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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1.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生物，在食物价值

链的每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 年举行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以

下简称“遗传委”）第十一届例会正式认可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对提供生态系统

服务、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重要贡献，并将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遗传资源作

为一项工作进程纳入其《多年工作计划》。 1十年后，遗传委的最近一次例会请粮

农组织起草未来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工作的工作计划草案。 2 

2. 本文件简要概括了遗传委过去十年来在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领域的活动，

并提出遗传委未来在该领域工作的工作计划草案，供工作组审查。 

II. 背景 

3. 遗传委第十二届会议审议了两个简要的范围界定研究。这两个研究说明了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提供的与粮食和农业有关的主要功能和服务。 3遗传委强调有

必要评估粮食和农业相关微生物的现状和趋势，要求粮农组织开展定向评估，尤

其是评估土壤微生物、生物防治剂和植物病原体的保护和利用状况和趋势，尤其

在涉及重要作物方面。 4遗传委还要求粮农组织准备关于微生物在反刍动物消化、

涉农产业过程和食品加工中发挥的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以及粮食和农业无

脊椎动物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综合状况与趋势。 5 

4. 遗传委第十三届例会欢迎在筹备定向评估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注意到两项

关于气候变化对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的作用的研究。 6遗传委还欢迎将微

生物和无脊椎动物纳入《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遗传委同意在今后审议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全球评估的筹备工作，并考

虑今后成立一个关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遗传资源的政府间技术工作组。 7 

5. 遗传委第十四届例会注意到一系列全面的背景研究文件，这些文件研究了

微生物在食品加工过程 8、涉农产业过程 9和反刍动物消化 10中的作用，以及无脊

椎动物在稻谷生产 11和根茎作物系统中的作用。 12 

                                                 
1 CGRFA-11/07/Report，附录 E。  
2 CGRFA-16/17/Report，第 78 段。  
3 CGRFA-12/09/15.1 和 CGRFA-12/09/15.2。  
4 CGRFA-12/09/Report，第 60 段。  
5 CGRFA-12/09/Report，第 63 段。  
6 第 54 号和第 57 号背景研究文件。  
7 CGRFA-13/11/Report，第 92 和 94 段。  
8 第 65 号背景研究文件。  
9 第 64 号背景研究文件。  
10 第 61 号背景研究文件。  
11 第 62 号背景研究文件。  
12 第 63 号背景研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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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遗传委第十五届会议回顾了其在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方面的工作，重申微

生物和无脊椎动物遗传多样性对可持续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性，包括传

粉媒介的作用。遗传委同时指出，食品加工过程所使用的细菌、酵母和真菌的遗

传多样性有必要纳入遗传委今后的工作中。 13遗传委强调该报告需要处理与微生

物和无脊椎动物有关的问题，并呼吁粮农组织所有成员在编写国家报告的过程中

提供相关信息。 14遗传委还要求，粮农组织在报告提交遗传委后审查其微生物和

无脊椎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的规划情况。 15在审议《世界粮食和农业水生

遗传资源状况》报告草案的过程中，遗传委也提到了《水产养殖中当前和可能使

用的微生物遗传资源》主题背景研究草案 16。 

7. 遗传委最近一次例会要求秘书邀请各国就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未来可持续利用

和保护工作计划草案的制定提出意见。粮农组织通过 2017 年 5 月 22 日的 C/CBD-7 号

国家通函邀请成员和观察员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提供书面意见。遗传委还要求

粮农组织结合《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的发现以及成员和观察员

意见等其他有关资料起草工作计划草案，提交工作组和遗传委在下一届会议上审议。17

遗传委同时重申以蜜蜂为代表的传粉媒介的重要性、与反刍动物消化、食品加工和

涉农产业过程相关的微生物的重要性、生物防治剂的重要性以及土壤微生物和无脊椎

动物的重要性，并要求将这些关键分组体现在工作计划草案中。18遗传委强调，粮农

组织需要继续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倡议建立伙伴关系来动员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专家，

并要求粮农组织将此体现在工作计划草案中。 19 

III. 粮食和农业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工作计划草案 

a. 目标 

8. 当前正在开展的与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倡议、计划和活动中，

许多都含有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内容。粮农组织通过“全球土壤

伙伴关系”和“可持续农业传粉服务全球行动”向各国提供指导和技术咨询，为

各类土壤问题和传粉问题的决策过程提供支持。粮农组织为《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设立的各项国际性传粉媒介 20和土壤生物多样性 21倡议的实施提供支持。

此外，粮农组织长期以来通过其“有害生物综合防治计划”开展实地生物防治工作。 

                                                 
13 CGRFA-15/15/Report，第 66 段。  
14 CGRFA-15/15/Report，第 67 段。  
15 CGRFA-15/15/Report，第 69 段。  
16 Russell T. Hill，《水产养殖中当前和可能使用的微生物遗传资源》。草案（2017 年 1 月）  
17 CGRFA/16/17/Report Rev.1，第 78 段。  
18 CGRFA/16/17/Report Rev.1，第 79 段。  
19 CGRFA/16/17/Report Rev.1，第 80 段。  
20 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 VI/5 号决定，附录 II。  
21 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 VIII/23 号决定。  

http://www.fao.org/3/a-bt49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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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等其他组织也为

加强知识基础做出重要贡献，促进更好地制定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微生物和无脊椎

动物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政策。IPBES 关于《传粉媒介、传粉与粮食生产》

的评估报告 22催生了广泛的后续产品、行动和政策举措，包括不断出台的以评估成

果为依据制定的国家传粉战略和行动计划。 23粮农组织是 IPBES 的四个联合国协

作伙伴之一。 

10. 自 2007 年以来，遗传委稳步加强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领域的工作，上文已有

总结。大型无脊椎动物是水产养殖和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全球产量的 23%

和 15%），《世界粮食和农业水生遗传资源状况》报告中有详细描述，今后将纳入

后续重点行动当中。该进程还涵盖微藻等水生微生物。此外，在遗传委指导下编写、

将于 2018 年底前定稿并发布的《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修改草案

的内容也包括土壤微生物、传粉媒介、生物防治剂的利用和保护以及据信有利于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发挥生态系统服务作用的管理方式。 

11. 附录所列遗传委工作计划草案的目标是： 

i) 整合遗传委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有关的活动和

进程，并以协调统一的方式规划未来在该领域的活动； 

ii) 提高人们对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对生态系统功能、生产系统的抵御

能力和可持续性、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这方面的知识

和理解； 

iii) 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政策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推动微生物和

无脊椎动物的普及，以促进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及其可持续管理；以及 

iv) 加强粮农组织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倡议的合作，以动员与微生物和

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相关的专家，并明确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b.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评估/管理面临的挑战  

12. 尽管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粮食

和农业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但关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多样性、功能和分布

的资料参差不齐，很多时候非常有限而零散。不仅如此，报告修改草案还确认，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对粮食和农业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相关研究的资金上还是在相

关政策和决策制定过程中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22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 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

平台关于传粉媒介、传粉与粮食生产的评估报告。S.G.Potts，V. L. Imperatriz-Fonseca 和 H.T.Ngo，（编）。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秘书处，德国波恩。  
23 更多信息可查询：www.ipbes.net/deliverables/3a-pollination。  

https://www.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pdf/individual_chapters_pollination_20170305.pdf
https://www.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pdf/individual_chapters_pollination_20170305.pdf
http://www.ipbes.net/deliverables/3a-pol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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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物种的分类学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与植物、动物、林业和渔

业部门的物种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包含的物种相对较少，且人们对其分类的了解

通常较为透彻。因此，各“部门”的物种和品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管理，保护策略

等也能够以单一物种为基础。而对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考虑到其物种数量之

庞大、这些生物的分类学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广泛、以及鉴于此采用分物种管理

的方式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之巨大，这种管理方式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难。 

c. 关注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功能分组 

14. 相较于关注生物本身的管理策略，对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而言，效率更高

也更有效的管理策略依赖于一个关注它们所发挥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整体性

框架以及各种有利于他们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管理方式。 

15. 因此，附录给出的工作计划草案建议将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按功能进行分组，

采用遗传委最近一次会议明确的分组方式，并参考遗传委此前关于微生物和无脊

椎动物的工作：传粉媒介，特别是蜜蜂；土壤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生物防治剂；

与反刍动物消化有关的微生物；与食品加工和涉农产业过程有关的微生物。 24 

16. 考虑到近来全球层面在土壤生物多样性 25和传粉 26方面的活动和进展，遗传

委或希望乘此势头，首先处理这两个分组。但是，遗传委也可决定考虑其他功能

分组，例如用作人类食物和动物饲料膳食成分的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包括可食用

真菌。在水产养殖和渔业生产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大型无脊椎动物将排除在这一功能

分组以外，因为此类动物已包含在《世界粮食和农业水生遗传资源状况》报告之中，

而没有包含在该报告中的水生微生物（微藻和浮游动物）则可以纳入功能分组。 

17. 除此之外，工作计划草案建议每届遗传委会议处理一个功能分组。考虑到

可用的人力和财力有限，一次性处理所有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可能目标过高。还

需注意的是，不同的功能分组需要的知识专长极为不同。 

d. 主要活动 

18. 报告的修改草案以及遗传委各成员针对报告草案和C/CBD-7号国家通函提出的

意见强调了以下需要： 

i) 制定国家基线，尤其是针对土壤微生物、无脊椎动物和传粉媒介； 

ii) 加强对于生产系统内或围绕生产系统的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各物种

功能的了解； 

                                                 
24 CGRFA/16/17/Report，第 79 段。  
25 例如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和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的《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地图集》的编制；全球

土壤伙伴关系与其政府间土壤技术小组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承诺；粮农组织和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

之间的战略联盟，包括计划在 2020 年举办一场国际性专题研讨会。  
26 例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对传粉媒介、传粉和粮食生产主题评估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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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评估管理方式对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影响，

以及对于它们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寻找和验证最为有益的

方式； 

iv) 将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纳入地方和国家层面现有

的政策和规划进程，并将这些进程纳入国家核算和报告系统；以及 

v) 加强伙伴关系并规范化，改善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有关的知识和最佳做法。 

19. 根据这一分析，工作计划草案建议按照以下方式处理每个功能分组： 

i) 总结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保护和利用的现状与趋势，依据是遗传委

此前的工作，现有文献，以及视情况进行的公开调查。公开调查还可用来

汇总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保护和利用的最佳做法； 

ii) 寻找与该功能分组最相关的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明确具有

合作可能的战略领域；以及 

iii) 通过与遗传委有关工作组协商，明确不足与需求，以及遗传委与其

成员解决这些不足与需求的可能性。 

e. 伙伴关系 

20. 工作计划草案建议与参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组织合作

实施。只要有需要，《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国际

农业和生物科学中心（CABI）和国际生物和综合防治组织（ IOBC）等合作伙伴

应当随时参与工作计划的具体活动。 

f. 时限 

21. 工作计划草案建议遗传委每个休会期处理一个功能分组。这意味着遗传委

将在第十八届例会（2021 年）上考虑确定的第一个功能分组。 

22. 工作计划预见其将定期审查，第一次审查将于遗传委第十九届例会（2023年）

进行。届时，遗传委可以根据汲取的经验教训或新的进展改变微生物和无脊椎动

物遗传资源分组的处理顺序，或调整每个功能分组下开展的一些活动。 

IV. 征求指导意见 

23. 请工作组视情况审查和修改附录提出的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

保护工作计划草案，尤其是确定的功能分组清单以及遗传委审议这些分组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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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粮食和农业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工作计划草案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生物，在食物价值链的

每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自 2007 年起，遗传委的《多年工作计划》认可微生物

和无脊椎动物对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重要贡献。 

根据遗传委的指导意见，对各类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及其对粮食和农业的贡献

的定向评估得以筹备。 

目标 

工作计划的目标是： 

i) 整合遗传委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有关的活动和

进程，并以协调统一的方式规划未来在该领域的活动； 

ii) 提高人们对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对生态系统功能、生产系统的抵御

能力、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解； 

iii) 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政策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推动微生物和

无脊椎动物的普及，以促进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促进可持续管理；以及 

iv) 加强粮农组织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倡议的合作，以动员与微生物

和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相关的专家，并明确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以加强该领域的合作。 

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功能分组 

遗传委将在今后会议中按以下顺序处理下列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功能分组： 

遗传委第十八届会议 传粉媒介，特别是蜜蜂 

遗传委第十九届会议 土壤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 

遗传委第二十届会议 用作食物/饲料膳食成分的生物 

遗传委第二十一届会议 生物防治剂 

遗传委第二十二届会议 食品加工和涉农产业过程 

遗传委第二十三届会议 与反刍动物消化有关的微生物 

主要活动 

遗传委将在以下工作的基础上处理每个功能分组： 

• 总结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保护和利用的现状与趋势，依据是遗传委此前的

工作，现有文献，以及视情况进行的公开调查。公开调查还可用来汇总微生物

和无脊椎动物保护和利用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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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与该功能分组最相关的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明确具有合作

可能的战略领域； 

• 分析不足和需求，以及遗传委与其成员解决这些不足和需求的可能性。 

伙伴关系 

本工作计划将与参与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组织合作实施。 

审查 

本工作计划将视情况在遗传委第十九、二十一和二十三届会议上审查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