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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三 届 会 议  

2016 年 7 月 18－22 日，罗马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后续行动  

 

内容提要 

2014 年 11 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上通过了《罗马宣言》

及《行动框架》，再次重申自身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承诺，以便消除一切形式

的营养不良，改革粮食系统，为所有人提供富有营养的食物。林产品能提供主食、

蛋白质和富含微量元素的食物，从而直接满足人口的营养需求。森林提供的薪柴

是一种可用于食物加工和水消毒的重要能源。此外，林产品对弱势家庭而言还是

一种安全网，尤其在缺粮季。粮农组织已启动一系列活动，支持成员国加大林产品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I.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背景 

1. 由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于 2014 年 11 月

19－21 日在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召开。作为一场高级别政治盛会，它是首次

专门讨论 21 世纪世界营养问题的全球性政府间论坛。 

2. 召开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目的是：(i) 回顾 1992 年国际营养大会以来的进展，

应对新挑战和新机遇，寻求改善营养的政策方案； (ii) 促使粮食、农业、卫生和

其它部门携手合作，让相关部门政策相互协调统一，从而以可持续的方式改善营养；

(iii) 提出适应性强的政策方案和体制框架，在可预见的将来充分应对重大营养挑战；

(iv) 鼓励加大粮食、农业、卫生和其它部门之间的政治和政策连贯性、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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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性和合作性；(v) 为改善营养动员政治意愿，筹措资金；(vi) 为在近期和中期

开展营养领域的国际合作确定优先重点。 

3. 共有 2 200 名代表参会，其中包括 164 个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成员国、政府间

组织以及议会、民间社会组织和私有部门组织的代表。参会的高级别代表包括 85 位

部长和特别嘉宾。 

4. 大会通过了《营养问题罗马宣言》（http://www.fao.org/3/a-ml542e.pdf）以及

与之配套的《行动框架》（http://www.fao.org/3/a-mm215e.pdf）。各国领导人借此

重申自身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承诺，以便消除营养不良，改革粮食系统，为所有人

提供富有营养的食物。 

5. 2016 年 4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70/259 号决议，正式启动“联合国

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决议指定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共同牵头，与

相关机构、机制、平台、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实施“营养行动十年”相关活动。

决议还呼吁各国政府、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私有部门和学术界积极支持

“营养行动十年”相关活动，包括通过自愿捐款加以支持。 

II.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成果文件与林业委员会的相关性 

6. 当前全球营养形势的特征为食物不足发生率高（7.95 亿人受影响，粮农组织

2015），微量元素缺乏症普遍，超重和肥胖率持续上升（19 亿人）。约 20 亿人，

相当于世界总人口近 30%，患有一种或多种微量元素缺乏症。到 2030 年，预计慢性病

将给全球生产力造成 35 万亿美元的损失（Nugent，2011）1。在非洲和亚洲，仅营养

不良一项每年就将使经济总量减少 11%（Horton 和 Steckel，2011） 2。 

7. 如本文第三部分细述，林产品有助于满足一大部分农村人口的营养需求，

尤其是提供烹煮食物时所需的薪柴、满足食物能量摄入所需的食用林产品以及富含

蛋白质、微量元素的食物，从而为健康的膳食做出贡献。因此，《罗马宣言》和

相关《行动框架》均与林业及林业委员会（林委）有着高度相关性。 

8. 《行动框架》通过 60 条行动建议，为《营养问题罗马宣言》中各项承诺的落实

提供了一整套自愿性政策方案和战略。与林业相关的建议可大略归为以下三大类： 

a) 为采取有效行动打造有利环境（建议 1 和 3）。 
b) 采取更多行动促进可持续粮食系统和健康膳食（建议 8 和 9）。 
c) 加强营养教育和信息相关活动，以提高能力（建议 19）。 

                         
1 Rachel Nugent，《让农业发挥积极作用》（芝加哥：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2011）。  
2 Sue Horton 和 Richard H. Steckel，《1900－2000 年营养不良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以及到 2050 年的预测》，

评估报告，哥本哈根人类挑战共识（纽约：哥本哈根共识中心，2011），  
http://www. copenhagenconsensus.com/sites/default/files/malnutrition.pdf 

http://www.fao.org/3/a-ml542e.pdf
http://www.fao.org/3/a-mm215e.pdf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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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林产品对营养的贡献 

林产品及其对营养和膳食的贡献 

9. 森林占地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一。估计全球人口中近三分之一依靠森林相关

产品及服务获取食物、薪柴、建筑材料、药物、就业和现金收入。森林中的动植物

在亿万人民的膳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他们提供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依靠

林产品及森林相关服务改善自身粮食和营养状况的不仅包括那些靠森林获取收入

的人们，还包括通过消费和投资关系从中获益的更广泛的农村社区。 

10. 烹煮是确保合理吸收养分的主要方式，全球范围内有 24 亿人用薪柴烹煮食物。

仅此一项，森林就为全球各家庭的营养做出了重要贡献。薪柴在全球木材总产量

中占比 50%以上，因此其可持续管理和高效利用值得特别关注。 

11. 薪柴对水的烧煮和消毒同样重要。约 7.65 亿人（占全球总人口 10.9%）用木材

作为能源通过烧煮完成水的消毒。用薪柴烧开水往往是以森林为生的社区获得安全

饮用水和食物加工所需水的唯一途径。薪柴还用于食物保存过程，如很多家庭采用

食物传统熏制和干燥方法，以此延长食物在非生产季节的供应。应指出，如处理

不当，薪柴可能会因产生烟雾污染而给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但经改良的炉灶可减轻

此项风险。如能可持续生产和高效利用薪柴，就能继续成为中期内全球相当一部分

人口烹煮、水消毒和食物熏制/干燥时所用的最经济的能源，因为对很多农村人口

而言，要想获取大量其它能源较为困难。然而，鉴于目前薪柴生产中存在不可持续

且往往不合法的现象，政府应果断采取措施加强该领域的治理。 

12. 森林作为粮食作物“基因库”，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作用，这有助于

保障必要的多样性，促进膳食质量达标。粮农组织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已制定了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营养相关政策、计划以及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主流工作自愿

准则》 3（粮农组织 2015）。《准则》强调，“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多种

不同动植物品种和栽培变种以及野生的、被忽视的和利用不足的品种，在营养和

农业计划中的恰当使用，是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一个关键手段”。 

13. 森林生产的各种水果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同时从森林中采集到的各种种子

和坚果能为人们的膳食增加热量、油脂和蛋白质。可食用块根能提供碳水化合物，

而菌类则能提供重要营养素，如硒、钾和各种维生素。野生叶类（鲜叶或干叶）是

最常用的林产品，可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钙和铁，而这些

正是营养短缺社区人们膳食中普遍缺乏的营养素。例如，辣木（Moringa oleifera）
的叶子富含维生素 B、维生素 C、β-胡萝卜素、维生素 K、锰和蛋白质。它还含有

                         
3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营养相关政策、计划以及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主流工作自愿准则》

（http://www.fao.org/3/a-i5248e.pdf）  

http://www.fao.org/3/a-i524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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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醛和黄酮类，具有抗氧化、抗癌、免疫调节、抗糖尿病、抗动脉粥样硬化和护肝

作用。5 克辣木叶粉就能满足 3 岁以下儿童维生素 A 总需求的 80%。 

14. 很多树种能提供多种食物。例如，猴面包树（Adansonia digitata）是多用途

热带树种，不仅果实能食用，叶子也可以食用，在非洲干旱地区是人们经常食用的

食物。猴面包果含有天然脱水果肉，其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柑橘的 5 倍（每百克

果肉含量 53 毫克），同时还含维生素 A、B1、B2 和 B6。儿童每日食用 10－20 克

果肉就能满足维生素摄入需求。猴面包树的树叶富含钙、蛋白质和铁。 

15. 森林中的鼠类和较大型哺乳动物、昆虫、鸟类和鸟蛋以及鱼类是生活在森林

附近的人们的重要食物。在世界上至少 62 个国家里，这些食物为农村人口提供了

至少 20%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估计在至少 20 亿人的传统膳食结构中，昆虫是其中

一项组成部分。据报道，共有 1900 多种昆虫被作为食物。可食用昆虫的价值远远

不止其营养价值，例如，和生产牛肉相比，生产黄粉虫（Tenebrio molitor）蛋白

更环保，更简便。饲养可食用昆虫用做食物和饲料有助于减少土地、土壤、水和

能源等有限资源目前面临的压力。 

林产品作为弱势家庭的安全网 

16. 从森林中采集食物是粮食不安全时期人们一项重要的应对策略，尤其对林区

的贫困人口而言。林产品的可采集时间较长，包括“缺粮”期，因此在传统农产品

出现季节性短缺、所储存食物耗尽和资金短缺时，它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有助于

满足人们的营养需求。 

17. 在加纳西部，非木材林产品是缺粮期（6－8 月）家庭粮食安全、营养和健

康极为重要的保障。低收入家庭每周食用 5－6 次林产品，如大藤鼠（Thryonomys 
swinderianus）、兽肉、蜗牛、菌类、蜂蜜和水果。 

18. 在西非，最常见的球花豆树（Parkia biglobosa）的种子发酵后成为一种富

含蛋白质（占干物质 40%）和脂肪（35%）的食品，无需冷藏可保存一年以上。

由于球花豆在旱季成熟，因此能为新一季作物收获前的传统“缺粮期”提供宝贵

的食物。由于球花豆未进入正常商业贸易，因此很难获取有关年产量的数据。但

估计仅在尼日利亚北部，每年采集的球花豆就达 20 万吨。 

19. 在塞内加尔，一些野生水果，如常年结果的 Boscia spp.和旱季末期结果的马

鲁拉果（Sclerocarya birrea），是最常用来补充季节性维生素不足的食物。 

挑 战 

20. 森林为营养做出的多重贡献正面临威胁。在一些地区，森林资源正在遭到

严重破坏，或因过度、无节制开发而出现退化。贫困、治理薄弱、能力不足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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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区缺乏安全的森林权属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木质燃料（薪柴、木炭）

供应量的萎缩除了直接导致富含营养的林产食物产量减少外，还会因人们减少烹

煮时间和食用未煮熟食物而影响食物质量。此外，农业仍是导致毁林的主要驱动

因素。尤其在热带和低收入国家，森林正因农业生产的扩大而不断减少。 

21. 森林退化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在不同层面采取应对措施。要想延缓目前

全球森林退化不断加速的进程，有必要采取改善土地治理的办法，再加上体制和

权属改革以及政治意愿。同时还应通过相关计划恢复已退化的森林景观。要减轻

因农业面积扩大而造成的森林缩减现象，就必须制定一整套政策措施，包括综合

土地利用规划。有关森林和农业领域土地利用方面的挑战和机遇在《2016 年世界

森林状况》中有详细阐述。 

IV. 林业部门开展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后续行动 

22. 粮农组织通过其跨部门《战略框架》，并在吸取自身在支持可持续森林管

理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已实施了一系列活动，协助成员国按照第二届国际营养大

会《行动框架》中提出的建议开展后续行动。下文将逐一详细介绍《行动框架》

建议中与森林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类后续活动。 

为采取有效行动打造有利环境（建议 1 和 3） 

23. “森林促进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是 2015 年在南非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林

业大会的一项关键主题。森林在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改善生计中发挥的根本性作

用是《德班宣言：2050 年森林和林业愿景》中提出的三项关键信息之一，并得到

广泛宣传。关于木质能源的一次特别会议提出要关注木质燃料的可持续生产和高

效利用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性。 

24. 此外，粮农组织正在宣传有关森林和粮食安全及营养政策相互结合的良好

规范，并努力改进数据收集工作，尤其是有关薪柴和林业收入的数据，同时帮助

各国收集有关森林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贡献的相关证据，以便强化政治承诺。 

25. 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在 2015 年召开的第十五届例会上通过了《将生物多样性

纳入营养相关政策、计划以及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主流工作自愿准则》4，旨在协助

各国在本国营养计划中最大限度利用粮食及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森林生物多样性。 

26. 粮农组织正在支持各国加强自身的跨部门平台，以加大森林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贡献。例如，2014 年 12 月冈比亚组织了一次有关森林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全国性跨部门研讨会，其成果是决定采取政府行动，将更多森林纳入可持续社区

                         
4 http://www.fao.org/3/a-i5248e.pdf 

http://www.fao.org/3/a-i524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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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管理。2016 年 4 月，亚太区域在中国召开了一次区域跨部门政策对话会，讨

论森林、水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 

采取更多行动促进可持续粮食系统和健康膳食（建议 8 和 9） 

27. 粮农组织正在支持成员国开展国家能力开发工作，以加强各国林业政策及

计划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之间的关联度。这涉及到制定一项林业和粮食安全跨

部门政策评估框架，并对此进行实地测试。评估有助于为知情决策提供建议。 

28. 粮农组织正在制定一份题为“制定一个连贯框架，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

纳入部门政策”的指导性说明，其中一个章节专门涉及林业，目的是帮助各国决

策层进一步加大国家森林相关政策文件中对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视。 

29. 此外，粮农组织还在支持采用跨部门方法来应对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与

中非森林委员会各成员国共同开展的区域项目“加强非木材林产品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贡献”侧重于提高当地森林社区对非木材林产品的加工能力，加强它们的

市场准入，改善他们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加强营养教育和信息相关活动，以提高能力（建议 19）  

30. 粮农组织正在筹备冈比亚和赞比亚的实地项目，以加大森林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贡献，特别重视小规模经营者和森林社区。项目主要内容包括专门针对膳

食多样化和富含微量元素食品开展营养教育，包括当地林产食品的消费。 

V. 征求林委指导意见 

31. 鉴于森林对营养的重要性，林委不妨邀请各国： 

• 将森林和森林以外树木在粮食安全和营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纳入各项政策

与计划的主流，同时纳入粮食和营养的所有四个维度； 
• 采取措施促进薪柴可持续生产和将薪柴安全用于烹煮食物和水消毒； 
• 为当地社区提供安全的权属权利，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管理，为粮食安全

和营养做出更大贡献。 

32. 提请林委建议粮农组织支持各国： 

• 开展森林权属改革，在制定森林相关政策时纳入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目标； 
• 强化政府机构和当地社区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纳入自身可持续森林管理

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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