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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4－27 日，罗马 

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目标 /《2030 年议程》、 
粮农组织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  

内容提要 

本文件介绍《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提出“可持续粮食和农业 1

共同愿景”作为讨论依据，并依此鼓励水产养殖内部和其他农业部门更加有效

和一致地采取行动实施《2030 年议程》。本文件着重说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今后可能在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决策、规划和管理方面采取的行动的相关性，

并把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侧重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的现有国际指导意见和倡议联

系了起来。它概述了粮农组织为各国在水产养殖部门实施《2030 年议程》提供

的支持，包括通过“蓝色增长倡议”给予的支持。 

请分委会： 

• 酌情就本文件介绍的信息提出意见，并就秘书处和分委会本身今后开展的活动

提出建议，以便采取行动在水产养殖发展和管理方面实施《2030 年议程》；

• 讨论是否需要和是否可能促进水产养殖以及农业、林业和渔业更加综合地

采取行动，兼顾可持续性的不同层面；

• 批准粮农组织提出的五条原则，为确定水产养殖促成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各个部门和相关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所需的政策对话和

治理安排提供依据。

1 除非另有说明，此处所谓“农业”是指有关作物和畜牧生产、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一整套活动。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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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议程》与粮食和农业 

1. 2015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批准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其中包

含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项具体目标，涵盖有关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技术、

体制和政策变革的一整套问题。《2030 年议程》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结合了可持续

发展的三个层面（经济、社会和环境），指导会员、联合国及其它政府间组织、

民间社会组织和其它机构应对所有部门即将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机遇、挑战和需求，

提出了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的宏伟目标。构成粮农组织工作核心的要素，即粮食

安全和营养、农村地区减贫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和利用，均在各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中得到了突出体现。粮农组织积极支持政府间 2015 年后进程，该进程促成

《2030 年议程》获得通过。 

2. 《2030 年议程》构想了一个更公平、更繁荣、和平和可持续的世界，不让

任何一个人掉队，力争打造一个公正、基于权利、公平和包容的世界 3。《议程》

不仅呼吁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以及保障普遍享受医疗保健，其中全都着重

强调性别问题，还要求消除各地一切形式排斥和不平等现象。《议程》将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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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目标真正具有变革性，并且互相关联，要求采用新的方法并加以结合，

促使各项政策、计划、伙伴关系和投资通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3.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愿景，依据的是具有综合性和全面性

从而使发展战略更具创新性的计划和政策。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了可持续发展的

三个层面，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紧密交织，并要求采取综合、循证和参与性的方

法解决问题和制定政策。《2030 年议程》有意呼吁会员国及其伙伴研究各项目标

和具体目标之间的众多联系，激励他们制定技术上合理的适合这一宏伟复杂愿景

的政策和计划。 

4. 《2030 年议程》明确提及 2015 年通过的其它两项全球框架：《发展筹资问

题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它们补充并强化了

《2030 年议程》确立的抱负和优先重点。《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4支持和补充

                         
2 联合国。2015年。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2015年9月25日通过的决议。

A/RES/70/1。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Lang=E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125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

opment%20web.pdf 
3 联合国发展集团，2017 年。《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流化。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参考指南（2017 年 3 月

更新）。联合国发展集团。第 137 页。https://undg.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UNDG-Mainstreaming-

the-2030-Agenda-Reference-Guide-2017.pdf 

https://undg.org/document/mainstreaming-the-2030-a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reference-guide-for-un-

country-teams/ 
4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www.un.org/esa/ffd/wp-

content/uploads/2015/08/AAAA_Outcome.pdf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Lang=E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125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web.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125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web.pdf
http://www.un.org/esa/ffd/wp-content/uploads/2015/08/AAAA_Outcome.pdf
http://www.un.org/esa/ffd/wp-content/uploads/2015/08/AAAA_Outco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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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议程》的执行手段具体目标，并为其提供背景介绍。它涉及国内公共资

金、国内和国际私人企业和资金、国际发展合作、促进发展的国际贸易、债务和

债务可持续性、如何处理系统性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数据、

监测和后续行动等事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最

后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 5。包括林业和渔业部门在内，农业需要适

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提高粮食生产系统的抵御能力，从而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

生计。这些问题还需作为《2030 年议程》的一个必要部分加以解决，这就要求尽

可能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从而加快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解决适应气候变化

不利影响的问题。 

5. 农业和粮食领域，即粮食的种植、生产、消费、贸易、运输、储存和营销

方式，体现了人与地球之间的根本联系和通往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事实上，

《2030 年议程》强调人、地球、繁荣、和平和伙伴关系。粮农组织一贯强调 6粮食

和农业是实现《2030 年议程》的关键这一事实。 

6. 除满足人类对粮食、饲料、纤维和其他产品的需求外，农业、林业、渔业和

水产养殖雇用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工人，为总人口达 25 亿的农村家庭提供了生计，

而且是对土地、水、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管理方式影响最大的部门。因此，落

实可持续的作物和畜牧生产、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对于实现很多可持续发展目

标至关重要。这将直接影响能否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消除贫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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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 6（水）、可持续发展目标 13（气候行

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14（海洋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5（陆地生态系统、

森林和土地）。这将大大影响有关经济增长和就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8）、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可持续发展目标 5）、获取资源和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可持续

发展目标 12）的若干其他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成果；有关和平和包容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 16 和有关执行手段和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的实现。 

7. 粮农组织各战略计划小组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一项全面分析，用于评

估粮农组织战略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之间的契合度。结果表明，战略

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紧密契合，粮农组织《战略框架》及其“可持续粮食

和农业愿景”可能促进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实施。 

  

                         
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 年。通过《巴黎协定》[网上]。FCCC/CP/2015/L.9/Rev.1。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l09r01.pdf；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10a01.pdf 
6 粮食和农业—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www.fao.org/3/a-i5499e.pdf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l09r01.pdf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10a01.pdf
http://www.fao.org/3/a-i549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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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通用方法支持可持续粮食和农业 7 

8.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抱负和相互间的重要关联，实施《2030 年议程》

需要采用新的模式来制定一致和有效的政策、计划和投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

通过伙伴关系得到有效实现，从而变革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方式。 

9. 共同的目标和原则是不同利益相关方就更加一致地采取行动实施《2030 年

议程》进行讨论的一个有力切入点。作为自身转型变革进程的一部分，粮农组织

已于 2014 年制定了框架和方法，以更有效和更综合的方式解决农业、林业和渔业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8。这方面工作借鉴了粮农组织在作物、畜牧、林业、渔业和水

产养殖可持续生产方面，在土地、水、海洋和沿海、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管理方面

以及在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方面的经验。 

10. “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考虑到了为确定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各

个部门和相关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所需的政策对话和治理安排提供

依据的下列五条原则： 

1)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其中包括改良遗传资源、改进农业技术和做法、综合治理

有害生物和土壤肥力、精准灌溉、改进动物饲养和健康控制、减少损失和浪费。 

2) 养护、保护和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养护动植物遗传资源、恢复和

养护土壤、保护水资源免受污染和减小碳排放强度的做法以及为保护授粉

媒介和固碳等环境服务提供的激励。 

3) 保护和改善农村生计、公平和社会福祉。至关重要的是农村人口特别是小规模

家庭农民、青年和妇女可在多大程度上有保障和公平地获取知识、服务、

市场和资源（包括土地和水），通过体面工作机会掌控各自生计，获取多

样化和有营养的食品。 

4) 增强人、社区和生态系统的抵御能力。其中包括针对干旱、洪涝或有害生

物爆发进行应急规划，并采用更多样化和更具抵御能力的生产系统，接入

有效的安全网。 

5) 向各个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推广负责任和有效的治理机制。其中包括制定

在各部门保持一致的有效政策和战略，协调法律框架和投资，加强各级公共

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相关方的能力。这是基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磋商、加强

伙伴关系和运用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共识所需的调解和冲突解决机制。 

11. 构建更加有效和一致的政策和计划需要对涉及这些原则的问题和政策方案

进行循证评估，建立包容性对话平台便于各部门和可持续性各层面促成共识和谈

判商定解决方案，开发能将这些解决方案转化为实践变革的工具。 

                         
7 下文基于 2016 年农业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2016/4 号文件：农业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www.fao.org/3/a-mr022e.pdf）。  
8 文件。粮农组织。2014 年。已编制《构建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原则与方法》，为就下一步工作

开展讨论和对话提供依据（www.fao.org/3/a-i3940e.pdf ）；概要见于：www.fao.org/3/a-i3941e.pdf。  

http://www.fao.org/3/a-i394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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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向可持续发展有效过渡，需要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达成共识并更好地进

行对话。这还要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包括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

和研究机构，并在各级发展伙伴关系。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必须

协调和加强农业投资 9，并优先采取可在实地达成可衡量结果的行动。 

13. 农业今后的进步仍将依赖生产率的提高，但需要更加重视可持续性的社会

和环境层面。加深对可持续农业的社会层面（包括特别关注妇女、青年、小农和

家庭农民、渔民、牧民、林业用户和土著人民处境和作用的必要性）的了解，是

决定能否向可持续农业做法顺利过渡的关键。有鉴于此，可以提高经济可持续性

的创新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特别是为青年男女创造就业。这

直接有助于实现有关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 

14.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须让这些重要的社会行动方参与政策、计划和投资的

设计和实施，以便促进采取创新和新的做法，并确保获取相关技术。需要通过明

智的激励措施和持久的政策对话增强他们作为变革关键推动者的权能。 

15. 决策时要对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之间和内部存在的协同增效与

权衡取舍有清楚的认识。往往要在养护与生产方案之间、短期与长期需求之间、

经济利益与环境影响之间、以各种方式对生产率、粮食安全、公平性和农村贫困

产生不同影响的农业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可持续性要求加强合力，并确定巩

固合力和管理权衡取舍的方式。 

16. 孤立地采取部门方法可能导致资源利用及分配和管理方面出现冲突。在很

多地区，种植业、畜牧业和内陆水产养殖相互争地争水，扩张往往以森林和内陆

渔业为代价，继而导致生物多样性流失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不断扩大的动物产

品需求提高了对需要更多土地的动物饲料的需求。同样，高价值水生肉食物种的

养殖增加了鱼饲料需求，加重了野生鱼类种群业已受到的高压。 

17. 另一方面，可以探索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之间的重要

合力和互补性，辅以促进土壤形成、水体净化、生物多样性养护和气候调节的自

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综合方法需要了解可在何处发挥潜力，并推动促成长期在

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公平分配成本和效益的政治进程。这还需要旨在抓住这些合

力的创新技术、干预活动和体制。 

18. 总体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以综合的方式在农业、林业、渔业和

水产养殖内部和之间审视可持续发展，同时考虑到各部门和可持续性各层面的协

同增效和权衡取舍。发展援助需要加以调整，更多重视政策建议、人员和机构能

力发展以及进展监测。 

                         
9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14年。粮安委《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www.fao.org/3/a-

au866e.pdf；http://www.fao.org/cfs/cfs-home/activities/ra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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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 10在 2016 年讨论“农业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时批准了粮农组织提出的五条原则 11，为确定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各个部门和

相关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所需的政策对话和治理安排提供依据。 

水产养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性和现有指导 

20. 《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决策、规划和

管理高度相关。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1（消除贫困）、2（消除饥饿）、5（性

别）、8（增长，就业）、12（生产和消费）、13（气候变化）、14（海洋资源和

生态系统）和 15（生物多样性）将对水产养殖产生重大影响，但其他可持续发展

目标也将影响粮农组织成员和伙伴致力促进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的工作。发展得

当的水产养殖也会促进实现很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 

21. 表 1 列明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水产养殖发展的相对相关性。显然，侧重点将根

据特定环境、情况、条件和优先重点加以调整。此外，很多情况下特定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具体目标可能最为重要。 

表 1：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水产养殖发展的示意性一般相关性 12 

                         
10 农业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2016 年 9 月 26-30 日，罗马）报告，C2017/21。（www.fao.org/3/a-mr949e.pdf）。 
11 参考“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五原则（www.fao.org/3/a-i3940e.pdf）。  
12 表 1–3 资料来源：《2030 年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水产养殖发展和管理面临的挑战，John Hambrey

著。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通函第 1141 号。COFI:AQ/IX/2017/SBD.2 

 
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水产养殖

的相关性 

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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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 

4 确保全民接受包容和优质的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 

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 

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 

7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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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
工业化，推动创新 

**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 

http://www.fao.org/3/a-i394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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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涉及或依赖政策、规划、监管和实施体制以

及水产养殖发展面临的特殊问题（表 2）。可以采纳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附属具

体目标，并将其纳入直接涉及水产养殖的新的或经修订的政策和规划文件及相关

文书（无论是在更大的农村或粮食生产政策和计划之外还是作为其中一部分，例

如遵循“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若这些政策、计划和相关文书设计得

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的几率将会大大提高。 

表 2：水产养殖政策和规划面临的关键问题与相应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水产养殖政策和规划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2.1，2.2，2.3，2.4 
促进消除贫困 1.1，1.2，1.4，1.b 
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5.a，5.c 
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体面工作 8.3，8.5，8.6，8.7，8.8，

4.4，14.7 
丧失生境特别是湿地和红树林 14.2，14.5，15.9 
引入外来物种 15.8 
丧失遗传多样性/遗传影响 2.5，15.6 
丧失获取渔业资源的机会 1.4，2.3 
稻农、渔民和养鱼户之间利用/获取资源方面的冲突 1.4，2.3 
生物安全治理不力，疫病/水生动物健康问题流行 1.5 
抗菌素及其他化学品使用做法不当 3.9，12.4 
供水和水处理基础设施欠佳  2.a，6.5 
水质量受到累积影响 3.9，14.1 
外来劳动力工作条件差并遭到剥削 4.4，8.3，8.5，8.7，8.8 
食品质量和安全 2.1 
贸易壁垒 2.b 
抵御难以预测的市场价格波动和气候变化的能力 1.5，2.c，13.2，13b 
附加值低 9.b 
缺乏技能 4.4 
缺乏资金或经济激励措施 17.1-17.5 

 

12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
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 

1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
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 

17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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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际上，水产养殖活动面临达成或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的机遇和

挑战。表 3 列出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一系列关键的水产养殖活动、频繁出

现的挑战和机遇。 

表 3：在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水产养殖实践机遇和挑战 

水产养殖活动 挑战 机遇和相应具体目标 

生物安全治理 • 贫困养殖户处理

疫病和其他水产

养殖风险的认识

和能力有限 

• 提高分析和管理水产养殖风险的能力

（2.b，3.9，6.3，12.4，12.5） 
• 在政策和养殖场层面有效保障生物安全

（1.5，2.b，3.9，12.4） 
• 减少疫病爆发数量，减少生产损失

（2.b，3.9，6.3，12.4，12.5） 
• 更加审慎和负责任地使用抗菌素，防止

产生抗菌素耐药性（2.b，3.9，6.3，
12.4，12.5） 

决定参与 
水产养殖； 

选址 

• 大多数贫困养殖

户在水产养殖活

动选址方面的选

择非常有限 

• 综合且具有气候抵御能力的水资源管理

和生态系统恢复（6.5，13b，14.2，
15.9） 

• 生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养护

（15.1，15.3，15.4，15.5） 
• 获取机会（土地，水，资源，信息，资

金，运输），性别平等（1.4，5.a，
8.10，9.1，9.3，9.a，9.c，11.2，14.b） 

• 尽量减少资源利用冲突 

生产系统设计和

投资 
• 资金和技术知识

有限 
• 创业动力或能力

有限 

• 提高经营/生计抵御能力（1.5，2.4，
8.3，13.1） 

•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6.4，6.a，7.3，
8.4，9.4） 

• 改善健康，减少化学品用量（3.9，
6.3，12.4） 

• 促进创业、创新、企业；便利获取金融

服务（8.3） 

采购投入品

（水，种子， 
饲料，治疗物，

能源） 

• 供应有限； 
• 资金和技术知识 

•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6.4，7.4，7.a，
8.4，9.4） 

• 负责任地管理引入物（15.7，15.8） 
• 养护、可持续利用、开发和分享遗传资

源（2.5，15.6） 
• 减少化学品和有机污染及相关健康风险

（3.9，6.3，12.4，12.5） 
• 提高生产率和收入（2.3，2.4，8.2） 

利用/雇用劳工 • 家庭劳动大多不

适用就业法； 
• 创造体面就业（4.4，8.3，8.5，8.6） 
• 落实体面工作指导和规程（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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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拉低了工资/
拉长了工作时间 

• 促进性别平等和青年就业机会（4.4，
8.6） 

养殖场经营 • 资金和技术知识

有限； 
• 养殖场设计和环

境所致限制 

• 提高抵御能力（13.1），包括气候变化

适应 
• 执行操作规范（涉及所有相关具体目标） 
• 培训和技能发展（4.4，4.7） 
• 遗传资源养护和利用战略（2.5，15.6） 

第一手销售和 
营销 

• 价值链现有权力

关系； 
• 基础设施和市场

准入 

• 通过改进处理方法提高质量和附加值

（8.2） 
• 通过加强市场情报更好定价（2.c） 
• 减少浪费（12.3） 

加工和配送 • 价值链现有权力

关系； 
• 基础设施和市场

准入 
• 可追溯性 
• 资金 

• 通过改进处理方法提高质量和附加值

（8.2） 
• 通过确定新产品提高附加值（8.2） 
• 通过加强市场情报更好定价（2.c） 
• 增加贸易，降低关税（2.b，8a，10a，

14.6，17.10，17.11，17.12） 
• 保证人人获取安全和有营养的食品

（2.1） 
• 减少浪费（12.3） 
• 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创

造经济效益（14.7） 

零售 •  • 通过可持续性认证/品牌塑造和推广更好

定价（注：没有涉及认证和标准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 减少浪费（6.3，11.6，12.3） 

 

24. 最近一项分析 13表明，侧重水产养殖发展的大多数现有国际指导广泛符合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预期。有关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的现有国际承诺和呼吁，如在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14、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相关技术准则 15、

2000 年《曼谷宣言》 16、2010 年《普吉岛共识》 17和包括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

                         
13 《2030 年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水产养殖发展和管理面临的挑战，John Hambrey 著。粮农组织渔业

和水产养殖通函第 1141 号。COFI:AQ/IX/2017/SBD.2 
14 粮农组织。1995 年。《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www.fao.org/3/a-v9878e.pdf 
15 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www.fao.org/fishery/topic/166351/en 
16 粮农组织/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络。2001 年。《2000 年后水产养殖发展：曼谷宣言和战略》。

www.fao.org/3/a-ad351e.pdf 
17 粮农组织/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络。2010 年。《普吉岛共识》。重申对《曼谷宣言》的承诺。

ftp://ftp.fao.org/Fi/document/aquaculture/aq2010/Phuket_Consensus_13-12-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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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8的粮农组织“蓝色增长 19倡议”20,21中，一般都与《2030 年议程》紧密衔接，

通常可以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25. 综合考虑，上述各类指导来源（附件 1）有助于实现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相应具体目标，特别是在贫困、饥饿、营养、教育、福祉、经济增长、就业

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此外，它们还都强调可持续性的三个层面—社会、经济

和环境。但这些资源，特别是更早的资源，大多不太强调权利、妇女和青年赋权

及体面工作，而这些方面又都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点。 

26. 可以说，这些指导文书和倡议应在下列一些关键的跨部门领域进一步加以强化： 

• 减轻贫困、消除饥饿和创造体面工作 

•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保证人人享有公平、人权、获取机会和机遇（如场

地、技能、资金、投入品、市场情报） 

• 资源利用效率和浪费 

• 具有抵御能力的水产养殖系统 

• 遗传资源分享和养护 

• 公平和多产的价值链 

27. 不过，在水产养殖领域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须更多努力解决下列若干有

待解决的概念性和实际性挑战： 

• 如何在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加以权衡取舍，例如经济进步与当地社区

利益分享和冲突； 

• 环境能力的特点或增长限制因素，例如被视作众多资源使用者和污染者之

一的水产养殖与再度强调经济增长作为减贫和人类发展主要推动力并希望

水产养殖继续促进这些目标； 

                         
18 粮农组织。2010 年。水产养殖发展。4.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第 5 号，

补编 4。www.fao.org/docrep/013/i1750e/i1750e.pdf 

Soto, D.、Aguilar-Manjarrez, J.和 Hishamunda, N.编。2008 年。构建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粮农组织 /巴利

阿里群岛大学专家研讨会。2007 年 5 月 7–11 日，西班牙马略卡岛帕尔马。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会议

记录。第 14 号。罗马，粮农组织。2008 年。第 221 页。www.fao.org/3/a-i0339e.pdf 
19 粮农组织推广“蓝色倡议”是因为它是一种全面的方法，力求加强与现行政策的交流，特别是涉及实施：  

(1) 可持续发展框架、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以及海洋、沿海和内陆水系综合管理；  

(2) 通过提高利益相关方和人口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能力和参与度支持改善治理的政策；当然还有  

(3) 支持抗击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认可高效利用水生资源的蓝色经济、减少碳足迹、增加促进社会

和领地凝聚力的就业和体面工作的政策。  
20 粮农组织。2015 年。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粮农组织“蓝色增长倡议”与水产养殖。

COFI:AQ/VIII/2015/7 www.fao.org/cofi/30795-045b188b4c734e56986ed853cfb667a88.pdf 
21 粮农组织。2015 年。通过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实现“蓝色增长”，可在

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newsroom/docs/BlueGrowth_LR.pdf 查阅；另见：“蓝色增长倡议”（可在

www.fao.org/3/a-mk541e/mk541e02.pdf 查阅；www.fao.org/asiapacific/perspectives/blue-growth/en/；

www.fao.org/zhc/detail-events/en/c/23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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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性和复杂性，即如何将水产养殖发展努力纳入需要便利和协调各方利益

的愈发复杂的背景和进程，例如沿海或流域综合管理、农村综合发展、多方

利益相关方平台和伙伴关系、减贫及青年和妇女就业、公私伙伴关系等； 

• 环境评估和预防措施，其中包括就有效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监测水产养殖

作业和养殖场集群以及确认水产养殖做法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如使用外

来物种或转基因物种、跨界水生动物疫病、使用抗菌素及其他化学品等）

进行讨论和达成共识； 

• 适应性规划和管理系统，即需要保证长期可行性并做作业规划，还要灵活和

高效地管理各水产养殖企业、水产养殖区域和整个水产养殖部门的环境、

社会和经济绩效，旨在负责、处理和克服问题； 

• 很多情况下需要承认、保护和保障人权和劳工权利，例如水产养殖场工人和

水产养殖作业所在当地社区成员的人身安全、健康、粮食安全和生活水准，

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废止童工和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等； 

• 机构能力发展，包括水产养殖和水产养殖相关商品（如稻米）和流程（如

沿海综合管理）的主管公共机关和机构、水产养殖生产者和投入品（种子

和饲料）供应商组织和协会、水产养殖研发机构和网络、水产养殖场工人

和消费者团体等； 

• 需要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和赋权，从而加强水产养殖治理机制，并确保水

产养殖发展相关各利益团体公平和透明地参与决策并开展磋商。 

28. “可持续粮食和水产养殖共同愿景”为讨论此类挑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 

29.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工作的后续行动和审查机制对《2030 年议程》至关重

要，后者建立了一个纳入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意见的全球报告结构，并最后举

办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高政论坛）。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主持下举办的高政论坛负责监督《2030 年议程》的实施、

监测和审查。高政论坛是一个年度政府间会议，提供指导和建议，确定进展和挑

战，动员采取行动加快实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30. 高政论坛鼓励会员国在国家和次国家两级定期进行包容性进展审查。各国

有望在 15 年的周期内至少参加两次自愿审查。这些自愿国家审查纳入高政论坛进行的

更高级别评估和审查。自愿国家审查“旨在便利分享经验，包括成就、挑战和汲取的

经验教训，从而加快实施《2030 年议程》”。各国可在国家和次国家两级采用有关

在国家政策和规划中设定可衡量具体目标和有关相关监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31.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基于全球监测和审查进展的国际进程向高政论坛提供

进展报告。秘书长的报告每年对照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汇报进展情况，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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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工作得到了各监管机构的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制定了

约 231 项指标以实际成本和力度衡量 169 项具体目标实现进展，按照该专家组的

提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负责采纳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并定期审查正在制订的指标。 

32. 作为监管机构，粮农组织 22具体负责 21 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涉及 17 项

具体目标和 6 项目标，主要着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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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还是另外 6 项指标的关键伙伴。完整清单见附件 2。 

33. 水产养殖只在《2030 年议程》中被明确提过一次，即在有关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 23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4.7 中。不过，大多数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大约 35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都与水产养殖发展直接相关。目前，

没有专门具体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明确旨在监测水产养殖。尽管如此，可

以通过监测不涉及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的指标工作来充分涵盖水

产养殖。在粮农组织监管涵盖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清单中（附件 2），具体

目标 2.3、2.4、2.5、5.a、6.4 和 14.7 的指标可以涵盖水产养殖，但目前的全球一

级监测工作可能因数据问题和缺少具体方法而受制约。 

粮农组织向各国和水产养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支持 

34. 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多面性且互相关联，须对落实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的政策和实施工作进行有效协调和战略整合，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

实现政策、体制、参与和行动承诺方面的长效建设性变革。鉴于粮农组织的愿景和

可持续粮食和农业方法 24满足了人类和地球的需求，考虑到《2030 年议程》又给予

粮食和农业极大重视，粮农组织的支持将涵盖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35. 粮农组织已经调整战略目标结果框架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 25以便有效协助

成员国实现其具体目标。作为一个知识型专门组织，粮农组织有望带头开展技术

支持工作，其中尤其包括指导各国确立国家具体目标、制定战略和政策、为更好

设计和执行公共投资/预算进行善治。借助针对伙伴关系和多源头筹资以及南南合

作等的供资机制和执行手段，粮农组织将重点开展宣传、技术支持和能力发展活

动， 26,27,28尤其还将： 

                         
22 粮农组织，2017 年。粮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衡量《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www.fao.org/3/a-i6919e.pdf）。  
23 请各位代表出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水产养殖特别活动：气候变化条件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蓝色增长机遇

（COFI:AQ/IX/2017/8）。  
24 构建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http://www.fao.org/3/a-i3940e.pdf 
25 粮农组织。2016 年。经审查的《战略框架》和《2018－21 年中期计划》纲要。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五五届

会议。2016 年 12 月。CL155/3 号文件，www.fao.org/3/a-mr830e.pdf 
26 粮食和农业—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www.fao.org/3/a-i5499e.pdf 
27 粮农组织。2015 年。粮农组织与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www.fao.org/3/a-i4997e.pdf 
28 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en/ 

http://www.fao.org/3/a-i549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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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提高国际机构及其各国国家机关伙伴、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对粮农

组织的关键信息及在水产养殖领域协作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遇的认识； 

• 突出粮农组织工作与水产养殖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 促进水产养殖利益相关方参与有关水产养殖的国家多方利益相关方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关进程； 

• 与国家和国际媒体机构积极合作开展工作，促进在水产养殖领域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 

• 确定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水产养殖发展的潜在资源筹集伙伴； 

• 为关键行动方确定能力发展和培训活动，解决水产养殖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问题，例如选用指标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水产养殖统计监测和报告； 

• 帮助绘制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粮食和农业（包括水产养殖）与国家优先重点

之间的联系； 

• 协助努力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信息纳入国家水产养殖发展决策和规划主流，

尤其包括针对有关粮食安全、高效利用资源和可持续农村发展的问题，使

可持续发展目标接入国家水产养殖规划； 

• 根据各国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重点更新粮农组织国别规划框架 29，

在编制后续联发援框架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30（纳入水产养殖优先重点以实现

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促进强调水产养殖优先重点和需求的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 31工作组工作或进程。 

36. 渔业和水产养殖资源可持续管理和以捕鱼、养鱼和鱼品加工为生的社区生

计是粮农组织“蓝色增长倡议”的核心。 32,33粮农组织“蓝色增长”活动强调捕捞

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改善沿海捕鱼社区的可持续生计；认可和支持小

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鱼品价值链各环节公平获取贸易、市场、社会保护和

体面工作条件。 

37. 至关重要的是，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政府和非政府利益相关方必须熟悉《2030年

议程》及其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行动加以实现。

《2030 年议程》指导和重点着力采取更综合、更协调和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以利

在日益复杂和艰巨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及可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有效变革和进步。在

采纳和支持《2030 年议程》方面，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实施“蓝色增长”

                         
29 粮农组织国别规划框架：ftp://ftp.fao.org/OSD/CPF/NMTPF%20guidelines/FactSheetAboutCPF.pdf 
30 联合国发展集团，2017 年。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指南。联合国发展集团。第 44 页。https://undg.org/wp-

content/uploads/2017/05/2017-UNDAF_Guidance_01-May-2017.pdf 
31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https://undg.org/about/un-country-level/ 
32 粮农组织。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为全面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做贡献。www.fao.org/3/a-i5555e.pdf 
33 粮农组织。2016 年。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COFI/2016/Inf.20。

www.fao.org/3/a-mq65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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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发展方法的措施和手段将有助于以综合的方式实现有关水产养殖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粮农组织在各国和各区域开展的工作提供的技术证据为决

策和能力发展战略和计划提供了支持，从而顾及可持续发展的跨领域特点。 

38. 水产养殖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如何推行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哪些措施

以利《2030 年议程》纳入水产养殖发展规划和管理的主流 34予以考虑，是有益的。

主流化工作可以侧重国家、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各级的水产养殖发展规划和管理，

并应使水产养殖生产者、供应商、买家、加工者、当地社区、养殖场工人和消费

者等以及相关公共机关和机构及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其中。 

39. 鉴于《2030 年议程》强调着力开展能力建设，尤其要强化政策环境、体制

安排和协作进程，粮农组织“蓝色增长倡议”将有助于增强捕鱼和水产养殖社区、

民间社会组织、海产品价值链中行为方和公共实体的权能。很多情况下，针对渔业和

水产养殖领域的挑战制定解决方案需要与部门以外的利益相关方和机构进行交流和

协作，并向其争取支持。《2030 年议程》鼓励开展此类交流和进程，在落实多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时，这将促成更综合、更高效、更包容和更协调的倡议。 

40. “蓝色增长倡议”认识到有必要和有机会动员私营部门参与其中以及增强

各社区权能，力求提供磋商性和创新性的平台，促进生产、社区和价值链层面的

变革进程。建立伙伴关系和加强利益相关方参与，是在促进和有效实施“蓝色增

长”活动、为实现对水产养殖至关重要的具体而又相互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

体目标提供支持方面取得进展和成就的关键。 

41. 为协助成员在水产养殖领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粮农组织及其“蓝色增

长倡议”将继续提供能力发展支持，为此通过政策、知识和信息产品，并通过国

家和地方两级直接技术援助项目干预活动，提供规范性咨询意见和技术指导。已

在开展各类活动，应对采取更综合、更包容和更协调的行动促进可持续水产养殖

发展方面面临的复杂挑战，并会在今后继续开展，涵盖下列工作： 

• 就可能有助于国家可持续水产养殖监测和报告的指标提供指导； 35 

• 将有关水产养殖领域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进展的调查用于可能开

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后续行动和审查； 

                         
34 联合国发展集团，2017 年。《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流化。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参考指南（2017 年

3 月更新）。联合国发展集团。第 137 页。  

https://undg.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UNDG-Mainstreaming-the-2030-Agenda-Reference-Guide-2017.pdf 

https://undg.org/document/mainstreaming-the-2030-a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reference-guide-for-un-

country-teams/ 
35 粮农组织。2014 年。粮农组织水产养殖部门绩效评估和监测专家研讨会报告，意大利加埃塔，2012 年

11 月 5-7 日，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报告，第 R1063 号。www.fao.org/3/a-i3539e.pdf；  

Bondad-Reantaso M.G.和 Prein, M.编。2010 年。衡量小规模水产养殖所作贡献：评估。粮农组织渔业和水

产养殖技术文件。第 534 号。www.fao.org/docrep/012/i1138e/i113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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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根据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水产养殖区划、选址和片区管理提出咨

询意见； 36,37 

• 指导对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实施进行规划和管理； 38 

• 指导制定国家水生动物健康和生物安全战略； 39,40,41,42 

• 指导对水生动物健康绩效和能力进行粮农组织自评； 43 

• 指导实施《粮农组织 2016–2020 年抗菌素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 44,45 

• 将渔业和水产养殖纳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平台”—健康的人，健

康的环境，健康的动物； 

• 协助制定国家水产养殖发展政策、计划和战略，协助开展可持续水产养殖

投资项目，如在赞比亚； 

• 就实施《粮农组织水产养殖认证技术准则》提供咨询意见和开展能力发展 46，

提高对“全球可持续海产品倡议”基准工具的认识； 47 

• 审查水产养殖公私伙伴关系和订单养殖； 

• 开展能力发展，包括为扩大稻田养鱼综合植养开展推广和农民田间学校；48 

                         
36 Aguilar-Manjarrez, J.、Soto, D.和 Brummett, R.。2017 年。根据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水产养殖区划、

选址和片区管理。手册。ACS18071 号报告。罗马，粮农组织，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第 62 页。

（www.fao.org/3/a-i6834e.pdf）。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2015 年。根据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水产养殖

区划、选址和片区管理。政策简报。罗马，粮农组织。（www.fao.org/3/a-i5004e.pdf）。  
37 粮农组织。2016 年。粮农组织有关在肯尼亚启动“蓝色增长倡议”和实施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的研讨会

报告，肯尼亚蒙巴萨，2015 年 7 月 27-31 日。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报告第 1145 号。意大利罗马（还可在

www.fao.org/3/a-i5997e.pdf 查阅）。  
38 粮农组织。2010 年。水产养殖发展。4.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

第 5 号，补编 4。www.fao.org/docrep/013/i1750e/i1750e.pdf 

Soto, D.、Aguilar-Manjarrez, J.和Hishamunda, N.编。2008年。构建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粮农组织/巴利

阿里群岛大学专家研讨会。2007年5月7–11日，西班牙马略卡岛帕尔马。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会议记录。

第14号。罗马，粮农组织。2008年。第221页。  
39 粮农组织。2007 年。水产养殖发展。2. 进行健康管理以促进活水生动物的负责任运输。《粮农组织负责任

渔业技术准则》。第 5 号，补编 2。意大利罗马（可在 www.fao.org/3/a-a1108e.pdf 查阅）。  
40 Subasinghe, R.P.、McGladdery, S.E.和 Hill, B.J.编。2007 年。水生动物疫病监测和区划。粮农组织渔业技术

文件。第 451 号。罗马，粮农组织。2004 年。第 73 页。  
41 Arthur, J.R.、Bondad-Reantaso, M.G.和 Subasinghe, R.P.。2008 年。活水生动物检疫程序：手册。粮农组

织渔业技术文件。第 502 号。罗马，粮农组织。2008 年。第 74 页。  
42 Arthur, J.R.、Baldock, F.C.、Subasinghe, R.P.和 McGladdery, S.E.。2005 年。亚洲防备应对水生动物健康

紧急情况：准则。粮农组织渔业技术文件。第 486 号。罗马，粮农组织。2005 年。40 页。  
43 粮农组织/区域渔业委员会。2009 年。水生动物健康区域技术研讨会报告。沙特阿拉伯王国吉达，2008 年

4 月 6–10 日。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报告。第 876 号。罗马，粮农组织。2009 年。第 119 页。  
44 《粮农组织 2016–2020 年抗菌素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www.fao.org/3/a-i5996e.pdf 
45 Bondad-Reantaso, M.G.、Arthur, J.R.和 Subasinghe, R.P.编。2012 年。通过在水生食品生产中审慎和负责

任地使用兽药来增强生物安全。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 547 号。粮农组织。第 207 页。  
46 粮农组织。2011 年。《水产养殖认证技术准则》。www.fao.org/3/a-i2296t.pdf 
47 “全球可持续海产品倡议”全球基准工具。http://ourgssi.org/assets/GSSI-Benchmarking-Tool/2016-07-09-

Tool-fact-sheet-web.pdf；www.fao.org/in-action/globefish/news-events/details-news/en/c/338120/ 
48 粮农组织。扩大稻田养鱼综合系统。发掘古老的中国知识。南南合作。www.fao.org/3/a-i428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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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水产养殖青年就业； 49 

• 水产养殖性别主流化； 50 

• 促使利益相关方就渔业和水产养殖体面工作开展对话。 51 

42.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与各国以综合和一致的方式应对可持续发展复杂挑战

的能力和投入有关。为在这方面提供支持，粮农组织已在技术层面制定了总体框架

和方法，动员本着《2030 年议程》的精神采取行动，在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特别是有关治理机制

的原则 5，可为水产养殖规划和管理提供有用指导，请可持续水产养殖的相关利益

相关方考虑《2030 年议程》框架内决定可持续粮食和农业转型的关键要素 52： 

1) 国家主宰权和领导力 

2) 跨部门综合方法和政策一致性 

3) 多方利益相关方方法和伙伴关系 

4) 协调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 

5) 重点采取能够产生可衡量结果的行动 

43. “共同愿景”的总体框架和方法已经提交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及其他粮农

组织技术委员会）审议，以便鼓励水产养殖内部和其他农业部门在实施《2030 年

议程》方面采取更加有效和一致的行动。 

 

 

  

                         
49 粮农组织。2016 年。非洲水产养殖和青年就业情况，www.fao.org/resources/infographics/infographics-

details/en/c/217122/；另见：粮农组织水产养殖通讯（第 55 号）：有关各区域水产养殖最新情况的章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www.fao.org/3/a-c0382e.pdf。  
50 粮农组织。2013年。渔业和水产养殖性别主流化：总结和规划活动。www.fao.org/3/a-i3184e.pdf。  
51 粮农组织“蓝色增长”博客。2016 年。探索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体面工作的解决方案。

www.fao.org/blogs/blue-growth-blog/exploring-solutions-to-promote-decent-work-in-fisheries-and-

aquaculture/en/；范围界定研究：www.fao.org/3/a-i5980e.pdf 
52 COAG/2016/4：农业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www.fao.org/3/a-mr022e.pdf）。农业委员会第二十

五届会议（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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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可持续水产养殖指导和倡议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作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 《负责任

渔业行为

守则》 

《负责任

渔业行为

守则》 
技术准则 

《曼谷 
宣言》和

《普吉岛 
共识》 

“蓝色增长 
倡议” 
（包括渔业/
水产养殖 
生态系统 
方法 53） 

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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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

的福祉 
    

4 确保全民接受包容和优质的教育，让全民

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 
可持续管理 

    

7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

的现代能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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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

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 
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12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 
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

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53 渔业/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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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

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17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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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粮农组织作为“监管机构”负责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54 

具体目标 
编号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指标 

2.1 到 2030 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

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

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2.1.1 营养不足发生率 

2.1.2 根据粮食无保障情况表，

中度或严重的粮食无保障人口 
发生率 

2.3 到 2030 年，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小规模粮食

生产者，特别是妇女、土著居民、农户、牧民和

渔民的收入翻番，具体做法包括确保平等获得

土地、其他生产资源和要素、知识、金融服务、

市场以及增值和非农就业机会。 

2.3.1 按农业/畜牧/林业企业规模

分类的每个劳动单位的生产量 

2.3.2 按性别和土著地位分类的

小型粮食生产者的平均收入 

2.4 到 2030 年，确保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并

执行具有抗灾能力的农作方法，以提高生产力

和产量，帮助维护生态系统，加强适应气候 
变化、极端天气、干旱、洪涝和其他灾害的 
能力，逐步改善土地和土壤质量。 

2.4.1 从事生产性和可持续农业

的农业地区比例 

2.5 到 2020 年，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

管理得当、多样化的种子和植物库，保持种子、

种植作物、养殖和驯养的动物及与之相关的 
野生物种的基因多样性；根据国际商定原则 
获取及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基因资源和相关

传统知识产生的惠益。 

2.5.1 中期或长期养护设施维持

的粮食和农业动植物遗传资源的

数量 

2.5.2 被归类为面临灭绝危险、

没有危险或危险不为人所知的 
当地品种的比例 

2.a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增加对农村基础设

施、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技术开发、植物和

牲畜基因库的投资，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 

2.a.1 政府支出的农业取向指数 

2.c 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商品市场及其衍生工具正

常发挥作用，确保及时获取包括粮食储备量在

内的市场信息，限制粮价剧烈波动。 

2.c.1 （食品）价格异常指标 

5.a 根据各国法律进行改革，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

济资源的权利，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

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获取金融服务、遗产和

自然资源 

5.a.1 （a）农业总人口中对农业

用地拥有所有权或有保障权利的

人口比例，按性别分列； 

（b）农业用地所有人或权利人

中妇女所占比例，按土地保有类

型分列 

5.a.2 包括习惯法在内的国家法

律框架保障妇女有权平等享有土

地所有权和（或）控制权的国家

所占比例 

                         
54 粮农组织，2017 年。粮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衡量《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www.fao.org/3/a-i691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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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到 2030 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率， 
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

大幅减少缺水人数 

6.4.1 按时间列出的用水效率 
变化 

6.4.2 用水紧张程度：淡水汲取

量占可用淡水资源的比例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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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全球粮食损耗指数 

14.4 到 2020 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度 
捕捞、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以及 
破坏性捕捞做法，执行科学的管理计划，以便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群量至少恢复到其 
生态特征允许的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14.4.1 在生物可持续产量水平 
范围内的鱼类种群的比例 

14.6 到 2020 年，禁止某些助长过剩产能和过度捕

捞的渔业补贴，取消助长非法、不报告、不管制

捕捞活动的补贴，避免出台新的这类补贴，同

时承认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理、

有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

补贴谈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c] 

14.6.1 各国为打击非法、不报告、

不管制捕捞活动在执行国际文书

的程度上所取得进展 

14.7 到 2030 年，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通过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获得的经济收益，

包括可持续地管理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 

14.7.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

发达国家和所有国家的可持续渔

业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 

14.b 向小规模个体渔民提供获取海洋资源和市场准

入机会 
14.b.1 各国在通过和执行承认小

规模渔业并保护其市场准入权利

的法律/监管/政策/制度框架方面

取得的进展 

15.1 到 2020 年，根据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保护、

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陆地和内陆的淡水生态系统

及其服务，特别是森林、湿地、山麓和旱地 

15.1.1 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

比例，粮农组织 

15.2 到 2020 年，推动对所有类型森林进行可持续

管理，停止毁林，恢复退化的森林，大幅增加

全球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 

15.2.1 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进

展，粮农组织 

15.3 到 2030 年，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

土壤，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土

地，努力建立一个不再出现土地退化的世界 

15.3.1 已退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

的比例 

15.4 到 2030 年，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包括其生物

多样性，以便加强山地生态系统的能力，使其

能够带来对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益处 

15.4.2 山区绿化覆盖指数，粮农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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