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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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中，我们将专题介绍粮农组织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 14 个优先主题而提出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建议，听取自然资源事务副总干事 Maria Helena Semedo 在视频采访中对粮农组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侧
重点的阐述，还将重点介绍参与该进程的五种创新途径。
——粮农组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团队

我们上推特了！
请到@FAOpost2015 跟随我们，我们在推特上介绍粮农组织为帮助决定下一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开
展的所有活动的情况。

粮农组织发布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个主题的具体目标和指标建议
为支持整个联合国系统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进程，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了本组织所侧重的 14 个主题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建议。
在 4 月份罗马三机构（RBA）——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发布的
共同具体目标和指标的基础上，这 14 个主题不但包括了罗马三机构的共同
领域，例如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同时也扩展到粮农组织更广泛的
职责领域，涉及农村贫困、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
这些主题把握了粮食安全与新议程优先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点明了在消除饥饿和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到 2050 年从 70
亿增长至 90 亿的世界人口提供食物方面所需特别关注的领域。
参阅：
粮农组织的 14 个主题
具体目标和指标
粮农组织的这 14 个主题是：粮食安全和食物权；营养；消除贫困；适应力；社会保护；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和遗传；能源；渔业、水产养殖和海洋；森林和山地；土地和土壤；可持续农业；权属；及水。
这些主题的相关具体目标既十分宏伟也现实可行并具有普遍相关性，而各项指标也能满足相应条件，包括与各国国情
相符的数据可用性和适用性。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MDGs）到 2015 年年底将实现既定具体目标，目前联合国各成员国正在就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开
展讨论，以便在 2014 年 9 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议。然后各国政府将进行谈判，直至 2015 年 9 月
宣布千年发展目标的后续框架。
粮农组织一直通过在与其职责相关的领域提供技术专知的方式支持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 2015 年后发展议
程。

视频： 可持续性意味着人与地球的结合 – 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Maria
Helena Semedo
粮农组织自然资源事务副总干事 Maria Helena Semedo 概要
阐述了粮农组织在 2015 年后进程中的作用。
观看采访视频
她着重阐述了 2000 年以来世界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
的贫困和饥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的
不同特点。
粮农组织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一道，向联合国成员国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在 2015 年底千年发展目
标到期之前就新的目标做出决定。
她表示，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是 2015 年后议程的核心所在；她继而阐述了粮农组
织的侧重点（包含在 14 个主题之中）如何着眼于确保人与地球的持久和谐。

联合国开放性工作组发布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稿
联合国大会（UNGA）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开放性工作
组（OWG）发布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建议的
“预稿”文件。
这份新文件在 5 月 5-9 日召开的开放性工作组第 11 次会议
上讨论的 16 个重点领域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个有关“减少各国
之间的不平等”的总体目标。
参阅：
目标和具体目标建议的预稿
共同主席通函
在致联合国成员国常驻代表的通函中，开放性工作组共同主席 Macharia Kamau（肯尼亚）和 Csaba Kőrösi（匈牙利）
还宣布了成员国之间非正式磋商的日期（6 月 9-11 日），以便“听取各代表团对预稿的初步意见”。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工作组下次会议安排在 6 月 16-20 日，最后一次会议 7 月 14-18 日；预计工作组将在 2014 年 9 月的联大第 68 届会议
上提出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目标。
开放性工作组向联大的报告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最终文件（我们期冀的未来）所要求的，预计该报
告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综合报告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联合国秘书长的综合报告则是有关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最终成
员国谈判的基础。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会议凸显对罗马三机构具体目标的关注
在 5 月 5 日和 7 日由罗马三机构（RBAs）在纽约主持召开的
会议上，可持续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是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成员在纽约的代表以及民间社
会代表之间探讨的话题。
这些会议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第 11 次会议期间
召开的，为围绕开放性工作组重点领域 2 项下的具体目标建
议开展讨论提供了一次机会，而罗马三机构在联合国技术支持
团队框架中在为重点领域 2 提供意见和建议方面开展了合作。
参阅：
罗马三机构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粮安委主席台成员亚美尼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瑞士驻纽约代表在第一个会议上赞赏罗马三机构为该进程做出
的技术贡献，然后来自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的官员与来自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Biovision、救助儿
童会、千年研究院和非传染性疾病联盟（NCD）的代表在两天后的另一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对于粮食和农业届来说，这种非正式会议和交流极为重要，”Biovision 的代表 Michael Rütimann 表示。“罗马三机构
2014 年 3 月提出的具体目标和指标在重点领域 2 中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有益的作用。我们一定会以这些具
体目标位基础并继续努力为向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转型大声疾呼。”
这些会议有助于罗马三机构吸引不同各方参与该进程。
“粮农组织认为重要的是要让所有有关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表达各自观点，而且让参加议程谈判的决策者听到他们的
声音，”粮农组织 2015 年后议程联络人 Boubaker Ben-Belhassen 说，“为此，我们正与与广泛的伙伴开展合作并欢迎在
今后几个月中开展进一步讨论。”
罗马三机构目前计划参加由 Biovision、千年研究院和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高级别政策论坛期间组织的一次有关小规模
粮食生产者和家庭农户的会外活动，高级别政策论坛将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9 日在纽约召开。

参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五种途径
随着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谈判逐渐进入决定性阶
段，我们谨向青年人和公众介绍参与新的全球发展目标制定进程的
一些创新性手段。
联合国举措
我的世界 – 人们需要什么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期冀的世界 2015 年政策与战略团体”启动了有关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全球对话”的新分析方法。“趋势”页面包括
交互式地图，用户可以按国别、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不同而细分的主要优先重点，还包括一个可视化工具，目的是
使得该平台具有“更好的用户友好性且更易于访问，便于民众对数据加以利用”。
The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全球青年伙伴关系
该举措借助“群众外包”寻求公众参与起草有关青年问题具体目标的专门文本，用于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提供意见和
建议。
2015 年后议程在线学习课程
标题为“2015 年后发展议程导引”，这是联合国训研所苏格兰培训中心提供的一个专门针对 2015 年后议程的电子学习
课程。

非联合国举措
青年塑造未来指南： 一个有关如何在 2015 年后议程中与主要影响者分享调研成果的综合性工具包和技巧。
南方心声计划： 南方智库就全球发展议程交流观点的平台。

小知识……

事实速览

目前世界人口中仅有五分之一享受充分的社会保

在 30000 中可食用植物中，仅 4 种——小麦、稻

护。另有 30%部分享有但不充分，世界人口还有

米、玉米和马铃薯——就提供了世界人口热量摄入的

半数不享有社会保护。

60%。仅利用如此少量的物种增加了农业系统的脆弱
性并使粮食安全和营养面临风险。

链 接
粮农组织 2015 年后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网页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
超越 2015 年
联合国大会 –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搭建平台！
国际粮食安全与营养民间社会机制
世界农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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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