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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粮食安全的多元维度

   《2013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介绍食物不足状况相关最新估

计数据以及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饥饿相关目标

方面取得的进展。最新评估结果表明，我们已在实现2015年千年发

展目标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发展中区域作为整体有望实现这一目

标，但各区域间仍存在巨大差异，需要我们即刻加大力度，做出更

多努力。

    2013年报告目的不仅在于衡量粮食匮乏程度，同时还提出了一

整套指标，旨在反映粮食不安全的多维性、其决定因素及后果。将

按照这套指标为每个国家编制整套数据，以便更详细地反映各国的

粮食安全状况，指导决策人员设计并实施有针对性、有成效的政策

措施，为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及营养不良做出贡献。

    本报告还以整套指标为基础，对六个国家的不同经验进行了详

细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进展与挫折相互交织的局面。这些国家的经

验为我们共同展示了社会保护与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旨在提高农

业生产率并推动农村发展的政策、收入来源多样化、坚持不懈地将

粮食安全及营养纳入公共政策及计划主流等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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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注释  要点
   各国都在定期修订过去和最新报告期的官方统计数据。联合国的人

口数据也在定期修订。如出现修订，粮农组织会按照修订结果对自己的

食物不足估计数进行相应修订。因此，提请用户只参考同一版《世界粮

食不安全状况》中估计数的变化，避免对不同年份的报告版本中的数据

进行比较。

1.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在1990–92年至2015年间，将食物不足人

    口数量减半。

2.  千年发展目标1C: 在1990年至2015年间，将饥饿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指标1.9： 处于最低膳食能量消费量以下的人口比例（食物不足）。

    最终结果采用附件2中介绍的统一计算方法获得，并以全球范围内三

    年内的最新数据平均值为依据。可能一些国家的数据较新，因此采用

    此类数据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数，从而影响到对进

    展的评估。

3.  预测数。

4.  1990-92年基准期以来的变化。对于那些在基准期尚不存在的国家

    而言，1990-92年的食物不足人口比例是以1993-95年的比例为准，

    食物不足人口数为按照1990-92年人口数和该比例计算的结果。 

5.  颜色代表按目前趋势预测到2015年的进展情况：

6. 

特殊国家组别的构成情况：

7.

8. 包括: 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莱索托、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拉维、马里、、 摩尔多瓦、

蒙古、尼泊尔、尼日尔、巴拉圭、卢旺达、斯威士兰、塔吉克斯塔、

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津巴布韦。 

9. 包括: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贝立兹、佛得角、科摩罗、

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格林纳达、

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基里巴斯、马尔代夫、毛里求斯、

荷属安的列斯、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

所罗门群岛、苏里南、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瓦努阿图。 

10. 包括: 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中非

共和国、乍得、科摩罗、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

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

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

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塔吉克斯坦、多哥、

乌干达、坦桑尼亚、津巴布韦。

11. 包括: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伯利兹、玻利维亚、喀麦隆、佛得角、

刚果、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萨尔瓦多、斐济、格鲁吉亚、加纳、

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基里巴斯、

老挝、莱索托、蒙古、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摩尔多瓦、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前）、

斯威士兰、叙利亚、东帝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

也门、赞比亚。

12. 包括: 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

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

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

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

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前)、

塔吉克斯坦、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也门、赞比亚、

津巴布韦。

13. “非洲”包括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中国家：安哥拉、

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

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

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苏丹（前）、南苏丹、

斯威士兰、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苏丹（前）指2011年7月前的前苏丹主权国，南苏丹当时宣布独立。

苏丹（2011年后）和南苏丹的数据目前缺失。

14. “亚洲及太平洋”包括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

中国家：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文莱、柬埔寨、中国、朝鲜、斐济、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老挝、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

韩国、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乌兹别

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

15. “欧洲及中亚”包括粮农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中国家：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16.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包括粮农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办事处负责

的以下发展中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

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

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

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17. “近东及北非”包括粮农组织近东及北非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中

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

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苏丹（前）、

叙利亚、突尼斯、阿联酋、也门。

18.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佛得角、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

吉布提、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索马里。

19.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格鲁吉亚。

20.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 阿富汗、马尔代夫。

21.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文莱、缅甸、东帝汶。

22.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3.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

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荷属安的列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4.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伯利兹。

25. 包括: 斐济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新喀里多尼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

符号
<5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低于5% 

na 不适用

ns 无统计学意义

资料来源:  粮农组织估计数。

2011-13年间，全球估计共有8.42亿人口长期遭

受饥饿，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以维持活跃的生

活，这部分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八分之一以上。

这一数字与2010-12年间的8.68亿相比已有所减

少。自1990-92年以来，食物不足人口总数已下

降了17%。

发展中区域整体上已在实现有关饥饿的千年发展

目标一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如果过去21年里的年

均下降速度能够维持至2015年，那么食物不足发

生率将降至非常接近这一目标的水平。要想实现

这一目标，就必须立刻加大力度，采取更多行动。

增长有助于提高收入，减轻贫困，但经济增长速

度的提高并不能保证惠及所有人，不一定保证能

够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除非政

策能够明确地将贫困人口作为目标人群，特别是

农村贫困人口。在贫困国家，要想减轻饥饿和贫

困，唯一的途径就是实现持续且惠及大众的增长。

尽管已经取得总体进展，但各区域间仍存在巨大

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

的区域，近几年进展不大。西亚毫无进展，而南

亚和北非进展缓慢。东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多

数国家的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和发生率两项均呈

大幅下降。  

粮食安全是一种复杂状态。它包含多个维度 – 可

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 – 可通过一系列指标得

到更好的了解。

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足可以同时并存。但在一些国

家，营养不足发生率（表示为儿童发育迟缓比例）

远远高于食物不足发生率（表示为饮食能量供应

量不足）。在这些国家，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对

于改善粮食安全中的营养一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要想取得改善，必须在农业、健康、卫生、

供水和教育方面采取一系列粮食安全及营养加强

型干预措施，特别要瞄准女性。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可供量的各项政

策，特别是那些瞄准小农的政策，有助于实

现减贫，即便是在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

下。当这些政策与社会保护及其它能够提高

贫困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的措施相互结

合时，就能催生活跃的市场并创造就业机会，

从而产生更加积极的成效，促进农村发展，

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

汇款量在全球范围内看，要比官方发展援助

量大三倍，对贫困和粮食安全状况产生了重

大影响。本报告认为，汇款有助于减轻贫困，

从而起到减轻饥饿、改善饮食的作用，并在

合理政策的配套下，起到增加农场投资的

作用。

坚持不懈地将粮食安全及营养纳入公共政策

及计划的主流，是实现减贫的一个关键 。

应通过全面落实改革、改善投资气候、配套

持续的社会保护，将粮食安全和农业放在发

展议程的首要位置，这对于大幅度减少贫困

和食物不足至关重要。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已实现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目标

人数减少5%以上

变化幅度在 ± 5%范围内

人数增加5%以上

千年发展目标

已实现目标或根据1990-92年至

2011-13年所有数据的指数趋势

预测将于2015年实现目标或发生

率<5%

进展不足，如果现状持续下去，

则实现目标无望

没有出现进展或恶化

*

数据不足、难以评估的国家、地区及领地不属于考虑之列，其中包括：

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圭拉、阿鲁巴、巴林、不丹、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坎顿和恩德贝里群岛、开曼群岛、圣诞岛、科科斯

（基林）群岛、库克群岛、赤道几内亚、法罗群岛、福克兰群岛（马尔维

纳斯）、法属圭亚那、直布罗陀、格陵兰岛、瓜德罗普岛、关岛、梵蒂冈、

约翰斯顿岛、列支敦士登、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中途岛、摩纳哥、瑙鲁、纽埃、诺福克岛、北马里亚纳群岛、阿曼、帕劳、

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留尼旺、圣赫勒拿岛、圣皮埃尔和密

克隆岛、圣马力诺、新加坡、托克劳群岛、汤加、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属维尔京群岛、威克岛、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西撒哈拉。

包括: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巴斯、老挝、

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

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前）、坦桑尼亚、

东帝汶、多哥、乌干达、瓦努阿图、也门、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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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年前，世界各国领导人曾会聚一堂，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他们

承诺由各国共同打造一项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来减轻极端贫困与饥饿，并

设定了一系列目标，计划于2015年实现，即“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

表达了世界各国改善几十亿人民生活、迎接发展挑战的决心。

在针对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1中，世界各国决心努力在1990年至2015

年间，将饥饿人口比例降低一半。目前只剩两年时间，现已有38个国家实现了这一目

标，其中18个国家还实现了1996年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更高目标，即：在同

一时期内，将饥饿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一半。

这些成就表明，只要具备政治承诺、有效机制、合理政策、综合手段和充足投资，

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与饥饿与贫困作斗争的过程中取得胜利，而这正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确立的其它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与以往每期报告一样，2013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将介绍在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饥饿相关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全球、各区域以及各国的

情况。最新评估结果表明，发展中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朝着实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

取得了新的进展。而同样的进展与更高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相比，就明显有些不

足。2011-13年间，世界上共有8.42亿人长期遭受饥饿，占世界总人口比例为12%，比去

年报告的数字减少了2600万，比1990-92年间的10.15亿有了大幅减少。

最新估计结果还表明，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2015年饥饿相关目标仍有望实现。在为

整套千年发展目标设定新估计数时，1990-92基准年发展中地区的食物不足人口比例为

23.6%，这意味着千年发展目标的2015年目标为11.8%。假设过去21年的年均降幅能够得

以延续至2015年，那么发展中地区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将接近13%，略高于千年发展目标

设定的目标。只要今后几年能做出最后冲刺，我们就仍有希望实现这一目标。

2013年报告目的不仅在于衡量粮食匮乏程度，同时还提出了一整套指标，意在反映

粮食不安全的多维性、其决定因素及后果。将按照这套指标为每个国家编制整套数据，

以便更详细地反映各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指导决策人员设计和实施有针对性、有成效的

政策措施，为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及营养不良做出贡献。

报告还以整套指标为基础，对六个国家的不同经验进行了分析，表明其他形式的营

养不良有时可能会比食物不足更严重。在这些情况下，应通过政策干预措施来改善粮食

安全，包括在整个农业及粮食体系以及公共卫生及教育领域中开展营养敏感型干预措

施，特别是在女性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侧重营养的社会保护措施可能需要瞄准最弱势

群体，包括孕妇、青少年女性和儿童。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粮食可供量的政策，特别是针对小农的此类政策，即便

在贫困现象十分普遍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减轻饥饿的目的。如能将它们与社会保护和提高

贫困家庭收入的其它措施结合起来，就能创建活跃的市场，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产生更

加积极的效果，推动农村发展，最终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

毫不奇怪，各国的具体经验表明，高贫困率通常与高食物不足发生率并存。但食物

不足也可能比贫困更严重，特别是在两者均处于高位的情况下。由于食物是所有基本需

求中最容易受收入影响的一项，因此提高收入就能加速减少食物不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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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政局稳定、有效治理和坚持不懈地将粮食安全及营养纳入公共政策及计划主

流这一最重要的一点，都对减轻贫困和营养不良起着关键作用。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

世界粮食计划署都在致力于将粮食安全视为发展议程中的首要重点，确保坚定地将其纳

入目前正在制定的2015年后发展愿景。这些工作必须得到农业和投资气候的改善以及社

会保护的支持和保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进展，

大幅减轻贫困和食物不足现象。

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 

卡纳约•恩万泽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

埃瑟琳•库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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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在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Jomo Kwame Sundaram的统一

领导和经济及社会发展部管理层的指导下编写完成。 

Pietro Gennari在Kostas Stamoulis的协助下负责本书的技术协调工作。Piero 

Conforti、George Rapsomanikis和Josef Schmidhuber担任技术编辑。Michelle Kendrick

负责所有编辑、图表、排版和出版事务的协调工作。 

本版报告为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

第三次联手编写。农发基金的Alessandra Garbero 和Sónia Gonçalves、粮食署的Joyce 

Luma和Astrid Mathiassen联手合作编写了国家案例研究部分。Alessandra Garbero和

Joyce Luma还分别负责协调各自组织内部为本报告提供的支持。Carlos Seré和 Thomas 

Elhaut （农发基金）以及Lisa Hjelm、Issa Sanogo、John McHarris、Fillippo Pompili

和Simeon Hollema （粮食署）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2013年世界食物不足状况”一章由经济及社会发展部统计司负责编写，Piero 

Conforti、Josef Schmidhuber、Carlo Cafiero、Adam Prakash、Nathalie Troubat、Franck 

Cachia 和 Pietro Gennari提供了关键技术性内容。 

“衡量粮食安全的多元维度”一章由Piero Conforti和Josef Schmidhuber 编

写，Pietro Gennari、Nathalie Troubat、Andrea Borlizzi、Adam Prakash和Michael 

Kao提供了大量支持。插文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监测框架”由Pietro Gennari编写。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维度”一章由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农业发展经济司的George 

Rapsomanikis、Jelle Bruinsma和MarieJo Cortijo、农发基金的Alessandra Garbero和

Sónia Gonçalves以及粮食署的Joyce Luma和Astrid Mathiassen编写。本章的分析内容

由Federica Alfani、Natalia Merkusheva 和Giulia Ponzini提供。

Cinzia Cerri 负责附件1和相关数据的编制与处理工作。Pietro Gennari 和 Carlo 

Cafiero编制了附件2。Jelle Bruinsma编制了附件3。Chiara Brunelli、Nathan 

Wanner、Firas Yassin、Andrea Borlizzi和Nathalie Troubat也提供了高质量的技术支

持和数据处理工作。 

以下人员为报告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Terri Ballard、Jelle Bruinsma、Carlo 

Cafiero、Vili Fuavao、Juan Carlos García y Cebolla、Panagiotis Karfakis、Tomasz 

Lonc、 Árni Mathiesen、Eva Müller、Abdessalam Ould Ahmed、Rodrigo Rivera、 

Sanginboy Sanginov、Ramesh Sharma、Salar Tayyib、James Tefft、Nathalie 

Troubat、Keith Wiebe和姚向君。Abdolreza Abbassian、Gladys Moreno Garcia、Adam 

Prakash和Nicolas Sakoff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材料。 

Paul Neate负责编辑和校对服务，Flora DiCarlo提供图表制作及排版服务。粮农组

织大会、理事会及礼宾事务司会议规划及文件处提供印刷和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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