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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粮农组织有关制定千年发展目标接替框架进程的电子快报——《2015 年后发展议程》。在
本期快报中，我们着重阐述了粮农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最终“总结”会议的情况，介绍了
拟议中的一系列新举措并推出了粮农组织专门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而开发的新网页。 

———粮农组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团队 
 

 

自然资源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粮农组织告诉联合国工作组 

对地球上海洋、森林、山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管理“对于未来
的粮食安全、克服农村贫困和确保必不可少的环境服务来说至关重要”，
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 Eduardo Rojas-Briales 在 2 月 4 日纽约召开的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上如是表示。 

粮农组织林业部门领导 Rojas-Briales 先生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开
放性工作组全会上发言时，提醒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工商界领导人，
不可持续的管理模式对人类赖以为生的自然资源施加了“严重压力”。 

他表示“土地利用规划不完善、治理薄弱、金融投资匮乏以及气候变化加剧”等都对可持续性构成了威
胁。 

第 8 次即最后一次开放性工作组磋商周（2 月 3-7 日）还举办了多次早餐、午餐和晚间“平行活动”会议。 

粮农组织与成员国、联合国系统伙伴及其他各利益相关者密切协作，宣示了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
嵌入农村妇女、林业、山地、渔业和海洋等要素的重要性，强调了自然资源管理及粮食和营养安全与可持
续农业模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关联性。 

绿色增长，蓝色增长 

开放性工作组重点围绕海洋、森林、生物多样性、性别、和平构建和治理问题展开了辩论，参加工作
组讨论的还有 Arni Mathiesen （负责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助理总干事）、GerdaVerburg （世界粮食安全委
员会——粮安委——主席）和 Thomas Hofer （山地伙伴关系秘书处协调员）。 

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 Arni Mathiesen 在由德国代表团主持、由发展中小岛国、冰岛、新西兰、世界银
行和粮农组织共同组织的一次平行活动中敦促称， “要提升全球粮食安全水平和确保沿海和岛屿国家福祉，
需要对地球海洋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模式进行重大变革”。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menu=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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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变革的主体 

在题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突出关注妇女问题”（由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
粮署共同组织）的另一个平行活动中，粮安委主席兼荷兰常驻联合国罗马机构大使
GerdaVerburg 充满激情地呼吁“把农村妇女的需求全面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 

“数据，”她说“充分显示农村地区的妇女工作效率与男性毫无二致，但她们获取生
产性资源和机会的水平则较低。 

“农村妇女是活跃的经济主体，如能挣脱藩篱，就可以在消除饥饿和推动发展方面释放出巨大的前进动力。
在 2015 年后框架中突出关注农村妇女问题将催生巨大的积极变革。” 

开放性工作组现在将进入谈判阶段，在 9 月召开的高级别会议期间就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决定
并提交第 69 届联合国大会。 

 

影响 2015 年后议程的新事件  
今后几个月中的三项活动势必将对设计千年发展目标接替框

架的进程，即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施加更大的影响。 

在 2 月 7 日“总结”会议结束后（参见：共同主席报告），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将在 3 月至 7 月间进入谈判阶段，
着手制定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将于 9 月份在其报告中将这些
目标提交联合国大会。 

开放性工作组由 30 名成员构成，每个成员席位由一至四个成员国共享，计划将在 3 月 3-5 日、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5 月 5-9 日、6 月 16-20 日和 7 月 14-18 日召集会议。 

开放性工作组的八个专题磋商会（2013 年 2-6 月以及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都得到了联合
国机构编写的技术问题专题摘要的信息支持（参见：开放性工作组第 8 次会议及由粮农组织和环境署共同
牵头编写的专题摘要），也都举办了由“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担纲的平行活动，在新阶段中成员国将
在制定一系列目标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根据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成果文件（我们期冀的未来）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目标
应当“数量有一定限制，志存高远且易于沟通，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三个层面（社会、经济和环
境）”。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将在一个平行的 2015 年后动议中发挥突出作用，
该动议由联合国大会第 68 届会议主席 John Ashe 发起。  

在“2015 年后发展议程：搭建平台！”的主题之下，联合国大会主席将主持三个高级别活动，内容分别为：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menu=1680
http://www.fao.org/post-2015-mdg/background/open-working-group-o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en/
http://www.uncsd2012.org/content/documents/727The%20Future%20We%20Want%2019%20June%201230pm.pdf
http://www.un.org/en/ga/president/68/settingthestage/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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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3 月 6-7 日） 

• 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三方合作和信息通讯技术（5 月 20-21 日） 

• 人权和法治（6 月 17-18 日） 

以及关于以下内容的三次专题辩论： 

• 水、卫生和可持续能源（2 月 18-19 日） 

• 伙伴关系的作用（4 月 9-10 日） 

• 稳定和谐的社会对发展的贡献方式（4 月 24-25 日） 

在负责对各项活动提供技术指引的牵头联合国机构当中，粮农组织正在参与筹备所有三个高级别活动
以及有关伙伴关系作用以及水、卫生和可持续能源的专题辩论。 

在纽约开放性工作组第八次会议期间向全球民间社会代表进行的一次互动吹风会上进行发言时，John 
Ashe 强调了围绕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达成共识的重要性。 

“各位及所属的组织都是联合国的忠实伙伴，”Ashe 先生表示。“作为第 68 届大会主席，我认为我任内
最重大的任务或者说职责就是帮助这一至关重要的进程把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框架和内容构建好，以便
使普天民众能够生活有尊严，在各自的社会和经济中享有机会…… 

“我坚信，我们能够就一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走到一起来，这项议程将以消除贫困为核心，而且不论
是政府还是非政府主体都要在其中发挥真正的主导作用。” 

2015 年后议程的新磋商活动  

同时，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将在目前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的有关 2015 年后进程的第二轮磋

商中发挥重要作用。此轮新磋商侧重“实施手段”，将在联合国机构的总体领导下在国家一级展开。 

拟议主题是：  

•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本地化 

• 帮助强化能力和机构 

• 参与式监测、现有和新形式的问责制 

• 与民间社会和其他主体的伙伴关系；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 文化与发展 

粮农组织将从技术角度对两次有关伙伴关系的主题以及有关参与式监测、现有和新形式问责制的磋商
做出贡献。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4 月期间的初步 2015 年后议程磋商活动吸引了世界上 1300 多万人的参与。
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一道共同牵头进行了有关饥饿、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全球专题磋商，该次磋商的成
果凝练成为《马德里声明》并收入了题为“我们期冀的世界”的联合国报告（参见：百万心声）。 

 

http://www.un.org/en/ga/president/68/settingthestage/7csb.shtml
http://www.worldwewant2015.org/
http://www.worldwewant2015.org/
http://www.worldwewant2015.org/food2015
http://www.fao.org/fsnforum/post2015/sites/post2015/files/files/Synthesis_Report_Madrid_EN.pdf
http://www.worldwewant2015.org/bitcache/9158d79561a9de6b34f95568ce8b389989412f16?vid=422422&disposition=inline&op=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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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推出 2015 年后议程网页 www.fao.org/post-2015-mdg 

粮农组织推出了一系列专门针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成就的网页。  

这些网页主要包括新闻、访谈和各项活动，目的是在不断推进的以联合国
为主导的进程中为公众提供信息并与其进行互动，以便设计千年发展目标的接
替框架。 

这些网页对粮农组织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和活动进行了全面概述，内容包
括背景情况和联系方式、资源以及有关专门介绍粮农组织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开放性工作组的 14 个主题情况的版块。 

而且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渠道推出后，这些网页将使用户有机会随着进
程的进展参与讨论、进行互联和跟踪。 

 
 

 

 

  

http://www.fao.org/post-2015-mdg
http://www.fao.org/post-2015-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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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何在？ 
专门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农村妇女问题的在线讨论在获得良好的初期反响之后已延

期至 2 月 26 日。 

该磋商涉及的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第八次会议（2 月 3-7 日）的性别平
等和妇女赋权主题，在第一周中就收到了 30 多个回复。 

在由罗马三机构，即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纽约主持举办的一个平行活
动中，这一主题引发了热烈讨论；在该活动中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主席 Gerda 
Verburg （见上图）发表了充满激情的主旨讲话。 

由于评论络绎不绝，对话活动继续在线进行。这些评论主要包括对农村妇女困境的深入分析以及赋权能够带来的
裨益。 

鉴于性别平等是将于下月召开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58 届会议议程中的重要问题，我们因此延后了评论的截止日
期，请各位利用剩余时间交流观点。 

>> 点击此处参加讨论或阅读评论。 
 
 

 

 

小知识......? 
 

事实速览 

 虽然有 20 亿人受到一种或多种微量营养素缺乏的

影响，但在过去 30 年中肥胖率翻了一番。超重人
口达 14 亿，肥胖人口达 5 亿。(粮农组织，《粮食
及农业状况 2013》） 

 每四个五岁以下的儿童中就有一个因慢性营养不足

而发育迟缓。据估计有 20 亿人受到微量营养素缺

乏或称“隐性饥饿”的影响。（粮农组织，《粮食及
农业状况 2013》） 

 

 

链接 

•  粮农组织 2015 年后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网页 

• 联合国妇女署——2015 年后议程 

• 联合国大会——2015 年后发展议程：搭建平台！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 年后议程 

• 2015 年后议程政策与实践 

•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有关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2015 年后议程全球专题磋商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menu=1549
http://www.fao.org/cfs/cfs-home/en/
http://www.unwomen.org/en/csw/csw58-2014
http://www.fao.org/fsnforum/forum/discussions/rural-women-SDG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a/2013/en/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a/2013/en/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a/2013/en/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a/2013/en/
http://www.fao.org/post-2015-mdg/home/en/
http://www.unwomen.org/en/what-we-do/post-2015
http://www.un.org/en/ga/president/68/settingthestage/index.s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mdgoverview/mdg_goals/post-2015-development-agenda/
http://post2015.iisd.org/
http://www.fao.org/fsnforum/pos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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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  

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论坛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  
Post-2015-Development-Agenda@fao.org 

 

http://www.fao.org/fsnforum
http://www.fao.org/fsnforum
mailto:fsn-moderator@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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