球范围通力合作，推动食品安全工作，保障消费者

对食品供应的信心。为此，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于 2019 年联合主办了两次国际食品

安全会议，主题为“食品安全未来——将知识转化为造福人类、经济和环境的

行动”12。会议强调粮食体系正在发生变革，人类迫切需要确定行动和战略方案以

应对新挑战，切实增强政治意愿，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3中加强有关食品

安全的内容。 

17. 2019 年，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各区域协调委员会鼓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利用两次会议开创的积极局面推进工作，继续支持其成员加大食品安全工作力度。

会议敦促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的领导机构重新聚焦食品安全，并呼吁其成员大力

开展工作。 

18. 2020 年 2 月，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第 146 届会议通过了“加快食品安全

建设”的决议，呼吁世卫组织与粮农组织携手合作，更新世卫组织全球食品安全

战略，加强世卫组织能力建设，加大食品安全投入。该决议已列入第 74 届世界卫生

大会议程。 

  

 
10 联合国大会，2015，《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1  更新后的战略将详细说明食品安全对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意义和贡献：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目标1）；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目标2）；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目标3）；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

获得体面工作（目标8）；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目标12）；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13）；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目标17）。  
12  首届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 /非盟食品安全国际会议于 2019 年 2 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2019 年 4 月，国际食品安全与贸易论坛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13  与会代表包括来自多个国家以及非盟、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与会代表

表示，食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食品安全没有保障，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www.baidu.com/link?url=RNbtMRx6rdN00KSJYC46QUu28R9LELHXS7lSZ_RG6JK6ZaQF-2UtPqwlW1qvGteLTXfdCpaYZ9mksCpDJW5HN_&wd=&eqid=f9619ce9000879bc000000035f55a71c
http://www.baidu.com/link?url=RNbtMRx6rdN00KSJYC46QUu28R9LELHXS7lSZ_RG6JK6ZaQF-2UtPqwlW1qvGteLTXfdCpaYZ9mksCpDJW5HN_&wd=&eqid=f9619ce9000879bc000000035f55a71c
http://www.baidu.com/link?url=rULHpaE0BfVkrI9CGn0zcAqPVn4jS0NLbv4E1nd5J019qa2iWNCOMQf_mY428tbxcpEGxfwr00s-Pr-x51TYUuT03HscQ7KJPBbBsHgxrW7&wd=&eqid=ee9e23f800062911000000035f55c843


6 COAG/2020/11 

 

 

19. 粮农组织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战略》有助于形成合力，将粮农组织食品安全

方面的工作与其对粮食体系转型的大力支持密切结合起来。此举能确保从科学、

法规和能力建设等角度考虑食品安全，确保与世卫组织新的食品安全战略发挥

协同作用。 

III. 可持续粮食体系下的食品安全 

A. 粮食体系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20. 食品安全是粮食体系成功转型的关键推动因素，有助于增强供应链、提升

价值链多样性、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21. 加强食品安全的高级别政治承诺，优先对健全的国家食品监控系统进行持续

投资，充分调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源，对推进持续系统性转型至关重要。 

22. 私营部门的参与对确保食品安全至关重要。私营部门可通过落实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分享食品链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发挥作用。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快速发展 

23. 城市化的速度通常快于食品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导致食品安全的有利

环境出现恶化，城市贫困人口可能且有能力获取的营养丰富、安全、新鲜的农产品

和动物源性食品减少。 

24.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食品需求日益多样，食品贸易不断增长，要求进一步

加强食品安全，提升国家食品监控系统的能力。 

B. 影响食品安全的粮食体系重大变革 

25.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粮食体系需要转型。在生产层面，可能影响食品

安全的因素包括：气候变异和极端天气、农业生产集约化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技术进步、科学发展和创新正推动食品加工、增值、包装发生变革，需要充分考虑

与之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此外，全球化、新型数字化分销渠道、电子商务、

非正规市场若管理不善，均可对食品安全造成冲击。同时，在制定粮农组织新的

全球食品安全战略时，需考虑青年作为下一代消费者的价值观、原则和偏好，以及

社交媒体的作用。 

科学、创新和新技术 

26. 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粮食体系的效率和韧性，要求监管措施

既不能限制创新，也要保护消费者免受风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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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新技术和监管方案中获益的能力不同，知识分享、

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对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地方发展、传统发扬和科技

进步需形成合力，推动建立具有包容性和韧性的粮食体系。 

气候变异和极端天气影响 

28. 环境条件会影响对动植物和人类有害的微生物 14。气候变化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往往被忽视，需要得到更好地研究和解决 15。 

29. 为理解发展趋势，支持气候所致食品链安全风险的防备工作，当务之急是

开展全球信息分享。 

日益全球化的食品供应链中的食品造假 

30. 食品造假损害了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可能对

食品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此外，食品造假还会对消费者信任产生负面影响，造成

粮食损失 16。 

31. 解决食品造假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国家食品监控系统。该系统须整合各项

政策、策略和实施工具，并拥有强大的能力支撑。新技术有助于开发更为积极、

更具预防性和更有效的方法，用于食品保真验证。 

粮食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32. 信息通信技术充满活力，对于识别食品安全的相关机遇和挑战至关重要。 

33. 数字化可以提高电子认证的速度和成本效益，提升食品安全程度和可追溯性，

更好地防范食品造假，从而推动国际食品贸易发展。电子认证可以通过简化流程

并大量采用食品分类和成分数据库，减少官方认证和口岸管理中冗长、高成本的

清关手续。基于区块链的食品数字化追溯可在全球提供更快、更高效的食品安全

风险管理方案。 

34. 电子商务可以为低收入国家和小企业提供机遇。但若食品监管部门不启用

专门、新的食品安全核查方法，电子商务也可能引发新的食品安全问题。 

  

 
14  例如，温度和湿度上升可能影响真菌污染和真菌毒素的累积；洪水为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  
15 《气候变化：卸下食品安全负担》（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a8185en）。  
16 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欧洲协调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报告，2019。2019 年 11 月粮农组织食品造假技术

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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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危机时期确保食品安全 

35. 当发生危机时，确保安全和持续的食品供给至关重要。粮农组织新的食品

安全战略将提供指导，分享经过验证和创新的方法，推动实施相关法规，在快速

变化的形势下保障食品安全。 

在全球治理中践行“同一个健康”举措 

36. 认识并理解农业、畜牧业、环境等因素如何影响食品安全，以及上述因素

与人类健康的关联，进一步增加了实施良好食品安全治理的复杂性，并凸显了在

标准制定、监测、监督、国际和机构间合作等方面的全球能力对综合信息分享的

重要性。 

37. 消费者、青年、妇女组织及其他民间社会团体需参与并助力政策对话，

以充分理解具体背景下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与粮食安全和健康膳食之间的

联系。 

IV. 结 论 

38. 粮农组织需制定契合《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新版《食品安全战略》，

确保食品安全成为粮农组织支持农业和粮食体系转型工作中必要且具体的内容。 

39. 粮农组织新的食品安全战略将为粮农组织指明战略方向，以支持其成员加强

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从而加大投资、采取行动、发展伙伴关系，加强全世界的

食品安全。 

40. 2021 年的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将聚焦“确保人人享有安全、营养食物的行动

路线”，可以为新战略的制定提供更多启发和方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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