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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家畜遗传资源管理战略》的实施进展和进一步发展 

 

I．引  言 

1. 动物遗传资源对全世界粮食和农业作出的显著贡献，促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于 1993 年制定了《全球家畜遗传资源管理战略》（《全球战略》）。《全球战

略》是作为一项技术计划制定的，随着这一战略逐渐为各国政府所接受，它已发展

成为实现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开发和保存的全球工作框架。虽然

《全球战略》从来没有被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委员会）正式通过，但事实

上它一直在指导委员会有关动物遗传资源的工作，粮农组织就其发展和实施情况定

期提供了报告。 

2. 委员会在其 2004 年第十届例会上建议粮农组织继续与所有相关国际组织制定

《全球战略》，请工作组审查进展情况并向委员会提交报告1。《全球战略》的制定

已经过去 10 多年，在审查其实施进展时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3. 这些年来，《全球战略》内活动的主要重点一直是编写《世界动物遗传资源

状况》。这是首次由国家推动的对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和趋势的全球评

估。按照设想，评估报告将提交 2007 年 9 月在瑞士因特拉肯举行的粮食和农业动物

遗传资源国际技术大会（大会）。《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的调查结果将为今后

制定动物遗传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计划，包括与《全球战略》相关的决策提供依

据。 

4. 预计，这次大会在最后审定《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的同时还将通过《战

略行动重点》，即国际上商定的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可持续使用、开发和保存

的全球行动计划。这个《战略行动重点》若获通过，可能需要对《全球战略》进行

调整或精简，以便落实《战略行动重点》。此外，这次大会还为粮农组织提供一个

独特的机会，使其能够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和论坛的相互合作，处理动物遗传资源

领域的优先重点和新出现的问题并提高人们对这些基本资源的各种作用及价值的认

识。 

5. 因此，在这次大会上最后审定《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并通过《战略行动

重点》将提供独特的机会，对《全球战略》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思考，对规划今

后中长期工作与合作得出清晰的认识，并确保委员会动物遗传资源工作的效率和灵

                                                 
1   CGRFA-10/04/REP，第 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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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鉴于目前正在制定《多年工作计划》，旨在精简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并确定活

动的优先重点，对委员会动物遗传资源工作以往的成就和未来的挑战进行审查，也

可能是及时的。 

6. 本文件概要叙述《全球战略》的由来和成就并审查其实施方面进展情况。文

件确定了在向前推进《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委员会今后在动物遗传资源领域需要

考虑的当前问题和正在出现的问题。文件介绍了委员会在其第十届例会期间就规划

其今后的工作作出的决定，并列出了工作组在为制定多年工作计划草案提供投入方

面可能考虑的一些问题和国际进程。文件就如何在委员会今后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的

工作中考虑到这些问题征求工作组的建议。文件最后一节请工作组提供指导。 

II．《全球战略》的成就（1993-2006 年） 

7. 自二十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粮农组织一直协助各国查明其动物遗传资源并制

定保存战略。1990 年，粮农组织理事会建议在全球一级制定动物遗传资源可持续管

理综合计划。后来于 1993 年制定了《全球战略》，其中包括四个组成部分：(a)政

府间机制，(b)以国家为基础的规划和实施基础设施，(c)技术工作计划，(d)报告和

评价。 

8. 1995 年，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审查了取得的进展，粮农组织理事会支持该进

程，强调要吸收更广泛的利害相关方参与，需要更多的资金，确保成功地进一步制

定这一战略。同年，粮农大会扩大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把粮食和农业方面的其他遗传资源，首先是动物遗传资源也包括进去。该委员会后

来称为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公约》在第 3/11（1996）号决定

中对《全球战略》表示赞赏，坚决支持进一步制定这一战略2。 

9. 1997 年，委员会开始监督《全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委员会设立了一

个附属的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就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全球

战略》提供咨询意见，此后粮农组织每两年向工作组报告《全球战略》四个组成部

分的实施情况。 

10. 工作组于 1998 年第一次召开会议，建议粮农组织协调由国家推动的《世界动

物遗传资源状况》的编制工作。委员会注意到动物遗传资源日益丧失是对全球粮食

安全以及农村社区生计的一种威胁，请粮农组织协调《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第

一份报告的编写工作，其中包括一份关于《战略行动重点》的报告，同时强调必需

 
2   http://www.biodiv.org/decisions/default.aspx?dec=II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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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由国家推动的过程。那时以来，《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的编写一直是粮

农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 

11. 将向 2007 年 9 月在瑞士因特拉肯举行的动物遗传资源国际技术大会提交《世

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亦拟在会上通过《战略行动重点》。这将是《全球战略》

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委员会在动物遗传资源领域工作的里程碑。 

12. 《全球战略》的实施取得了以下重要成就： 

 由国家推动编写《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 

 开发《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作为动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全球信息系

统； 

 设立国家和区域联络点并连成网络； 

 根据委员会确定的优先重点在粮农组织、国际农研磋商小组，尤其是国际

畜牧研究所、科学组织之间加强有针对性的技术合作及伙伴关系； 

 开发一些技术工具，包括制定国家家畜遗传资源管理计划的一系列初级和

中级准则3； 

 成立工作组。 

13. 在对实施《全球战略》的进展情况进行审查时，还可以突出今后的一些挑

战： 

 《全球战略》是十年前作为一项技术计划拟定的，当时对动物遗传资源的

了解较少。《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大大加强了对动物遗传资源以及对

管理这些资源的要求和挑战的认识。《全球战略》在动物遗传资源的状况

和趋势以及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管理这些资源的能力以及须通过国家

干预行动和国际合作处理的国家和区域重点等方面提供了宝贵信息。这样

就可以考虑适当的方案，确保对这一部门的要求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对

策，并在规划委员会今后的部门和跨部门工作时对其予以考虑。 

 《全球战略》最初的结构比较复杂，在实施过程中，有些组成部分没有很

好地纳入。在《全球战略》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目前的《战略行动重

点》草案为国际行动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框架。 

 《战略行动重点》获得通过后将要求确定监测和报告的方式。委员会不妨

考虑一种后续机制，对《战略行动重点》的实施进行监测和指导，并协助

筹集必要的资源。 
 

3   可查阅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图书馆：http://www.fao.org/da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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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政府现在更加重视对动物遗传资源的综合管理采取农业生态系统办

法。 

 各国政府现在越来越多地采取综合方式处理有关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

政策问题。动物遗传资源的政策框架必须坚定地以此为本。动物遗传资源

方面正在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跨部门政策有关。 

14. 题为“全球家畜遗传资源管理战略的实施进展和进一步发展 – 活动报告”4的

文件详细介绍了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以来在实施《全球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 

III．委员会关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多年 
工作计划中的动物遗传资源 

15. 委员会是动物遗传资源领域的政府间决策论坛5。 

16. 粮农组织通过其滚动式中期计划，制定了一个多年规划框架，其中包含委员

会的指导意见。委员会已就关于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工作的若干方面作出了多年期

规划，它对粮农组织在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总的政策和计划进行定期审

查。有关国际论坛的发展 – 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本身有其本身的多年工作计

划 – 需长期对活动进行协调。 

17. 因此，委员会在第十届会议上同意审议一份多年工作计划草案，提交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委员会就多年工作计划草案的编写过程已作出若干决定6。委员会请

其附属工作组（包括这次会议上的该工作组）在其专长领域提供投入。 

18. 委员会确定了在编写多年工作计划时应考虑的若干重要内容： 

 近期重点应当是继续就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开展工作，并适当强调关于粮

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的工作，包括加强国家和区域一级的工作（85 段）； 

 委员会在其职责内应加强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它相关组织的相互合

作（88 段）； 

 委员会应在中长期内全面履行其职责，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粮食和农业相关

的所有组成部分并对遗传资源采取农业生态系统方法（89 段）； 

 
4   CGRFA/WG-AnGR-4/06/7 Add. 1。 
5   委员会按照规章的规定，负有协调作用，并制定、审查粮农组织关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

以及公平分享因其利用而获益相关的部门、跨部门和部门间政策、计划及活动，并就此提供咨询意见。它也是

谈判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有关的国际协议、约定、行为守则或其他政策文书以及监督其执行的论坛。委员会

还促进并监督粮农组织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有效合作。 
6   见CGRFA-10/04/REP号文件，“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十届定期会议报告”第 83-91 段，见本文件

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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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应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千年发展目标 1“消除极

端贫困和饥饿”和千年发展目标 7“确保环境可持续性”作出贡献（90
段）。 

19. 委员会在制定今后的计划时不妨考虑关于动物遗传资源工作的三个方面：其

本身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的部门计划；其在多年工作计划框架内的跨部门活动（如生

物技术、农业生态系统方法以及关于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政策）；加强同

其他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相互合作。 

20. 委员会在第十届会议上强调，需要对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有关的许多问题采

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做法，且需要避免重复7。委员会强调，粮农组织应继续与相关组

织以及利益相关方，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未来收获中心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合作。许多这类组织审议

的问题和制定的政策及管理措施与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动物

遗传资源管理的政策问题和备选方案8文件即介绍了若干这类问题。 

21. 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委员会在制定其多年工作计划时不妨予以考虑。有

些直接与现行国际进程有关，如邀请《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与粮农组织一

道领导农业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活动。委员会在第十届会议上审议了目前与《生

物多样性公约》的合作9，并： 

 建议粮农组织在深入审查《公约》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计划中发挥领导

作用。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的研究结果应用于此一审查。该领域今后的

工作应考虑到动物遗传资源国际技术大会的结果，建立协同作用，避免重复。 

 支持粮农组织继续带头制定农业生物多样性指标，包括关于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的指标（特别是家畜、渔业和植物），协助确定实现 2010 年大幅减

少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率目标取得的进展。对委员会今后在这一领域的活

动仍需作出计划。 

 支持粮农组织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现有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计划内，为

制定交叉领域的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倡议作出贡献。世界动物遗传资源

状况为这一倡议奠定了部分实证基础，但仍需进一步开展工作。 

22. 此外，委员会建议粮农组织及其委员会就与粮食和农业有关的生物多样性所

有组成部分，对关于获取和利益分享的进一步工作作出贡献，以便确保其朝支持农

业部门特殊需要的方向发展。 

 
7   见CGRFA-10/04/REP，第 74 段。 
8   CGRFA/WG-AnGR-4/06/Inf.7。 
9   见CGRFA-10/04/REP，第 75-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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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编写委员会的多年工作计划草案时将考虑到工作组可能希望提供的投入。 

IV．结 论 

24. 目前全球战略已有十年之久，推动了最终导致最后审定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

况的进程。根据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的研究结果，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得到考虑：

即将通过战略行动重点、委员会关于制定与动物遗传资源有关的多年工作计划的要

求，以及加强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现有合作，尤其是通过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

审查。 

25. 因此建议对现有全球战略进行调整，以反映这些新的正在出现的问题；拟议

的调整应考虑到实施和监督战略行动重点的要求。此外，应承认需要效率、灵活性

和定期审查，以便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和新的科学技术挑战及机遇。它应

协助委员会对需要关注的新出现的问题作出反应，包括在多年工作计划中为农业和

粮食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制定政策和管理文书。 

V．需要工作组提供的指导 

26. 政府间技术工作组不妨为委员会编写多年工作计划提供投入。尤其是委员会

不妨认定在编写多年工作计划时应考虑的正在出现的问题和重点。 

27. 如同文件家畜遗传资源管理全球战略实施的进展和进一步制定 – 活动报告10中

所述，工作组不妨注意到上一个两年度（2004-2006 年）全球战略的进展，并就任

何有待完成的活动提供咨询意见。 

28. 工作组不妨建议委员会： 

i. 根据世界状况进程的结果对全球战略加以调整，以便促进战略行动重点

的实施和监督； 

ii. 在第十二次例会上集中处理委员会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的工作和时间要

求，以便纳入动物遗传资源国际技术大会的结果。 

 

 
10   CGRFA/WG-AnGR-4/06/7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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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摘自委员会第十届例会的报告11

 

83. 委员会认为，秘书处应与粮农组织有关各处和跨学科行动重点领域合作，将

《多年工作计划》提交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审议。秘书处在编写第一份《多年工作

计划》草案时应征求各区域小组的意见，编写工作应考虑到动植物政府间技术工作

组在其专业领域的投入。然后秘书处应编写第二份草案供区域小组审议。将根据区

域小组的意见，编写最后草案提交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 

84. 请秘书处编写关于粮农组织内现有人力和财力资源的简要分析报告，支持粮

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各方面的工作，并查明差距。该分析报告应在委员会第十一届会

议之前尽早提供交成员。 

85. 近期重点应当是继续开展关于动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工作，适当重视粮食和

农业动物遗传资源工作，包括加强国家和区域一级的工作。 

86. 需要筹集粮农组织的正常工作计划和预算及人力资源，支持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认识到需要使重点与现有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匹配。必要时请粮农组织为

此目的筹措预算外资源。 

87. 委员会应支持实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88. 委员会应在其职责范围内加强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它相关组织的合

作。 

89. 在中长期内，委员会应履行其全部职责（大会第 3/95 号决议）。请秘书处编

写一份关于动植物之外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部门状况及需要的文件，包括粮食和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各个领域、对遗传资源保存和跨部门事项采取农业生态系统方

法、确定在这些领域粮农组织有关各处和跨学科行动重点领域的责任，并将其提交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然后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将就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作出决

定。 

90. 在其职责范围内，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应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第

1 项千年发展目标，即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以及第 7 项千年发展目标，即确保环

境可持续性。 

91. 秘书处和主席团应审议并向委员会报告提高委员会活动效率及效益的途径。 

 
11   CGRFA-10/04/REP，第 83-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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