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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粮农组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电子快报。在本期中，我们将专题介绍罗马三机构的一份新报
告，该报告对到 2030 年实现零饥饿所需的投资进行了估算。报告的焦点是近期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第
三届国际发展融资大会”，大会通过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另两篇文章关注的是指标问题——粮
农组织监测 2015 年后议程提案以及对印度经济学家 Vikas Rawal 的访谈。我们还将向读者介绍 2015 年后
进程的最新进展情况，包括对成果文件预稿的讨论情况。最后，在有关可持续农业的专题中，粮农组织助
理总干事王韧阐述了如何以更少投入实现更多产出的方式。
– 粮农组织 2015 年后议程团队

实现零饥饿：社会保护与有利穷人的投资相结合
若要实现在 2030 年之前消除世界饥饿的目标，平均每
年将需要额外提供 2670 亿美元，用来对城乡地区和社
会保护进行投资，帮助穷人获得粮食，并改善他们的生
活，新近发布的联合国报告如是指出。也就是说在 15
年时间里，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每人每年平均提供
160 美元。
该报告由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编
写并于 7 月 10 日在罗马向媒体进行了推介，也成为７
月 15 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第三届国际发展融
资大会期间粮农组织、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举办
的一次边会的主题。
报告指出，尽管过去几十年来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今天仍有近 8 亿人忍饥挨饿，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
到 2030 年消除长期食物不足是将由联合国成员国在 9 月份首脑会议上通过的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2 的一个重要成分，同时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零饥饿挑战的核心所在。
“该报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如果我们采取‘一切照旧’的办法，到 2030 年，我们仍将有超过 6.5 亿人遭受饥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倡导社会保护与增加对农村发展、农业和城市地区有针对性的投资相结合的方针，使穷人成为主要
受益人，”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表示。
“据报告估计，这将需要在未来 15 年里每年提供总额约 2670 亿美元的投资。鉴于该数额大致相当于全球 GDP 的
0.3％，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消除长期饥饿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代价，”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补充道。
报告阐述了国际社会应当如何利用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它们通过有效地将投资与社会保护相结合来消除城乡地区的
饥饿和贫困。
在报告附带的一份宣传说明中，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署的三位负责人还指出，亚的斯亚贝巴会议旨在确保
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执行国家制定的政策和计划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其中包括 2015 年后可持续发
展目标。

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并将成果保持下去
报告指出，如果采取“一切照旧”的方式，到 2030 年仍会有大约 6.5 亿人挨饿。
但如果采用社会保护与投资相结合的办法，即将公共资源用来补助贫困人口，确保他们每天获得 1.25 美元的收入
（这也是世界银行所确定的贫困线水平）来摆脱长期贫困。

这种社会保护措施每年将需要额外提供 1160 亿美元 – 750 亿美元用于农村地区，410 亿美元用于城市地区。另外，
扶贫投资方面还需要大约 1510 亿美元 – 1050 亿美元用于农村发展和农业，460 亿美元用于城市地区，以便促进那些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创收。社会保护与投资相结合将使资金的总需要量达到 2670 亿美元。
大部分投资通常来自私营部门，特别是农民。然而，私人投资需要有公共部门在农村基础设施、交通、卫生和教育方
面的投资作补充。
在农村地区，有利于穷人的公共投资将针对让小农户受益的小型灌溉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可包括各种措施，如
旨在减少收获后浪费和损失的食品加工，以及加强土地和水资源权属、信贷、劳动立法及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让包
括妇女和青年人在内的边缘化群体能够获得从事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和进入市场的机会。
在城市地区，追加投资应确保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最终有能力养活自己。例如，投资可以能力建设为目标，传授
包括手工艺在内的创业和其他技能，并确保公平的劳动合同，提供信贷便利、住房和与营养相关的服务。

从社会保护到生产
以现金补助为形式的社会保护将会立即消除饥饿，并可以通过让穷人获得更加多样化，从而更加健康的膳食来改善营
养和抗击“隐形饥饿”，即微量元素缺乏症，包括维生素、铁和其他矿物质摄入不足。
鉴于手段和资产匮乏，最初不能期待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为生产活动进行大量投资。然而，随着其生产效率通过
投资而得到提高，他们的收入会增加，而存款和投资也将增加，从而使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
•

要点： 2030 年前实现零饥饿

•
•

粮农组织总干事演讲稿（亚的斯亚贝巴： 为免于饥饿的未来进行投资
活动：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强调实现粮食安全的途径

•
•

视频： 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司司长 Kostas Stamoulis 访谈
音频： 粮农组织资深经济学家 Lorenzo Bellu 访谈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强调实现粮食安全的途径
在第三届国际发展融资大会《亚的斯亚贝巴行动
议程》中，粮食安全、营养、可持续农业以及自然资
源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和利用得到了很大认可，该
议程将在推动实现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宏伟目
标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本着建立发展融资政
策框架并为迎接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筹措投
资的宗旨，在《蒙特雷共识》（2002）和《多哈宣言》
（2008）的基础上，开宗明义地宣告“我们的目标使
消除贫困和饥饿……”，且文件中频繁提及农业一词。
文件专设了有关消除饥饿的段落（第 13 段），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整体途径进行了阐述并着重论及了粮食安
全、营养不良以及可持续农业实践和粮食系统。第 13 段认识到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并强调“有必要重新振兴
农业产业，促进农村发展”。对粮食安全的聚焦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丰硕回报”，这正是粮农组织在整个
2015 年后进程中一贯强调的一点。
同一段落也提及了鼓励增加公共和私人投资；着力解决小规模经营者和女性农民、农业合作社及农民网络问题；
改善市场渠道和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社会安全网络的作用等。为增加公共投资力度，还强调向科研、基础
设施和有利于穷人的项目提供资金。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14 年罗马营养宣言与行动框架》以及罗马三机构
（即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63 和 64 段则专门阐述了自然资源问题，其中重点强调了生态系统以及陆生和海
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为实施世界各国领导人拟于今年 9 月份通过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协议是由参加大会的 193 个联合国成员国在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的领导下在亚的斯亚
贝巴通过谈判达成的。
该协议的通过历经了各国之间数月谈判，它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融资优先重点和全球政府间伙伴关系的确立，
这些优先重点和伙伴关系的目的是推动实现普遍和包容的经济繁荣和改善人民福祉，同时对环境加以保护。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包括了可持续发展各重点领域的重要政策承诺和关键行动要点，包括基础设施、社会
保护和技术。就需要大量投资的具体领域（如能源、交通、水和卫生基础设施）以及有助于实现拟议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其他领域的融资国际合作达成了共识。

2015 年后议程的长跑进入最后弯道
联合国大会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的最后
若干回合目前正在纽约进行，对于在 7 月底之前各国
就提交 9 月份 2015 年后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达成
共识普遍持乐观态度。
政府间谈判共同主持人，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Macharia Kamau 和 爱 尔 兰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David
Donoghue 对在埃塞俄比亚达成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
议程》共识以及联合国成员国和广大国际社会对 6 月
份最初预稿发布的普遍积极反应表示深受鼓舞。
修订后的成果文件草案（7 月 26 日发布）对 6 月 22 至 25 日及 7 月 20 至 24 日期间政府间谈判最近回合中成员
国的讨论内容进行了体现。在新草案中，共同主持人再次把开放性工作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 20 个具体目标的技
术修订案重新作为附录 1 插入了案文，同时又在另五项具体目标中添加了“内陆发展中国家”。《亚的斯亚贝巴行动
议程》不再是作为一个单独附录，而是被整合在题为“实施手段与全球伙伴关系”一节。前言部分更为精简，浓缩为
五个 P，即人、地球、繁荣、和平与伙伴关系，沿承了上一版的内容，而开放性工作组报告的介绍成为附录 2。

政府间谈判前几个回合的讨论主要围绕的是：
•

对开放性工作组报告中 20 个具体目标进行技术性修订的可能性，其中许多带有 X，有待添加具体内容、数值

•

，或与国际协议保持一致；
文件中反映“共同而有区别责任”（CBDR）原则；

•
•

2015 年后与其他相关进程之间的关联，特别是第三届国际发展融资大会 ；
围绕文件结构的问题，关于是否应包括前言部分，是否提及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切合目的”讨论，以及其他
可能包括的附录，包括《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高级别政治论坛
各国之间广泛共识的一个特点体现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作为新议程后续和实施审查顶
端机构的作用方面。成员国批准了拟议的三层架构（国家、区域和全球），强调了细分数据的重要性以及强化国家层
面数据和统计能力用于衡量进展情况的必要性，也支持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审查机制当中。
高级别政治论坛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8 日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这是由经社理事会主办的第二次），主题
是“加强整合、实施和审查 – 2015 年之后的高级别政治论坛”，论坛一致认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审查应当具
有普遍性、自愿性，应由国家主导并着重于经验交流。会议再次确认了高级别政治论坛作为由各区域组织及联合国和
其他诸多平台共同参与的审查架构的顶端机制的核心作用。

在参加会议的代表当中，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主席 Gerda Verburg 兼荷兰常驻罗马机构代表引用了粮
安委的经验来说明如何使审查平台真正具有包容性和透明度。在题为“依托现有机制衡量进展”的讨论中，她强调了
在多利益相关者平台中建立起信任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她也指出这需要假以时日。
高级别政治论坛预计将从 2016 年开始在具体领域开展国别实施情况审查和专题进展审查。

粮农组织提出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29 项指标
联合国粮农组织针对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
放性工作组 2014 年 7 月提案中的八项目标提出了共 29
项指标，用以帮助监测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进展情况。
粮农组织的报告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实体和区域机
构提出的指标一样，是对 2015 年后指标框架讨论的贡献；
在 6 月 1-2 日纽约举办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工作组（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第一次会议之
后有关讨论目前正得到不断推进。
该指标专家组的任务是在 2016 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第 47 届会议前编制一份用以监测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各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指标框架。统计委员会表示，指标应“具
有相关性；完善的方法论；可衡量；易于沟通和获取；而且数量有所限制并在全球层面着眼于衡量成果”。
粮农组织的提议包括了其作为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领域联合国牵头机构拥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领域所涉及的各
项指标，既包括现有指标，也包括潜在指标。这些指标涉及去年成员国提出的 17 个目标中的 8 个目标项下的具体目
标。
粮农组织首席统计师兼联合国系统首席统计师主席 Pietro Gennari 强调了在不陷入指标数量过于繁杂和无法操作
境地的情况下对新框架的所有各方面都加以衡量的挑战。
“遴选拟议指标的一个指导原则是需要尽可能保持构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核心的一整套指标的可操作性，
同时力求保持有关具体目标的多维度和复杂性，”他表示。“在粮农组织的报告中，当为某项具体目标提出的指标多
于一项时，我们会尽量澄清他们是否构成“核心”指标抑或是“附加指标”；“核心”指标可以包含在具有全球相关
性的监测框架的核心指标体系当中。

迈向 2016 年 3 月
联合国各机构是该指标专家组的观察员，预计专家组在 9 月 25 日 2015 年后首脑会议之前将不再召集会议，但
将继续通过“电子”方式根据 3 月份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46 届会议提出的时间要求继续开展活动。制定和实施指标
框架路线图包括：2015 年 7 月 – 编制有关可行全球指标和指标框架的第一份说明；2015 年 12 月 – 指标专家组提出
将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考虑的全球指标和指标框架提案；2016 年 3 月 – 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47 届会议上批准指标
框架。

细节最为关键 – 衡量可持续发展
9 月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 2015 年后发展议程首脑
会议势必将吸引今年全球媒体目光，但许许多多意义重
大的工作正在幕后进行。
随着统计工作者全神贯注致力于制定一个可操作的
指标框架来衡量和监测宏伟议程，新德里 Jawaharlal
Nehru 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教授 Vikas Rawal 对一项
完善指标的构成和价值进行了说明，阐述了这项衡量进
展情况的复杂工作的意义。

指标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指标是各国评估在商定的具体目标方面进展如何的途径，因此至关重要。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表明，在很大程度
上说有衡量尺度的目标往往都得到实现。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进展都可以衡量，除非把所有
资金都花在衡量工作本身上。发展议程的许多关键方面未必都有相关指标来加以衡量。在某些情况下，指标限制性极
大——例如，仅衡量极端贫困未必能反映这一具体目标消除所有形式贫困的蓝图。

一项好的指标应具备哪些特点？
一项好指标应当可以对具体目标的进展进行可靠的衡量。如果具体目标使多维度的，那么一项好指标应当或者能
提供对所有维度的综合（汇总）衡量，或者能对该具体目标的多数重要维度加以衡量。如果指标无法衡量具体目标的
所有维度，那么可能需要有附加指标。
需要指出的是，综合指标有自身限制。整合不同维度的方法往往具有主观性（或从好处说是建立在纯粹统计学原
理基础之上）。同时，综合指数从性质上说更为抽象。抽象性较低（即基于具体、直接尺度）的指标更易于理解和转
化为明确的政策行动。应当便于政策制定者、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理解指标的意义及其与所考察的进展的关系。最
后，构成指标基础的数据在未来应当能够获得、具有可靠性且具有成本效益。

联合国开放性工作组提案中共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项具体目标，而千年发展目标分别
只有 8 项和 18 项。
拟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数量提出了一个极大挑战。要使指标框架具有可操作性（经济意义上），国
际层面指标的数量应保持在尽量低的水平。核心数据组应直接衡量具体目标的预期结果。它们还应具有普遍适用性，
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都应根据这些指标进行报告。流程的衡量尺度、结果的推动要素以及实施手段不应包含在该数据组
中。
鉴于我们将有望通过的新发展议程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大于千年发展目标，核心指标将不会对所有内容加以衡量。
这也是无法做到的。对流程和实施手段的衡量很可能将由单独的辅助指标组来进行。情况可能是各国将能够选择它们
希望在哪些方面进行投资。毕竟各国可能已经为生成核心指标信息而在各自的统计系统方面投入了较大资源。

联合国各机构将在指标制定中发挥何种作用？
联合国各机构在为千年发展目标未囊括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涉及的问题制定指标方面需要发挥关键作用，特
别是要掌握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情况方面。各机构需要对方法论加以定义并制定数据采集标
准。他们需要组织技术合作活动，支持各国定期生成指标的能力。联合国各机构还需要建立国际数据资料库，成员国
可以根据已商定的标准和方法论向其提供信息。
一个重要挑战是编制出所有国家都能够定期以经济可行的方式进行衡量的指标。粮农组织正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对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2 所需的饥饿、营养不良、适应力及小规模农业统计尺度加以改进；以及强化能够捕捉若干其
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 14 和 15）涉及的以消除饥饿和贫困为目的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的指标组。

我们对数据的依赖度太大了吗？所有重要方面都能衡量吗？
数据是进行衡量所不可或缺的。由于我们处理大量数据的技术能力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目前我们谈论的
是支持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数据革命”。
在这一方面我有三点意见。
首先，各国之间统计系统的能力仍存在巨大差异。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性质往往使得衡量社会经济变
化情况的工作成本高昂且难以实施。许多这些国家的统计机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衡量工作较为复杂且需要大量投资，
那么它们就需要依赖捐助者和国际机构来进行数据采集。因此，挑战在于编制出既简便和成本低廉、同时又可靠和有
意义的标准和方法论。
其次，重要的是不要让数据和衡量左右了议程本身。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和成员国的统计系统要服务的是不断发
展演变的发展议程，而不是反之。
最后，问题不在于是否每件事都能衡量。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对潜在可能衡量的情况都一一进行衡量的话，
那么衡量的成本就太高了。联合国各机构统计工作者的挑战是确定具有实际意义、具体且经济可行的衡量指标。然后

由决策者——各成员国——去选择并就最为重要的指标达成共识。尽管联合国各机构应就有关问题提出技术建议，但
最后决定应当是政治决定。

视频： 农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在今年设计全球发展目标的决策者们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中，如何在不竭尽地
球资源的前提下为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食物是首要问题之一。在本视频中，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负责农业及消费者保护的助理总干事王韧阐述了农业在可
持续发展议题中的核心地位并强调说明了世界各地的农民采用何种方法能够以较
低的环境代价获得更大产出。
•
•

观看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RsY7m8p7g
阅读文章： 绿色增长把农业置于可持续性的核心地位 http://www.theguardian.com/fao-partner-

•

zone/2015/may/12/green-growth-places-agriculture-at-the-heart-of-sustainability
查看图片集： 不只是藜麦，另 10 种超级作物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29361196@N02/sets/72157652657202592

专 题
围剿饥饿 – 图解
本图片集展示的是为到 2030 年消除饥饿而对人和相关领域的投资 + 更多内容

粮农组织新闻，《卫报》范儿
在《卫报》网站的可持续发展专栏开辟的粮农组织-伙伴网页上获取最新新闻、专题和专访。+ 更
多内容

时间节点
查阅我们的2015年后议程日历并随着2015年后发展议程获得通过的关键时刻的日渐临近记录下重要的时间节点 + 更多
内容

推特 tweet @FAOpost2015
跟随我们的推特账户并获取有关 2015 年后进程的所有最新资讯

新鲜出炉
除新内容外，粮农组织 2015 年后网站推出新设计的专题，为有关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最新新闻增添新色彩。

即将推出……
在线论坛和网络研讨 – 获取信息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9 月 7-18 日，共享资料库联盟（COAR）、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以及粮农组织将主办一次在线论坛和一系
列网络研讨，就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何能够促进信息共享的问题交换意见 + 登录加入在线论坛

或许你不了解
新世界饥饿报告的六大结论
最近发布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2015》报告记载了在千年发展目标时期将全球饥饿人口减半（千年发展目标
1c）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从东亚取得的巨大进步到各区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由联合国驻罗马粮农三机构——粮
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编写的年度报告总结了六大趋势。
•
•

全文：
对粮农组织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员 Jomo Kwame Sundaram 的视频访谈

•

新的互动饥饿状况地图

总结千年发展目标
《2015 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对 2000 年《千年宣言》之后制定的八项目标的详细实施进展情况。
•

阅读报告

粮农组织举办仪式表彰饥饿斗士
国际颁奖仪式对世界各国基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关于到 2015 年将世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进
行了表彰。粮农组织所监测的 129 个国家中约有 72 个实现了这一千年目标，其中发展中区域整体离实现目标仅一步
之遥。
•

阅读文章： 七十二个国家实现饥饿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

新闻链接
•

教皇通谕 2015

•

从饥饿到气候变化：教皇 Francis 号召把言辞转化为行动 [署名文章] 粮农组织总干事 Jose Graziano da Silva。The

•

Huffington Post。
与饥饿的斗争过于迟缓和失衡 [署名文章] 粮农组织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员 Jomo Kwame Sundaram。The Hindu （印

度）。
•
•

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人人都能发挥作用
你为什么应当关心可持续发展目标？

小知识

事实速览

农业无疑是水的最大用户，占所有取水量的近70%，

粮食系统消耗了世界现有能源的30%

发展中国家甚至高达95%

链 接
•

发展融资网站

•
•
•

有关广泛进展措施的“主席之友小组”
Action/2015
联合国 2015 年全球行动的时刻

•

全球公民

•
•

可持续发展政策与实践
宣传发展目标- 人人项目

•

未来联合国

粮农组织与 2015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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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