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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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通过 10 条要闻向各位介绍 2014
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的事项和 2015 年计划开展的活动。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助理总干事 Jomo
Kwame Sundaram 在一段视频访谈中阐述了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总结了有关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最新活动之后，我们通过信息图解和图片集的方式介绍了粮农组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各项主题。
——粮农组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团队

2015 年后议程迈向决定性的一年
随着 2014 年步入尾声，将于 2015 年底开始接续千年发展目标的新框架正在
不断成形。
预计政府间谈判将于 2015 年 1 月开始，而在此之前近几个月这一进程中已
经开展了大量活动。
7 月： 在第 13 次会议之后，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性工作组编写
了一份报告（链接），在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 17 项目标和 169 项具体目标，
9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开放性工作组的提案认可为“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整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基础，同时认识到其他意见和建
议也将在第 69 届联大的这一进程中得到考虑”。
11 月： 成员国开始就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政府间谈判模式进行讨论。达成非正式共识的草案包括日期、工作方法、
范畴、实施手段、与其他会议的互动以及主要组别的持续参与等。
12 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发布 2015 年后进程的未校订清样版“综合报告”。该报告标题为《到 2030 年通往尊
严之路：终结贫困、改造民生、保护地球》，将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定稿；该报告欢迎开放性工作组的报告并提
出了一套共六个基本要素，以便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首脑会议之前“推动成员国的思辨”。这些要素是：尊严、人、
繁荣、地球、正义和伙伴关系。
联大主席 Sam Kutesa 公布了各次高级别专题辩论和活动的日期，这些辩论和活动的侧重点将放在第 69 届联大“履行
和实施革新性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主题和优先重点方面。
随着今后 9 个多月之内将宣布新的全球目标，我们向大家概要介绍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 10 个要点。
文章：2015 年后发展议程倒计时

视频：没有粮食安全就没有可持续性 – Jomo Sundaram
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助理总干事 Jomo Kwame Sundaram 概要介绍了确定
千年发展目标后续目标的进程以及 2015 年后进程最后一年有待开展的工作的情
况。他强调了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对新框架的重要意义，还阐述了为什
么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逐步削弱的自然资源基础以及日益恶化的气候变化影响
正在极大地影响着有关未来可持续性的讨论。
观看视频访谈

信息图解：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联的 14 个主题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是为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提供食物；预测世界人
口将从目前的 70 多亿增加至 2050 年的 90 多亿。这一挑战由于气候变 化、水和
土地愈发稀缺、土壤和土地退化以及自然资源基础恶化的更大威胁而变得更为复
杂。这些威胁将主要危及世界上的穷人和脆弱人口，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 的
人们，他们在目前每天还在忍饥挨饿的至少 8.05 亿人中占到绝大多数。
本信息图表通过显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的 14 个重点主题，突出强调了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不断显现的优先重
点之间的联系。

粮安委考虑今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的参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在 10 月 13-18 日在罗马召开的第 41 届世界粮食安全
委员会（粮安委）年会上成为被热烈讨论的突出话题之一。
粮安委是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政府间和多利益相
关者平台，第 41 届年会在世界粮食周期间汇集了来自政府、民间社会
组织、私营部门和研究机构的数百名代表。
在会议的主要议题中，“2015 年后框架中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是有关与
粮安委的协调和联系的会议环节的标题。在就制定一个完善的 2015 年
后框架用以在 2015 年底接续千年发展目标而开展政府间谈判之前，这
一环节的专题讨论旨在强化相互联系并探讨在 2015 年后议程的实施中
吸收粮安委及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途径，同时就粮安委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集思广
益。
在由粮安委主席 Gerda Verburg 主持的热烈讨论中，与会者提出了粮安委在商定 2015 年后议程和其后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进行监测方面的作用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粮安委工作领域的整体相关性等方面的问题。 参阅全文

罗马联合国机构欢迎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的联大决议
在 9 月 30 日在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的农业委员会第 24 届会议期间举
办的会外活动中，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赞赏
联合国大会开放性工作组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
该活动的主要议题是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
续农业问题，来自欧盟、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常设罗马联合国各机构
的代表在该活动上进行了发言。
9 月 10 日通过的一项决议把开放性工作组报告作为“把可持续发展
目标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主要基础”。
“这【开放性工作组报告】是我们都能引以为荣的一个重要成就，”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经济及社会发展协调员兼
2015 年后议程粮农组织牵头人 Jomo Kwame Sundaram 对在座的各位使节等听众说。
“这体现了罗马各机构的紧密合作，特别是在目标 2 方面，也体现了粮农组织在罗马、各国首都和纽约与各成员国、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其他非国家主体的积极合作，这培养了强烈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意识。”
罗马各联合国机构从开始时就对 2015 年后进程提供了支持，通过联合国技术支持团队向开放性工作组进行技术支持，
这包括共同牵头机构间专题和数据简介、目标和具体目标提案以及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目标 2 的最终文本提出意见
和建议等。
参阅全文

活动综述：日内瓦的粮食对话、纽约的农村妇女和罗马的战胜饥饿奖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营养”是粮农组织驻瑞士日内瓦联络处于 10 月 30 日组织的 “粮食对话” 系列讨论的第一
次的标题。该次会议结合了两个主题——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ICN2）和确定千年发展目标接续目标的进程，下列主
讲人参加了这次对话：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及发展营养司司长 Francesco Branca；《国家地理》副创意总监 Kaitlin
Yarnall；全球改善营养联盟执行干事 Marc Van Ameringen；以及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全球卫生计划特聘教授兼主
任 Ilona Kickbusch。
该次会议采取了动态安排方式，先由各位主讲人用 TED 风格做了演讲，然后针对听众提出的有关粮食和营养的问题
展开讨论，听众由各国政府、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媒体、私营部门和公众等方面的代表组成。粮农组织举
办的这次会议得到了《国家地理》和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支持，为在日内瓦举办的“粮食对话”系列活动拉开
了帷幕。第二场标题为“家庭农业：营养世界、呵护地球”，将在国际家庭农业年收尾之前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在
联合国办公室举行。
观看视频
在 10 月 15 日国际农村妇女日由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农发基金和联合国妇女署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组织召开
的一个特别活动上，农村妇女在实施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方面的关键作用成为核心思想。
演讲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 Talayibek Kydyrov 阁下、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干事 Lakshmi Puri、世界农民
组织 Sarah Campbell 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纽约办公室主任 Thomas Yanga，他们阐述了农村妇女在消除贫困中的基础性
作用并呼吁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给予她们高度优先。
观看网络视频

十三个国家因在与饥饿作斗争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而得到了粮农组织的赞誉，这一成就包括在 2015 年底的最后期限
之前实现国际发展目标。
在 11 月 30 日在罗马举行的一个典礼上向巴西、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伊朗、基里巴斯、马来西亚、
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菲律宾和乌拉圭颁发了证书，这些国家成为与在营养不足作斗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国家中的最新成员。

到目前为止，有 63 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 1 的饥饿目标——即在 2015 年之前饥饿人口比例减半，
有 25 个国家还实现了更为宏伟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即在 2015 年之前营养不足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半。
阅读报告全文

新内容
600+ 推特 tweet @FAOpost2015
加入到我们不断增加的推特账户的跟随者行列并获取有关2015年后进程的所有最新资讯

6 种语言上线
我们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成就而收集的网页在已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本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 更多

粮农组织新闻，卫报范儿
在卫报新闻与媒体特别在线板块中新开辟了一个粮农组织-伙伴网页，登载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
程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最新新闻、专题和访谈。更多

用图片描绘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这一图片集从本组织的档案中提取有关图片，展现了在粮农组织看来事关饥饿、实现粮食安全
和推动步入可持续发展时代的14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的概貌。更多

你或许有所不知……
千年发展目标饥饿目标“触手可及”-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
2014 年 9 月 –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SOFI 2014）估计目前世界上约有 8.05 亿人，即 9 人中就有 1 人，还在
忍饥挨饿。自 1990-92 年以来，全球营养不足发生率从 18.7%降至 11.3%，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从 23.4%降至
13.5%。

10 家农场中就有 9 家是家庭农场 – 《粮食及农业状况》
2014年10月 - 《2014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强调了家庭农户作为新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潜在变革要素的作用，根据该报
告，世界粮食产量中有80%是在由家庭经营的5亿多家农场中生产的。

各国致力于应对营养不良 –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
2014 年 11 月 – 在由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上，170 多个国家通过了《罗马营养宣
言》，庄严宣告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安全、充足和营养食物，要求各国政府预防所有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饥饿、
微量营养素缺乏和肥胖。

小知识……

事实速览

家庭农场掌握着约世界全部农业资源的约 75%，
因此是改善生态和资源可持续性的关键。

由于侵蚀、盐碱化、板结和土壤化学污染，有
四分之一的土地已重度退化，另有 44%的土地
为轻度和中度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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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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后学习中心
千年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实践
国家地理“食物的未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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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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