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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使用的粮农组织数据来源如下：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为一网上多语种数据库，目前包括来自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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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粮农组织。	

22	 本段资料来源：Butzer、Y.	Mundlak	
和D.F.	Larson，2003，“东南亚行业	
间迁移：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
证据”，《农业与应用经济学杂志》	
第35期（增刊）第105-117页；	
I.	Coxhead和J.	Plangpraphan，1998，	
“泰国经济复兴与农业的命运”，
《TDRI季刊》第13（2）期：第15-24
页；P.R.	Fallon和R.E.B.	Lucas，	
2002，“金融危机对劳工市场、家庭
收入和贫困的影响：证据回顾”，	
《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第17（1）
期：第21-45页；以及S.	Kittiprapas，	
2002，《泰国金融及经济危机的社会
影响》。EADN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
社会影响区域项目，RP1-9（见http://
www.eadn.org/eadnrr.html）。

23	 参见K.B.	Richburg	，1998，“亚洲破
碎的命运：从兴旺到破灭的道路已到
尽头”。《华盛顿邮报》9月8日（见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
inatl/longterm/brokenlives/broken3a.
htm）；和A.	Jacobs，2009，“中
国担心移民从沿海涌入”。《纽约
时报》，2月22日星期一（见http://
www.nytimes.com/2009/02/23/world/
asia/23migrants.html?_r=1）。	

24	 Y.	Zhao，2002，“移民返乡的原因和
后果：中国最近的证据”。《比较	
经济学杂志》第30（2）期：第376-	
394页。

25	 F.	Bresciani、G.	Feder、D.O.		
Gilligan、H.G.	Jacoby、T.	Onchan和
J.	Quizon，2002，“经受风暴：东亚危
机对印尼和泰国农场的影响”。《世
界银行业界观察家》第17（1）期：第
1-20页；以及S.	Rozelle、J.E.	Taylo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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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的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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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注解 表2注解
关键信息

安全网的干预措施需要考虑对弱势群体的直接

影响，同时还对基本问题提出了可持续的解决

方案。作为双轨方法的短期支柱，安全网必须

使受益人变得更有信用，更有能力获得现代投

入并采用新技术，进而使他们能脱离对安全网

计划的依赖。要达到这些目标,，安全网必须与

较广义的社会援助计划更好地结合起来。城市

里的贫困人口尤其需要帮助，因为他们在粮食

危机中深受打击，而且现在很容易因为经济危

机而失业。

饥饿人口即使在粮食和经济危机之前已在增加。

这一事实说明，现行解决方案已不足以解决问

题，食物权方法在消除粮食不安全方面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为了使自己摆脱饥饿，粮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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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估计2009年全世界的营养不足人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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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是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WFS）以来，粮农组织第十份关于世界饥饿问题的进展报告。

报告突显了一个事实：即使在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饥

饿人口的数量已在缓慢而稳步地增长。然而，随着粮食和经济危

机的到来，世界饥饿人口的数量急剧增长。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暴发，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汇款、出口

收益、外国直接投资和外援下降的局面，从而导致就业和收入

减少。收入减少又因许多贫困国家国内市场至今仍然相对居高的

粮价而雪上加霜。结果是，贫困家庭被迫减少用餐次数，改吃营

养较低的食品，削减医疗和教育开支并卖掉资产。

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财政压力，但农业投资和安全网仍

然是有效减少粮食不安全的重要手段，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

如此。

1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在1990-92年至2015年间将营

养不足人数减半。

2 千年发展目标1，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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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以下的人口比例（营养不足）。

3  最新报告期系指2004-06年估计数，基准期为1990-92

年。对于那些在基准期内尚不存在的国家而言，1990-92

年的营养不足人口比例是以1993-95年的比例为基础，

而营养不足人数则以1990-92年人口数和该比例为基础。

各国都在定期修订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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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候修订，粮农组

织均对自己的营养不足估计数进行相应的修订。因此，提请

用户随时只参考同一期《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中估计数的

变化，避免对不同年份版本中报告的数据进行比较。

国名后的数字系指发生率类别（2004-06年营养不足人口

比例）：

[1]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 < 5%

[2]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为 5-9%

[3]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为 10-19%

[4]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为 20-34%

[5]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 ≥ 35%

数据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未列入本表。

* 目前/基准营养不足人数比率 —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比率 = 0.5

** 目前/基准营养不足发生率比率 — 千年发展目标比率 

= 0.5

*** 虽然未单独列出，但阿富汗和伊拉克（近东和北非）、

巴布亚新几内亚（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索马里（东

非）的临时估计数据已包括在相应的区域累计数中。发

达国家的数字已包括在世界估计数中。

****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在1990-92年还不是独立实

体，但前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营养不足人数及

比例估计数已包括在当时的区域和分区域累计数中。

符 号

−˙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小于5%。

na 数据不可计。

0.0 零或不足所示单位的一半。

ns 无统计学意义。

资料来源

总人口：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7。《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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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足：粮农组织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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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管理权益（占投票权股份10%或以上）而进行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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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显示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即流入报告国的外

国直接投资净额减去报告国流出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国

直接投资净额。数据按美元现值计。

5 经常帐目平衡为货物及服务净出口额、净收入和净转帐

的总和。

6 总储备额包括所持有的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由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持有的成员国储备以及所持有的

由货币管理部门控制的外汇。这些储备中的黄金价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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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统计（GFS）手册中将非金融资产归入了总收支中。

现金盈余或赤字与原来的总预算盈余最为接近（所缺少

的就是贷出额减去还贷额，目前已划入对金融资产的净

收购额的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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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 < 5%

[2]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为 5-9%

[3]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为 10-19%

[4]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为 20-34%

[5]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 ≥ 35%

阿富汗和伊拉克（近东和北非）、巴布亚新几内亚（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和索马里（东非）未单独列出。

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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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5年

c 2006年

d 2001年

e 2004年

f 2002年

na 无数据

资料来源

劳工汇款：世界银行（移民劳工组）。

其它金融指数：世界发展指数（互联网，2009年3月31日

获取）。

粮食指数：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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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提供了关于全球营养不足的最新统计数

据，并得出结论：营养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已经阻碍了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目标和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减少饥饿指标的进程。这一令人失望的事态因早

些时候的粮食危机和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而更加恶化，使得世界上营养不足

的人口自1970年以来首次超过了十亿。

本报告描述了经济危机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传输渠道，介绍了一系列的国

家案例研究，展示贫困人口如何奋力应对并非由他们自己造成的严重冲击。

这次危机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经历的危机有所不同，其原因有三：第一，这次

危机同时影响着整个世界；第二，危机紧随粮食危机而来，而粮食危机已经

使贫困人口的应对机制承受沉重的压力；第三，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发展中

国家现在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

当各国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时，双轨方法仍然是解决世界上持续增

加的饥饿问题的有效方法。要消除饥饿问题，增加对农业部门的投资、特别

是对公共产品的投资非常关键。此外，旨在保护赤贫和粮食不安全人口的安

全网是对上述投资的重要补充，因为在较长期投资的全面效果得以实现以

前，赤贫人口必须获得机会现在就要供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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