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对性别问题的影响及农业、粮食安全和

营养领域的公平政策响应 

概要 

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蔓延，许多国家正在采取措施控制病毒

传播。尽管此次疫情在农村地区引起的卫生问题并未像城市那样严重，但防控措

施对作为农业生产者、农场经营者、加工者、贸易商、雇佣工人及企业经营者等

的农村妇女在维持家庭粮食安全中的作用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往经验表明，农村

妇女在许多方面受到卫生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得不成比例，这些方面包括粮食安

全和营养，时间贫困，保健设施、服务和经济机会的获得，性别相关暴力等等。

此外，由于学校停课以及生病的家庭成员需要额外照护，COVID-19正在增加妇女

的工作负担。 

本简报梳理了当前和过去疫情所呈现的证据，以探讨此次疫情对粮食系统和

农村经济的影响对于社会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怎样利用性别敏感型方法解

决与粮食和农业系统运转以及农村妇女特殊处境有关的关键政策问题。本简报还

针对如何减轻疫情对农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键内容 

 农村妇女在获取生产资源、服务、技术、市场、金融资产和地方机构方面比

男性面临更大的限制，这使她们更容易受到 COVID-19 疫情及其防控措施的

社会经济影响。 

 疫情正在不成比例地影响农村妇女的生产、生育和创收能力，因为疫情往往

会减少她们的经济机会和获得营养食品的机会，同时增加她们的工作量并加

剧性别相关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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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响应应当考虑妇女在农业食品系统中的作用，并确保她们作为家庭粮食

安全的守护者、粮食生产者、农场经营者、加工者、贸易商、雇佣工人和企

业经营者的多重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农村妇女在粮食和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贸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 COVID-

19 对妇女农业活动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严重。采取特别措施支持农村妇

女参与农业食品价值链至关重要。 

 妇女在享受社会保护计划（例如现金补助、公共工程计划和资产转让）方面

常常受到限制。设计并实施性别敏感型社会保护措施对于降低风险和确保农

村妇女可以平等地从此类干预措施中受益至关重要。 

 与居家隔离和停工停产有关的矛盾加剧了性别相关暴力。应当确定最脆弱的

妇女和女童（以及男性和男童）并制定措施，以减少她们与风险的接触，增

加她们获得支持服务的机会。 

 为确保妇女的观点和需求得到充分考虑，应当投资于妇女的领导能力，并使

她们参与 COVID-19应对策略的设计和实施工作。 

 支持性别分析以及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这是监测与性别相关的影响并

为应对措施的设计提供依据必不可少的内容，这样才能确保应对措施充分考

虑并解决农村女性和男性不同的需求和优先事项。 

政策问题 

农村妇女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影响 

COVID-19 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已经在削弱粮食生产和流通能力、降低购买力并

减少获得营养食品的机会，从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各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且

不同性别受到的影响不同（粮安委，2020）。诸如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

毒）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埃博拉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等此前的疫

情对边缘化和脆弱的妇女、儿童、老人和穷人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Fan，

2020）。无法平等获得资源和服务、决策权有限、教育水平低和出行不便，都会

影响农村妇女在此次疫情期间满足其家庭营养需求、获得保健服务以及赚取收入

的能力。 

还有证据表明，在这样的危机时期，面对可用收入的减少，贫困家庭会采取

应对策略，例如减少食物购买、转向营养价值较低的食物以及减少每天用餐

次数等（粮农组织等，2017）。鉴于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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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和女童的进食质量和数量往往会下降（乐施会，2019）。

在许多社会中，传统规定男人先进食并获得最好的食物。此外，在粮食短缺的情

况下，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加上家庭中的矛盾加剧，可能会使妇女面临的家庭

暴力风险增加（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15）。 

值得一提的是，与粮价高企和波动有关的 2007/2008 年粮食危机对男性和女

性的影响不同（粮农组织，2012）。由于女性获得生产资源和农业服务的机会有

限，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没有那么多条件可以提高农场的生产率、从价格上

涨中受益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COVID-19 疫情引发的危机有可能以

同样不成比例的程度影响农村妇女。 

农村妇女的经济权能将受到严重损害 

COVID-19 疫情阻碍了男性和女性作为农民、加工者、贸易商和工人的经济

活动，对农村生计构成了严重威胁。农村妇女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她们

获得的生产投入品、市场以及诸如金融、推广和信息等服务较少。因此，妇女的

粮食和农作物产量可能下降，零售可能减少，企业可能崩溃，如果她们主要经营

易腐商品则更是如此（Korkoyah和 Wreh，2015）。由此产生的收入下降会导致家

庭出售资产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从而降低其抵御能力和未来的生产力。由

于家庭权力的不平衡，可能首先出售妇女的资产和农作物，用光妇女的储蓄

（Frankenberger 等，2012）。Quisumbing、Kumar 和 Behrman（2017）发现，在

孟加拉国，疾病冲击对妻子的资产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在乌干达，家中有人去

世会对妻子的资产产生负面影响。 

封锁还破坏了农村地区贫困生产者与城郊和城市市场之间的联系，影响了生

产者的收入。这些主要由女性商人主导的城乡联结在危机时期往往未纳入考

虑，被政府的正式支持所忽略。例如，在 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暴发期

间，对货物和人员流动的限制阻碍了妇女的贸易活动，无论是跨国界还是社

区之间的贸易都受到了影响（Korkoyah 和 Wreh，2015；Kapur，2020）。这些限

制措施也影响了女性农民耕种土地和从事其他农业活动的能力。结果，妇女无力

偿还村庄储蓄与贷款协会的贷款，对她们的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联合国发展集

团，2015；国际关怀组织，2020）。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此类工作在经济不景气时

期极易受到影响（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20）。这些类型的工作不能确保提

供诸如社会保险、养老金或健康保险之类的制度保障，使农村妇女在生病或失业

时得不到保护。残疾的农村妇女和女童尤其可能感受到 COVID-19的经济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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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健全的男性和女性相比，残疾的农村妇女和女童通常收入更低，积蓄更少，

身陷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农村妇女在获得现金补助和公共工程等社会援助方

面也可能受到限制，因为她们出行不便、承受着照护负担、受到与文化规范或

文盲有关的制约，并且获得此类援助信息的机会有限。现金补助所设置的条件可

能加剧妇女的时间贫穷，并限制她们从事创收活动的能力（粮农组织，2018a、b

和 c）。 

农村妇女和女童遭受性别相关暴力的风险增大 

COVID-19 应对过程中浮现的证据表明暴力出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家庭暴力

和对妇女和女童的虐待，这是由于与隔离、粮食和财务不安全以及学校关停

有关的家庭矛盾所致（国际关怀组织，2020；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20）。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估计，为应对 COVID-19采取的停课

措施目前使得 15.2 亿在校学生（占学龄儿童的 87%）和 6000 万以上的老师留在

家中（联合国妇女署，2020）。农村妇女和女童获得支助服务和基本医疗保健的

机会少于城市妇女，因为农村地区法律、社会和治安机构较少。食物短缺和出行

受限也可能迫使妇女和女童进行性交易及其他形式的性剥削活动。 

以往经验表明，在危机期间，性别相关暴力经常被严重少报，从而没有得到

充分解决。例如，在 2013 年至 2015 年的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爆发期间，性别相关

暴力增加，但因为在疫情应对过程中这些问题被大大忽视，受害人往往被无视和

忽视，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Korkoyah 和 Wreh，2015）。在 COVID-19 疫

情中，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残疾和种族等因素相互交错，可能会增加性别相关

暴力的风险。 

在制定应对和缓解策略的过程中，农村妇女及其组织常常被排除在决策和领导角

色之外 

社会文化规范和性别角色常常限制农村妇女作为决策者参与应对和缓解策

略设计与实施的能力。男女平等参与决策对于确保男女各自的具体优先事项得到

考虑以及塑造发展工作、政策和方案至关重要。 

最近一项针对 COVID-19 疫情开展的全球快速性别分析发现，为应对疫情而设

立的大多数决策机构由男性主导（国际关怀组织和救援委，2020）。同样，在塑

造人道主义危机应对策略的社区级决策和治理结构当中，妇女和女童及其组织也

经常被排除在外（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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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生产、生育和社区中所承担的各种角色工作量增加 

平均而言，农村地区的妇女由于性别分工不平等以及她们承担的多重角色

（生产、生育和社区）而面临着过重的工作负担，且其中大部分是无薪的（经合

组织，2020）。 

由于隔离期间留在家中的人数增加和（或）对生病的家庭成员的照护需求增

加，COVID-19 疫情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妇女的工作负担（联合国妇女署，2020）。

为残疾家庭成员提供护理的妇女可能会格外受影响。考虑到医疗设施可能会人满

为患，患有残疾以及怀有身孕需要孕产妇保健的农村妇女获得医疗服务可能变得

更加困难。预计许多妇女的工作时间将延长，以便同时应付家庭责任与生产性工

作。学校关闭对负责停课儿童的妇女产生的影响尤其大。此外，农村女童由于

不得不承担母亲的部分家务和照护任务，其工作时间可能会比男孩长（农发基

金，2019）。 

政策建议 

针对 COVID-19 的政策响应，应当考虑妇女作为粮食生产者、农场经营者、

加工者、贸易商、雇佣工人和企业经营者在农业食品系统以及家庭粮食安全和营

养中的关键作用。有五个关键的政策领域： 

 确保提供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和分析，以监测与性别相关的影响 

这有助于制定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包容性应对措施。可能的措施包括： 

- 收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和证据，以评估隔离措施对农村男性和女性的性别

相关影响，以便设计差异化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并建立健全的性别敏感型

监测和报告框架。 

- 在现有脆弱性评估中开展性别分析并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采取迅速或快

速通道干预措施，以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和职责以及他们各自面临的

制约和机会。 

- 评估妇女获得社会保护、紧急支持和其他抗疫政策手段的机会以及能从中

得到的益处。 

 制定措施减少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相关策略应包括短期援助和长期生计支持。可能的措施包括： 

 设计并实施性别敏感型社会保护干预措施，确保农村妇女可以平等地参与干

预措施并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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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性别和脆弱性分析，以评估社会经济、健康、残疾和生命周期风险，

从而确定最脆弱的妇女和女童并确定其优先次序。 

- 建立或加强针对弱势妇女和女童的社会援助方案，包括实物援助和现金补

助。放宽社会援助计划的条件可以解决由妇女承担更重的照护责任、流动

性更加受限带来的制约。 

- 分发数量充足、营养优质的食物包和（或）发放现金补助，以避免食物摄

入量减少或转向营养较低的食物。 

- 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提供有关现有社会援助计划、卫生、食品安全和营养以

及健康膳食的信息；根据不同的目标受众（包括文盲妇女）对信息进行调

整。 

 为男性农民和女性农民的生产能力提供支持，确保下一个生产季男性和女性

公平获得生产资源、投入品和服务。 

- 制定社会保护措施以促进生产性投资，包括农业投入品和现金补助以及

“现金补助+”计划，以帮助女性农民从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危机中恢复

过来，为接下来几个生产季做准备。 

- 设计并采取长期应对措施，以增强男女农民对于生产资源、投入品、农村

服务、生产者组织和集体行动的获取和控制。 

- 建立创新的庭院粮食生产计划，使农村男女拥有生产和消费营养食物所需

的知识和资源。 

- 采取措施向农村残疾妇女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使她们能够继续获得收入，

维持生计。 

 采取特别措施支持农村妇女在农业食品价值链中的经济活动 

这对于确保施加的限制措施不会威胁到男性和女性的生计及其所从事的经济

活动至关重要。措施包括： 

 建立专门的金融服务机制，支持农村妇女作为生产者、加工者、贸易商和企

业经营者的经济活动。 

- 降低以妇女为主的经济活动的利率，和（或）设立针对妇女经济活动的救

济金和信贷项目。 

- 为妇女享有优惠待遇的储蓄和贷款机制（例如村庄储蓄和贷款协会与合作

社、自助团体及妇女投资俱乐部等）提供支持，将这些机制纳入到通过冻

结利息支付来减轻还款负担的金融政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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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放宽或扩大可接受的抵押制度（例如库存、作物、牲畜、珠宝、设备

等）和团体贷款计划，帮助妇女获得贷款，以解决妇女面临的制约以及缺

少土地和其他家庭资产等抵押品的问题（粮农组织，2018d）。 

 解决出行不便、交通限制和市场冲击等问题，促进男女小农进入市场。 

- 利用诸如流动产地市场和（或）电子交易系统等创新，来管理本地产品的

订购和销售以及产品的公共采购，增加女性进入市场的机会。 

- 在救济响应中，优先考虑主要由女性管理的非正式和微型企业，确保她们

获得贷款、培训和市场渠道。 

- 加强连接农村、郊区和城市地区的价值链中由女性经营的企业，在社区和

村庄附近建立性别敏感型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提供针对女性特定需求的各

类服务。 

 采取措施保护和支持女性的创收机会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优先考虑非正

式、兼职和季节性工人。 

- 扩展公共工程计划中的工作类别，使其包括幼儿或患病家庭成员的社区照

护或家庭照护，这可以使承担照护责任的农村妇女受益，并减轻无薪家庭

照护者的负担。 

- 提供临时就业和（或）现金补助，以增强农村妇女应对风险的能力；这将

有助于保障其福利和生产性资产，避免其采取有害的应对策略，例如出售

资产和减少食物摄入。 

- 制定公共工程计划时规定妇女参与率的最低要求，提供交通、托儿服务和

独立的洗手间设施，提供弹性工作时间。 

- 采取措施防止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暴露于风险当中（例如弹性时间安排以避

开公共交通最拥挤的时间），并确保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例如孕

产妇保健）。 

- 支持女性参与率高的企业（包括小微企业），以促进就业稳定以及从非正

式就业过渡到正式就业。 

 采取以计划和政策为导向的措施，应对性别相关暴力 

这包括进行保护风险分析以生成有关受影响最大人群的数据，建立机制确保

此类人群参与项目设计，并在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提供反馈。具体措施包括： 

- 收集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并进行脆弱性评估，以找出最弱势的男性、

女性、男童和女童，并特别关注残疾人、国内流离失所者、移民和难民，

从而为差异化的保护和缓解策略及生计恢复计划的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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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对现有和潜在保护风险的认识，增强当地合作伙伴和受影响人群识别

和解决这些风险的能力。 

- 遵守“不伤害”原则，防止或最大程度减少可能导致人们更容易遭受身体

和社会心理风险的负面影响，并将风险缓解策略放在重要位置。 

 投资于妇女的领导力并支持正式和非正式妇女网络，以促进 COVID-19 的应

对 

应对措施和干预措施应确保农村妇女及其组织处于应对和缓解 COVID-19 疫情

的最前沿。 

 让农村妇女及其组织参与应对策略的设计和实施，以确保她们的需求得到考

虑： 

- 为妇女在国家和地方各级负责组织疫情响应的委员会和工作组中的参与和

领导制定配额和目标，以确保妇女的声音被听到并可以影响决策过程。 

- 增强妇女的领导能力和自信心，以确保她们作为决策者有效参与各级工作。 

- 在致力于 COVID-19应对的机构中提高对于响应政策和计划中应当注重解决

性别平等问题的认识，并增强此类机构适当应对的能力。 

 与国际、国家和地方民间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自助团体合作，以确保

COVID-19应对工作将性别平等作为重要关注点。 

- 利用生产者组织、合作社、自助团体、农民协会和农村妇女组织的力量推

动政府 COVID-19疫情主要应对措施的落实。例如，自助团体可以支持现金

补助的落实，确保妇女不被排除在现金补助计划之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作用 

为了解决 COVID-19对性别问题的影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将与成员国合作，以： 

 支持在COVID-19应对中设计性别敏感型政策措施，以解决农村女性和男性的

需求； 

 收集定性和定量的性别分列数据和证据，以评估 COVID-19疫情及抗疫措施对

性别问题的影响，为将来的政策干预提供依据； 

 确定弱势的农村妇女及其组织，以便优先考虑其需求并为应对和缓解策略的

设计提供依据； 

 将性别平等纳入应对策略和恢复计划，重视非正式工人以及农业和农村中的

性别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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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长期应对措施为男女农民提供支持，促进对于生产资源、投入品、农村

服务、生产者组织和集体行动的公平获取和公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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