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 战

人均粮食产量连续几十年

下降之后，非洲和非洲农业现

已出现一种新的乐观前景。在

许多国家中，农业乃至整个经

济的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武

装冲突有所减少，区域和次区

域机构正在得到加强，商业环

境的发展取得了良好进展。人

们普遍认为，得益于丰富的自

然资源即土地和水资源，非洲

农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针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改

善，以及尤其是由农业“税

收”的减轻和全球价格的上涨

所产生的价格刺激，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农业作出了积极的响

应。整个非洲的负保护率从

1975－1979年的-20%左右改善

到本十年前五年的不到-10%，	

并在2005年接近于零。然而，	

假如没有协调一致和目标明确

的政策行动和大量投资，非洲

农业的积极前景不会成为现

实，要想农业持续增长和大大

减少营养不良和贫困就尤其	

如此。

需要克服的挑战众多，包

括技术鸿沟不断扩大，基础设

施薄弱，技术能力下降，投入

和产出销售系统及相关市场服

务差，区域一体化进展缓慢，

一些国家存在治理和体制缺

陷，冲突频发，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发病率高而	

普遍。

提高开发、应用先进农业

技术和政策的能力，加强农

民获取水资源和现代化投入物	

（优质种子、化肥等）的手

段，建设农村基础设施（道

路、储存设施等），引导小农

进入市场，帮助他们适应新情

况和提高生产力，增加农村就

业机会，降低风险和脆弱性，

尤其是降低极端天气事件和价

格波动风险及相关脆弱性，增

加获取信贷、资产和技能的手

段等等，都将是确保农业和农

村发展与减贫工作齐头并进所

需采取的重点行动。这些行动

需要公共和私营投资。

问 题

自然资源

尽管整个非洲大陆自然水

源供应充沛，但这种丰度的分

布并不均匀，非洲迄今未能通

过灌溉和改善水资源管理（集

水和蓄水）来加强其农业生

产。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水资源

得到利用的不足4%，适合雨育

作物生产的土地总面积只有四

分之一用于生产。如果管理得

当，并借鉴其他地区吸取的经

撒哈拉以南非洲－挖掘潜力

农业生产指数 (1960＝100)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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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训，例如，使巴西塞拉多

获得大幅度增产的革新，湿润

的亚热带稀树大草原农业生态

具有增加作物和畜牧生产的巨

大潜力。粮农组织估计，潜在

的适耕土地面积可增加7亿多公

顷。但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

为了开垦新农田，需要在基础

设施和技术方面，以及为避免

潜在不利环境影响而采取适当

保障措施方面大量投资。

技 术

非洲实现农业生产率增

长的一个根本挑战，是农业生

态环境和耕作系统及其生产的

主粮品种众多。撒哈拉以南非

洲依靠高产品种取得的产量增

长远远低于其他地区，部分原

因是投入物和产出市场、推广

服务以及基础设施薄弱。鉴于

非洲部分地区的气候、基础设

施、资本和劳力状况，保护性

农业可成为一个可行的补充性

备选方案。此外，还可以在各

级应用高级遗传学、饲养系

统、动物卫生管理和其他畜牧

业、生产和产品加工技术，采

用缩小动物生产的重大差异的

各种备选方案。迄今为止，这

些备选方案的实施因上、下游

机构薄弱而受到限制。同样，

通过利用因地制宜的适当技

术，非洲地区具有重大的渔业

和水产养殖潜力。

小农的前景

小农农业是非洲农业组织

的主导形式。因此，农业增长

（尤其是主粮的增长）与减轻

饥饿和贫困的工作将与小农农

业的增长密切相关。然而，粮

食体系正在向全球一体化、日

趋知识化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链

转变。更廉价的资本、新技术

的采用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增

加，都成为有利于农场最佳规

模朝着有利于大农户的方向发

展的因素。结果可能是到时农

场平均规模扩大，土地归整，

农业商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人

口可能被迫迁出。在此过程

中，小农将承受适应性压力。

这表明迫切需要因地制宜加强

小农能力的各种计划和政策，

提高小农生产力，增强其竞争

力，使其能够进入活跃的国家、

区域和国际市场部门。还应增

加有利于小生产者的投资。

  对于整个非洲大陆，直到2008年经济增长远远高于5%，撒哈拉以

南非洲高于5.5%。自2000年以来，这一增长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

为动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增长率超过3.5%，大大高于当前2%的人口

年增长率。

  然而，2004－06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2.12亿人口即总人口

的大约30%受慢性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影响。由于粮价高涨和经济

危机，估计这一数字已于2009年增加到2.65亿。五岁以下儿童大

约38%受慢性营养不良的影响。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预计将从2005年的7.7亿左右增至2050年

的15至20亿。尽管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的绝对数

量也很可能继续增长。

  该地区谷物产量几乎没有增长，仍然是每公顷1.2吨左右，而发展

中国家总体平均每公顷产量约为3吨。

  撒哈拉以南非洲2007年化肥消费量仅为每公顷5千克，而中东和

北非地区为62千克，南亚为127千克，南美洲为152千克。

  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耕地灌溉率仅为4%，而全球为20%左右，亚洲

为38%。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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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营养安全相联系

在实际摄入量与理想摄

入量差异最大、营养不足率最

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缩小营

养差距势在必行。改善粮食安

全必须与改善营养安全齐头并

进，后者关系到粮食生产、消

费和生理需要的“质量”成

分。为了缩小营养差距，必须

为研究提高作物的宏量和微量

营养素含量，加强推广服务，

增加可用于加强作物多样性和

膳食多样性的相关食物知识等

进行投资。

资本和投资水平低

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投

资严重不足。这既反映了投资

的不足，又反映了该地区农村

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农业生产

价值链的开发和支持服务投资

不足，可能对多数穷人和饥饿

者的粮食安全产生严重不利影

响，他们生活在农村地区，直

接或间接地依靠农业维持生

计。目前，迫切需要对支持农

业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对研究

与推广、农村道路、大型水资

源项目、教育以及保健等大量

投资。有利的投资环境需要有

良好运作的机构，有效分配和

保护产权，促进贸易，降低风

险并推动集体行动。

进口依赖

近几十年来，非洲许多最

不发达国家日益依赖粮食进

口。这种依赖本身或许并非一

个严重的问题，只要能够发展

其他出口部门来创造收入来支

付粮食进口费用，同时世界市

场粮食商品的供应和稳定又得

到保障。这些国家的消费者

可能受益于尤其是富有国家农

业补贴所导致的进口粮食的低

廉价格。然而，最近的价格暴

涨表明这种状况极不稳定，与

此同时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农民	

（尤其是小农）在力图随着价

格的上涨而扩大生产时所面临

的挑战。这还表明这些国家存

在供应侧制约因素。撒哈拉以

南非洲实现粮食安全的结构性

方法，是提高其农业生产和生

产力，尤其是提高小农和农村

家庭的农业生产和生产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约65%的农田靠手工耕作，25%依靠挽畜，不足

10%依靠拖拉机。至2050年的预测表明，拖拉机动力的使用将比

所有其他区域落后约50%。

  收获后损失大成为非洲农业生产的特点，谷物、豆类和油脂的收

获后损失高达15%，块根块茎高达30%，一些水果和蔬菜高达40%

。就谷物而言，遭受的损失每年达1700万吨左右。

  高级遗传学、饲养系统、动物卫生控制和其他生产技术的采用，

推动了畜牧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供应城市中心的

养禽、养猪和乳制品行业，以及一些温带高地地区。然而，畜牧

生产率总的来说仍然较低。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森林维系着千百万人的生计，他们的日常生存

依靠森林提供的服务，森林成为十分重要的碳汇和生物多样性区

域。非洲拥有全球16%的森林面积，原木产量占全球的大约19%

（2006年）。薪柴占原木产量的90%左右。非洲林业附加值总额

为140亿美元。

  撒哈拉以南非洲现仅占全球水产养殖产量的1.2%，为60万吨。

小农场和大农场的交易成本优势

来源：Poulton等，2005年

小农场 大农场

非熟练劳动力的监督、激励等 X

本地知识 X

粮食购买和风险（生计） X

熟练劳动力 X

市场知识 X

技术知识 X

投入物购买 X

金融和资本 X

土地 X

产出市场 X

产品可追溯性和质量保证 X

风险管理 X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预计将通过日

益频繁的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

气事件，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

农业、林业和渔业产生负面影

响，但同时也将为降水和其他

气候参数可能因此得到改善的

某些地区创造新的机遇。还有

一些机遇来自可能的碳贸易和

碳补偿。根据气候变化政府间

委员会，撒哈拉以南非洲雨育

作物的单产到2020年可能下降

50%。气候变化应当纳入一般农

业议程和减轻风险的议程，而

农业技术的开发能力应得到加

强。尤为关键的是需要开发能

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的

作物和牲畜品种，推动增加土

壤有机质和土壤覆被以加强抗

旱抗洪能力的革新。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非洲未能像其他发展中国

家一样取得快速增长，留下了

一个充满贫困和饥饿的摊子。

低增长不仅减少了可投入基础

设施、农业发展、卫生、教育

和营养事业的国内资源，而且

还加剧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危机，出现贫困与疾病的恶性

循环。在农村地区，艾滋病病

毒和艾滋病使农村劳动力大大

减少，生产进一步下降。此

外，由于小农过早死亡，死前

未能向其子女传授重要的农业

技能，许多农村社区中知识的

代代相传受到干扰。

制度改革

非洲最贫困国家的国家农

业机构尤其薄弱。机构需要得

到加强，向农民提供支持，改

善国家和地区市场的运作（即

投入物、产出、管理、风险管

理、信息、组织和合作社框架

等的运作），管理气候和其他

风险。政治稳定与和平仍是需

要关注的问题。

粮农组织2050年如何养活世界
高级别专家论坛（2009年10月
12-13日, 罗马）提出的政策问题

 	鉴于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

就业、创收和出口创汇的重

要贡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发展努力应当最优先重视农

业。还应特别重视多数贫困

和粮食不安全者居住的农村

地区。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成为制定农业促进战略和计

划的焦点。该计划正在改变

农业发展的规划和供资方

式，它由非洲政府和非洲联

盟领导，由不同的利益相关

方共同参与。该计划认识到

农业的复杂性，因而农业发

展有多个起点。目前正在作

出重大努力，使这一远景转

变为国家计划和项目。

 	当前必须与小农共同努力，

改善其市场准入，包括投物

和产出的市场准入，增加其

获取信贷的手段，以提高其

生产力和收入。然而，随着

农业的产业化和全球化，未

来全职小农可能减少，大型

生产单位耕种的土地可能	

增加。

 	非洲农业生态系统比其他区

域多，因而耕作类型也比其

他地区多。因此，非洲的绿

色革命将不同于亚洲发生的

绿色革命。

 	非洲环境类型众多，这可能

意味着其研究所需的投资也

较多。政府需要为研究投入

更多的资金，既确保能够开

展充分的研究，又确保研究

议程由国家和地区主导。

 	虽然人们日益意识到非洲需

要依靠其本身的资源来发展

农业-如同亚洲国家上一代人

所做的那样-但非洲与世界其

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条件令人

十分关注。经合发国家农民

的补贴和贸易限制，仍然影

响着非洲农民在国内市场和

出口市场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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