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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问
题 高 级 别 专 家 组 
（高专组）是世界粮

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的科学与政
策互动平台，而后者是全球层面最重
要的包容性、循证式国际和政府间粮
食安全和营养平台。

2007/2008年粮食危机和2009
年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促成粮安委
的改革和高专组的设立，以使粮安
委的决定和工作建立在坚实证据和
最新知识的基础之上。高专组成
立于2009年10月，是粮安委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应粮安委
要求提供独立、全面的循证分析
和建议，促进政策讨论和制定。曾
在2010年担任高专组首任主席的 
Monkombu Swaminathan 表示，高专
组的设立是能够“促进形成消除饥
饿相关方联盟”的一项重要措施。

高 专 组 报 告 为 粮 安 委 的 多
利益相关方政策协调进程提供了
一个共同的、基于实证的起点。
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证据并考虑
到不同形式的知识，高专组力
求在其报告中全面概述粮安委
选择的主题。高专组还努力阐明
不一致的信息和知识，以探究
争议的背景和原因，并确定新出

现的问题。其报告是高专组专家 
（指导委员会、项目小组、外部同
行评审人员）与世界各地各类知识
所有者之间包容性、持续性对话的
成果，在各个区域和国家、不同学
科和专业经验之间搭建了桥梁。

2018年10月，粮安委要求高专组
编写一份总结其贡献的报告，以便为今
后粮安委在《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背景下采取的促进所有人实现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行动提供依据。在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
出现后，要求高专组为2020年3月19
日召开的粮安委特别会议紧急编写
一份问题文件，阐述疫情对全球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潜在影响。该问题文件
的主要结果和建议已更新并纳入本报
告，期望高专组视需要继续更新这
份关于COVID-19的问题文件。目前的
COVID-19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是前所
未有的，形势正在迅速变化，存在许
多未知因素。这场危机提醒人们认识
到全球粮食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全球协
调的重要性。我们代表高专组向受到
COVID-19疫情影响的人们表示慰问。

除直接的健康问题之外， 
COVID-19危机预计将对粮食体系以
及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短期、中期
和长期影响。尽管还有许多未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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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但显然受影响最大的将是最贫
困和最弱势的群体。

疫情的最初影响已出现在那些
拥有完善的食物供应链和现代卫生服
务的国家。令人关切的主要问题之一
是，COVID-19的传播将如何影响欠发达
国家，特别是那些正在经历粮食和卫生
危机的国家。随着病毒在世界各地蔓
延，对粮食供应的短期影响是恐慌性购
买和囤积粮食造成需求增加，导致一
些产品短缺。为“拉平COVID-19疫情曲
线”而采取的措施在遏制疫情蔓延方面
取得了成功，但也产生了重大的经济
影响，造成大量失业，使人们陷入贫
困，并影响他们购买粮食的能力。对
数百万儿童来说，学校关闭意味着失
去有助于减轻世界许多地区儿童营养
不良问题的学校供餐。限制人口流动
也意味着无法获得新鲜食物，特别
是在那些依靠当地市场获取水果和蔬
菜的国家。从中期来看，农业劳动力
流动和粮食种植所需投入的中断已开
始影响粮食链的供给侧，如果各国实
施出口限制，这可能会破坏全球供应
链，导致粮价上涨。从中长期来看，
很难预测全球衰退的程度和持续时
间。这方面的主要担忧是全球衰退可
能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和粮食
不安全的境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社
会保护措施、经济刺激以及全球合作
和贸易，粮食不安全对公共卫生的影
响最终可能远远大于实际疾病本身。

在COVID-19疫情暴发之前，全
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就已经令人担
忧，据估计平均有8.21亿人食物不
足，45%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是由营养
不良造成的。因此，本报告的时机至
关重要。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显示，
在本报告相关工作开始之际，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具体目标方面

缺乏进展，而在编写过程中出现的
COVID-19疫情使形势变得更加紧迫。

根据过去十年间高专组报告的
发现以及广泛的科学文献，本报告的
主要信息为：

i. 迫切需要加强和巩固关于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概念思维，以便优先
考虑食物权、拓宽对粮食安全的
理解、采用粮食体系分析和政策
框架；

ii. 近年来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显
示出国际社会未能实现《2030年议
程》具体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
目标2）的程度，并且粮食体系面
临的一系列挑战（和一些机遇）与
粮食体系变革驱动因素的主要趋势
相关；

iii. 鉴于粮食体系面临的各种挑战，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方法
和行动需要关键的政策转变和支
持，以创造支撑粮食安全六个维
度的有利条件。

假设性情况总是很难辩驳， 
但如果改革粮安委和设立高专组的一
项主要目标是增进对粮食安全的理
解，则目前已获得成功。毫无疑问，
自2007/2008年粮食危机以来，我们
进一步认识到全球粮食体系复杂、相
互关联的各个方面，以及维护食物权
所需的政策和行动。然而，在目前的
轨道上，如果没有彻底转型，我们无
法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
如果过去十年的主要目标是增进我们
的理解，那么下一个十年必须侧重于
加快落实政策和创新解决方案，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为子孙后代确保全球粮
食和营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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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权是一项与社会正义不可
分割的基本人权。供养人民是所有政
府的首要目标之一，也是国家主权的
一部分。粮食和营养安全问题的复杂
性和关联性及其对公众和地球健康的
影响是不分国界的，因此，也强化了
国际协调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为了
确保未来全球粮食体系的健康，也有
利于各国政府履行其供养本国人民的
主权责任。

高专组已设立10年，值得肯
定的是其历届指导委员会成员在此
期间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增进我们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理解，并向粮
安委和全球粮食安全界的其他行动
方提供基于证据的建议。我要特
别感谢最近卸任的主席，Patrick 
Caron，感谢他发挥领导作用，并鼓
励粮安委考虑本报告所需的工作。

我要感谢负责编写本报告的所有
高专组专家的参与和付出，特别是高
专组项目小组组长Jennifer Clapp及其

成员：Barbara Burlingame、William 
Moseley和Paola Termine。

我要赞扬和感谢高专组秘书处
对高专组工作的宝贵支持。COVID-19
疫情意味着指导小组的所有会议和审
议必须以线上形式展开，这为秘书处
确保维持报告方面的进展带来了更多
的挑战和工作。本报告还大大得益于
外部同行评审人员的建议，以及多于
通常数量的专家和机构就报告的范围
和初稿所提出的意见。

最后，我要感谢合作伙伴无私地
为高专组的工作提供有效和持续的资金
支持，从而促进高专组会议记录和报告
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公认的质量。

COVID-19疫情及时提醒我们全
球粮食体系的脆弱性，以及我们为促
进旨在消除饥饿的全球粮食安全和营
养战略框架下的国际协调而开展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Martin Cole
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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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BD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CFS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CFS-FFA 《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
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CLiP 布隆迪农牧一体化项目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病
CRISPR-Cas9 常间回文重复序列丛集及其相关核酸酶9

CSA 气候智能型农业
CSA 社区支持型农业（订单农业）
CSM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民间社会机制
DNA 脱氧核糖核酸

ECOSOC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ERG 【世界卫生组织】食源性疾病负担流行病学参考小组
FIES 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
FSN 粮食安全和营养

GIAHS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M 转基因

GMO 转基因生物
GHG 温室气体

H5N1 H5N1禽流感
HIV/AID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HLPF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IARC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ITA 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PBES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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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ES-Food 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组

ISAAA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MSP 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

MYPoW 《多年工作计划》
NFSA 印度《国家粮食安全法案》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AHO 泛美卫生组织
PoU 食物不足发生率
PPP 公私伙伴关系
R&D 研究与开发
RAI 《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SARS-CoV-2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FS 可持续粮食体系
SI 可持续集约化

SSB 含糖饮料
TAAS 农业科学进步信托基金
TEEB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UN 联合国
UNCBD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UNCC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ESCR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GA 联合国大会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SCN 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UNSG 联合国秘书长

UN-Water 联合国水机制
USDA 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

VGFSyN 《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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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VGGT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
愿准则》

WASH 水资源、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B 世界银行

WBG 世界银行集团
WEAI 农业妇女赋权指数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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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2018年10月，联合国世界粮食
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
议要求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小
组（高专组）编写一份总结其贡献的
报告，以便为今后粮安委在《2030年
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采取
的促进所有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行动提供依据。具体要求高专组编写
一份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前瞻性全
球综述，其内容参考以前的出版物
并考虑近期发展状况，为实现可持续
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提供
战略指导。为了响应这一要求，本报
告依据我们对现状的了解进行全球综
述，涵盖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具
体目标和整个《2030年议程》至关重
要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概念、结果、驱
动因素和关键政策方向。

根据过去十年高专组报告的结
果以及更广泛的科学文献，本报告的
主要信息是：

1 迫切需要加强和巩固关于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概念思维，以优先考

虑食物权、拓宽我们对粮食安全的理
解、采用粮食体系分析和政策框架；

2 近年来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显
示出国际社会落后于《2030年议

程》具体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2）的程度。粮食体系面临的一系
列挑战（和一些机遇）与粮食体系变
革驱动因素的主要趋势相关；

3 鉴于粮食体系面临的各种挑战，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方法

和行动需要关键的政策转变和支持，
以形成支撑粮食安全所有方面的有利
条件。

这些要点是通过借鉴广泛的经
验和背景的简要案例研究来说明的。

本报告的时机至关重要。粮食
安全和营养指标显示，在本报告相
关工作开始之际，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2具体目标方面缺乏进展。
在编写过程中出现的COVID-19疫情
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这场危机的
影响是深刻的，揭示出粮食体系的
许多方面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和改
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人人享
有粮食安全和食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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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概念和政策框架更新

1. 编写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全球
综述需要优先考虑食物权（换言
之：“充足食物权”），将其作
为确保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粮食体
系所必需的法律框架。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了食物权立
法，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进展，
但要充分实现这一基本人权，仍
需开展大量工作。

2. 粮食安全的概念已演变为认可能
动性和可持续性的中心地位，同
时包括供应、获取、利用和稳定
性四个维度。粮食安全的这六个
维度在对食物权的概念和法律理
解中得到强化。

3. 能动性指个人或群体自行决定吃什
么食物、生产什么粮食、如何在粮
食体系中生产、加工和销售粮食等
问题的能力，以及参与形成粮食体
系政策和治理的进程的能力。可持
续性指粮食体系以不损害为子孙后
代带来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基础的方式提供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长期能力。

4. 粮食安全和营养最好的实现途径
是在以食物权为基础的可持续粮
食体系框架内（图2）。粮食体系
包括与粮食生产、加工、销售、
制备和消费有关的各种要素和活
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产出，包括
社会经济和环境结果。粮食体系
框架反映出更大范围内的变革驱
动因素与粮食体系运行之间相互
关系的复杂性。

5. 可持续粮食体系体现出支持粮食
安全六个维度的特质。可持续粮
食体系是：多产和繁荣的（确保
充足的粮食供应）；公平和包容
的（确保所有人都能在该体系内
获得粮食和生计）；赋予权能和
表示敬意的（确保所有个人和群
体的能动性，包括最弱势和最边
缘化群体，使其在塑造该体系时
进行选择和发表意见）；具有抵
御能力的（确保面对冲击和危机
时的稳定性）；再生性的（确保
其所有维度的可持续性）；健康
和富有营养的（确保营养素的摄
取和利用）。

6. 正如高专组以往的报告所述，由
于对粮食安全和粮食体系的思考
不断演变，针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政策举措发生了重大转变。包
含这些转变的政策：i）支持粮
食体系的彻底转型；ii）认识到
粮食体系的复杂性及其与其他部
门和系统的相互作用；iii）侧
重于更广泛地理解饥饿和营养不
良；iv）制定不同的政策解决方
案，解决特定情况下的问题。

7. 本 报 告 阐 述 了 一 种 变 革 理 论 
（图4），即四种关键的政策转变
与更强大的有利环境共同发挥作
用，带来更可持续的粮食体系，以
支持粮食安全的六个维度，并最终
支持实现食物权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



粮食安全和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2030年

xvi]

粮食体系的当前趋
势、挑战和潜在机遇

8.  可持续发展目标2方面的进展并
不均衡。近年来饥饿人数仍在增
长，COVID-19危机使形势更加严
峻。超重、肥胖、微量营养素缺
乏等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也在以
惊人的速度增加。不同背景下的
粮食环境不断恶化，食品安全持
续令人担忧。对世界上许多最弱
势和最边缘化的群体而言，粮食
体系生计仍旧是不稳定的。目前
粮食体系的运行方式还会带来巨
大的外部成本。

9. 制定更有效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
策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推动粮食体
系变革的潜在力量。有必要分析
主要趋势、挑战和机遇，以制定
更好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各
种类型的粮食体系驱动因素存在
许多重要趋势。

10. 生物物理、环境和疾病趋势。气
候变化正在对粮食体系产生深刻
影响，而粮食体系促使气候不断
变化。粮食体系受到自然资源退
化的影响，同时也造成资源退化
速度加快。食品安全风险、危
害、有害生物和新发疾病（包括
COVID-19）对粮食安全产生广泛
的影响。

11. 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趋势。
近年来，可持续农业生产方法
的创新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如生态农业、可持续集约化和
气候智能农业，尽管在这些方
法应在哪些环境下应用方面
存在一些争议。数字技术为提

高效率创造了机会，同时提出
了数据隐私问题。新的植物育
种技术，如基因组编辑，被一
些人视为传统农业生物技术的
进步，而另一些人则对其环境
和社会影响表示担忧。目前存
在的薄弱环节以及收获后处理
和贮存基础设施带来严峻的挑
战，包括大量的粮食损失和浪
费。

12. 经济和市场趋势。近几十年来，
粮食和农业市场既有扩张，也有
混乱，而就国际粮食贸易对粮食
安全的影响所展开的辩论仍在进
行。近几十年来从分散到集中的
逐步变化也重塑了农业粮食供应
链，增强了粮食体系中大型企业
的力量和影响力。金融主体也越
来越多地参与粮食体系的各个环
节，引发了关于其活动是有益的
还是破坏稳定的争论。经济上的
薄弱环节因COVID-19疫情的经济
影响而进一步恶化，对粮食安全
造成负面后果。近几十年来，农
业生产和土地利用的很大一部分
从人类的粮食相关活动转向动物
饲料、木材和生物燃料，这带来
了粮食安全与能源需求之间的权
衡取舍问题。小规模生产者获得
土地、资源和市场的机会有限，
影响到农村生计。

13. 政治和制度趋势。薄弱和分散的粮
食安全和营养治理导致不同程度的
政策惯性，危及进展。公共部门对
粮食和农业的投资有所下降，这对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支持粮食体
系方面的作用是否适当平衡提出了
疑问。内乱和冲突影响到全世界数
百万人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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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14. 社会文化趋势。不平等现象在各
个层面持续存在，对减贫和粮食
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世
界上最弱势和最边缘化的群体，
包括小规模生产者、妇女、青
年、土著人民和弱势的粮食体系
从业人员。在妇女赋权方面进展
缓慢，由于妇女在粮食体系中发
挥多重作用，这对粮食安全造成
重大影响。

15. 人口趋势。人口的变化将促使粮
食需求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取
决于消费者对粮食的选择以及减
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能力。城市
化模式也会影响粮食体系，特别
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以及城
市对易制备和加工食品的需求增
长。青年对农业的兴趣下降，导
致未来的粮食生产和粮食体系生
计面临巨大挑战。

潜在政策方向
16. 最有前景的政策方向是那些包含

本报告所述四种关键政策转变的
方向。遵循这些转变的政策更有
可能支持粮食安全的六个维度并
加强粮食体系。同时，这些政策
使粮食体系能够减轻威胁并确定
粮食体系驱动因素趋势中出现的
机会。

17. 促进粮食体系彻底转型的政策必
须有利于赋权、公平、再生性、
多产、繁荣，必须大胆地重塑从
生产到消费的基本原则。其中包
括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通过促进
能动性和食物权，特别是针对弱
势和边缘化群体，促进粮食体系
参与者之间的公平。确保采取更
可持续的做法，如生态农业，也

可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
问题。重塑粮食生产和销售网络
的措施，如地区性市场，通过支
持更具抵御能力的多样化、公平
市场，有助于克服经济和社会文
化方面的挑战，如贸易不平衡、
市场集中和持续不平等。

18. 认识到不同体系和部门之间相
互联系的政策需要确保更具再生
性、更多产、更具抵御能力的粮
食体系。需要改进各部门和体系
之间的协调，例如确保经济体系
以支持粮食体系的方式运行的方
法。此类政策还包括专门应对粮
食体系与生态系统交叉领域挑战
的政策，这两者是粮食生产的基
础。相关举措和政策从过去危机
中吸取关于体系间联系的经验教
训，例如正在从COVID-19疫情中
吸取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粮食
体系对未来危机的抵御能力而言
也很重要。

19. 解决一切形式营养不良问题的政
策需要公平、赋权、可持续、健
康和营养的粮食体系。该领域的
政策支持以营养为导向的农业生
产、鼓励健康膳食的粮食环境以
及当地各种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供
应。所有营养改善的根本是婴儿
和儿童营养政策，包括提高6个月
内纯母乳喂养率。解决特定形式
营养不良问题的措施也很重要，
特别是对最边缘化的人口而言。

20. 制定针对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
考虑到当地状况和知识的政策，
对于提高粮食体系的抵御能力、
生产率和赋权能力是必要的。必
须采取措施应对在不同类型的农
村和城市环境中出现的不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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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包括支持小规模农业系统，
以及支持在城市地区获得与农村
地区小规模生产者相联系的健康
食品。冲突带来的独特挑战是造
成饥饿的一个主要原因，需要采
取措施，在动乱局势下和冲突后
地区支持综合粮食生产。

21. 有效治理对于支持关键的政策转
变、更好地使粮食安全和营养政
策及举措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
而言是十分必要的。有效治理涵
盖继续致力于多边合作与协调，
履行既定的国际义务，加强各级
政府的跨部门协调，以及支持参
与和代表性的有效多利益相关方
伙伴关系，包括听取边缘化和弱
势群体的意见。

22. 各国鼓励和支持广泛的粮食安
全和营养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特
别是关于关键和新出现问题以及
争议性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的
是，包括在COVID-19疫情等不可
预见的危机情况下，对这些问题
进行充分研究，考虑到它们对粮
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及结果的影
响，特别是对最边缘化和最弱势
群体的影响。

结论
23. 国际社会应抓住时机，采用新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框架，从而拓宽
我们对粮食安全的理解，认识到
粮食体系驱动因素和结果的复杂
性，包含支持粮食安全所有维度
的关键政策转变，这些对于维
护充足食物权十分必要。高专组
一再强调这些概念框架和政策
转变，但在实践中的应用并不均
衡。鉴于到目前为止，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2和所有与粮食安全和
营养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进展欠佳，此时应在粮食体系和
所有粮食体系主体之间以一致和
连贯的方式采用这些框架和政策
方法。

24. 由于COVID-19危机，粮食安全和
营养状况变得紧迫且不断恶化，
使得这些结果更加及时和有意
义。这场危机为应对粮食体系面
临的多重复杂挑战敲响了警钟，
要求采取措施改善粮食体系，不
仅提高其抵御危机的能力，而且
使其对所有人而言更加公平和包
容、赋予权能并表示敬意、具有
再生性、健康和富有营养、有利
于多产和繁荣。



[ 1 

引言

如
果国际社会要

到2030年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

标，特别是可

持续发展目标

2，即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

的营养不良并促进可持续农业，就必
须实现粮食体系的转型。可持续发展
目标是《2030年议程》的核心，对其
相关行动的特别要求是“不让任何一
个人掉队”。这一要求同时强调公平
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一种或多
种形式的饥饿或营养不良。饥饿人口数量
经过多年的稳步下降后，在2015年开
始再次上升，到2017年达到8.21亿 
（粮农组织等，2019）。长期饥饿以
及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超重、
肥胖和微量营养素缺乏，影响着大量
且不断增加的人口），带来棘手的多
方面挑战。与此同时，粮食体系还面
临许多其他挑战，包括自然资源退
化、气候变化、冲突、人口变化以及
获取粮食和农业资源方面的不平等。
迫切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政策框架，以
促进粮食体系的根本性转变，从而更
好地应对这些高度复杂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新的挑战层出
不穷，这使今后的任务更加复杂。
由于COVID-19危机对全球经济、粮

食供应链和全球粮食安全产生了非

常严重的负面影响，预计到2020年

底，饥饿人数将大幅增加。粮食安

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高

专组）就COVID-19危机对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影响发布了一份简要报告

（高专组，2020），鉴于本报告的
宗旨，此处所作分析包括对疫情影
响的更多思考。

在最近的这场危机之前，联合
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于
2018年10月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要
求高专组编写一份总结其贡献的报
告，“以便为今后粮安委在《2030年
议程》背景下采取的促进所有人实现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行动提供依据，”
并在分析中考虑到受粮食不安全和
营养不良影响最为严重人群的观点 
（粮安委，2018a）。如粮安委《多
年工作计划》所述，本报告的总体目
标是：“从前瞻的角度阐明关于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全球综述，参考先前的
高专组出版物，并考虑到粮食安全和
营养部门的最新进展”，以便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提供战略指导。

粮安委特别要求报告的目标包括：

• “反映目前的知识水平，同时突
出达成共识或存在争议的主要领
域，以及重大的挑战、差距或不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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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具体实例，突出基于这些 
[高专组]报告的粮安委政策建议
已经或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在不
同层面为推进《2030年议程》及
其目标和具体目标做出贡献。”

• “为粮安委今后编写提交高级别
政治论坛的材料提供依据。”

• “确定目前没有得到考虑但应给予
更多关注的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主要因素，为以后讨论制定粮安
委《多年工作计划》提供依据” 
（粮安委，2019）。

本报告旨在为这些问题提供答
案。首先，概述了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关键概念和政策理解，其资料来源
是以往的高专组报告以及构成关于如
何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中所述粮
食安全和营养具体目标的全球综述基
础的更广泛的学术文献。其次，概述
了当今世界范围内影响粮食安全和营
养结果的主要趋势，同时强调挑战、

障碍和潜在机会。最后，列举了关键
政策方向的例子，这些政策方向对于
解决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具体目标
方面停滞不前的紧迫问题至关重要。

本报告的总体叙述1 以我们了解
的情况为基础，包括科学进步、实地
层面大量不同规模的创新、旨在促进
公平获得资源和社会公正的民间社会
及农民动员活动。总体叙述还强调了
我们目前缺乏知识的领域、有争议的
问题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本
报告提出加强和巩固思维、政策方法
和行动，利用多个利益相关者和知识
形式来实现要求的结果。叙述的主要
内容如下：

1. 关于为政策提供依据的概念思维，
报告强调了能动性和可持续性作为
粮食安全关键维度的重要性，其他
四个被广泛提及的维度为供应、获
取、利用和稳定性。报告还强调，
粮食政策需要纳入一个可持续粮
食体系框架，该框架以更广泛的粮
食安全概念为基础，以食物权为指
导原则。支持可持续粮食体系的政
策包括四种关键的政策转变，这些
政策：（i）建议进行整个粮食体
系的彻底转型，以实现《2030年议
程》的目标；（ii）认识到粮食体
系的复杂性及其与其他一系列系统
和部门的相互关联性；（iii）解决
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问题；
（iv）认识到特定情况下需要不同
的解决方案。这些关键的政策转变
可以得到关键有利条件的支持，包
括多种规模的更有效的治理和强有

1 “叙述”一词意味着作者讲述的是一个连贯的
故事或一个情景的再现，而不是分享一组相互脱
节的事实。叙述也反映对某一主题的集体或普遍
智慧。因此，随着新信息的出现，叙述可能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或改变。有时主导叙述可能
会在相反的证据面前持续存在，但最终会随着相
反叙述的出现而改变（Leach和Mearns，1996）。

本报告旨在响应粮安委的要求  

并围绕三个紧迫的问题展开：

(1) 如以往的高专组报告所示，近年来关于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思考发生了哪些变

化？如何将这些见解纳入关于如何最好

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具体目标的全

球综述？

(2) 目前哪些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的

主要趋势和挑战可能有助于说明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具体目标方面停滞

不前的原因，或者有助于洞察未来更

好地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潜在机会？

(3) 哪些最有前景的政策方向有助于超越挑

战和实现面向2030年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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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力的研究议程，以便不断积累关于
最有效举措和政策方法的知识。虽
然在先前的高专组报告中强调了融
合这些相互关联想法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政策方法，但在实际的政策行
动中并没有得到均衡采纳。

2. 关于主要趋势和挑战，报告着重指
出了一系列新出现的和当前的发展状
况，这些发展状况对粮食安全的所有
六个维度和更广泛的粮食体系都有复
杂的影响。其中包括粮食安全和营养
结果的趋势，以及推动粮食体系变革
的其他领域的趋势，这些领域包括：
生物物理和环境；技术、创新和基础
设施；经济和市场；政治和制度；社
会文化；人口。这些趋势对粮食体系
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在重要方面与粮
食安全和营养结果相关联。这些影响
是复杂的，常常带来粮食安全和营养
方面的挑战，有时甚至带来机会。这
些影响是复杂的，常常带来粮食安全
和营养方面的挑战，有些情况下则会
带来机遇。虽然专家们就其中一些趋
势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达成了广
泛的一致意见，但另有一些趋势仍存
在相当大的争议，或刚刚出现，我们
缺乏关于这些趋势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所具影响的充分信息。报告指出了达
成一致和存在争议的领域，以及哪些
领域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以更全面地了
解对政策的潜在影响。

3. 根据高专组报告以及更广泛文献中
的分析，报告概述了对政策方向的
建议，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采取
的方式能够增强粮食体系的抵御能
力，使各个层面的行动方和利益相
关者能够更好地为实现所有可持续
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特别是可持续
发展目标2。建议的政策方向包括第
一章中确定的方法上的关键转变，

这些转变对于支持粮食安全的六个
维度以及应对第二章中确定的粮食
安全和营养及粮食体系方面的挑战
和机遇至关重要。这些政策方向认
识到粮食安全不同维度之间复杂的
相互作用，并且需要制定政策来支
持基于食物权的可持续粮食体系。

这份报告的时机至关重要。2020
年标志着高专组成立10周年，而
2030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期
限，距今只有10年的时间。2020年
还意味着，“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
（2019-2028年）刚刚宣布一年，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
2030年）开始前一年。此外，2020
年是“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
（2016-2025年）的中间点。报告还将
为以下会议提供信息：即将召开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将通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定于
2021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以及2021年
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在本报告
重点关注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一
些关键挑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是为了响应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不
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号召，本报告
强调，迫切需要在多个层面上采取创
造性的解决方案，以实现《2030年议
程》的目标。目前，这一挑战变得尤
为紧迫，因为COVID-19疫情给粮食安
全和营养带来新的严重威胁，并明确
揭示出粮食体系的哪些方面运作不
佳。我们必须抓住时机，从根本上改
革粮食体系，提高其抵御能力，以全
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可持
续发展目标2，并重新平衡粮食体系的
优先重点，提高粮食体系确保所有人
在任何时候都享有粮食安全的能力。



第1章

概念和政策框架更新

©粮农组织/P. Khangaikh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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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绕粮食安全和
营养及可持续
发展编写连贯
的全球综述，
第一步是就我

们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理解总结思
维演变的过程，并评估近几十年来
最有前景的粮食安全和政策方法。
本章简要回顾了此类综述的核心概
念和政策要素，概述了以往高专组
报告和更广泛文献中阐述的主要方
法和研究结果。其中包括：优先考
虑食物权，将其作为实现粮食安全
和营养目标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加
深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理解，使其涵
盖六个维度（供应、获取、利用、
稳定性、能动性和可持续性）；采
用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来分析粮食
安全和营养驱动因素和结果的重
要性，这些驱动因素和结果在为政
策制定提供依据方面至关重要；支
持可持续粮食体系所需要的关键
政策转变。本章最后简要介绍了在
思考这些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如何
汇集到一种变革理论当中，该理论

将关键政策转变的持续应用与支持
粮食安全六个维度的更可持续的粮
食体系联系起来，这是实现食物权
和《2030年议程》所有目标所必需
的，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

优先考虑食物权
高专组报告一贯强调，充足食

物权是支持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一项关
键指导原则。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
言》中，充足食物权被认定为一项基
本人权，国家作为责任承担者应予以
维护，该宣言还强调了所有人权的不
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联合国大
会，1948）。各国有责任和义务尊
重、保护和实现人权，包括1966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联合国，1966）第十一条概述的国
际法规定的食物权。各国政府在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
食安全罗马宣言》（联合国，1996）
中重申，“人人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
营养的食物，与充足食物权和人人享
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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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委员会第12号一般性意见《充足
食物权》（1999）详细阐述了这项
权利所包含的内容和义务，前联合
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Olivier 
de Schutter总结如下：“食物权
指每个人，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在
任何时候都有权在物质上和经济上
获得充足的和文化上可接受的、以
可持续方式生产和消费的食物，并
为子孙后代保留获取食物的手段”
（de Schutter，2014）。一般性
意见申明，“充足食物权与人的固
有尊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与社会公正密不可分“尊重、保
护和履行”义务，其中包括各国的
责任：避免采取的措施可能剥夺获
得充足食物的现有手段；确保企业
或个人不采取行动剥夺他人获得充
足食物，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采
取适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
以消除贫困和实现所有人的人权”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
员会，1999，第2页）。一般性意见
还具体规定了各国的的手段；通过
积极参与“旨在加强人们对资源和
手段的获取和利用来确保生计，包
括粮食安全在内的活动”，促进对
食物的获取（联合国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委员会，1999，第5页）。

虽然各国政府赞同食物权的
原则，并将其载入国际层面的法律
框架，但在实践中落实该权利的情
况并不均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粮农组织）理事会成员国政府
在2002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重申
了食物权，并要求制定关于食物
权的准则，以支持实现该权利（粮
农组织，2002）。2004年，粮农组
织理事会第一二七届会议（粮农
组织，2005）一致通过了《支持在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
食物权的自愿准则》（简称《食物
权准则），以鼓励更多的国家在实
践中实现这一权利。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国家通过了食物权立法，
在许多情况下取得了进展，但要充
分实现这一基本人权，仍需开展大
量工作（粮安委，2018b；粮农组
织，2019a）。

对粮食安全的理解
不断演变

在过去的50年里，人们对粮食
安全概念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演
变（例如，Maxwell，1996；Shaw， 
2007；Berry等，2015），高专组报
告一直在反映这些最新见解。“粮食
安全”一词最早是在1974年世界粮食
大会上界定的，当时正值粮食价格飞
涨，市场动荡对世界饥饿状况的影响
广受关注。在此背景下，粮食安全被
定义为“在所有时候世界基本食品均
保持充足供应，推动粮食消费稳步增
长并抵消产量和价格波动的影响。”
（粮农组织，1974）。这一定义反映
了当时的主导思维，即饥饿主要是全
球层面缺乏充足的粮食供应和国际价
格不稳定的产物。

然而，在十年内，有价值的研
究试图说明为什么历史上在某些情况
下，尽管粮食供应广泛，但仍会出现
饥荒，这导致我们对粮食不安全的
理解有了重大突破（Sen，1981）。 
这项研究表明，供应只是饥饿持续存在
的宏观情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人获
得粮食的能力极其重要。它还表明，诸
如市场状况、就业和生计可行性、资产
所有权等许多因素，有助于说明为什么
在粮食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世界上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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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弱势群体也无法获得粮食。这一观点
反映在粮农组织1983年对粮食安全的定
义中，即“确保所有人在 任何时候都
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他们需要的
基本食物“（粮农组织，1983），世界
银行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是“所有人在任
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的食物，以享有积
极、健康的生活”（世界银行，1986，
第1页）。

1996年，粮食安全的定义得到
进一步更新，以纳入营养和文化层
面（粮农组织，1996），而随着粮
农组织2001年《粮食不安全状况》
报告中增加了“社会”一词，以下
仍是目前最具权威性和使用最为广
泛的概念定义：

这一定义有四个重要维度，在过
去几十年间，这些方面被视为该概念
的核心，不仅包括上述供应和获取，
而且包括利用（指营养摄取）和稳定
性（指其他三个维度的恒定性）。关
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学术文献中也一
直强调这四个维度（Webb等，2006； 
Barrett，2010）。2006年，粮农组
织发表了一份政策简报，以阐述和强
化粮食安全的四个关键维度，使其在
确定改善粮食安全的政策途径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粮农组织，2006）。

粮食安全的这四个维度在食物
权的法律解释中也得到明确或隐含
的认可。1999年的一般性意见明确
提及粮食的供应和可获得性，同时
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的获取。该文
件还提及等同于利用的膳食需求，
以及各国需要确保弱势群体和个人
在资源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也能
获得充足的食物，这等同于稳定性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
员会，1999）。2004年《食物权准
则》加强了食物权与粮食安全四个
维度之间的联系，其中明确指出了
这些维度（粮农组织，2005）。

认识到能动性和可
持续性是粮食安全
的关键维度

尽管上述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
仍然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但它们仍然
遗漏了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对于朝着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方向转变粮
食体系而言至关重要。具体而言，
正如先前的高专组报告所强调的那
样，“能动性”和“可持续性”是直
接源自食物权原则的粮食安全的重要
维度，虽然并不是新的问题，但值得
在概念和政策框架内进一步提升。如
下所述，对粮食安全的共同理解增加
了这些维度，反映出过去十年学术文
献中的研究结果和分析。

能动性
能动性被广泛认可为发展进程

的一个关键维度（Kabeer，1999； 
世界银行， 2 0 0 5； I b r a h i m 和
Alkire，2007）。Sen（1985，第203
页）将能动性定义为“一个人在追求
他或她认为重要的任何目标或价值时

     粮食安全系指所有
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
质、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得
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
食物，满足其膳食需要和
食物偏好，过上积极和健
康的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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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地去做和实现的事情”。能
动性超越了对物质资源的获取，因为
它包括赋权，即人们采取行动改善自
身福祉的能力，以及人们以影响更
广泛背景的方式参与社会的能力，包
括在制定政策时行使发言权（Alsop
和Heinsohn，2005）。各国政府可发
挥重要作用，通过支持民主的、包
容的、参与式进程和制度，提供制
度背景，制定公共政策，使能动性得
到发挥。大部分能动性是处于特定状
况的，这意味着能动性受到当地权力
动态、财富差距、性别规范和治理
结构的制约（Peter，2003）。社会
不平等往往反映出不同个人、群体和
政府机构之间的能动性差异，这反过
来又影响到发展机会和成果（世界银
行，2005）。正如世界银行所强调的
那样（2012），有能力以不被剥夺的
方式发挥能动性是一项基本人权，能
够带来更好的发展成果。

正如能动性对更广泛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一样，它对确保粮食安全也
至关重要（Burchi和de Muro，2016； 
Chappell，2018；Rocha，2007）。
在这种情况下，能动性意味着个人
或群体自行决定吃什么食物、生产什
么粮食、如何在粮食体系中生产、
加工和销售粮食等问题的能力，以
及参与形成粮食体系政策和治理的
进程的能力。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
的个人和社区（包括妇女、小规模
农业生产者、土著人民、牧民、渔
民、弱势粮食体系工作者、边缘化社
区和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往往在
粮食安全和粮食体系方面缺乏能动
性，而且常会经历较高水平的粮食
不安全。同时，其他行动方（如捐
助者和大企业）可能在形成我们对
粮食不安全的看法方面拥有较大的能
动性或权力，包括确定解决方案和影

响粮食环境的整体状况（高专组第12
号报告，2017；Schurman，2017）。 
人们普遍认识到，政府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加强被剥夺权利之人的个人和
集体能力，使其在塑造粮食体系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在权力差异最
小的领域为辩论创造政治空间，以及
通过提高其营养能力强化粮食安全成
果（Burchi和de Muro，2016；高专组
第12号报告，2017；高专组第14号报
告，2019）。

粮食体系中的能动性概念与包
括食物权在内的人权密切相关。食物
权认可能动性，因为人权本质上涉
及个人和社区的能力和自由。粮农
组织所有成员国于2004年一致通过的 
《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
（《食物权准则》），呼吁各国 
“促进和保障自由、民主和公正
的社会，以便提供一个和平、稳
定和有利的经济、社会、政治和
文化环境，使个人能够自由而有
尊严地供养自己和家人”（粮农
组织，2005，准则1），从而强化
能动性对实现食物权的重要性。 
《食物权准则》还明确呼吁各国确保
通过保证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参与的
包容性进程制定、实施和监测食物权
战略和政策，并使其促进消费者的选
择（粮农组织，2005，如准则3、8、 
9和11）。同时，发挥能动性需要认
可和维护权利。高专组报告14强调了
这一点，“实现能动性意味着需要获
得准确的信息、对此类信息和粮食安
全其他维度的权利，以及保障这些权
利的能力，包括获取和控制生产、收
获和制备粮食所需的资源”（高专组
第14号报告，2019，第66页）。

可持续性
在更广泛的文献中，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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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广泛视为粮食安全概念的组成
部分（如，Lang和Barling，2012； 
Garnett，2013；Berry等，2015； 
Béné等，2019；Béné等，2020），并且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政策举措的核心理
念（联合国，2019a）。可持续性指粮食
体系以不损害为子孙后代带来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方式
在当前提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长期能力
（根据高专组报告8整理）。作为粮食安
全的一个维度，可持续性意味着粮食体
系的做法长期尊重和保护生态系统（粮
食体系的基础），同时与提供粮食安全
和营养所需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之间存在
复杂的相互作用（El Bilali等，2018； 
Meybeck和 Gitz，2017；Carlsson等, 
2017）。

将可持续性纳入粮食安全和营
养概念至关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和自
然资源退化等日益严重的趋势以及日
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正在破
坏生态系统与社会和经济系统相结合
以支持未来多样化和健康的粮食生产
和粮食体系生计的能力。因此，必须
确保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
以可再生的方式相互协作，为长远的
未来提供粮食安全和营养。粮食安全
的稳定性维度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一
长期前景，最初纳入稳定性的目的是
为了考虑到可能迅速破坏粮食安全的
短期干扰因素，如冲突、自然灾害和
市场动荡（粮农组织，2006）。这一
长期前景考虑到自然资源基础、生计
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能力，以持续维持
支持粮食安全的体系，并确保考虑到
子孙后代的需要。

可持续性被视为确保食物权的一
个重要方面。《食物权准则》明确指
出，可持续性在各国履行维护和保护
食物权的义务方面十分重要。该准则

特别呼吁各国“考虑保护生态可持续
性和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具体国家政
策、法律文书和支持机制，以确保为
今世后代增加可持续粮食生产的可能
性”（粮农组织，2005，准则8）。
此外，可持续性是几乎所有高专组报
告的主要特征，包括最近的高专组第
14和12号报告。对于粮食体系而言，
生态足迹的概念和度量提供了可持续
性维度的有用表示，因为它不仅考虑
到人们消费了什么食物，而且考虑到
这种食物的生产、加工、运输和使用
方式。该度量标准的使用鼓励维持或
增强自然资本的做法，不鼓励消耗自
然资本的做法（高专组报告第14号报
告，2019）。正如2017年对高专组在
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对粮安委所
做贡献的回顾中所指出的：“当审视
粮食安全和营养时，不同层面的可持
续发展实际上是大多数高专组报告的
核心内容”（高专组，2017d）。

如图1所示，在普遍认可的粮食
安全定义中，已经隐含地考虑到纳
入能动性和可持续性。提及“任何时
候”不仅意味着粮食体系的短期不
稳定，而且意味着可持续性层面所
涵盖的长期维度。在该定义中提及 
“所有人”和“食物偏好”表明能动
性某些关键方面的重要性，因为重要
的是，所有人不仅有能力获得满足
其膳食需求的充足和营养的食物，而
且能够自由选择他们食用和生产的
食物。能动性还通过强调个人和群体
有能力参与政策进程和影响粮食安全
其他维度的决策过程，支持粮食安
全的所有其他维度（Rocha，2007； 
Chappell，2018）。

插文1概述的粮食安全的六个维
度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相互关联。例
如，如果食物是可获取的，那么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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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在粮食安全的当前定义中确定其六
个维度

能动性

“粮食安全系指一种状况，即 
所有人， 
在任何时候， 
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手段 
获得充足、 
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 
满足其膳食需要 和 
和食物偏好， 
过上积极和健康的生活。”

稳定性（短期）

可持续性（长期）

获取

供应

利用

插文1
粮食安全的六个维度

供应 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足以满足个人膳食需求的食物，且食物不含有害物

质，在特定文化中可接受，通过国内生产或进口供应。

获取（经济、社会和 

物质）

有个人或家庭经济手段用于获得充足的食物，足以确保不会危及或损

害其他基本需求的满足；人人都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包括弱势个人和

群体。

利用 有充足的膳食、清洁的水、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以达到满足所有生

理需求的营养健康状态。

稳定性 有能力在出现突发性冲击（如经济、健康、冲突或气候危机）或周期

性事件（如季节性粮食不安全）的情况下确保粮食安全。

能动性 个人或群体有能力独立地就吃什么食物、生产什么粮食、如何生产、

加工和销售粮食以及参与塑造粮食体系的政策进程做出选择。对能动

性的保护需要社会政治制度来维护治理结构，从而实现所有人的粮食

安全和营养。

可持续性 粮食体系的做法有助于自然、社会和经济系统的长期再生，确保当代

人的粮食需求得到满足，同时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粮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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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供应的，但食物并非对所有人都
是可获取的，除非个人和群体有能
力发挥能动性，使他们能够获得需
要的食物并塑造满足其偏好的粮食
体系。同样，如果不采用可持续措
施生产粮食，其稳定性和利用就会
处于危险境地，继而危及长期的供
应和获取。虽然粮食安全的这些方
面有时在文献中被称为“支柱”，
但“维度”一词更适用。支柱可能
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具有同等权重
的独立元素，而维度允许对它们之
间更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解，并
且在不同情况下对重要性的强调程
度也不同（Berry等，2015）。

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
人们日益认识到，有必要在以

食物权为指导原则的粮食体系框架
内处理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工作
组 12，2017；Salcedo Fidalgo和
Morales，2019）。这种方法认识
到粮食体系与其他体系的相互关联
性，并继而认识到所有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Waage
等，2015年）。例如，在关于饥饿
和营养不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方面
取得的进展直接关系到关于健康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3方面的进展，反之
亦然。关于获得清洁饮水和卫生设
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对粮食生产和
良好营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关于
负责任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12是以可持续方式实现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必要条件。关于渔业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14和关于陆地生物多
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5也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2直接相关，因为水生和
陆地生态系统都支持粮食生产。

高专组报告8（2014，第29页)
对粮食体系的定义如下：

如高专组报告12所述，粮食体
系框架认识到各种系统之间关系的
复杂性，这些系统支持粮食生产、
粮食供应链、粮食环境、个体消费
者行为、膳食以及反馈到体系中的
营养结果和更广泛的结果（另见
Fanzo等，2020；Maestre、Poole和
Henson，2017；Béné等，2019）。支
持粮食生产的系统包括生态系统、人
类系统、能源系统、经济系统和卫生
系统，这些系统为粮食体系提供必要
的投入。

粮食供应链（通常也称为粮食
生产和销售网络）是粮食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涵盖从生产到贸易、加
工、零售营销、消费和废物处理的所
有阶段和参与者，包括私营企业（高
专组第12号报告，2017）。粮食供应
链日益复杂，其特点是生产和销售系
统的专业化。由于粮食通常从生产流
动至消费，粮食商品的支付流动通常 
是相反方向的，而投资资金则以复杂
的方式流入供应链的各个阶段。粮食

      粮食体系涵盖与
粮食的生产、加工、
销售、制备、消费相关
的所有要素（环境、人
员、投入品、流程、基
础设施、机构等）和活
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产
出，包括社会经济和环
境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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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依靠支持生态、人类、能源和
经济系统来生产和销售粮食，同时也
为那些在生产到销售连续体中不同环
节工作的人提供生计。

粮 食 环 境 指 影 响 获 取 、 可
负担性、安全性和食物偏好的
物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
条件（Kraak等，2014；高专组
第1 2号报告，2 0 1 7；联合国营
养问题常设委员会，2 0 1 6）。 
粮食环境通常与粮食供应链、消费
者行为和膳食重叠。消费者行为
对粮食环境做出响应，包括个人对
在何处获取、制备和食用什么食
物的认识和决定。这些个人的决定
最终决定了膳食的数量、质量、
多样性、安全性和充足性（Downs
等，2020）。膳食反过来形成影响
其他系统的结果，如影响健康系
统的人口营养影响，以及影响生态
系统的膳食对气候的影响。这些联
系创造了反馈循环，从而形成粮食
体系变革的驱动因素和应对变革的
政策（Burlingame，2019）。营养
良好的个人和社区是整个粮食体系
中确保积极结果的关键（Lawrence
等，2019），这些结果通过影响人
们在体系内发挥作用和能动性的能力
而反馈到粮食体系中。最终，这些结
果由影响粮食体系的驱动因素以及对
其予以响应的政策决定，并反过来影
响这些驱动因素和政策。

粮食体系框架反映出更大范围
内的复杂变革驱动因素影响粮食体系
运行的方式，而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
的后果往往反馈到粮食体系中（Béné
等，2019）。例如，私营公司、行业
和法律框架常常会影响粮食环境，这
可能是健康状况不佳和环境恶化的主
要驱动因素（通过推广高热量膳食、

添加糖、饱和脂肪和超加工食品）
（Swinburn等，2019）。反过来，环
境退化（由不可持续的膳食引起）会
加剧对健康的负面 影响，例如，与
土地开垦和高度产业化农业模式相关
的气候变化和农业污染（可持续粮食
体系国际专家组，2016）。我们在此
将粮食体系变革的主要驱动因素分为
六大类：生物物理和环境；技术和创
新；经济和市场；政治和制度；社会
文化；和人口（根据高专组第12号报
告，2017中的Ingram，2011整理）。
第二章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些粮食体系
驱动因素。

政 策 和 治 理 体 系 以 复 杂 和
反复的方式与粮食体系相互作用
（Candel，2014；McKeon，2015； 
Pérez Escamilla等，2017）。粮食
治理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规范
和程序，由其形成影响粮食体系的政
策和决定。参与粮食治理的主要行动
方包括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等公共部门
行动方、非政府机构和社会运动等民
间社会以及企业等私营部门行动方。
粮食政策和治理力求形成粮食体系成
果，并在此过程中寻求塑造粮食体系
变革驱动因素影响粮食体系、消费者
行为和供应链参与者必须遵守的规则
的方式，所有这些最终都会转化为结
果。以食物权原则为指导的粮食体系
政策和治理最有可能支持粮食安全的
六个维度。这些关系如下文图2所示。

根据粮农组织（2018a），可持
续粮食体系指“在为子孙后代提供粮
食安全和营养的经济、社会、环境基
础不遭受损害的条件下为所有人提供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粮食体系”。可持
续粮食体系体现出支持粮食安全六个
维度的特质。这些特质是：多产和繁
荣的（确保充足的粮 食供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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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包容的（确保所有人都能在该体
系内获得粮食和生计）；表示敬意和
赋予权能的（确保所有个人和群体在
塑造该体系时进行选择和发表意见的
能动性）；具有抵御能力的（确保面
对冲击和危机时的稳定性）；再生性
的（确保其所有维度的可持续性）； 
健康和富有营养的（确保营养素的摄
取和利用）。在实践中，正如粮食安
全的六个维度是相互关联的，可持
续粮食体系的这些特质也是紧密相连
的。当粮食体系以综合、整体的方
式体现这些特质时，它们更有可能支
持实现食物权和《2030年议程》的目
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

不断演变的政策议程
直到最近，全球粮食安全政策

方法主要侧重于增加粮食产量，以解
决粮食供应问题，事实上，一些政策
举措仍然优先考虑粮食产量，而不是
粮食体系的其他目标。虽然在增加全
球粮食产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
人们普遍认为，这不仅不足以解决
粮食不安全的所有维度，而且这种
方法实际上可能适得其反（Garnett
等，2013；Burlingame，2014）。 
全球粮食和营养不安全是一个高度差
异化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些难以触及
的人群所处的边缘领域。尽管增加粮

资料来源：根据高专组第12号报告，2017整理。

图2
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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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产量解决了各种粮食和营养挑战当
中的一部分，但很明显，我们需要一
套更加细致的方法来应对粮食安全在
供应以外的其他维度。这种更细致的
方法以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为基础，
将更有效地惠及目前处于长期饥饿的
九分之一世界人口，并解决一切形式
的营养不良问题，如超重、肥胖和微
量营养素缺乏。

以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为基础
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方法体现出近
几十年来发生的关键政策转变，而高
专组一直在其所有报告中倡导这种转
变（高专组，2017d）：

i. 支持整个粮食体系的彻底转
型，以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
及实现《2030年议程》
包括高专组报告在内的越来越多
的文献强调，必须超越专注于农
产品供应和人口变化的粮食政
策，实施支持整个粮食体系根本
性变革的政策，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2，并以综合方式支持
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可持
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组，2016； 
Willet等，2019）。因此，粮食
体系的转型需要从单纯注重数量
转向涉及多个方面的特质。在这
种情况下，特质是指公民发挥能
动性塑造粮食体系使其满足自
身需求和偏好的能力，生产系
统的可持续性（高专组第14号报
告，2019），粮食生产和销售网络
的抵御能力，在从生产到消费的所
有阶段对粮食的健康和营养方面的
考虑（高专组第12号报告，2017； 
Fan，Yosef和Pandya-Lorch，2019； 
Burlingame，2020），以及粮食体
系的其他重要特征。

ii. 认识到粮食体系与推动其变
革的多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
复杂联系
高专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国际评
估一直强调不同系统和部门之
间、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及
其与粮食体系的关系之间的联系
（如，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
小组，2016；Willett，2019； 
Swinburn等，2019）。这些研究结
果表明，从将粮食安全和和营养
政策视为一个部门问题，转变为
将粮食体系与其他部门（卫生、
农业、1环境、文化）和系统（如
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文化
系统、能源系统和卫生系统）以
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iii. 关注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
高专组报告以及越来越多的学术和政策
文献都表明，需要从仅将饥饿和营养
不足视为主要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 
（尽管这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应被
低估），转变为涵盖一切形式营养不良
的问题，不仅包括长期食物不足，还
包括超重和肥胖、微量营养素缺乏以
及与膳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高专
组第12号报告，2017；高专组第14号报
告，2019；世卫组织，2013；Swinburn
等，2019）。这些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
问题可能在同一个国家、社区、家庭、
甚至同一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共
存。因此，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所有国
家都需要关注不平等问题和面临风险的
人口。在粮食不安全和食物权侵权行为
的结构性方面，最突出的是在权力、收
入、性别以及获得自然资源和服务方面
的严重不平等。

1  在本报告中，“农业”一词具有广泛的内涵，
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以
及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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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考虑到情况的多样性，提
出可行的、针对具体情况
的解决方案
每种情况都是具体的，需要具有
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政策。这一
研究结果的一致性说明了一种转
变，即从单纯关注总体的全球
解决方案转为认识到不同情况需
要不同解决方案。在先前的报告 
（高专组第10、11、12号报告等）
中，高专组强调了国家之间及内部
粮食体系的多样性。这些粮食体系
处于不同的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
背景下，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因
此，政策主体需要针对具体情况
设计面向可持续粮食体系的转变途
径。这种途径将整合技术干预措
施、投资、扶持性政策和工具，并
纳入不同类型的知识，包括当地和
土著知识。这种途径还涉及各种不
同规模的主体。然而，要实现面向
粮食安全和营养及可持续发展的粮

食体系转型，需要以协调和综合的
方式在地方层面进行逐步转变，在
更大范围内对制度和规范进行更多
的结构性改革。

这四种政策转变相辅相成，共
同加强向支持更可持续粮食体系的新
政策框架的转变。采用包含这些转
变的政策方法，使高专组基于学术
和政策文献（如，Caron等，2018；
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组，2016； 
Swinburn等，2019）的见解以统一连
贯的方式更充分地融入政策制定过
程。正如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在回顾高专组在可持续发展目标2方
面对粮安委做出的贡献时所总结的那
样，在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和计划时，
有必要充分考虑这些粮食安全和和营
养政策要素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见
高专组，2017d）。图3总结了这些政
策转变，并且第3章将对其进行更详
细地阐述。

图3	
高专组倡导的政策方法的关键转变

资料来源：根据高专组，2017d整理。

专注于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增加农业
供应

致力于整个粮食体系的彻底转型，以
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并实现《2030年
议程》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视为部门问题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视为与其他系统和
部门相互关联的系统

专注于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足 关注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及其相
互之间的复杂关系

侧重于寻找全球适用的粮食安全和营
养解决方案

认识到粮食安全和营养具有特定的背
景情况，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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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综述：阐述变
革理论

转变粮食体系以提高其抵御
能力以及实现《2030年议程》的能
力，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需
要始终包括上述四种政策转变的
政策方法。这些转变共同促成更
可持续的粮食体系，以支持粮食安
全的六个维度，并最终支持实现食
物权。通过增强粮食体系的抵御能
力，这些政策转变将提高粮食体系
克服许多挑战的能力。这些概念之
间的联系如图4所示，该图描述了
本报告的变革理论。例如，面向粮
食体系彻底转型的转变侧重于提高
粮食体系的整体特质，因此鼓励粮
食体系更能赋权，更加公平、可再
生、多产和繁荣。面向认识到不同
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的政策转变侧重

于确保各个体系以积极的方式协同
运作，而不是相互矛盾，因此鼓励
提高粮食体系的再生性、生产率和
抵御能力。解决饥饿和一切形式营
养不良的政策转变侧重于确保所有
人都能获得有营养的食物，因此鼓
励公平、赋权、健康和营养的粮食
体系。面向更具针对性的政策转变
考虑到当地的状况和知识，因此鼓
励提高粮食体系的抵御能力、生产
率和赋权能力。

在这四种政策转变相结合的情
况下，通过支持更具可持续性的粮食
体系，将使粮食体系能够克服其面临
的许多挑战，并为各项举措的蓬勃开
展提供机会，以便更好地支持实现
《2030年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
目标2。这些政策方向和举措及其应
对粮食体系挑战的方式将在第三章中
予以更深入的探讨。

图4
变革理论

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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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有利条件的支持下，这
四种政策转变更有可能以连贯一致
的方式持续下去。最重要的是，有
效的治理机制鼓励和维持从全球到
地方各个层面的跨部门协调。代表
性和参与原则是有效治理机制的核
心，就粮食安全和营养而言，这意
味着要听取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意
见，这些群体是粮食体系的关键参

与者。对研究的支持对于粮食安全
和营养政策始终坚持这四种政策转
变也很重要。一个涵盖粮食体系所
有维度的强有力的研究议程有助于
进一步了解最有可能在实现《2030
年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2方面取得有意义进展的各种政策
举措。

本章小结：包括政府、民间社会、公民个人、私营部门和机构在内的各

种行动方必须围绕一种新的综合方法，以更加一致的方式共同应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问题。这种方法：

(1) 以食物权的原则和法律框架为指导；

(2) 在关于食物权的文献和国家义务的支持下，将粮食安全的概念扩展至六

个维度，以便更一致地将能动性和 可持续性与供应、获取、利用和稳定

性结合起来；

(3) 以可持续粮食体系分析框架为基础；

(4) 鼓励以下政策：

i) 支持粮食体系的彻底转型，强调多方面的特质；

ii) 认识到粮食体系的复杂性及其与其他部门和系统的相互作用；

iii) 关注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更广泛理解；

iv) 制定针对具体情况的政策解决方案，以解决不同问题。



第2章

粮食体系的
当前趋势、挑
战和潜在机遇

©粮农组织/John We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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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持续发展目标

2呼吁消除饥饿

和一切形式的

营养不良，推

广可持续的农
业体系，以提高小规模粮食生产者，
尤其是妇女、土著人民、牧民和渔
民的生产力和收入（联大，2015）。
然而，目前的粮食体系成果高度不平
衡，即便全球粮食产量就膳食能量而
论已超过全球人口的需求总量，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2方面的进展一直乏
善可陈（Willet等，2019）。要理解
粮食体系成果这种不平衡的现状以及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方面的进展寥
寥，就需要深入了解驱动粮食体系转
型的根本因素。而通过剖析主要趋势
来了解当前状况和确定主要挑战和机
遇，是制定更好的粮食安全与营养政
策过程中一个关键步骤。本章首先简
要介绍了有关粮食体系成果的主要趋
势，说明有必要增进对此类动态根本
成因的了解。然后深入分析了粮食体
系转型驱动因素呈现的若干趋势。由
于情况极其复杂，而且有时难以理清
各种互为反馈的驱动因素与成果，因
此采用粮食体系方法有助于对上述趋
势进行分析。

粮食体系成果：主
要趋势简述

饥饿形势恶化
在全球饥饿状况经过一段稳定改

善时期后，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连续第三
年攀升。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2指标2.1
即食物不足发生率（PoU）衡量，2018
年全世界有超过8.2亿人口长期营养不
足（粮农组织等，2019）。2018年食物
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几个区域是非洲撒
哈拉以南地区（22.8%）、加勒比区域
（18.4%）和南亚区域（14.7%）（粮农
组织等，2019）。若按照以粮食不安
全体验分级表（FIES）为基础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2指标2.1.2即中度或严重粮
食不安全发生率衡量，2018年逾7亿人
口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还有13亿人
口遭受中度粮食不安全；面临粮食不
安全的总人口达20亿，约占全球人口
的四分之一（粮农组织等，2019）。
受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及全球经济衰
退影响，上述数字明年很可能大幅上
升（粮食署，2020a）。世界粮食计划
署（粮食署）估计，疫情下遭受严重
饥馑的人数将增加1.3亿，尤其是在非
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近东区域的国家
（Khorsand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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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现象蔓延

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现象也在
增多。2016年约有19亿成人，相当
于全球40%的18岁以上人口，存在超
重问题，其中三分之一左右——6.5
亿人——还有肥胖问题（世卫组
织，2020a）。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和
肥胖发生率也居高不下，仍在上升。
全世界每年约有400万例死亡是由超重
和肥胖引起（粮农组织等，2019）。
同时，大约15亿人缺乏一种或多种微
量元素，即由于膳食质量较差，缺乏
关键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A
和铁元素，而这些都是保持健康所不
可或缺的。缺乏微量元素所致营养不
良对食物不足人群和超重人群有着相
似的影响（粮农组织等，2018）。总
之，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着至少一种
形式的营养不良问题。

食物环境质量不平衡
世界各地的食物环境在质量上不

够平衡，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
是如此，而且许多情况下食物环境的
卫生状况日趋恶劣。营养教育的匮乏、
传统知识和食物实践的缺失、负担得起
的新鲜营养食物可供量不足，以及超加
工食品有针对性的广告宣传，共同促成
了质量低下的食物环境。随着经济发
展、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各国通常
会经历一个“营养转型”阶段，其间高
度加工的食品消费量出现增长（高专
组第12号报告，2017；Popkin、Adair
和Ng，2012）。在中低收入国家，尤其
是城市地区，高能量饮料和零食及其他
加工和超加工食品的消费量一直在上升
（Baker和Friel，2016）。在高收入国
家，这一趋势近些年有所缓解，超加工
食品的消费量保持高位或从相对较高水
平稍有下降（Baker，2016）。

食品安全持续引发关注

全世界非常多的疾病和死亡是
由不安全的食品造成的，对社会经济
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疾病可能
是急性的，也可能是慢性的，由细
菌、病毒、寄生虫、霉菌毒素、化学
污染物、重金属或天然毒素等病原体
引起。如世卫组织食源性疾病负担
流行病学参考组（FERG）所指出，31
种食源性危害在2010年导致了约6亿
食源性疾病病例和42万例死亡。该
数据可能还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特别是因为许多人虽然出现腹泻这种
普通的食源性疾病症状，但并不会去
寻医问诊。食源性疾病负担估计不
亚于其他一些重大传染病，如艾滋病
毒/艾滋病、疟疾和耐药结核病。即
便近年来食品安全有所改善，随着粮
食体系和食物环境不断变化且愈发复
杂，仍然出现了新的风险（Nayak和
Waterson，2019）。

粮食体系生计脆弱不堪
农业维系着超过10亿人口的生

计，全世界约有5亿个家庭农场，其中
多数为小规模经营（劳工组织，2020； 
Graeub等，2016）。尽管过去二十年
里农业在全球就业岗位中所占比例从
40%降至26.8%，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较大，许多低
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高达60%（劳工
组织，2020）。农业转型过程中，在
农业部门流失一部分就业岗位的同
时，粮食体系中诸如食品加工和零
售等其他环节可能也创造了一部分就
业岗位，然而这部分就业岗位被纳入
制造业或服务业的统计范围，于是导
致人们低估了粮食体系对于就业的重
要性（世界银行，2017）。在非洲和
亚洲，农业和粮食体系仍然是重要的
就业岗位和生计来源。不过，全球各
区域的农业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



[21

2  粮食体系的当前趋势、挑战和潜在机遇

也有人称之为“单产差距”（如van 
Ittersum，2013），同时世界各地的农
业创收情况也各不 相同（Ricciardi
等，2018）。由于粮食体系内权力关
系的不平衡，粮食体系各环节众多粮
食生产者和工人的生计脆弱不堪（可
持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组，2016）。 
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凸显了这一问题，
很多外来农业工人和食品加工部门工人
是最易染病的群体。

粮食体系的外部成本
高企

尽管对包括生态农业生产方法在
内的可持续粮食生产理念的政治支持
力度加大，但是如前文详细讨论的那
样，全世界多数粮食生产活动仍会带来
庞大的生态影响力和压力源，所产生的
成本往往被外部化（生态系统和生物多
样性经济学，2018）。粮食体系对气
候、淡水资源、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
和海洋环境都有巨大影响，下文将就此
展开深入讨论。一些分析表明，粮食体
系跨越了多个“地球承载极限”，根据
科学家建议，此类临界点界定了一个
安全运作空间，人类活动必须限于其
中方能确保长期可持续性（Rockström
等，2009；Springmann等，2018； 
Willett等，2019）。

粮 食 体 系 驱 动 因
素：主要趋势

粮食体系转型的驱动因素呈现
诸多趋势，均因与《2030年议程》相
关而影响到粮食体系成果。下文按照
这些趋势所反映的粮食体系驱动因素
进行分类：生物物理和环境趋势；技
术、创新和基础设施趋势；经济和市
场趋势；政治和体制趋势；社会文化
趋势；以及人口趋势。受篇幅限制，
本文仅作简 短讨论。这些趋势之间

的关联和互动密切而又复杂，甚至横
跨多个驱动因素类别。它们在世界各
地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有所差异。有些
比较直接，有些则比较间接地对粮食
安全与营养及粮食体系成果产生影
响，不过这些趋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经常相互交错，有时难解难分。

部分趋势对粮食体系成果有着
不利影响，明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构成了障碍，而部分趋势可能带来
机遇，或者其影响模糊不清、存在争
议，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充分了解。图5
展示了趋势分析中作用于六个粮食安
全维度的各种挑战和脆弱性因素。未
来还可能出现其他重要趋势和挑战，
因而下图所列示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
或穷尽无遗，只是说明主要趋势影响
粮食体系成果的方式。这些趋势不仅
发生在粮食体系内部，也发生在对粮
食体系有影响力的更广泛的政治、经
济和环境层面。

生物物理、环境和疾
病趋势
气候变化

众所公认，农业因其对自然资
源和天气状况的依赖性，是气候变
化影响下最为脆弱的部门之一。由
于气温升高、降水模式改变和极端天
气事件发生率提高，气候变化已经影
响到粮食安全（气专委，2019；Mbow
等，2019）。气候变化会以多种方式
影响农业生产，包括产量下降、水生
物种的丰度和分布变化、干旱和水资
源短缺、极端气温胁迫、森林生产率
变化、草害增多、新型有害生物、病
毒和食源性疾病出现等，最终造成粮
价上涨，并对人类健康、食品安全和
营养状况形成不利影响（高专组第3号
报告，2012；气专委，2019）。天气
变化更为频繁、气候变化所致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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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影响粮食安全六个维度的挑战

供应

稳定性 可持续性

利用

能动性

• 单产差距

• 公共部门的农业投资减少

• 支持外部投入低型农业的
研究/培训匮乏

• 女性农民缺乏资源权利及
支持

• 生产、收获后处理和运输
效率低下

• 生产者层面激励不足

• 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退化

• 气候变化影响生产效率

• 粮食损失和浪费

• 农作系统存在劳动力制约
因素

• 储存基础设施薄弱

• 冲突、迁徙和地理政治紧
张局势

• 粮食供应的季节性

• 气候紧急情况、自然灾害
和人为灾害

• 经济危机、贸易中断、粮
价波动

• 生物胁迫（疫病、有害生
物、寄生杂草）

• 食品安全危机

• 粮食/饲料/燃料/木材需
求变化

• 全年收入波动

• 生产系统在应对冲击方面
的脆弱性加深

• 健康食品的价格难以负担

• 依赖粮食进口

• 贫困问题和岌岌可危的
生计

• 收入不平等

• 食物环境质量不平衡

• 获取方面存在性别、阶
层、年龄和家庭内部差异

• 面向小规模生产者的销售
和进入市场基础设施薄弱

• 零售市场集中程度提高，
生产与消费环节距离拉大

• 气候变化影响未来生产

• 生物多样性损失破坏遗传
多样性

• 自然资源退化

• 资源效率低下，过度使用
农用化学品造成污染

• 不可持续的农业带来生态
和经济成本

• 不可持续的膳食

• 粮食体系生计岌岌可危

• 青年对农业的兴趣减退

• 人口变化和城市化

• 隐性饥饿/微量营养素缺乏

• 肥胖率上升

• 膳食多样性不足

• 食品安全挑战

• 膳食不健康、不可持续

• 膳食模式随收入增长和城
市化发展而改变

•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匮乏

• 妨碍养分吸收的疾病

• 性别分工不平等，工作妇
女可投入烹饪和喂养的时
间有限

• 可靠营养信息的获取途径
匮乏

• 食物环境质量不平衡

• 财富和收入不均影响选择

• 性别不平等制约选择

• 地方与全球权力动态的不
平衡影响个人和集体有关
粮食体系的决定

• 公司权力影响粮食供应链
动态

• 不平等的贸易规则可能置
部分农民和消费者于不利
之地

• 不平等的能动性和知识影
响关于自主膳食和食物选
择的知情决策

• 粮食体系治理不善且分散化

• 政治制度软弱无力

• 各国未能维护食物权

• 土地和资源分配不平等

• 信息和技术的获取机会不
平等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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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日益增多，也会影响农业生产力，
由此产生的涟漪效应波及粮食贸易和
消费（粮农组织等，2019）。

气候变化的影响还将在更大范围
作用于粮食体系（气专委，2019；Mbow
等，2019），此类重大影响因不同区
域而异，大部分不利影响集中出现在热
带发展中区域和温带干旱地区，而这
些地方的饥饿和贫困发生率本已较高
（粮农组织，2016a）。例如，在非洲
撒哈拉以南地区和近东，干旱是导致
食物不足状况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预计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和生
计的打击将随时间推移而加重（粮农
组织，2016a）。除了干旱地区，山区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也特别容易受气候
变化影响（气专委，2019）。气候变化
对多种形式营养不良的影响又构成进一
步的挑战（Fanzo等，2018；Swinburn
等，2019）。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
化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严重的不
利影响（Dietz，2020）。还有证据表
明，气候变化正在降低粮食作物的营养
含量（Smith和Myers，2018）。

虽然粮食体系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但是农业依然是温室气体（GHG）排放第
二多的经济部门，仅次于能源部门（气
专委，2019）。粮农组织估计农业、林
业和土地用途变化产生了五分之一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由于农用化学品生产、
运输和储存以及农业加工业和零售业的
影响，粮食体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
球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甚至更高（粮农
组织，2016a）。

自然资源的退化加速
粮食体系日益面临其他一些与

气候变化相互作用并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成果有着复杂影响的环境压力
（Herrero Acosta等，2019）。这些
压力包括生物多样性损失、水资源短
缺、毁林、土地用途变化所致土地退

化、土壤肥力流失和污染等，其中大
部分都与农业和粮食生产活动的扩张
有关（高专组第11号报告，2017；高
专组第14号报告，2019）。目前，三
分之一以上的陆地面积用于农业耕种
或畜牧业。尽管农业耕地的这种扩张
关系到粮食产量的增长，但人们普遍
认为这种扩张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基
础退化威胁到农业部门的抵御力，并
终将威胁到长期的粮食安全（生物多
样性平台，2019）。资源退化会破坏
各种生态系统服务，比如水过滤、碳
吸收和授粉媒介多样性，而这一切是
完善的农业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高专
组第14号报告，2019）。例如，全球
超过四分之三的粮食和农业作物依赖
昆虫和/或动物授粉媒介，但此类媒
介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土地和资源退化
威胁（生物多样性平台，2019）。全
球近三分之一的鱼类种群遭到过度捕
捞，这一问题因鱼类生境的退化和损
失而恶化（Brown等，2019）。

农业的用水量庞大，在世界各
地平均占用70%的淡水取水量，这一
比例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达到95%之高
（Campbell等，2017）。农业养分、
杀虫剂及其他污染物还是水污染的重
要成因，倘若管理不善，会导致巨额
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本。上世纪水
资源用量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率的近
两倍。大约40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
生活在严重的物理性缺水条件下，大
约16亿人即将近四分之一的全球人口
缺乏获取水资源的必要基础设施。面
对制造业、家庭用途和火力发电的用
水需求竞争，灌溉用水量几无任何增
长空间。水资源短缺会影响经济增长
前景，包括农业和粮食生产前景（教
科文组织、联合国水机制，2020）。

农业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已持续了几十年，却在近些年才暴
发危机。粮农组织估计从1900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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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全世界大约损失了75%的作物
多样性，1950年之后作物多样性的消
失速度最快（粮农组织，2010）。
伴随作物多样性衰减的是单一作物
种植做法的与日俱增。三种谷物占
据了全世界粮食热量供应量的40%多
（粮农组织，2016a），并构成了日
趋同质化的全球膳食基础（Khoury
等，2014）。全世界范围内栽种的
植物品种正在减少，饲养的动物品
种数量也在萎缩。与粮食和农业相
关的家畜当中，哺乳动物品种的灭
绝事件日渐增多，与此同时，至少
2000种用于粮食和农业的牲畜品种面
临灭绝风险（粮农组织，2019b；生
物多样性平台，2019）。目前鲜有 
保护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工作，而作物
野生近缘种对于确保粮食安全至关重
要。由于种植作物、作物野生近缘种
和家畜品种的多样性衰减，农业生态
系统对气候变化、病原体及其他有害
生物压力的抵御能力也在下降（生物
多样性平台，2019）。

食品危害和新出现的疾病
诸多疾病和危害以复杂的方式

对粮食体系产生影响。食源性疾病
的最常见起因就是腹泻病原体，比
如可通过水和食物传播的细菌性、
病毒性及寄生生物，特别是在不卫
生的食品处理和制备情况下。5岁
以下儿童占食源性疾病患者的40%
左右。食源性疾病负担最重的是生
活在低收入区域，包括非洲、东南
亚和东地中海区域一些国家的人群
（Havelaar等，2015）。腹泻病是
营养不良的一大成因，也是 5岁以
下儿童的第二大死因。其他食源性
危害包括黄曲霉毒素等霉菌毒素、
砷等重金属、含多种除草剂和杀虫
剂在内的农用化学品，这些都是食
物供应中已知可能致癌的物质（农
研中心，2020）。

全球范围内还出现多种对粮食
体系和粮食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新疾
病。最近，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
起的呼吸道疾病——2019冠状病毒
病（COVID-19）于2019年底在中国
暴发，然后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几乎
每一个国家，到2020年3月初被世
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宣布为全
球性流行病。COVID-19危机已对粮
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造成了严重影响
（高专组，2020）。随着发病率加
速上升，人们出于恐慌抢购食物，
导致粮食供应链中断。一些农场和
肉类包装厂的工人发病，遏制疾病
的措施又阻断了粮食和农业部门劳
动力的流动。这种情况下，粮食获
取受到限制，因为大范围的经济停
滞同遏制疫情的政策共同引发了失
业和收入损失，尤其是在那些最
贫困最脆弱的人群中。COVID-19对
粮食供需和获取的影响相互交错，
以复杂的方式作用于粮食体系，最
终影响到短期和长期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成果（参见第3章插文6）。在
COVID-19暴发前，其他与粮食体系
相关的严重传染病还有埃博拉病毒
病和H5N1型禽流感。

还有一些对人类不具传染性的
传染病，却会影响粮食体系中的牲
畜。致命的非洲猪瘟是一种源自野
猪的病毒性疾病，现在也会传染家
猪，这种疾病已出现近四分之一个
世纪，2018/2019年在亚洲和欧洲再
度暴发。截至2019年，非洲猪瘟是
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猪只死亡的原因
（Dixon、Sun和Roberts，2019），
包括中国大概一半的猪只死亡，并且
扰乱了全球猪肉供应链。

抗击传染病的另一关键因素是
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挑战。一
方面，抗微生物药物对于治疗疾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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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可用来保护人类和动物健
康。另一方面，此类药物在畜牧、水
产养殖和作物生产中常被过度用于疾
病治疗和预防。此外还被用于促进动
物生长，提高了对抗微生物药物具有
耐药性的微生物传播风险（Hughes和
Heritage，2004）。一些研究显示，
对抗微生物药物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可
通过食物传播（粮农组织，2020）。

有害生物激增
近年来，无论是在富裕国家还是

在贫困国家，都涌现许多种威胁农业
生产力的有害生物。尽管部分有害生
物问题实质上是周期性发生的，但日
益令人担忧的是，此类问题的蔓延与
环境变化以及特定的农作方法存在关
联。例如，气候变化极有可能加剧因
有害生物所致农作物损失（Deutsch
等，2018）。以草地贪夜蛾为例，这
是一种源自美洲的跨境有害生物，主
要侵蚀玉米等作物，从2016年起已侵
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大部分亚洲
国家及澳大利亚，每年都会造成巨
大的作物损失，对小农的影响尤为
严重（粮农组织，2018b）。另一个
迫在眉睫的例子是从2019年末就开
始影响非洲之角以及近东和南亚部
分地区的沙漠蝗灾。2020年东非区
域遭遇了70年以来最严重的沙漠蝗灾
（Roussi，2020）。蝗群肆虐直接威
胁着粮食供应。目前同时遭受虫害和
COVID-19侵袭的区域面临极其复杂的
困境，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状况。

杂草也日渐威胁农业生产力。
众所周知，控制杂草的除草剂用量越
来越多，例如采用抗除草剂的转基
因作物和依赖除草剂的免耕农作模
式，已导致杂草对除草剂产生抗性因
而难以控制，且这一问题愈演愈烈
（Bonny，2016；Beckie等，2019）。
杂草问题会破坏农业生产力，因为杂
草与作物争夺关键养分。杂草的这种

特性使得人们更多地使用毒性更高的
除草剂，又造成了土壤和水道污染，
进而威胁土壤的生物多样性（欧洲环
境署，2020）和水生生物（高专组第7
号报告，2014），影响人类健康。

技术、创新和基础设
施趋势
对可持续农业生产方法创新的支持
加大

随着对农作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
关系的认识提高，各方逐渐加大对可
持续农业生产模式创新的支持力度。
虽然普遍认为需要采取更可持续的农
业方法，然而关于何为最有希望实现
这一点的创新，存在不同意见。文献
资料中推介了几种可持续农业创新。

生态农业历史悠久，并在过去
十年里取得了显著进展，越来越多
的社会运动、国家政府和机构，如
粮农组织，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如Rosset和Altieri，2017；粮农组
织，2018c；粮农组织，2018d；Bezner 
Kerr等，2018）。如高专组第14号报告
所列述，对于生态农业有多种理解，
包括：(1)生态原则在粮食体系中的科
学运用；(2)旨在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
实践；以及(3)支持可再生的、立足
本地、社会公正的小规模多样化农作
系统的社会运动。生态农业的农作方
法涵盖了多项关键原则，旨在提升资
源效率（如回收利用和减少投入），
增强生态系统的抵御力（如保持土壤
和动物健康、促进生物多样性、形成
积极的协同效应和推动经济多样化发
展），实现社会公平（如共同创造知
识、将社会价值纳入粮食体系以及提
高参与水平和治理水平）（高专组第
14号报告，2019）。

其他有吸引力的可持续生产方
法包括可持续集约化和气候智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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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Garnett等，2013；Rockström
等，2017）。可持续集约化的目的是
在相同数量的土地上利用较少资源生
产较多粮食。其理念是在集约化生产
的同时无需开垦更多土地，从而减轻
为开垦农业用地而毁林对生物多样性
造成的压力。气候智能型农业的理念
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纳入适应性更
强的做法，即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
也能使农业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世
界银行，2011）。可持续集约化（SI）
倡导的农作方法通常也是气候智能型
农业（CSA）模式的组成部分。二者互
为补充，主要差异在于气候智能型农
业关注的是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相
关的成果（Campbell等，2014）。这两
种方法常依赖于对新的数字技术的利
用，下文将进一步详细讨论。

这些不同的可持续农业创新模
式均有支持者和反对者，虽然也有
融合两种模式理念的余地，但二者并
不总能互相兼容，争议仍然存在（如
Taylor，2017；Godfray，2015）。在
此方面仍需开展更多研究。

数据驱动的粮食和农业技术
数据驱动的数字技术革命正在影

响每一个领域，粮食和农业部门也不例
外。人类已迎来一个创新暴发期，出现
了所谓的“数字农业”，涉及使用数字
技术协助农场的决策和投入品交付。
精准农业的概念也已出现了几十年，
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农业部门所应用
的最新数字技术有全球定位系统，以
及在拖拉机和无人机等农用设备上装
载的联接卫星的数字传感器（Rose和
Chilvers，2018）。越来越多的农民，
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正在更加频繁
地使用数字技术来提高能源和农用化
学品等农业投入品的效率（Weersink
等，2018；Balafoutis等，2017）。还
有一些情况下，农民正在使用此类技术
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比如挤奶机器
人，这一趋势可能随COVID-19的疫情发

展而更加明显。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
家，包括小农在内的农民也开始采用数
字技术，但是他们在这一领域存在知识
差距，而且还需更多研究才能了解使用
趋势的总体情况。

数字技术还通过区块链技术在
全球粮食供应链组织中日益广泛的
应用影响着粮食体系（Bumblauskas
等，2019）。区块链技术不易被篡改
数据，有助于提高供应链中的可追踪
性和透明度，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辅
助探测和监控供应链中的潜在有害物
质，从而改善食品安全（Creydt和
Fischer，2019）。

上述以数据为重点的数字技术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具有重要影响，不
过至于这种影响总体上更可能是积极
的还是消极的，目前还在争论之中
（高专组第14号报告，2019；Rotz
等，2019）。支持者的论据是数字
技术促使农民通过计算机辅助分析
大数据，做出更精准的决策，有助
于他们确定最适合的肥料和杀虫剂
用量（Wolfert等，2017）。然而，
批评者强调技术本身无法解决粮食不
安全问题，并警告称数量不断膨胀的
农场相关数据正在日渐转入大型私
营公司之手，这些公司提供相关的数
字技术和服务，引发了对数据隐私和
农民能动性问题的关切（Bronson和
Knezevic，2016）。还有人担心最贫
困和粮食最不安全的农民基本上无法
获取此类技术，可能进一步加深农村
地区的不平等（Moseley，2017a）。

新型植物育种技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大量转

基因作物都采用了农业生物技术，给
植物加入其他生物的DNA，使其具备抗
除草剂或抗有害生物的新特性。1996
至2018年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显
著上升，从170万公顷扩大到1.917亿
公顷（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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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2018）。绝大多数转基因作物属
于四种作物：大豆、玉米、棉花和油
菜。虽然转基因作物起初在工业化国
家最为盛行，但到了2018年，发展中国
家的生物技术农田面积占全球一半以
上。然而，转基因作物的增长仍然高
度集中化，91%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集中在五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加
拿大、阿根廷、巴西和印度（国际农
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2018）。 
转基因作物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充满争
议（Herring和Paarlberg，2016）。
支持者强调转基因作物在改良作物特性
方面拥有巨大潜力，将能造福富裕国
家和贫困国家的所有农民，包括改善
粮食安全状况（Juma，2011；Anthony
和Ferroni，2012；Qaim、Krattiger
和von Braun，2013）。而批评者提
出多项关切，包括与采用转基因作
物技术相关的潜在环境影响、社会不
平等和粮食不安全（Glover，2010； 
Moseley，2017a）。

最近几十年来，计算能力和大
数据生成能力的提升带来了更精准的
植物育种方法，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及
其他数据通知植物育种技术，很多
人预测这些技术将取代比较传统的
农业生物技术（Weersink等，2018；
高专 组第14号报告，2019）。常间
回文重复序列丛集及其相关核酸酶9
（CRISPR-Cas9）和转录激活样效应
物核酸酶（TALEN）技术可实现精准
度远高于前几代农业生物技术的基因
编辑，而且使用过程无需添加其他物
种的基因。有研究正在应用此类技术
来编辑植物基因特性，比如延长作物
的保质期，改良其营养成分，或赋予
其抵御有害生物和极端天气的能力。
还有大量研究正在关注如何使作物具
有除草剂抗性，这反映了过去25年农
业生物技术领域的主要焦点（Zhang
等，2018）。

尽管基因编辑作物尚处于研
发初期，但这些技术的安全性、
环境影响和管控问题已引起很
大的争议（Helliwell、Hartley
和Pearce，2019；Bartkowski
等，2018）。支持者认为此类技术
比农业生物技术更安全，因为它们
仅编辑植物的既有遗传材料，而不
会添加外来物种的基因，而批评者
则担忧它们有可能产生始料未及的
影响，也有可能对农业生物多样性
造成不利影响。鉴于上述不确定性
和争论，还需对此类新型植物育种
技术开展更多研究。

收获后处理和储存基础设施薄弱
收获后处理和储存基础设施的

获取高度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基本
都面临此类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的问
题，限制了它们将收获物、尤其是水
果蔬菜转化为可储存食品的能力。收
获后储存和加工基础设施薄弱以及运
输基础设施有限，这一现状的后果就
是粮食损失严重。粮食损失和浪费在
一些重要方面影响着粮食的供应（高
专组第8号报告，2014；Alexander
等，2017）。粮农组织估计，2016
年产出的粮食有13.8%的损失发生在
粮食供应链从农场到零 售阶段之前
的环节，各区域具体情况存在显著
差异（粮农组织，2019c；粮农组
织，2019d）。此数据并未计入消费
者环节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在工业
化国家和城市地区尤为突出。虽然
缺乏近期全球粮食浪费情况的估算数
据，以往的估算结果表明，全世界生
产的粮食中约有三分之一，相当于13
亿吨粮食每年在生产和消费环节被损
失或浪费（粮农组织，2019d）。

经济和市场趋势
粮食和农业市场的扩张和纷乱

最近几十年里，粮食体系迅速
转型，随着粮食体系和农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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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化，粮食供应链逐渐延伸，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拉大
（Clapp，2014）。大约20%-25%的
世界粮食产量会进入国际市场交易
（D’Odorico等，2014）。全球粮
食贸易价值从1990/1991年的约3150
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5万亿美元 
（世贸组织，2018）。中低收入国家
的粮食贸易额约占全球粮食总贸易额
的三分之一（粮农组织，2018e）。
国际粮食贸易的增长说明越来越多的
人口依赖于全球市场保障粮食安全。

尽管全球粮食贸易近几十年里增
长迅猛，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总
是那么直接明显，因而存在许多争论
（粮农组织，2015；Clapp，2015）。 
有人认为贸易能增加创收机会（比如
通过销售经济作物），从而使粮食更
易于获取（Lamy，2013）。但也有人
批评自由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的小农
较为不利（de Schutter，2009）。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许多国家在近几
十年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引发了对
于依赖全球市场获取食物导致脆弱性
的关切（Rakotoarisoa、Lafrate和
Paschali，2011）。关于贸易对生态
系统负担的影响也存在争论，有人认为
贸易更好地分散了粮食生产的生态影
响（特别是对于生态压力沉重的粮食进
口国），但也有人担心贸易会导致某
些出口地区的生态系统承受过多压力
（Lamy，2013；Clapp，2017a；Fulton
和 S h i l l i n g， 2 0 1 9； B a l o g h和
Jámbor，2020）。各国农业政策，比
如会造成贸易扭曲效应的各种补贴、
税收和配额政策的不平衡使局势更
加复杂。例如，一些国家能够补贴国
内粮食生产，但另一些国家却不具有
实行此类政策的能力。世贸组织修订 
《农产品协议》的谈判中已争论过这
些问题，但此类谈判一直都障碍重重
（Margulis，2018；Scott，2017）。

由于全球粮食贸易逐步扩张，
同时粮食需求随城市化水平提高
而发生波动，高能量食物（即糖
分和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在富裕
国家和贫困国家的供应均有所增加
（An等，2019；Friel等，2013）。 
很多研究发现此类食物与超重和
肥胖发生率的攀升有关，也与一
些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脏病、II型
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发病率升高
有关（Willet等，2019；Swinburn
等，2019）。国际贸易与粮食供应
链的工业化都提高了有限的几种产
品的重要地位，如玉米、大豆和棕
榈油，这些产品不仅是加工食品的
原料，也被用作牲畜饲料和生物燃
料（高专组第12号报告，2017）。

近年来，主要受中国和美国这
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局
势加剧的影响，农业粮食市场和供应
链日 益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中断。例
如，大豆的全球供应链最近几年发生
了重新调整，因为作为主要大豆进口
国的中国谋求改变，不再从美国购买
大豆，转向阿根廷和巴西等南美洲供
应方。一些研究认为南美洲大豆生产
的扩张加剧了毁林、气候变化、土壤
耗竭，并造成农业化学品的大量使用
（Fuchs等，2019；Ali等，2017）。 
COVID-19大流行也扰乱了全球粮食贸
易格局。部分国家在疫情危机早期就
限制了关键粮食商品的出口，此举推
高了全球市场的粮食价格，给依赖粮
食进口的国家，包括非洲撒哈拉以南
地区很多国家在内，造成不利后果
（Glauber等，2020）。还有些国家
在疫情危机中失去了农业出口市场，
因为各种封锁隔离措施导致需求下
降，削减了这些国家的外汇收入，引
发了更多贫困和饥饿问题。这些动态
可能会鼓励那些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
提高其国内粮食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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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食品供应链的集中程度提高
最近几十年，农业食品供应链

的集中程度逐渐提高，体现为大公司
在粮食体系内的权力和影响力扩大
（Howard，2016）。全世界最大的几
家农业种子和化学品生产商近期宣布
合并后，大部分市场份额掌控于仅四
家公司之手，农业投入部门的公司集
中程度加深（Clapp，2018）。在农业
商品贸易部门，少数几个企业主导着
全球大部分的谷物贸易（Oliveira和
Schneider，2016；Hall，2019）。在
食品加工部门，最近几年发生的一系
列并购活动使得若干公司巨头占据了
其所在领域的大部分市场（可持续
粮食体系国际专家组，2017）。零售
市场的组织方式往往以本地和区域业务
线为基础，但近几十年零售市场的集中
程度也在提高，通常以超级市场化的形
式出现，在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均是如
此。 为数不多的一些公司在各国国内粮
食零售市场占有主导地位，它们取代了
当地的小型商店，所销售的产品不甚新
鲜、较少从本地采购（Peyton、Moseley
和Battersby，2015；可持续粮食体系国
际专家组，2017；Battersby，2019）。

农业食品供应链的企业高度集
中影响着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这
一趋势带来的利弊在文献中存在争
论。例如，投入品和商品贸易部门的
集中程度提高会推高物价，限制了农
民选择可用投入品及他们可销售作物
的市场，也限制了他们在此方面的能
动性（高专组第14号报告，2019； 
Bonny，2017）。在食品加工和零
售部门，企业高度集中会通过影
响食品价格和提高高度加工食品的
供应比重而影响食物环境，从而限
制个人消费者的食物选择和能动性 
（高专组第12号报告，2017；Baker
和Friel，2016）。粮食体系的集中
化还可能通过供应链的集中化影响食
品安全成果。大型企业通常拥有资

源，能确保安全的食品生产、储存和
加工做法，但高度集中的市场也意
味着任何问题一旦真正发生，便会经
由各种供应链迅速扩散。COVID-19大
流行期间，一些国家集中程度较高的
肉制品包装部门出现紊乱，工厂因工
人感染率较高而关闭，这说明了问题
是如何在粮食体系迅速产生广泛影响
的。这方面还需要开展更多研究。

粮食体系内的金融化
金融业主体在整个农业食品

供应链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包括
在发展中国家，它们通过复杂的金
融工具投资于粮食和农业公司，并
参与商品期货交易和农田金融工具
投资（Schmidt，2015；Clapp和
Isakson，2018）。

金融业主体在粮食体系参与水
平提高的这种趋势可能会影响粮食安
全状况，不过有关此类影响的程度
存在激烈的争论。例如，许多民间社
会组织和一些研究者指出，针对农
业商品的投机性金融投资是在2008
年粮价危机中推波助澜的关键因素
（如Ghosh，2010），但也有研究者
辩称金融业主体在保持商品市场流
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Irwin和
Sanders，2011），并指出诸如出口
限制等其他因素才是2008年粮价飙
升的主要原因（Headey，2011）。然
而，这些争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承
认金融投资可能会加剧粮价波动，对
那些面临高粮价的最贫困社会成员构
成不利影响（Tadesse等，2014；贸
发会议，2011）。

同样，关于过去十年里金融工
具鼓励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土地收购的
影响，也存在众多不同观点。有人把
金融投资者看作这一趋势的关键推动
者，担心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而
不是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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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bairn，2014；Ouma，2014）。
有人则认为土地金融投资具有为部门
内发展提供所需关键资本的潜力（如
Deininger和Byerlee，2011）。仍需
更多实证研究来评估这一类金融投资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影响。

全球经济表现衰弱且存在不确定性
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

来，全球经济萎靡不振。COVID-19
大流行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导
致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任何社会的经
济情况都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息息
相关。这种影响会通过几种方式展现
出来。在最基础的层面，经济趋势作
用于人们的收入、就业和生计前景，
直接影响到获取粮食的能力（粮农组
织等，2019）。经济增长还对膳食变 
化有实质性影响，因为收入的提高与
人们对动物蛋白及加工食品的需求增
加直接相关（粮农组织，2017a；高
专组第12号报告，2017）。

即使在COVID-19暴发之前，很
多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的经济增长已陷于停滞。据粮农
组织等机构的消息，这些从2008年金
融危机起就遭遇经济减缓或紧缩的国
家贫困人口增多。在经济不平等较为
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更为突出，而
经济冲击又加重了与气候变化和冲突
等其他原因相关的粮食危机的严峻程
度（粮农组织等，2019）。许多受
上述动态影响最深的国家都依赖于商
品出口，而商品出口价格在2011年至
2017年期间出现下跌。

伴随COVID-19大流行而来的全
球经济衰退加剧了这些影响，给粮食
安全带来不利后果。由于全球增长放
缓，最贫困和最弱势的群体遭受重
创，他们大都缺乏资源，无法应对失
业和收入损失，也无法应对粮价高企

和供应链因COVID-19危机而不时中断
的问题。粮食安全在多个维度都受到
此次危机的威胁（高专组，2020） 
（参见第3章插文6）。

粮食、饲料与燃料之间的需求平衡
不断变化

近几十年来，相当大比重的农
业生产和土地利用从与供应人类粮食
相关的活动转向了牲畜饲料、木材及
生物燃料的生产活动。这种转向是这
些不同部门经济激励因素带来的结
果，对于粮食安全、毁林、土地利用
以及环境都有着重大影响。2018年，
全球生物燃料产量持续增长，但增势
不如往年强劲3，因为生物燃料的实
际价格预计将继续走低（经合组织和
粮农组织，2019）。不过，近期的石
油价格波动，包括COVID-19所致经济
衰退带来的一次巨幅下跌，可能会影
响上述动态。

高专组详细探讨了生物燃料生产
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权衡，有的可能存在
直接冲突（生物燃料与粮食），有的
间接存在冲突（生物燃料与牲畜饲料）
（高专组第5号报告，2013）。未来生
物燃料生产方面的发展可能集中于一
些以作物残留物、薪柴和废物为基础的
较先进技术，减少与粮食生产的竞争并
减少排放。但是，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
来实现规模生产（经合组织和粮农组
织，2019）。国际生物燃料生产将受到
各国针对农民的国家政策和激励措施影
响，包括有关燃料掺混的条例（经合组
织和粮农组织，2019）。

“家畜革命”导致肉类产品消
费量上升和以谷物为基础的饲料用量
大增（Delgado等，1999；高专组第
10号报告，2016），促使谷物利用从

3 全球生物燃料产量在2001年至2011年间增长了
5倍，从200亿公升/年增长到1千亿公升/年（高
专组第5号报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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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直接消费食物转变为通过牲畜饲
料间接消费。大型工厂化畜牧系统的
增加推动了将作物产品用作饲料的
需求（高专组第10号报告，2016）。 
2010年，全球约34%的谷物产出用于
牲畜饲料，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
增至近50%（粮农组织，2012a）。捕
捞鱼产品也被用作牲畜饲料（粮农组
织，2018f）。

全世界还正在经历粮食市场与
生物能源市场的接轨，这也造成普
通原料生产一定程度的集中化，如
玉米、大豆、油棕和甘蔗）。此类
多用途作物有时也称作“多功能作
物”（Borras等，2016；Oliviera和
Schneider，2016），既可以作为粮
食也可以作为饲料或燃料，根据相对
价格情况在粮食、饲料或燃料市场上
出售（高专组第5号报告，2013）。

小规模生产者获取土地、资源和进
入市场的途径有限

全 世 界 绝 大 多 数 农 场 都
是小型农场，然而小型农场的
生产者却往往难以获取农业资
源，包括土地、投入品和市场
（高专组第1 4号报告，2 0 1 9；
高 专 组 第 6 号 报 告 ， 2 0 1 3 ） 。 
小型农场（面积小于2公顷）估计
占全部农场数量的84%，但其占地
总面积却仅为全球可用农田的12%
（Lowder、Skoet和Raney，2016）。 
据近期一些估算数据，中小型农场
（50公顷以下）是50%以上农产品的
来源地（Herrero等，2017）。还有
其他估算数据表明，所有面积在2公
顷以下的农场在仅占农业用地总面积
24%的土地上，共生产了全世界28%-
31%的作物，供应了30%-34%的粮食
（Ricciardi等，2018）。尽管准确
的估算数值因方法差异和数据局限有
所出入，上述发现与此前对小型农

场产量的估算结果一致（高专组第6
号报告，2013），不过各区域间差
异较大。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东南
亚和南亚的小型农场在其农业生产
系统中占主导地位（高专组第6号报
告，2013）。

正如最近通过的《联合国农民
与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所
指出，虽然小规模生产者是粮食安全
的主要推动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但他们受到发展挑战的影响最大 
（联大，2018）。小规模生产者，特
别是妇女，在采取创新性、可持续农
业做法方面面临重重障碍。这些障碍包
括：获取土地、水资源、农业投入、市
场和价格信息、信贷、改良技术、推广
服务、天气信息、风险管理工具和社会
保护的途径有限，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中
的谈判能力较差（粮农组织，2016a；
高专组第6号报告，2013）。2008年粮
食危机之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很多地区的大规模土地收购事件增多，
加剧了前述趋势，因为很多生产者丧失
了获取土地的机会，而这些机会落在投
资者身上，其中不少投资者建立了大
型农场设施，企图在当时的商品价格
高位牟利（高专组第2号报告，2011； 
Cotula，2012；Cotula等，2011）。知识
产权立法仍在削弱“农民种子系统”，也
就是多样化、营养、健康膳食的基础和
农民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基础，损害了
社会公正和良好治理。小生产者在进入
市场方面也面临障碍，因为薄弱的市场
基础设施和地方市场的高度集中会阻碍
他们参与这些市场。

土地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对于粮
食安全和营养成果非常重要，尤其
是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这些国家
的小型农场为当地粮食消费提供了
很大一部分来源。有证据表明，农
场规模大小与农业和养分生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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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高低存在负相关性（Herrero
等，2 0 1 7，见高专组第1 4号报
告，2019）。这种负相关性可归因
于一个事实，即单作生产制在大型
农场中占主流，而多样化的混合作
物生产制在小规模农场中盛行。部
分研究显示，小规模农场的每公顷
单产可能较高（Pretty等，2006； 
Badgley等，2007）。但是，工业化
程度较低的国家的农场每公顷单产一
般低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粮农
组织，2014a）。这种产量差距在非
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尤为明显。产量潜
力和对营养的影响都是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重要问题。

政治和体制趋势
粮食安全治理不善并呈分散化

近几十年来，各个国家、权
利持有人和私营部门在地方、国
家、区域及全球尺度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治理方面的作用与职责发生了
重大变化。各国大都缩减了自身的
作用，而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
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则通过日益
普及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倡议，
包括关于粮食体系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状况的治理倡议等，放大了自己
的声音，（Fuchs、Kalfagianni和
Havinga，2011）。世界粮食安全委员
会（粮安委）是一个在设定有关粮食
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国际规范及指导方
面公认的领导机构，2009年经过改革
吸纳了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行为主体
作为无投票权成员（McKeon，2015； 
Duncan，2015）。然而，粮安委通过
的许多政策建议和准则基本上仍未落
实，因为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职责来强

制执行这些政策建议和准则44。其他
一些多利益相关方倡议也提出了各种
提高可持续性和改善其他粮食体系成
果的建议。但其中很多倡议的监测或
执行工作非常有限，缺乏明晰的责任
分配和问责制，因此在面对粮食体系
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与日俱增的挑
战时软弱无力（Swinburn等，2015； 
Clapp，2017b）。多利益相关方认证
制度提供的措施力度略强，因为往往
包含了某种监测和执行工作的内容，
但由于把关键职责授予了所要管制的那
些公司，此类制度在达成目标方面通常
表现不佳，此外也不需要政府监督和对
政府负责（如Tartanac等，2019）。虽
然各国在其他领域，如各项国际环境协
定、经济和贸易治理以及各机构的治理
安排方面一直是主要行为主体，但近些
年有些国家 退出国际合作治理安排。继
美国带头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
定》后，很多国家也削减了对世界贸易
组织（世贸组织）完善《农业协定》的
支持。许多分析人士对当前的国际合
作局面表示关切（Baldwin，2016）。 
面对COVID-19危机，缺乏全球层面的协
同应对就是这一现象的进一步例证。

另外，国家和国际两级的粮食安
全和营养问题经常治理不善，治理工
作分散于多个不同部门和组织，导致
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及治理工
作缺乏协调一致性（Cohen，2019； 
Candel，2014）。还有诸多其他因素影
响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比如经济不平
等、贸易规则、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压

4 其中包括粮安委2012年批准的《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
则》（粮农组织，2012b）；粮安委2014年批准
的《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粮农组
织，2014b）；粮安委2015年批准的《长期危机
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联合国大会
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以
及2015年通过的《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
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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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非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在粮食政策
范畴内专门解决，这些因素往往属于其
他国际治理安排的管辖范围。可持续发
展目标针对性地解决了这一长期存在的
问题，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形成一个高
度一体化、不可分割的挑战网络，而
这些目标唯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成功实
现。问责制隐含在按国家、按可持续
发展目标各托管机构及包括粮安委在内
的其他国际机构进行汇报的要求内。不
过，并不存在关于强制履行承诺的具体
任务规定。

另外，国家和国际两级的粮
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经常治理不善，
治理工作分散于多个不同部门和组
织，导致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政策及治理工作缺乏协调一致性
（Cohen，2019；Candel，2014）。
还有诸多其他因素影响粮食安全和
营养成果，比如经济不平等、贸易
规则、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压力，
并非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在粮食政策
范畴内专门解决，这些因素往往属
于其他国际治理安排的管辖范围。
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性地解决了这
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17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形成一个高度一体化、不可
分割的挑战网络，而这些目标唯有
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成功实现。问责
制隐含在按国家、按可持续发展目
标各托管机构及包括粮安委在内的
其他国际机构进行汇报的要求内。
不过，并不存在关于强制履行承诺
的具体任务规定。

在 国 家 一 级 ， 私 营 部 门 行
为主体也会对政府开展适当的游
说活动，以期对整个粮食体系从
种子和农用化学品登记到食品安
全条例、从农业贸易政策到食品
标签和市场营销法的各种监管要
求产生影响（Ne s t l e，2 0 1 3； 

Grant和Stocker，2009；Clapp和
Fuchs，2009）。

公共部门的农业投资减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区

域对粮食和农业的公共支出比重都在
下降（粮农组织，2012b）。各国政府
农业支出相对于农业部门对国内生产
总值的贡献在2001年至2017年间下降
了37%（联合国，2019b）。非洲撒哈
拉以南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最为严
峻，尽管2003年的《马普托宣言》和
2014年的《马拉博宣言》承诺将农业
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提高至少10%
（Cohen，2019），但该区域对农业部
门的公共投资却在急剧减少（粮农组
织，2019e）。公众对粮食和农业的
关注度下降还反映在发展援助的优先
重点上。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
的捐助方援助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占各部门援助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到
2017年下跌至只有5%，减少了126亿美
元（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19）。

虽然自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
机以来对粮食和农业的投资总体上有
所提升，但大部分投资都来自私营部
门和基金会（Giller等，2017），反
映了粮食和农业研究经费从公共部
门供资转向私营部门供资。私营部门
对农业研究和开发（研发）的支出
在1990年至2014年间从每年51.4亿
美元增加了一倍，达到每年156.1亿
美元（Fugile，2016）。私营部门的
粮食和农业研发重点逐渐放在发展中
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出占目前私
营部门用于粮食和农业研发总支出
的28%（Fugile，2016）。私营部门
在粮食和农业研发支出中的主导地位
会影响许多方面。例如，这些支出经
常集中在贸易量最大的商品，而不是
那些对粮食安全最有意义的作物。研
发活动还可能提升跨国公司的市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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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一步增强它们对国家政策的影
响，同时却限制了农民的选择范围
（Fugile，2016）。与此同时，有关
低外部投入型农业的研究和培训比较
匮乏。关于公共部门投资下降对粮食
安全和营养成果的潜在影响，仍需开
展更多研究。

内乱和冲突
2017年，一半以上遭受长期粮

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人口居住在出
现冲突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包括约
4.89亿食物不足的人口和1.22亿发育
迟缓的儿童（粮农组织等，2017）。
根据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报告，“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
养不良的另一日益突出的原因就是冲
突。在受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国家生活
的人群更容易发生粮食不安全和营养
不良，尤其是在那些冲突持续不断而
机构制度软弱无力的国家”（粮农组
织等，2017，第27页）。

随后的报告聚焦于其他问题
（粮农组织等，2018；粮农组织
等，2019），但2017年报告强调指出
的大部分冲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
又出现了新的动乱和冲突地区。冲
突影响着粮食安全的方方面面，包括
供应、获取、利用、稳定性、能动性
和可持续性。在饱经战乱的地区，
农业生产者可能难以进入自己的田
地劳作。如果未来存在较多不确定
性，农民可能会种植生长期较短的作
物，或者减少对土壤保护的投入。
他们还可能从本区域迁出，同时脱
离农业部门。畜牧业生计的流动性
也深受冲突的影响，因为牧民经常不
再能够大范围游牧寻找草场，反而被
迫群聚于安全区内，导致牧场土地退
化。由于谷物交易商的流动性受限，
人们从本地市场获取粮食的能力下
降，供应链中断，地方粮价发生波动

（粮安委，2015；Moseley，2012、 
2013、2017b）。应当注意的是，这
种影响通常是双向的，因为粮农不
安全往往已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背景
条件，有些情况下会使冲突局势恶化
（Arezki和Brückner，2011）。

社会文化趋势

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关社会和

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包括这种不平等
对国家和全球社会凝聚力及政治稳定
的威胁（Piketty，2013）。严重的不
平等已对减贫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但
即便是在贫困状况有所改善的国家，
农村与城市居民之间、不同民族、各
边缘社区及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仍
持续存在（粮农组织，2017b；联合
国，2019b）。不平等问题在新兴经济
体中尤为突出，这些经济体的精英阶
层实现了财富积累，在此同时却并没
有形成中产阶层。在不把社会内资源
的公平分配作为优先重点的政治环境
下，此类不平等问题可能加剧。

农业资源获取机会的不平等和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都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有关，而且对于最为边缘化的人群
更成问题，因为虽然城市地区的贫困
率和粮食不安全状况也比较严重，但
最为边缘化的人群通常是农村农业人
口（高专组第14号报告，2019）。
高度的不平等还会影响社区应对各
种冲击的抵御能力，比如与气候相
关的灾害和粮食价格上涨。农村妇
女面临不成比例的高贫困率，并在
获取土地、信贷和投入品等农业生
产资产方面遭遇较多阻碍（粮农组
织，2017b）。土著人民虽然与土地
联系紧密，并掌握宝贵的土著粮食生
产知识体系，却往往因贫困、歧视和
生活在偏远区域而非常弱势、被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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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又造成他们获取有保障的土地
权利、生产性农业资源以及进入市场
的机会受限（Kuhnlein、Erasmus和
Spigelski，2009）。

出于上述原因，可持续发展目
标将不平等确定为一个紧迫的关切事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10呼吁在各国内
部和各国之间削减贫困，可持续发展
目标2则承认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对社
会上最贫困、最为边缘化的人群有着
不相称的影 响。高专组将不平等、
脆弱性和边缘化群体确定为粮食安全
和营养领域新出现的一大关键性问题
（高专组，2017d），并将不平等视
作粮食体系内确保能动性、获取和可
持续性的重大障碍（高专组第14号报
告，2019）。持续的不平等现象及其
与粮食不安全和营养状况的关系也是
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高专组
预定于近期就此问题进行报告。

妇女赋权进展缓慢
妇女在粮食体系从农业生产到

确保家庭食物和营养安全的各个环节
都发挥着核心作用。然而，妇女完成
的工作没有得到包括社会保护措施
在内的公共政策或社会机构的充分
认可和充足支持（劳工组织，2017； 
Rao，2020）。妇女不太可能拥有对
诸如土地和资金等关键生产性资产的
所有权和决策权，获取培训和信息的
机会较少，在基于社区的经济组织 
（如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中代表性
也不足，而通过这些组织她们才能为
自己的工作获取更好的福利保障（Rao
等，2019）。不仅如此，妇女在一些
脆弱的就业类别，如临时性和兼职工
作岗位中的人数偏多，得到的报酬通
常低于男性，在工会中的代表性也偏
低（Dey de Pryck和Termine，2014；劳
工组织，2018）。特别是在中低收入
国家，妇女付出的无偿劳动时间和投

入生产、食物制作和护理活动的家庭
劳动力也偏多（Johnston等，2018； 
Rao和Raju，2019；高专组第12号报
告，2017）。

除了所有其他的挑战，妇女还面
临生产和生育的双重负担和责任，因
而陷于时间贫困，这些情况都反映了
粮食体系妇女赋权工作的进展迟缓。
这对儿童和孕产妇营养状况均有不利
影响（Malapit等，2015a；Malapit
等，2015b；Rao等，2019），尤其是在
妇女和女童的膳食能量及蛋白质需求本
就经常排在男性和男童之后的父权社
会中（Levine等，2001）。妇女的微量
营养素不足问题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尤其是在妇女怀孕和生产时期，因为这
一问题有代际效应，并且会降低生产力 
（高专组第12号报告，2017；粮农组织
等，2019）。为了婴儿的最佳成长、发
育和健康，世卫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
六个月内仅以母乳喂养，此后再补充喂
养营养充足且安全的食物，但同时要
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及以上（世卫组
织，2019）。然而，大概三分之二的
婴儿都未能实现在出生后六个月内仅
以母乳喂养（Victoria等，2016）。

随着男性迁徙至城市和工业中心寻
找有偿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小规模农作主
体日趋女性化，在此背景下，政策重心逐
渐更多地落在通过法律赋权弥补农业部
门的性别差距，减轻妇女在农业工作中
的繁重劳动，以及开展能力建设使妇女成
为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平等合作伙伴
（Paroda，2018）。这种政策上的认可
亟需采取行动予以落实。同时，背景情况
和社会地位也很重要，因为特定社会群
体中的男性，包括体力劳动者和外来劳工
在内，其表现可能不如留守乡村的妇女
（Rao和Raju，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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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趋势

人口变化和城市化
人口变化会影响粮食的生产和消

费规律，所带来的复杂后果在评估粮食
安全和营养政策选项时必须予以考虑。
虽然全球人口增长率下滑，但随着各国
经历人口转型，世界总人口持续增长，
预计到2050年将新增20亿人口（主要在
非洲），世界总人口估计将达97亿（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2019）。在此
背景下，预计粮食 需求将继续走高，
但具体增幅取决于消费者的食物选择及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能力（粮农组
织，2018f）。这些后果将影响到对粮
食产量水平的要求，因为产量要能满足
与日俱增的需求，并能继续应对平等获
取粮食的问题。

城市化趋势对粮食体系有着重大
影响（高专组第6号报告，2013）。 
2018年，全球城市人口增长率为1.9%，
而非洲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数字在3.5%-
4.5%之间（最高达6%）5，部分原因就
是农村人口离乡进城。无论在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驱动因素不
同），农民进城都是影响农作体系的
一大趋势，对农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加剧了对劳动力的制约，转移了按
性别的劳动力分工，偏向于节省劳动
力的做法（包括可能有害的除草剂使
用）（Haggblade等，2017）。中小型
城镇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复兴，可
在食品加工和销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Akkoyunlu，2015）。

城 市 化 还 促 进 了 膳 食 变 化 
（高专组第12号报告，2017；Ruel
等，2017）。与城市生活方式齐头并
进的是对易于制备的加工食品日益增
多的需求，特别是因为很多家庭通

5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

常承担做饭任务的妇女进入劳动力
市场后，她们的时间更加有限（如
Moseley、Carney和Becker，2010）。 
对预包装食品和加工食品的需求上
升会对健康和粮食体系产生重大影
响，尤其是因为城市地区进口主食食
品的可供量和需求量比传统食物更
大。城市地区较高的贫困率与城市
居民的粮食不安全及各种形式的营
养不良现象有关（Ruel等，2017）。
从全球尺度来看，城市人口遭受营养
不足的程度略轻于农村人口。但也有
一项研究估计，最不 发达国家的城
市居民粮食不安全严重程度（50%） 
更甚于农村居民（43%）（Tefft
等，2017）。农村人口入城的趋势还
通过复杂的方式影响到膳食和营养状
况。一方面，农村人口迁出造成劳
动力流失，削弱了农村社区的粮食
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从城市地区
到农村地区的汇款可用于生产性农
业投资，也可用来获取更多样化的
食物（高专组第12号报告，2017； 
Thow等，2016）。

青年对农业的兴趣减退
对青年而言，粮食体系提供就业

机会的潜力巨大，尤其是在对粮食和营
养可供量、获取及质量方面需求最大
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尽管存
在青年对农作和农业就业岗位缺乏兴趣
的叙事，而且全球范围内农民日趋老龄
化，但是近期的一些研究估计，低收
入国家的农民平均年龄正在下降或趋
于稳定（农发基金，2019；Yeboah和
Jayne，2018）。相比之下，高收入地
区，如日本、欧洲和北美的农村人口日
趋老龄化（美国农业部，2019；欧盟委
员会，2018）。

农村青年离乡入城寻找其他
就业岗位也的确是现实（农发基
金，2019）。但不宜将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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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落和农村社区粮食生产能力的
下降这一不利后果归咎到青年身上
（Thow、Fanzo和Negin，2016），而应
将此过程看成是农业转型和农业发展停
滞的结果。农业转型的前景常常被描述
为创新性、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对新
技能和高标准的需求较多，而对非技
术性工作的需求较少。造成农业发展停
滞的因素有主要农产品全球贸易中的不
平等条款和各种持续存在的挑战，比如
土地、基础设施、金融 保险、技术、
市场和信息的获取途径有限，以及公共
投资的减少。这些因素意味着较低的盈
利性和往往较差的工作条件，无法为
青年提供足够的体面工作机会。不过，
人口移徙也会通过各种投资和返乡动态
给农村发展提供积极反馈（Castagnone
和Termine，2018）。此类进程通过促
进生计和粮食安全状况的改善，为膳
食和营养带来积极影响，或通过破坏
膳食多样性或提高与膳食相关慢性疾病
的发病率带来消极影响（如参见Cockx
等，2019；粮农组织等，2019）。

年轻一代既代表着贫困国家的希
望，也给这些国家带来挑战。青年被
描述成一种由充满活力、身心健康、
雄心勃勃且随时会推动经济发展的年
轻人群带来的“人口红利”（Ahmed
等，20 1 6；农发基金，20 1 9）。 
然而，在那些难以为公民提供公共
服务、生 产性资源、体面工作和有
吸引力的生计机会的国家，青年对经
济、社会和政治赋权的要求被看作是
可能妨碍稳定的因素（Ayele、Khan
和Sumberg，2017）。青年通常不太
热衷于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
或其他一些报酬较低的粮食体系活动
（White，2019），但大多数青年男女
仍继续就业于农业部门，以达到粮食
消费、出售、支付学费或进行资产和设
备投资等目的（Sumberg等，2019）。 
他们也在多种粮食体系活动中从事有偿工
作，包括农场内和农场外以及城市、城
郊或农村地区的工作岗位，从粮食销售、
加工和增值到运输，不一而足（Yeboah
等，2020）。不过，青年在农业和粮食体
系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依旧不足，因而限
制了他们影响政策进程的能力。

本章小结：当前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非常不平衡，表现为饥饿现象和各

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增多，食物环境质量不平衡，食品安全引发关切，粮食体系生计

脆弱不堪，以及粮食体系存在外部成本。这些成果说明有必要了解它们背后复杂的

驱动因素。很关键的一点是要认清这些基本趋势，并认识到：

(1) 这些趋势一直在以复杂的方式演进并相互作用；

(2) 粮食体系转型的主要驱动因素涉及到生物物理和环境；技术、创新和基础设

施；经济和市场；政治和体制；社会文化；人口因素。

(3) 粮食体系驱动因素呈现的趋势对粮食安全和粮食体系成果有重大影响；

(4) 对这些趋势的总体了解有助于凸显与可持续发展目标2进展相关的障碍和机

遇，并就进一步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的潜在政策方向提供了洞见。



第3章

潜在政策方向

©粮农组织/Giuseppe Bizza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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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能帮助国际社会
顺利实现各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
尤其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2的最有前

景的政策方向是什么？本章指出，能
体现第1章中介绍的各项关键政策转向
的途径就是最有前景的，即：（1）能
支持粮食体系实现根本性转型，从不
惜代价注重生产转向更全面地注重粮
食体系的质量；（2）采用更全面的粮
食体系方法，认识到粮食体系与其他
领域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3）全
面认识粮食安全和营养，不仅关注营
养不足，还要关注其他形式的营养不
良，如超重、肥胖和微量元素缺乏；
（4）因地制宜，认识到没有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为了在一个连
贯一致的新政策框架下落实这四项关
键政策转向，就必须提供重要的有利
条件，包括在各级提供有效的支持性
治理，为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高级别
研究提供支持，尤其是有关新问题和
争议性问题的研究。这些政策方向必
须通过一系列举措，在不同层面得以
落实，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
层面。 第1章介绍的变革理论指出，

支持这些转型的粮食安全相关举措和
政策框架有助于打造出能支持粮食安
全六个维度的更加可持续的粮食体
系。本章将深入介绍这一方法如何缓
解各项挑战并创造机会，利用第2章
指出的粮食体系各项推动因素相关趋
势带来的机遇，最终起到强化粮食体
系的作用。表1总结关键政策转向与
粮食安全和营养趋势和驱动因素之间
的关系。

自十年前首次推出以来，迄今
为止已出版的14份高专组报告就与上
文提及的关键政策转向相关的关键主
题开展了详尽的研究评估。这些报告
详细介绍了大量政策经验与建议，其
中很多已被作为粮安委采纳，作为向
各国政府提供的政策建议。但同时，
对粮安委相关建议（粮安委，2017）
在各国国家层面的落实情况却几乎没
有进行任何系统性监测。2017年对粮
安委开展的评价（粮安委，2017）指
出了这一问题，并强调指出此类信息
将十分有用，尽管“对各项政策和计
划的具体监测由各国政府负责”（粮
安委，2017，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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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关键政策特征与粮食安全和营养驱动因素和趋势之间
的关系

关键政策转向 支持粮食体系	
彻底转型

认识到粮食体系
与其他部门和系
统之间复杂的相
互作用

重点关注饥饿和	
一切形式的营养
不良

认识到多样化的
情况	需要多样
化的解决方案

粮食安全和营养
驱动因素

生物物理和环境
因素

向由营养驱动、
有再生能力的农
业模式转型

更好地认识环境
和自然资源退化
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之间的联系

加大对营养的重
视，以遏制疾病
和退化

在各级（地方、
国家、全球）努
力应对国际性挑
战，在地方一级
关注具体情况

技术、创新和基
础设施因素

重新调整技术和
基础设施的重
点，以提升粮食
生产质量

进一步认识到粮
食安全和营养如
何与数字农业、
遗传工程、粮食
损失和基础设施
发生相互作用

以营养为重点，
将粮食损失作为
主要问题

使技术和基础设
施更好地考虑到
当地局限因素和
利用当地机遇

经济和市场因素

支持小农更积极
参与，支持生产
和流通网络更加
多样化

进一步了解经济
变化会如何影响
粮食安全和营养

在应对不断变化
的膳食结构和相
关驱动因素时，
将营养作为重点

认识到全球经济
体系中的变化会
产生不同的影
响，需要不同的
解决方案

政治和体制因素

在对农业进行公
共投资时，注重
优质粮食生产

确保不同部门之
间的协调，开展
有效的粮食安全
治理

将营养作为重
点，重新设计粮
食生产和获取
计划

在多个层面解决
冲突和政策制定
问题

社会文化因素

重点关注赋权和
公平性，确保优
质粮食及其生产
能惠及所有人，
包括弱势和边缘
化人群和团体

使公平和人权成
为粮食安全和营
养政策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加强对营养不良
的关注，以改善
弱势群体（如贫
困人口、妇女）
的生活

确保在制定战略
改善弱势群体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
状况时，能考虑
具体情况，包括
性别、年龄和收
入等因素

人口因素

通过加强优质粮
食生产，为青年
农民创造更多
机会

确保粮食安全和
营养政策及思想
能跨越城乡隔阂

通过关注营养不
良，更好地理解
与城市相关的膳
食挑战

因地制宜制定政
策，考虑各区域
之间可能存在巨
大差异的人口变
化和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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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初级数据的限制，本章将
介绍包含高专组持续建议的四大关
键政策转向的几类举措，介绍过程
中将利用从学术文献和政策背景中
提取的符合这些建议的此类举措实
例。这些实例仅用于举例说明，而
不是一一全部列出，目的是展示必
要的政策转向是如何发生的，而不
是作为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举措在
各种情况下有多么成功。但这些实
例汇总在一起，就能展示此类政策
方向对于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面临
的主要挑战所具有的重要性。

支持粮食体系彻底转型以	
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及实
现《2030年议程》

实现粮食政策转向，为粮食体
系彻底转型提供支持，是打造可持续
粮食体系的一个必要步骤。这一方法
将重点放在粮食体系全面转型，努力
确保粮食体系不仅能够在数量上生产
出足够粮食，还能在质量上给整个体
系的多个维度带来改善。此处对质量
的关注指粮食体系能为粮食体系中所
有参与者赋权并提供体面的生计机
会，为有再生能力和抵御能力的生产
到销售网络提供支持，为所有人提供
获取健康、营养食物的机会。能支持
粮食体系实现此类彻底转型的政策举
措包括采取措施大幅度调整指导从生
产到消费全过程各方面的各项原则。
这些措施包括促进粮食体系各参与方
的能动性和相互之间的公平性，保障
更加可持续、多样化、减少浪费的粮
食体系各项做法，重塑粮食生产和销
售网络，使之更加多样化，更公平，
尤其对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和弱势、边
缘化群体而言。

加大力度采取措施，捍卫
食物权及其他人权

从根本上看，粮食体系转型要
求各国和粮食体系其他行动方采取更
有力的措施，捍卫食物权及其他人
权。此类行动中不仅要包含针对弱势
和边缘化群体的更健全社会保护计
划，还应提供法律和制度框架，保障
公民获取资源的权利，并为之赋权，
使他们能够发挥自身作为粮食体系参
与者的能动性。正如本报告前几章所
述，国际社会在尊重、保护、捍卫所
有人的食物权方面表现差强人意。一
些人，尤其是小规模生产者、妇女、
青年、土著人民和其他弱势、边缘化
人群，在资源获取方面面临严重不平
等，且缺乏界定自身在粮食体系中的
位置并参与的能动性。完成彻底转型
后的粮食体系将有助于确保粮食体系
中这些主体的平等和能动性。

提高个人或团体就自己食用何种食
物和所食用的食物如何生产开展独立行
动和做出自主选择的能力，这一点对于
应对那些会影响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能力的
关键挑战尤为重要。这一做法要求国家
发挥作用，确立有助于捍卫权利的政策
和体制（Sen，1981）。例如，女性在
粮食体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作为
农民、劳动者、烹饪者等，这意味着她
们的福祉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效密切
相关。然而，正如第2章指出的那样，
全球各地的妇女赋权程度以及在家庭
内部和公共领域的相对权力一直极度
不平衡（Sen，1990；Kabeer，1999Van 
den Bold、Quisumbing和Gillespie， 
2013）。加速为妇女赋权将有助于解
决长期不平等问题，因为妇女在贫困
人口中占比很高（Duflo，2012）。 
更重视妇女参与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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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让女农民和女性劳动者在决策
平台上发声，是改善包括妇女在
内的边缘化人群地位的重要途径
（Agarwal，2019；Rao，2013）

有关妇女赋权的基础性研究
已强调，在衡量妇女赋权情况时，
有必要同时考虑妇女的资源获取
权、能动性的发挥以及福祉状况
（Kabeer,1999）。将这一概念应用
于农业部门后，提出了“农业中的
妇女赋权指数”（WEAI），用于衡
量五个领域的赋权情况。衡量资源
状况时采用的依据是生产性资产的
获取和收入掌控情况；衡量能动性
时采用的依据是对农业生产和生产
性资源的决策以及在社区中发挥的
领导力；衡量福祉时采用的依据是
时间分配情况，尤其是闲暇时间的
多少（Alkire等，2013）。

青年也同样需要在粮食体系中
得到支持和发挥能动性。农业的未
来和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依靠的是
青年。农业和粮食体系能给人带来
经济回报，能让人利用知识获得满
足感，同时也能在社会上获得职业
尊重，这一点应该得到承认和支持
（White，2020）。因此，需要在重视
可持续生产和加工所需的基础设施、
服务和有利政策框架的同时，关注适
当的技能和知识的开发，确保能够按
较高的。

更具再生能力、资源利用
效率更高的粮食	相关做法

鼓励在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采
用更加可持续的粮食相关做法的政
策和举措对于实现粮食体系彻底转
型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政策和举措
强调生产方法的质量，而不是仅仅

关注产品的质量。此类措施十分重
要，有助于减少粮农部门在气候变
化和自然资源退化中所起的作用，
同时确保粮食体系能推动自然资源
再生，而不是破坏自然资源（高专
组第3号报告，2012；高专组第14号
报告，2019；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
专家组，2016）。因此，粮食体系
转型需要在粮农供应链中考虑到不
同类型的资源效率，以便考虑各种
战略的全部生态成本和收益（可持
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组，2016）。

例如，生态农业举措（插文
2）提倡有再生能力、多样化、资
源利用效率高的生产做法，这些
做法既能吸收碳，又能促进和保护
农业生物多样性（高专组第14号报
告，2019；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专
家组，2018；Altieri，2018；Snapp
和Pound，2017）。除了资源利用效
率高以外，很多生态农业方法还能降
低受到有害生物和杂草破坏的可能性
（Altieri和Nicholls，2004）。生
态农业还有助于推广更多样化、更营
养的膳食。有些生态农业方法还能将
劳动力需求均匀分摊（如多作物系统
中分多次收获相对于单作物系统中一
次性大规模收获），这有助于提供就
业机会，同时最大限度缓解劳动力短
缺的瓶颈问题和病虫害暴发的风险。

解决粮食损失和浪费的举措
也有助于减轻粮食不安全问题，
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从环保视
角看，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
于减少碳、水和土地足迹（高专
组第8号报告，2014）。在粮食不
安全发生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着
力减少初级生产阶段的粮食食物
损失被视为可对粮食安全产生积极
影响（粮农组织，2019d）。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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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专组报告第 8号出版后，
粮安委通过了有关减少粮食损失
和浪费的一条建议，此后多个国
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政策与
法规，如意大利（2016）、法国
（2016）、沙特阿拉伯（2019）、 
澳大利亚（2017）、埃及（2019）和
突尼斯（2019）。

更加多样化的粮食生产和
销售网络

重塑粮食生产和销售网络的
政策举措对于粮食体系转型也很重
要，它们能使所有权和掌控权更加
多样化、更分散，从而提高抵御能
力。正如第2章所述，集中化、金
融化的粮食供应链和不平衡的贸易
做法已经给保障体面生计和食物获
取带来了各种挑战，尤其对小规模

插文2

生态农业举措：尼加拉瓜、墨西哥和马拉维的案例

目前，全球各区域已涌现出越来越多倡导生态农业的举措和政策（粮农组

织，2018e；Cacho等，2018）。能支持生态农业方法推广使用的政策措施包括：

i) 加强治理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一致性；

ii) 为地域市场中多种市场结构提供支持（参见下文插文3）；

iii) 保障家庭生产者和小规模生产者的土地获取、信贷和保险；

iv) 在衡量生产率时纳入真实成本定价做法；

v) 为参与式研究、教育和培训提供支持（粮农组织，2018f；高专组第14号报

告，2019）。

在各级推广生态农业的举措有很多。“社区生态农业网络”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这一非盈利组织与尼加拉瓜圣拉蒙和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地方社区组织开展合作，通

过参与式研究和能力建设方法改善农村生计和环境（Méndez等，2017）。该项目的目

标是帮助小规模咖啡生产社区从依赖出口型商品生产向更多样化、更可持续的粮食体

系转型。项目已取得一系列成功经验，包括通过采用更具再生能力的生产方法提高土

地肥力和作物抗病能力；为社区成员赋权，包括加强妇女和青年的能力；开发替代性

市场，包括地方市场和有机咖啡出口市场；为社区成员提供更加可持续的生计机会 

（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组，2018）。

马拉维的一个参与式研究项目是生态农业的另一个成功案例。这一举措采用了参

与式、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关注营养和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将生态农业教育和培训纳入

农作措施。农民对农民的培训是该举措的一项核心内容，有助于生产者利用传统知识

对生态农业方法进行测试并加以推动（Nyantakyi-Frimpong等，2017）。项目已为参

加活动的几千个家庭在粮食安全、作物和膳食多样化、健康和性别平等各方面带来了

积极成效（Bezner Kerr、Berti和Shumb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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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和销售商而言，特别是在
小规模经营者和大规模企业之间
在权力和财富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的
情况下。集中化市场还会给供应链
带来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点在
COVID-19疫情期间因食物供应链受
阻已清晰体现。这些受阻现象在世
界各地大面积出现，使得人们对支
持地方性和区域性粮食体系再次表
示关注（Hobbs，2020）。对那些
靠少数产品出口换取大部分外汇、
同时从少数供货方进口主粮的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很多属于这一
类别）而言，他们更有积极性发展地
方性和区域性生产和市场安排。

为地域市场提供支持的政策
（van der Ploeg、Jingzhong和
Schneider，2012）有助于加强稳定
性和公平性以及面对经济和市场挑战
时的能动性，从而振兴地方性和区
域性生产和市场。按照2015年粮安委
有关“将小农与市场相互联系”高
级别论坛提出的努力为小规模生产者

改善市场机会的要求，粮安委的民间
社会机制建议为地方、国家、区域层
面已经参与活跃市场的小规模生产者
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不是仅侧重
于将小农与由大型跨国公司掌控的
全球供应链联系起来（见插文3）。 
地域市场的做法通过为生产者和公民
赋权，有助于提高粮食体系的公平
性，强化生产者和公民的能动性，
避免被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主导了
集中化的农产品供应链和零售网点 
（如Battersby，2019）。在地域层
面提 供信贷也有助于打造更具包容
性的金融市场，着重为生产者自身带
来收益，而不是优先顾及全球金融投
资者。鼓励地方粮食生产，为低收入
人口提供新鲜的当地产品，也有助于
应对不断变化的膳食结构，解决超重
和肥胖以及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日益
加重的问题。巴西通过食品采购计
划开展的尝试在这一方面已大获成功
（Rocha、Burlandy和Maluf，2012； 
Burlandy等，2014）（见插文10），
值得大家学习。

插文3

地域市场

地域市场在某个特定地域内销售人们生产、加工、出售、分销和消费的食物（Kay

等，2016）。小规模生产者已经在地域市场中立足，但这些市场往往被各项政策举措所忽

视，因为它们有时具有非正规性质，且主要为当地人口服务。典型的地域市场包括塞内加尔

农村的鳕鱼市场、北京的新发地市场以及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农民集市。地域市场对小规模

生产者而言往往更能带来收益，因为它能将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地域内部，而不是落入

大型跨国食品公司手中。地域市场还往往更具包容性，能包容妇女和土著生产者，并具备为

生产者提供支持的内在治理体系。各国政府可通过保障基础设施和信贷以及公共采购计划为

地域市场提供支持，如巴西通过食品公共采购计划明确从农村地区小规模农民和贫困生产者

手中采购。通过这一计划采购的食品又为国家学校供餐计划提供支持（Burlandy、Rocha和

Maluf，2014；Rocha、Burlandy和Maluf，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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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高专组第14号报告所述，
生态农业倡议是努力促使粮食体系
在上文提及的各维度实现整体彻底
转型的一个绝好例子。生态农业方
法强调粮食体系中所有参与方（包
括妇女和最弱势群体）的食物权和
更大能动性，推广更具再生能力的
粮食体系做法，重视整个粮食体系
的多样化和抵御能力，尤其是小规
模生产者。

认识到粮食体系与其他
部门和体系之间复杂的
相互作用

粮食体系与经济和市场体系、
生态系统、能源体系、社会体系和卫
生体系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
用。能充分考虑这些相互关系的政策
是可持续粮食体系的关键内容，因
为这些政策有助于确保与粮食有关
的不同体系和政府部门朝着相互支
持的目标共同努力，而不是各自为
政。COVID-19疫情是粮食体系与其他
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最佳例证，清楚
地说明有必要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
中考虑到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有助
于认识并应对粮食体系与其他体系之
间相互作用的此类政策包括加强各部
门和各体系政策和措施间相互协调的
措施、专门应对粮食体系和生态系统
交互面相关挑战的措施以及利用从以
往危机中学到的有关体系间相互作用
的经验教训去提升粮食体系应对未来
危机能力的措施。

在不同体系和不同部门之
间协调粮食政策

粮食政策必须与不同体系和部
门的政策密切协调，其中包括粮农、

经济、贸易、生态系统、卫生、能源
等部门。目前此类协调并不总是通
畅，原因是治理安排分散，对单个领
域政策可能给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缺
乏认识，例如推广生物燃料的能源政
策（Ewing和Msangi，2009）。加强
与粮食体系相关的不同体系和部门间
协调有助于采取相互支持的做法， 
更好地应对现有挑战，如经济和贸易
不平等、小规模生产者土地和资源获
取受阻、粮食和燃料作物之间的矛
盾以及市场集中化等（Ericksen， 
2 0 0 8； E r i c k s e n、 I n g r a m和
Liverman，2009）。

经济体系和粮食体系之间的相
互关联恰好印证了有必要加强各部门
之间的政策协调。2007/2008年粮食
危机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之后，各方对
粮农领域的投资表示出了更大兴趣
（Fairbairn，2014；Clapp，2014）。
虽然该部门多数投资来自农业生产者自
身，但也吸引到了各种金融投资者，使
该部门出现了大量资本投资，包括用于
征地和大规模生产性经营的投资。大量
金融投资的涌入引发了人们对此类投资
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关切，如大规模生
产性经营造成的土地权丧失和环境后果
（Deininger和Byerlee，2011）。为应
对此类关切，粮安委组织了《农业和粮
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RAI）（插
文4）的谈判和通过，确保此类投资有
助于推动粮食安全和营养，并尊重人
权。虽然这些原则为自愿性，但各方普
遍认为，这些原则有助于确保金融投资
不会与粮食安全背道而驰。

政策应对措施方面更好的协
调还有益于粮食体系、经济体系
和生态系统之间其他复杂的相互关
联。例如，虽然全球食品贸易量的
增加能带来一些好处，如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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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食品，但一旦全球体系出现扰
动，贸易量的增加也会给一些市场
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此外，某些
作物的大规模出口，如棕榈油和大
豆（两者都对森林造成了严重的
破坏），已经造成了外部经济成本 
（高专组，2017a；Wicke等，2011； 
Boerema等，2016）。2007/08年粮
食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干扰充分说
明有必要加强协调。有关粮食价
格波动的高专组第1号报告曾探讨
了导致粮食价格波动背后的各种
根源，并就稳定市场提出了政策 

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更完善
透明的信息系统是政策决策和储备
管理所不可或缺的”（高专组第
1号报告，2011）。当时正在开发
的相对较新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AMIS）得到了各方的欢迎。粮安
委第37届会议注意到了该份报告，
并通过了一条建议，决定“支持农
产品市场信息系统以增加粮食市场
信息并提高透明度，敦促参与的国
际组织、私营部门主体和政府向公
众推广及时优质的粮食市场信息产
品”（粮安委，2011）。

插文4
粮安委《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粮安委的《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简称RAI）共包含十条原则，旨在为各类
农业投资提供指导，确保投资符合各种环境、社会、经济目标，为可持续粮食体系提供支持 
（粮农组织，2014b）。经过2012年至2014年的一个包容性多利益相关方进程后，《投资原
则》将负责任投资定义为能为小农户、边缘群体和弱势人群的可持续生计提供支持的投资。 
《投资原则》涵盖粮食供应链中所有环节所有类型利益相关方开展的投资，适用于地方、国家
和国际层面。十条原则分别为：

原则1: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原则2: 促进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发展，根除贫困

原则3: 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原则4: 青年人参与和赋权

原则5: 尊重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以及水资源的获得

原则6: 保护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增强抵御能力，减少灾害风险

原则7: 尊重文化遗产和传统知识，支持多样性与创新

原则8: 推动建立安全健康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原则9: 纳入包容、透明的治理架构、流程和申诉机制

原则10: 评估和应对影响，推动问责

由于这些原则是通过包容性多样利益相关方进程制定，因此它们得到了粮食体系中各利
益相关方的普遍接受。按计划，粮安委将于2022年对《原则》的应用进展情况开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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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
退化对粮食体系的影响

专门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资
源退化对粮食体系的影响而制定的
政策十分重要，它们有助于实现更
全面的政策转向，承认粮食体系与
其他体系之间的相互关联。农业在
应对不超越地球极限这一挑战的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ockström
等，2009；Campbell等,2017； 
Conijn等，2018）。正如第1章有
关粮食体系的讨论中所述，生态系
统与粮食体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系统各环节都存在复杂的反
馈回路，因此二者之间必须相互支
持。相关政策有助于在面临气候变
化时增强粮食体系的抵御能力，包
括保护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资源，
尤其是脆弱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此
类政策也有助于抵御不断增多和出

现的病虫害。一些东亚国家的田鱼
鸭共生系统（插文5）是确保生态系
统和粮食体系之间实现相互支持的
绝好例证。

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对于受影响最
严重地区的长期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粮农组织，2016a）。小农受到的影响
将是最严重的（Harvey等，2014），
而且虽然农民的经验有助于制定适应
战略，但气候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
使适应工作变得愈加艰难（Vermeulen
等，2018）。鉴于最终的影响多种多
样，因此与其他部门相比，粮食政策
必须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适应工作，以
便提高生产率和抵御能力（高专组第
3号报告，2012）。此类工作应包括
在食物供应链和消费的各阶段加深转
型，最大限度利用适应和减缓工作带
来的共同收益，其中包括更适应新
气候特点的农业模式（FAO，2016a）

插文5
稻鱼鸭共生系统

高专组第14号报告介绍了中国及其他几个东亚国家的稻鱼鸭共生系统，作为可持续

农业生产做法的案例。这种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传统生态农业系统将种植和养殖活动综

合纳入循环经济中（高专组第14号报告，2019）。在水稻田里饲养的鱼和鸭能摄食杂草

和害虫，达到生物防治的作用，其排泄物能为水田提供肥料，同时鱼和鸭还能为土壤透

气（Cagauan、Branckaert和Van Hove，2000）。而水稻可为鱼和鸭提供遮阴、食物和

栖身处。水田中有100多种物种共存，其中包括40多种糯稻、多种鱼、鸭品种和多种植

物（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2020）。这种系统能将水稻田的生产种类增加到原来

的三倍，从而节约土地资源，同时还为粮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因为它为生态脆弱地区

的自给自足型农民提供大米和蛋白质（Lu和Li，2006）。生态农业系统并不依赖化学除

虫剂或除草剂，因为这些药物会毒害鱼和鸭。市场对稻鱼鸭共生系统生产的产品有着极

大需求，因为这些产品被认为安全优质。中国贵州省的田鱼鸭共生系统已被认定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为它是与自然环境共同演化的一种人类文化活模式，保障了水和

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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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农业做法（高专组第14号报
告，2019）。此外，由于粮食部门会
对气候产生较大影响，粮食体系应在
通过采用环保型做法和技术（包括生
态农业技术），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高专组第14号报
告，2019）。必须通过与小农加强对
话，确定与当前做法不同的新的气候
适应型农业措施，同时开展高效的科
学与政策间协作并对此进行评价，以
便扶持和保护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
的农民（Dinesh等，2018）。

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
打造更具抵御能力、更健
全的粮食体系

COVID-19疫情突出说明，在面临
涉及多个体系间复杂关系的突发事件
时，有必要打造更具抵御能力、更健
全的粮食体系（插文6）。COVID-19
等新发疾病给粮食安全和营养带来了
明确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影响人们谋
生和购买充足食物、维持抵抗疾病所
需的充足营养的能力，同时如果生产
者患病，还可能对农业劳动力产生影
响（高专组，2020）。当前脆弱、不
确定的全球经济形势因COVID-19疫情
的影响变得愈加严峻，还可能会对全
球粮食贸易的某些方面带来干扰。有
关COVID-19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的
高专组文件指出，“各国政府应为食
物供应链提供支持，避免食物流动和
贸易受阻，以确保供应链能够在危机
期间顺畅运行”（高专组，2020）。
此外，城市贫民将是受COVID-19造成
的经济减速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因为
他们的收入和购买食物的能力可能因
此受损。

关注饥饿和一切形式的
营养不良

粮食体系给营养带来了多样
化、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必须摒
弃过去单纯侧重于解决饥饿问题
的政策方法，转而采纳更全面的
一整套政策去应对饥饿和一切形
式的营养不良问题，包括肥胖、
超重和微量元素缺乏症。正如第
2章所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类
面临至少一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而且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均呈
上升趋势。同时关注饥饿和一切
形式营养不良的政策转向能确保
安全、营养食物的供应和公平获
取，从而推动可持续粮食体系，
同时为民众长期选择多样化、符
合文化习惯、以可持续方式生产
的食物的能动性提供支持。支持
此类转向的政策包括支持健康、
可持续食物选择的措施和专门针
对解决多种形式营养不良的措
施，尤其对最边缘化群体而言。

实施能支持健康、营养、
可持续食物选择的举措

必须实施能支持生命各阶段
健康、营养、可持续食物选择的举
措。例如，提高世界各地母乳喂
养率是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重要途径，因为母乳喂养是改善
营养和母婴健康的根本条件（Liu
等，2016）。专门致力于促进健
康、可持续膳食的政策有助于应对
粮食体系面临的多重挑战，包括影
响粮食获取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
题以及影响食物环境的人口变化。
高专组第12号报告呼吁解决特定群
体的营养脆弱性问题，改进粮食体
系和营养相关数据收集工作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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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6
COVID-19与粮食安全：不同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COVID-19疫情展示了包括粮食体系在内的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关联的本质，同时表

明有必要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开展协调，以确保粮食安全。

多数研究表明，COVID-19由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人畜共患病源引发（世卫组

织，2020b）。多数分析家指出，脆弱的生态系统，尤其是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退化，是

导致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密切的一个推动因素，使疾病有更大机率在动物

和人类之间传播（Everard等，2020）。例如，随着农业活动不断向林区推进，一些

（人们原本不会食用的）野生动物最初被作为对农业有害的生物遭到捕杀，随后又被

作为野味出售，使人类与这些野生物种之间有了密切接触，病毒借此从动物传播给人

类。就COVID-19而言，人们认为中国武汉一个食品批发市场出售野生动物是导致疾病

最初在人类中暴发的根源（世卫组织，2020b；Lake，2020）。

为阻止疫情蔓延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旅行限制和封锁政策，对经济和市场体系产

生了影响，也对粮食体系产生了影响。这些措施导致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量食物

因餐厅停业和难以运送至市场而被白白浪费，另一方面是恐慌导致的食品抢购导致商

店货架被抢空，食品价格因缺货而上涨（Barrett，2020）。此类供应短缺问题使得

多个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和越南等，实行了食品出口限制措施，以防止国内食品

价格上涨，虽然此类措施可能会导致依赖食品进口的国家面临涨价（Laborde、Mamun

和Parent，2020）。同时，很多国家还因封锁政策导致某些易腐败农产品失去出口市

场，导致贫困和饥饿问题进一步加剧。

食物供应链因粮食体系中大量工人感染COVID-19而进一步受到破坏，说明卫生

医疗体系和粮食体系之间的关系。例如，这些影响体现在肉类加工厂工人以及流动性

农业劳动者身上，这两类人群往往是居住条件拥挤的弱势、边缘化群体，感染率极高

（Hendrickson，2020）。除健康影响外，停工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影响了粮食生产率

和供应。营养状况不佳的人也更容易染上COVID-19（Naja和Hamadeh，2020）。疫情期

间，由于新鲜水果和蔬菜供应短缺，导致人们食用更多深加工食品，从而加剧了营养不

良（Gray，2020）。

封锁政策带来的全面经济衰退导致大批人员失业和面临经济困难（经合组

织，2020），使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继而影响粮食安全。弱

势、边缘化劳动者，包括食品服务从业人员，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不仅面临患病

风险，还受到失业的影响。由于收入减少，这些群体往往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和

其他形式的社会援助。封锁政策还影响了学校供餐计划和其他支持粮食安全的社

会保护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此次危机将可能导致严重饥饿人口新增1.3亿

（Anthem，2020）。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可能遭受重创，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因全球

经济衰退而下降，使得他们无力从国外购买粮食，同时因出口限制可能因食物供应链

中生产和加工环节受阻导致供应链减少，粮食价格可能因此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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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提高食物环境质量，包括制
定健康、营养、可持续膳食国家指
南。

食物环境还可以通过专门着力
于提高新鲜、应季、本地水果蔬菜豆
类的供应和消费量的政策得到改善，
例如，通过政府支持措施和教育宣传
等活动，而这些活动可与“2021年国
际水果和蔬菜年”相关活动协调开展
（Glasson等，2013）。此类政策必须
将营养相关考虑纳入粮食体系全过程，
包括注重膳食多样化的营养驱动型农
业，也包括生产阶段（Fan、Yosef和
Pandya-Lorch，2019）。同时，一些国
家已着手将可持续性纳入本国膳食指南
（Ahmed等，2019），其中包括巴西、
加拿大、德国、挪威、卡塔尔、瑞典
和瑞士。

对更多样化、更营养食物的需
求增加也有助于实现农业生态系统
多样化，因为需求增加能促进对被
忽视和未被充分利用的作物物种和
本地品种的种植和消费，丰富膳食
中的营养构成。此类措施还能提高
人们对自然环境与粮食体系之间相
互关系的认识，还能为公民赋权，
促使他们选择对气候变化和自然资
源退化影响较小的食物类型。“联
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
2030年）也可采纳粮食和营养相关
生物多样性内容以及可持续粮食体
系各项原则，以改善农村和城市消
费者的营养状况。

推动政策聚焦应对一切形
式的营养不良

政策应解决同样的地理和社会
背景下经常出现的多种营养问题，
如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等问题。

粮食体系和生态系统、经济和市场体系、卫生体系以及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互

关系突出说明为粮食安全六个维度提供支持的重要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强调可持续

性的重要性，经济和市场动荡及限制说明稳定性的重要性，卫生体系的脆弱性说明供

应和利用的重要性，而社会经济不平等则突出说明能动性和获取的重要性。

世卫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着手开展“同一个健康”举措，联手

应对人畜共患病挑战。这一举措致力于应对影响人类和动物健康、粮食安全、贫困和

环境的人畜共患病带来的复杂影响（粮农组织，2011）。这一伙伴关系对于确保联合

行动十分重要，并与应对挑战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有着密切相关性，这一点

已在COVID-19疫情期间得到充分证明。

广义而言，COVID-19疫情后，必须在多个体系之间复杂关系的背景下，增强粮食

体系的抵御能力。如上文所述，具体措施包括采取有助于减轻疾病发生和气候变化的

更具再生能力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做法，支持在面对干扰时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的生

产、市场和加工安排，确保粮食体系劳动者和粮食安全状况受粮食体系干扰影响最严

重的人群能够更有能动性和获得更公平待遇。

插文6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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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而言，能够通
过更健全的社会保护确保弱势群体
和个人不会面临营养不足的政策十
分重要，尤其在经济衰退和其他危
机期间。高专组第4号报告建议，社
会保护计划“应建立在人类食物权
和各级社会保护的基础上”（高专
组第4号报告,2012）。印度的《国
家粮食安全法案》将食物神圣写入
法律，是此类做法的一个良好典范
（见插文7）。这一法案覆盖了该国
80%的贫困人口，目前是保障贫困人
口获得更多食物的首要机制，在当
前的COVID-19危机背景下，这显得
尤为重要。

高专组第1号报告建议在紧急情
况下考虑建立战略性区域粮食储备，
以保障弱势群体的粮食获取。粮安
委第39届会议重申了此项建议（粮安
委，2013）。西非地区有关战略粮食
储备的的一个试点项目已获得积极的
结果（Galtier，2019）。高专组第4号
报告还建议考虑现金转移支付措施，

专门将小农列为弱势群体。这一建议
在粮安委第39届会议上再次得到重申
（2012）。粮农组织的现金+计划将
现金转移支付与改善农资和技术培训
等生产性资产的获取相互结合。该计
划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包
括布基纳法索、莱索托、马拉维、马
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索马里）
进行了试点，并已取得积极的结果 
（粮农组织，2017c）。还需要在更大
范围就此类措施的实施开展更多研究。

营养不良往往与缺乏制备营养
食品所需的基本卫生条件有关。对市
政供水系统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对于
合理利用食物至关重要。高专组第9
号报告突出强调洁净水的多个方面，
例如洁净水可预防腹泻类疾病，而腹
泻是造成营养不良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又是世界各地导致儿童死亡的第
二大原因；洁净水还有助于提高养分
和食物的生理利用率。联合国儿基会
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举措
一直在可持续发展目标2背景下提高
人们对此类关联的认识。

插文7
印度的《国家粮食安全法案》

印度的《国家粮食安全法案》于2013年通过，是利用能动性支持粮食安全的一

个范例。这一法律是一次全国性食物权宣传运动后集体行动的结果，其目的是实现食

物更公平分配，确保让人口中更多人能够获得食物，尤其是最弱势、最边缘化的人群

（Chakraborti和Sarmah，2019）。此项法律努力将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工会和活

动家、政党团结在一起，有效地将食物权列为一项合法权利，惠及印度约75%的农村

人口和50%的城市人口（(Puri，2017）。在就法案开展辩论阶段，很多人强烈支持取

消食物分配制度，用现金转移支付取而代之。《国家粮食安全法案》最终选择了公共

食物分配制度。法案还将生育津贴和6个月至14岁儿童营养确定为合法权利。对该项

法案落实情况的初步研究表明，受益人覆盖率已经有所提高，遗漏差错率有所下降，

受益人实际获得的谷物类粮食数量有所增加，谷物类粮食的运输有所改善（Drèze

等，2019；Puri，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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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和蔬菜往往属于小型农场多
样化生产体系，是人类健康所需的必需
微量元素和其他有益生物活性元素的
来源（Herrero等，2017）。水果和蔬
菜对于充足的膳食和营养至关重要，但
它们在粮食损失和浪费中占比最高。因
此，减少损失和浪费能产生积极的营养
成效，尤其对20多亿估计遭受一种或多
种营养素缺乏的人们而言。

除了努力应对营养不足外，多
数国家还采取措施应对超重和肥胖问

题，包括采取措施加强信息工作，提
高人们对这一复杂问题的认识，采取
对不健康食品征税等更多监管措施等
（粮农组织，2016b）。改变食物零
售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步骤，因为过度
加工的食品正在不断进入城市和农村
食物环境（世卫组织，2016；Bixby
等，2019）。限制食品加工公司和食
品零售商推销不健康食品也很重要
（Battersby，2019）。要求更明确
提供营养标签的政策，如智利的《食
品标签及广告法》（见插文8），一

插文8
智利的《食品标签及广告法》

智利于2016年实施的《食品标签及广告法》是加强营养标签工作有助于改善食

物环境的实例。制定该项法律的目的是应对深加工食品消费量大幅增加，包括儿童

消费量，而同时国内超重和肥胖以及相关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率持续上升（泛美卫生

组织，2015）。此项法律旨在通过多种方式减少深加工食品的消费量。首先，要求食

品包装正面的标签提醒消费者食品和饮料中某些营养素含量超出理想水平。目前，所

有食品如果能量、钠、糖、饱和脂肪这四种元素含量超出规定水平，就强制在标签上

用多达四个黑色八角形“停”字标志提出警示。第二，限制向14岁以下儿童销售带有

警示标签的食品，禁止在电视儿童频道上发布相关广告，撤掉产品上专门面向儿童的

漫画和赠品。第三，限制学校出售带有黑色警示标志的食品或将其放在校内售货机里

（Corvalán等，2019）。实施这些措施前，智利于2014年落实了加糖饮料税和反式脂

肪标签法。

有关智利《食品标签及广告法》所产生影响的最新研究发现，此类措施有着多重

益处，包括：加糖饮料的购买量大幅下降（Smith Taille等，2020）；智利圣地亚哥

市区90%以上人口能辨认包装表面的营养警示标志，并表示自己的购物决定受到标签

的影响（Valdebenito等，2017）；家有幼儿的母亲对各种食品是否健康有了更好的

认识，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在学校不再被允许食用带有黑色警示标志的食品（Correa

等，2019）。

智利的经验表明强制性食品政策有助于改善食物环境，而这对于解决肥胖和膳食

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十分重要。虽然已经实施与智利《食品标签及广告法》类似的一整

套政策的国家并不多，但通过包装正面标签改善食物环境的做法已经被多个国家所接

受，尤其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粮农组织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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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此类问题
的认识，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好的选择
（Jones等，2019）。

考虑不同情况并提出因
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有助于推
动适合具体情况的更具抵御能力、更
有利于赋权的粮食体系，为不同背景
下高产、再生性农业措施提供支持。
这些针对性的努力有助于在地方背景
下更有效地提高公平性和能动性。能
推动此类转向的政策包括能应对农村
和城市各类不同背景下独特挑战的政
策以及能应对引发饥饿的冲突所致独
特挑战的政策。

考虑到农村和城市之间的
差别以及农村和城市连续
体中的变化

能考虑到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
别以及农村和城市连续体中各节点独
特特征的政策有助于应对农村人口流
向城市以及青年对农业的兴趣不断减
退带来的挑战。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的战略必须：认识到要想强化粮食安
全和营养，就必须具备能跨越农村和
城市间隔阂的政策思路；更全面地了
解包括城市相关膳食挑战的营养不良
问题；推动能为青年农民创造更多机
会的优质粮食生产；认识到人口变化
和迁徙方式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极大
差异，需要采取量身定制的政策。

在农村地区，建设一个更具活
力的小规模农业部门将有助于应对
粮食体系的关键挑战，这将鼓励更
多青年在农业领域谋生。很多情况
下，这意味着能帮助小规模生产者
更好地获得土地和生产性资源。过去

25年，土地改革中多数措施都依赖
建立在“愿卖愿买”原则上的基于
市场的方法（McCusker、Moseley和
Ramutsindela，2015）。虽然这种方
法有时有用，但很多情况下也使得土
地所有制出现轻微变化，同时注重一
种对多数小规模农民不利的商业模式
（Moseley和McCusker，2008）。应
该在考虑每个地方独特特点的前提
下，在该领域对不同类型的模式开展
更大范围的试验。高专组第6号报告
建议对小农生产进行投资，呼吁增加
对农业的投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
小农的可持续生产进行投资，以促进
饥饿最严重地区的生产。

粮安委第39届会议建议加强“参
与式研究、推广和农业服务系统，尤其
是能满足包括女性生产者在内的小规模
农业生产者具体需求的系统，以便根据
可持续发展原则，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使生产多样化，提高营养价值和抵御能
力，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粮
安委，2013）。马拉维的“土壤、粮食
和健康社区”项目是采用受生态农业启
发的可持续方法的范例，适合马拉维北
部的具体条件，由营养驱动（并有助于
抗击疾病），减轻农地退化和害虫侵害
（见插文9）。

随着整个世界不断实现城市化，
改善城市居民对营养食物的获取对于
应对饥饿和营养不良十分关键。食物
获取问题已在多份高专组报告中得到
强调，尤其是有关价格波动性和粮食
安全的高专组第1号报告（2011）、 
有关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的第4
号报告（2012）以及有关营养和粮
食体系的第12号报告（2017）。粮
安委第39届会议建议各成员国“设
计并实行或加强国家主导且因地制
宜的综合社会保护体系，以促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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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和营养”（粮安委，2013， 
第5页）。然而，各国的市政府正在
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政策和计划的
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关
键的作用。巴西的贝洛奥里藏特市就
是一个良好范例，展示了市政府如
何创意性地保障城市人口能够有尊严
地获得营养、健康的食品，而同时又
为附近农村地区农民的生计提供支持
（Rocha，2016；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
专家组，2017）（见插文10）。

随着世界一些地区人口继续增
长，有必要制定能将城市不断增长的
粮食需求与农村对青年有吸引力的可
持续生计结合起来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政策。新的农业方式将重点转向粮食
生产的质量，能更好地利用青年的想
象力。例如，在博茨瓦纳，（各年龄
段）女性农民获得充足的水资源后，
就能开展更能盈利的小规模园艺生产
（Fehr和Moseley，2019）。北美的社
区支持农业（CSA），又称订单农业，
要比常规农业吸引到了更多青年农民和
女性农民（Trauger等，2010）。城市
和郊区农业也在保障城市地区膳食多样
化和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并带来了更加可持续的 
生产方法（Warren、Hawkesworth 
和Knai，2015；Benis和Ferraro， 
2017；Pribadi和Pauleit，2016）。

移徙既可能是一个问题，也可能
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农村生计机会不
断减少的地区，我们可能看到大批人员
流向城市或其他国家，如果无法在流入
地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就可能成为问
题。相反，面临人口不断减少的国家
和/或农村地区则往往依赖外来人口填
补空缺岗位，这些岗位很多都在农业领
域。支持农村生计和振兴农村经济的政
策能将移徙控制在可管理水平内，减少
某些地区人员的外流，或确保某些地区
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

应对冲突背景下的独特情况
鉴于大多数面临长期粮食不

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人们居住在受
冲突影响的国家里，结束冲突和
提供应急粮食援助是应对全球饥
饿的关键。粮安委于2015年通过了
《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
养行动框架》，旨在就改善因长期

插文9
马拉维的“土壤、粮食和健康社区”项目

马拉维在应对粮食不安全问题时试验了不同方法，成为一个国家从以往采用化

肥补贴等更传统、重产量的做法转向重视能动性以及妇女在粮食供应和营养方面所发

挥核心作用的良好范例（Graeub等，2016）。虽然仍处于试验阶段且规模较小，但利

用这一方法加强妇女的能动性已大大提升了家庭营养成效（Bezner Kerr、Berti和

Shumba，2010）。“土壤、粮食和健康社区”项目由马拉维北部的Ekwendeni医院实

施，侧重于与附近农村地区的小农联手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这一项目已通过鼓励动

员社区采用生态农业措施、妇女赋权和改变家庭内部性别动态，为减轻营养不良做出

了积极贡献（Patel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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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而面临风险人群的粮食安全提
出指导意见（粮安委，2015）。 
冲突管理是维护粮食体系运作并减轻
饥饿的一种方式，虽然人们传统上
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尽管资源短缺
可能是导致冲突的原因之一，但多
数紧张局势属于政治性，需要通过政
治解决方案来解决不同层面的推动因
素。例如，一次地方性农牧民冲突就
可能需要解决地方各项动态关系，
并调整可能与问题相关的国家政策
（Benjaminsen和Ba，2019）。有关
布隆迪作物畜牧一体化项目（CLiP）

的插文11展示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
织如何在这个饱受动荡和粮食不安全
摧残的国家开展创新。

有利条件
完善治理和健全的研究议程

是支持上文提及的四大关键政策
转向的重要内容，还能更好地推
动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及举措，
以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长期以来，
政策惯性已经拖累了粮食安全和营

插文10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的粮食安全委员会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是采取综合政策方法改善城市人口粮食获取和营养的绝佳范

例。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军事独裁统治后，国家开展了宪法改革，将更多权利

下放到各城市。在这些改革与基层的积极参与下，巴西成立了一个全国粮食安全委员

会（CONSEA），贝洛奥里藏特市（巴西第六大城市）随之创建了一个被称为“粮食秘书

处”的新的城市部门。该秘书处开展的计划中最出名的一项内容是振兴大众餐厅。计划

开设的第一家餐厅于1994年开业，到2009年，该计划的三处餐厅及几个小型午餐厅每天

可供应12000至14000餐。这些餐厅在创建后的前17年里，供应的餐食全部自制，顾客午

餐只需支付一雷亚尔，早餐和晚餐价格更低。这一做法秉承了有尊严获得食物的理念，

因为所有人，无论贫富，都支付同样的价格，从而避免人们经常光顾这些餐厅时感到有

任何社会歧视。当地的学校也建立了食堂，由学校工作人员利用新鲜食材烹饪餐食。这

两项计划都需要大量新鲜蔬菜，而这些蔬菜主要由当地小型农场供应。这些小型农场与

附近地区共同建立，无需通过中介机构就能将产品直接销售到城市。直到21世纪头十年

初期前，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的人群都能从市政府领到强化面粉。该计划的最后一项重要

内容是对城市中各网点销售的25种主要食品实行价格管控。这一综合计划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巨大成效，主要成果包括家庭平均水果蔬菜消费量增加25%，儿童因糖尿病住院人数

减少33%，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儿童因营养业不良住院人数减少60%。这一计

划成为了巴西2004年国家零饥饿战略的创新实验室和灵感来源（Chappell，2018），而

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则是民间社会、巴西总统府和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开展对话的渠道。

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于2019年1月1日由新当选总统颁发的首批法令之一“第870/2019号

临时措施”宣布解散。随后在巴西全国出现的社会运动（如Banquetaço）以及全世界范

围内出现的社会运动都呼吁重新设立该委员会，证明了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但国会于

2019年5月投票通过的修订案被巴西总统否决，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最终未能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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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政策的逐步变化和公共部门的研
究议程。有些情况下，不作为的
原因是粮食体系中乐于从现状中
获 益的有权势行动方在施加政治
压力（Monteiro和Cannon，2012； 
McMichael，2005）。例如，正如第
2章所述，企业行动方已在各国就影
响自身商务运营的政策变化积极开
展游说（Nestle，2013；Clapp和
Fuchs，2009）。这种情况下，各国
必须为那些优先考虑公共目标的研
究制定相关政策并拨款资助，包括
优先考虑食物权的政策。

更有效的治理

多边合作和协调至关重要，
它有助于保障四大关键政策转向能
在一个连贯的政策框架内得到统一
一致的落实。应做出新的承诺，针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制定多边治理举
措，以解决国际治理安排零散、全
球合作不力的问题。各国政府应该
在全球层面落实各项现有举措，
如粮安委提出的各项全球准则，如 
《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
则》（插文4）、《国家粮食安全范
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
理自愿准则》（插文12）和《粮食系
统和营养自愿准则》（插文13）。

插文11
布隆迪的作物畜牧一体化项目

布隆迪的作物畜牧一体化畜牧

（CLiP）是由国际畜牧研究所（ILRI）

和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ITA）共同推

动的一个研究行动项目（国际畜牧研究

所，2015）。布隆迪饱受社会动荡和地

缘政治孤立的摧残，其经济自2015年来

一直在不断萎缩，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

家之一，60%的人口面临营养不良（世界

粮食计划署，2020b）。布隆迪的农户几

乎无法获得任何信贷，这意味着农业发

展各方必须考虑采用与利用外购投入品

的常规农业发展模式不同的方法来提高

农业产量和改善家庭粮食安全状况。该项目的主要理念是利用圈养家畜的粪便维持农

田的土壤肥力，同时利用作物副产品为圈养家畜提供饲料。虽然这并非是一个全新的

理念，但项目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调整了具体做法，开发了以下经营组合：对较贫困农

户，养兔加蔬菜种植、养鸡加豆类种植；对中等收入农户，养猪加木薯、甜薯或大豆

种植；对较富裕农户，养牛加玉米种植。这种充分考虑当地局限因素和各种可能性的

创新方法十分重要，能保障政治上受孤立、面临土地短缺和土壤肥力低下的贫困国家

应对饥饿（Moseley，2016，2018）。

© William Mosele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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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粮食体系分析家已提出就
粮食体系建立一项多边框架公约的想
法，以便为支持粮食体系中的公平、
可持续性、健康和生计提供一项国际
监管政策框架（de Schutter，2015； 
Swinburn等，2019）。这一安排的好
处是，它有助于强化各国政府应对粮
食体系中权力不平衡问题的能力，尤
其是集中在私营部门的各企业对政策
制定工作施加着巨大影响的情况下，
可能导致背离粮食体系的公益性质。
正如Swinburn等(2019，第820页)指
出的那样，“这一战略将帮助各国政
府促使粮食体系除目前主导的商业目
的外，在公共卫生、社会公平和环境
保护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有 效 的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治
理还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开展协

插文12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VGGT）

是一份自愿性指导文件，旨在推动保障土地、渔业及森林相关权属权利和获取，为粮

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由于很多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属问题都是治理

薄弱造成的结果，《自愿准则》力求就权属权利推出最佳做法，使之成为国际规范。

《自愿准则》以《食物权准则》为基础，就权属体系提出了关键原则和国际公认的做

法，侧重于保护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权利，以保障食物权、扶贫、可持续生计和

农村发展（粮安委，2012）。文件呼吁各国承认并尊重合法权属权利的所有人及其权

利，并且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为其主张公正。具体执行原则包括人类尊严、不歧视、平

等与公正、性别平等、全盘性和可持续性方针、磋商和参与、法治、透明度、问责

（粮安委，2012）。《自愿准则》的制定工作始于2009年，正是国际社会就很多国家

大规模征地现象表示关切的时候，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权属权利当时尚不

明确。《自愿准则》通过一次包容性进程完成，其中包括区域性磋商和各类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包括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自愿准则》由粮安

委于2012年通过，目前已被普通视为确立土地权属治理体系时可参照的一项国际标准

（Cotula，2017）。

调 。 这 往 往 意 味 着 要 实 施 能 让
农 业 、 卫 生 、 福 利 、 环 境 和 人
类 发 展 各 部 门 共 同 参 与 的 计 划
（Battersby和Watson，2019）。 
在粮食体系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
之间的相互关系已成为最近各项全球
评估活动的主题的情况下，这种协调
就显然变得更有必要，此类评估活动
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政府间专
家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
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9）和气候变
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2019）开
展的评估。

要想在不同层面加强协调，包
括从地方（城市治理和跨区治理）到
国家层面，再到区域和全球层面，
离不开有效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治理
（Candel，2014；McKe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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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食品安全就需要在全球、国
家、地方层面采取行动加强协调。随
着粮食体系不断全球化，食品污染也
更容易在多个国家人群中扩散。

粮食安全和营养治理过程中
的代表性参与非常重要，有助于确
保包括国家、粮食生产者、民间
社会准则和私营部门等所有利益相
关方参与治理过程。高专组第13号
报告建议加大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
系为促进可持续粮食体系所做的贡
献。报告还建议通过精准信贷，为
伙伴关系和弱势群体相关组织提
供支持，确保他们能够为可持续粮
食体系转型做出贡献，同时充分考
虑各项政策和干预措施可能对各社
区和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影响（高专
组第13号报告，2018）。此类措施
应确保各方代表的参与，包括边缘
化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代表。民间社
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尤其是代表小
规模粮食生产者和弱势、边缘化群
体的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
应在这一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发表
与国家和私营公司等更有权势的行

动方不同的观点（McKeon，2015； 
Duncan，2015）。

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
需的资金目前仍存在巨大缺口，很
难靠公共资源满足资金需求，尤其
在脆弱背景下以及在治理体系薄弱
的低收入国家中。因此各国应带头
为更加可持续的粮食体系提供资金
投资，并带头捍卫食物权。这不仅
要求对农业发展进行投资，还要求
对整个粮食体系进行投资，为更加
多样化的生产和供应网络、公共教
育和宣传活动以及针对最弱势社会
群体的社会保护政策等提供支持。
粮安委及其成员国还应就粮食体系
政策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落
实情况收集数据并编写报告，以便
跟踪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举措的进
展，确保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背
景下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做出担
当。此类措施对于有效了解国家、
区域、全球和地方层面加强粮食安
全所面临的当前障碍十分重要。这
些数据还能成为标杆，为各级审查
和监测未来进展服务。

插文13
《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

《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VGFSyN）在粮食体系背景下就有助于应对一切形

式营养不良的有效政策、投资和体制安排提供循证指导意见（粮安委，2020）。《准

则》以粮安委的《营养和粮食系统》报告（高专组，2017b）以及随后提出的相关建

议为基础。粮食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将成为为改善营养而开展的转型所需的框架和政

策切入点，这三个要素包括：食物供应链、食物环境和消费者行为。《准则》将有助

于实现重塑或提升粮食体系的目标，确保生产出健康、可持续膳食所需的食物。《准

则》为非约束性，解读和应用时应遵守相关国家和国际法律所规定的的现有义务，同

时合理考虑其他自愿性承诺。最终版本将于2020年10月提交粮安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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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制定健全的研究议程

各国应鼓励和支持开展各类粮
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研究，尤其是关键
及新出现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高专
组会定期确定值得进一步审议的关键
及新出现问题（插文14）。这些关键
及新出现问题，包括COVID-19等始料
未及的危机，可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政策和成果产生的影响都应该得到充
分考虑，尤其是对最边缘化、最弱势
群体的影响。毫无疑问，未来还会不
断出现各类挑战和障碍，对上文提及
的政策议程产生影响。应该为有关这
些障碍的现有研究提供支持，并将其
纳入高专组未来工作。

支持就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
的有争议问题开展研究也很重要，它
有助于围绕特定趋势和挑战的根源和
后果等存在争议的领域寻求潜在政策
方向。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开展进一步
调查，以便积累更细致的知识，让决
策界跳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化两极思
维，加深对如何才能做出最佳决策的
理解。例如，如第2章所述，新兴技
术，如数字农业和基因组编辑等，都
对改善粮食生产和加强粮食安全和营
养有着巨大潜力。然而，如果这些
技术在设计和共享时，未能以一种
包容、公平的方式考虑到当地人口
和环境的能力和局限性，那么也可能
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加剧不平等

插文14
制定一份健全的研究议程：高专组有关关键及新出现问题的工作

高专组会定期对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果的“关键及新出现问题”进行探究。

高专组将关键问题定义为“对粮食安全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造成直接或间接、正面或

负面深刻影响的问题”，而新问题则指可能在未来演化成关键问题的问题（高专

组，2014c）。探究过程包括与科学界广泛开展磋商，定期确定这些可能为粮安委未

来研究和政策指引方向的紧迫问题。高专组最近一份有关关键及新出现问题的说明于

2017年发布（高专组，2017a）。该份说明将以下问题确定为关键问题和新问题：

(1) 预期未来城市化和农村转型相互关联；

(2) 冲突、移徙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3) 不平等、脆弱性、边缘群体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4) 贸易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5) 不确定性和变化的背景下利用生态农业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6) 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和现代育种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7) 食品安全和新发疾病；

(8) 从技术前景到粮食安全和营养知识；

(9) 加强粮食体系治理，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

这些问题是本报告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还有持续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其他长

期问题以及最后一次审查完成之后出现的新问题，包括COVID-19疫情及其对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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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本章小结：高专组各份报告为促进对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做出了贡献，也为粮安

委各项建议提供了素材。主要要点包括：

(1) 第1章介绍的四大关键政策转向很有必要，有助于打造能应对和缓解第2章介

绍的各项挑战的可持续粮食体系。

(2) 大量展示这些关键转向的政策实例对推进粮食安全六个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3) 这些实例可成为未来政策制定工作的出发点，帮助国际社会在实现各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时有更好的表现，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

和性别差异（Gengenbach等，2017； 
Carolan，2018）。

各国还应该对公共产品研究进
行投资，确保各方在粮食体系各环
节都能公平获得新技术、投入品和
服务。此项工作要求在公共部门和
私营部门有关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研
究之间寻求合理平衡，因为私营部
门在粮食部门关键领域开展的研究
最近几十年一直呈快速增加趋势，
而公共部门研究则一直呈停滞状态
（Fuglie和Toole，2014）。

各项研究举措还应突出参与，
包括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尤其是
最可能受影响的弱势群体的参与。例
如，考虑到低收入小农户难以获得资
源，应采用参与式研究方法开发新技

术，确保能以低成本获得未注册商标
的新技术（Moseley，2017a）。还应
该支持利用传统知识，包括通过参与
式研究加以利用。除了突出参与外，
创新还应具备向小规模生产者推广的
特征，并带有配套的能力建设和知识
传播机制。

最后，研究议程中应包括开发
综合评估和系统建模工具，为预测不
同政策方案可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
生的影响提供支持。重要的是，这一
方法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不同政策方
案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以
及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为
监测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进展奠定基
础。例如，Foresight4Food倡议就是
一个值得考虑的有益框架（Woodhill
和Hasnai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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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亟
需制定更有效的政策
框架，推动粮食体系
实现根本转型，以应

对粮食体系当前面临的众多挑战，
而这些挑战同时也在阻碍《2030年
议程》相关进展，尤其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2。本报告为支持这一目标开
展了一次全球综述

第一步是扩大粮食安全这一概
念，认识到能动性和可持续性与供
应、获取、利用和稳定性这另外四个
维度一起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正如报
告所述，粮食安全这六个维度在对食
物权的概念和法律理解中都得到了强
调，每个维度都有助于深入了解保障
人人享有粮食安全所需的要素。

第二步是采用以食物权为基
础的可持续粮食体系框架。这一
方法有助于更细致地了解粮食体
系与其他体系和因素之间的相互
联系，并为政策如何适应粮食体
系广义变化提供一个概念框架。
可持续粮食体系能为粮食安全六
个维度提供支持，因此有助于减
轻粮食体系各驱动因素带来的威
胁并从中创造机遇。

第三步是通过对粮食安全和
粮食体系思维不断加深的理解，

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关键政
策转向。这些转向很有必要，它
们有助于向更加可持续的粮食体
系转型，并呼吁出台具有以下特
征的政策：i)支持粮食体系彻底转
型；ii)认识到粮食体系的复杂性以
及与其他部门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
用；iii)重点关注对饥饿和营养不
良的更全面了解；iv)提出程式化政
策解决方案，因地制宜解决问题。
更有效的治理措施和强有力的研究
议程是保证这些政策转向得以落实
的有利条件。

这几步加在一起，构成了支撑
本报告的变革理论。也就是说，四
大关键政策转向，在强大的有利环
境支持下，共同打造更加可持续的
粮食体，为粮食安全六个维度提供
支持，最终为食物权和各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尤其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2。

报告认识到粮食体系目前面
临的多重挑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报告还简要介绍了有前景的政策方
向，证明有些政策和举措已经在朝
着为能克服此类挑战并创造机遇促
成积极变革的更加可持续的粮食体
系提供支持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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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讨论的概念框架和政策
转向一直备受高专组强调，但它们
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却各不相同。
鉴于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所有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相关的部分进展缓慢，因此迫切需
要在粮食体系各环节敦促粮食体系
所有行动方持续采用这些框架和政
策方法。

COVID-19危机带来的紧迫而又
不断恶化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形势使得
本报告的发现变得愈加重要。危机为
我们敲响了警钟，呼吁各方应对粮食
体系面临的多重挑战，要求采取措施
改善粮食体系，不仅使之在危机面前
更具抵御能力，还要对所有人而言变
得更加公平、包容，更好地为所有人
赋权，更尊重所有人，更具再生能
力，更健康、营养与、高产、繁荣。

粮食安全和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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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以
下建议从本报告分
析中直接提炼，旨在
为决策者提供指导，

帮助他们为支持落实食物权和实

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具体政

策，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可
持续发展目标2敦促国际社会“到
2020年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促进可持续农业”（联
大，2015）。要想实现必要的转
型，首先需要在根据不同地方、不
同人们具体条件和挑战的前提下实
现多项改变，同时认识到将不同地
方联系在一起并制约地方行动的更
广义的结构性条件。

正如本报告所述，各项建议源
自四大关键政策转向和各项有利条
件（见图6）。这些政策转向及其背
后的有利条件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
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关系，共同为
打造更加可持续的粮食体系和应对
粮食体系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提供
支持。

1. 维护食物权和其他人权在粮食安
全和营养领域的核心作用

a.	各国应采取有力行动，履行尊
重、保护和满足食物权和保护能
动性的义务。这需要世界上所有
国家本着团结精神共同行动。

b.	为作为粮食体系参与者的公民
赋权，尤其是妇女、土著人
民、流动工人、流离失所者及
难民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和社
区，使他们就自身生计发挥能
动性，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多
样化、营养、安全的食物。

c.	确保粮食体系有更好的公正
性，为世界上遭到边缘化的生
产者、消费者和劳动者服务。
全世界的私营部门在这一点上
肩负重大责任。

d.	提供支持性服务和社会保护，
包括在危机中和复杂的紧急情
况下。

e.	粮安委应正式强化《食物权自
愿准则》，将“逐步实现”调
整成“无条件实现”。

2. 加紧建立更加可持续、资源利用更
高效、更具抵御能力的粮食体系
a.	实现粮食体系全面转型，包括粮

食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各环
节，以便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方
面未解决的问题。



64]

b.	支持逐步采用生态农业及其他

创新方法，推动可持续、有抵

御能力的粮食生产方法，以便

逐步解决粮食生产中自然资源

过度利用的问题。

c.	采取措施，至少将粮食损失与

浪费减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产后损失与工业化国家的消

费者粮食浪费。

d.	为多样化粮食生产和流通网络提

供支持，包括地域市场安排。

e.	为多样化粮食生产和流通网络提

供支持，包括地域市场安排。

3. 加强国家在粮食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以便更好地为粮食安全的六
个维度提供支持

a.	加强对市场、仓储和粮食体系其

他必要组成部分相关基础设施的

公共投资，为生产和流通网络的

去集中化提供支持，提高多样化

水平，以增强抵御能力。

b.	加强对市场、仓储和粮食体系其

他必要组成部分相关基础设施的

公共投资，为生产和流通网络的

去集中化提供支持，提高多样化

水平，以增强抵御能力。

粮食安全和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2030年

图6
政策转向和建议之间的关联

Necessary 
elements for 
FSN policies 

to support 
SFS and 
SDGs

NECESSARY ELEMENTS 
FOR FSN POLICIES TO 
SUPPORT SFS AND 
SDGS

Recognize the need for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food systems

View FSN as a system 
interconnected with other 
systems and sectors

Focus on hunger and 
all forms of malnutrition 

Recognize FSN is context 
specific and requires 
diverse solutions

1. Uphold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Right to Food and other human 
rights in FSN 

2.  Urgently build more sustainable, resource e�cient and resilient 
food systems

3. Strengthen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state in food systems to 
better support all six dimensions of food security

4. Ensur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cross multiple 
interconnected sectors and at all levels when setting FSN policies

5. Accelerate actions to address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natural 
resource degrada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s on food systems

6. Learn from the FSN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o build more 
robust and resilient food systems

7. Support healthy food choices from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8. Address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of malnutrition and food-related 
diseases through coordinated, multisectoral policies and actions 

9. Address the specific needs of diverse rural and urban contexts in 
formulating FSN policies

10. Address the needs of those a�ected by conflicts

11. Improve FSN governance at di�erent scales

12. Encourage and support more research on FSN, key 
emerging issues and contentious areas

 Enabling conditions

粮食安全和营
养政策支持可持续粮
食体系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必要内容

认识到有必要
实现粮食体系彻底
转型

1. 维护食物权和其他人权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
核心作用

4. 在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时，确保在各级实现多个
相互关联部门的一体化和协调

2. 加紧建立更加可持续、资源利用更高效、更具抵御能
力的粮食体系

5. 加快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自然资源退化和自然灾
害对粮食体系的影响

7. 支持源自可持续粮食体系的健康食物选择

9. 在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时，满足农村和城市多样
化背景下的具体需求

11. 改善各级粮食安全和营养治理

3. 加强国家在粮食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便更好地为粮
食安全的六个维度提供支持

6. 从COVID-19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中吸取经验教
训，建立更健全、更具抵御能力的粮食体系

8. 通过协调一致的多部门政策与行动，应对饥饿、营养
不良和食物相关疾病的多种表现

10. 应对受冲突影响人们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需求

12. 鼓励和支持就粮食安全和营养、关键及新出现的问
题以及有争议的问题开展更多研究

将粮食安全和营
养视为与其他体系和部
门相互关联的体系

重点关注饥饿和
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

认识到应因地制
宜，采用多样化解决
方案应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

有利条件



[65 

c.	加强国家和区域战略粮食储备。
d.	为小规模农民和家庭农场经营

者提供公共培训和支持，尤其
是有关生态农业和可持续生产
和销售方面以及在雨育农业及
恶劣环境下的培训和支持。

e.	通过政府采购计划（如公共销
售和学校供餐），保障小规模
生产者能以有利可图的价格进
入上游和下游市场。

4. 在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时，
确保在各级实现多个相互关联部
门的一体化和协调

a.	立即采取强有力措施，解决对粮
食安全和营养产生深远影响的财
富、收入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b.	保护可持续粮食体系所必需的
生态系统服务。

c.	确保食品贸易对依赖食品进口
的国家、对农产品出口国、对
包括小农在内的生产者、对消
费者而言是公平公正的。

d.	提高所有相关部门之间的政策
协调性，如农业、环境、经
济、能源、贸易、卫生等部
门，以便在粮食供应、营养不
良、食品安全和疾病等问题上
加强政策应对。

e.	限制将农产品用于非食品生产
（如生物燃料）。

5. 加快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自然资源退化和自然灾害对粮食
体系的影响
a.	推动和支持气候变化适应工

作，以提高抵御能力。
b.	采取大力度措施，在世界上农

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
地区减少粮食体系的温室气体
排放。

c.	采取措施，提高农业部门对可
能危及粮食供给和公共卫生的
病虫害的抵御能力。

d.	采取措施保护现有农业生物多
样性，尤其是受到威胁的农业
生物多样性。

e.	鼓励在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开
展可持续农业生产，其中括山
区和旱地环境、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和低洼沿海地区。

f.	认识到水资源短缺问题，并立
即采取措施对农业和粮食体系
中稀缺的水资源进行合理、优
化利用和管理。

g.	建立和支持能真正发挥作用并瞄
准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如农户、
养殖户、渔民、食品加工商）的
更健全的气候融资机制。

6. 从COVID-19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影响中吸取经验教训，建立更健
全、更具抵御能力的粮食体系

a.	粮安委应带头就应对COVID-19
及其严重影响协调好全球粮食
安全政策指导工作。

b.	COVID-19疫情期间和之后面向最
贫困、最脆弱人群的社会保护机
制，包括国家和国际粮食援助，
必须从数量和营养质量角度出
发，包含有关食物权的规定。

c.	为最大限度减轻COVID-19的影
响而制定行动计划时，各国政
府应考虑到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相互关联。

d.	为食物供应链提供支持，避免
食物环境和贸易受阻（包括为
食物相关劳动者提供明确的健
康和安全指南）。

e.	为地方社区和人民提供支持，
提高当地粮食生产和消费。

f.	收集和共享有关COVID-19疫情现状
及其对粮食体系的影响的相关数
据、信息和经验，并吸取教训。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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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所有联合国相关机构必须加紧
建立全球粮食快速应对机制，
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7. 支持源自可持续粮食体系的健康
食物选择

a.	推动供应营养多样化、基本未
经加工的大宗食品，如新鲜、
应季、本地产的水果和蔬菜。

b.	推动供应文化上可接受、包
含动植物性食品的多样化食品
组合，保障可持续膳食（既健
康，又具有环境可持续性）。

c.	通过可持续利用，推动生物多
样性保护，具体措施包括推广
被忽视、未充分利用的高营养
食物种类和地方品种。

d.	提供激励机制，鼓励提高加工
食品的营养价值，并在食品零
售和广告中加以推广，同时对
不合规行为进行处罚。

e.	在各级开展和/或改进营养和粮
食体系相关教育，推动营养宣
传活动，以促进行为改变。

f.	创建经济结构，为各项服务
提供支持，鼓励和支持改善孕
妇和哺乳期妇女的营养状况，
提倡纯母乳喂养至婴儿六个月
大，为儿童提供辅食至两岁大。

8. 通过协调一致的多部门政策与行
动，应对饥饿、营养不良和食物
相关疾病的多种表现

a.	重新调整食物权定义，包含免于
饥饿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低
体重、超重、肥胖、微量元素缺
乏和非传染性疾病），重申“安
全、营养食物”与免于饥饿同等
的重要性。

b.	通过解决导致营养不足的直接原
因（粮食不安全）和间接原因 
（个人卫生、清洁水、内乱、不

安全的食物供应），降低儿童营
养不足发生率。

c.	推广粮食体系解决方案，解决超
重和肥胖现象的蔓延问题。

d.	农业部门应与卫生和环境部门合
作，共同制定由营养驱动、具有
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和计划。

e.	卫生部门应与农业和环境部门合
作，共同应对超重/肥胖和一切
形式的营养不良以及与粮食体系
相关的化学品和微生物暴露引起
的疾病问题。

f.	启动和加强针对弱势群体的社
会保护计划，如学校供餐计
划，从质量和数量上解决食品
和膳食相关问题，预防一切形
式的营养不良。

9. 在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时，
满足农村和城市多样化背景下的
具体需求
a.	确保小规模生产者能公平获得

土地和生产性农业资源，因为
他们是世界上很多工业化程度
较低的国家中保障粮食和粮食
安全的重要力量。

b.	鼓励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
服务和市场准入等进行投资，以
便缓解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

c.	制定能帮助农村和城市地区贫
困人口获取营养食物和更健康
食物环境的政策。

d.	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及计
划能将农村和城市（包括中小
型城市）不断增长的食品需求
与对青年有吸引力的可持续农
村生计联系起来。

e.	支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对城郊
和城市农业进行投资，并由国家
推动其发展，以便将新鲜食物，
尤其是富含微量元素的易腐败园
艺产品，就近输送到市场。

粮食安全和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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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对受冲突影响人们的粮食安
全和营养需求
a.	为受冲突影响的人们，包括流

离失所者，提供及时、充足、
营养的紧急粮食援助。

b.	在冲突和冲突后背景下，确保供
应清洁、充足的水和卫生设施，
促进食物生产、制备和利用。

c.	随着冲突后背景下紧急援助逐
步撤出，重新创造条件，让粮
食体系恢复正常运作。

d.	在冲突和冲突后背景下，在与可
持续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领域
重振发展和治理能力及专长。

11. 改善各级粮食安全和营养治理
a.	在全球层面加强粮食安全和营

养治理及协调，重申对多边合
作的承诺，特别是：
• 各国政府应落实与粮食安全
和营养相关的现有粮安委准
则和其他联合国准则。

• 粮安委及其成员国应考虑通
过一份适当的多边协议，让
已经做出的承诺具有法律约
束力。

• 应建立一项由公共和私人捐
款作为补充的供资机制，为
提议的多边协议以及国家粮
食安全和营养战略及政策的
实施提供支持。

b.	各国政府应为现有活动提供
支持，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
治理中的代表性，如设立或
加强参与式、包容性国家粮
食安全和营养委员会。

c.	粮安委和各国应收集有关粮食
体系政策及举措在各级（地
方、国家、国际层面）落实情
况的数据，并做出报告。

12. 鼓励和支持就粮食安全和营
养、关键及新出现的问题以及
有争议的问题开展更多研究
a.	鼓励提出一项全球性举措，

为全球粮食体系建模，用于
预测未来冲击和不同解决方
案可能对可持续粮食体系产
生的影响。

b.	评估知识空白和研究需求，
以应对各种挑战，为政策提
供依据，最终实现粮食体系
转型，例如，研究粮食体系
与所有相关部门和体系之间
的相互关联。.

c.	通过加强研究，进一步了解
会影响粮食安全所有六个维
度的关键及新出现问题。

d.	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开展
的粮食体系相关研究之间实
现合理平衡，包括能利用传
统知识的参与式研究计划。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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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经济、社会、
物理）获取

个人或家庭具有经济手段购买充足的食物，同时确保不影
响满足其他基本需求，且人人都能获得充足食物，包括弱
势个人和群体。

能动性 指个人或群体就食用何种食物、生产何种食物、食物如何
生产、加工和销售以及如何参与粮食体系相关政策过程而
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要保护能动性，就必须建立一个社
会政治体系，以维护有助于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治理结构。

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是一门科学、一整套做法和一场社会运动，其特征
是将生态原则用于农业，确保以可再生的方式利用自然资
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又能推动具有社会公平性的粮食体
系，让人民就食用何种食物以及食物如何生产和在何处生产
做出自己的选择（高专组第14号报告，2019）。

供应 具备数量充足、质量达标的食物供给，能满足个人的膳食
需求，无有害物质，为特定文化所接受，通过本国生产或
进口保障供给。

世界粮食安全委
员会（粮安委）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最具包容性的国家和政
府间平台，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以协调方式共同努力，
确保人人获得粮食安全和营养。粮安委通过联合国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向联合国大会报告并同时向粮
农组织大会报告 (http://www.fao.org/cfs)

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在家庭或个人层面就购买、储存、制备、烹饪和食
用何种食物以及家庭内部如何分配食物做出的所有选择
和决策（包括性别差异、儿童喂养）。消费者行为受到
个人喜好的影响，同时受到现有食物环境的影响（高专
组，2017， http://www.fao.org/3/a-i7846e.pdf)

术语表

http://www.fao.org/cfs
http://www.fao.org/3/a-i784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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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环境 指影响食物获取、经济可负担性、安全性和喜好的物理、经
济、社会文化和政策条件（Kraak等，2014；高专组报告 
12，2017;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2016）。食物环
境中影响食物选择、食物可接受性和膳食的关键要素包括：食
物的物理和经济获取（近距离和经济可负担性）；食物推广、
广告和信息；食物质量与安全（高专组，2017，http://www.
fao.org/3/a-i7846e.pdf）。

粮食不安全体验
分级表(FIES)

可持续发展目标2项下的指标2.1.2是人口中的中度或重度
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以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为基础。该
分级表是一种基于体验的创新性方法，用于衡量个人或家
庭层面粮食获取情况。它重点关注人们自主报告的、与食
物相关的行为以及因资源受限导致在食物获取方面遭遇更
大困难的经历。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indicators/212/en/)

粮食损失和浪费 指在食品链从收获到消费所有环节中原本供人类食用的粮
食无论因何种原因出现量的减少。粮食损失指供应链上食
物质量或数量的下降，不包括零售商、食品服务提供商以
及消费者环节。粮食浪费则指零售商、食品服务商和消费
者的决定和行动导致食品质量或数量下降。(高专组第8号
报告，2014；粮农组织，2019d，  
http://www.fao.org/3/ca6030en/ca6030en.pdf)

粮食安全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
途径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
康生活所需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
全。”(粮农组织，2001)。

食物供应链 粮食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包括从生产到贸易、加工，再
到零售和消费（包括废弃物处理）等所有环节和包括私营
企业在内的所有行动方（高专组第12号报告，2017；高专
组第15号报告）。

粮食体系 粮食体系包括与粮食的生产、加工、销售、烹饪、消费相
关的所有因素（环境、人员、投入品、流程、基础设施、
机构等）和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产出，包括社会经济和环
境成果（高专组第8号报告，2014）。粮食体系的三大构成
要素为：食物供应链、食物环境和消费者行为(高专组第12
号报告，2017)。

健康、可持续
膳食

健康、可持续膳食指符合可持续健康膳食各项指导原则的膳食
方式，即：能促进个人健康和福祉的方方面面，对环境造成的
压力和影响较小，可获取、经济上可承受，安全、公平、文化
上可接受（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19。  
http://www.fao.org/3/ca6640en/ca6640en.pdf)

http://www.fao.org/3/ca6030en/ca6030en.pdf
http://www.fao.org/3/ca6640en/ca6640en.pdf
http://www.fao.org/3/a-i7846e.pdf
http://www.fao.org/3/a-i7846e.pdf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21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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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 饥饿是由膳食能量摄入不足引起的不舒适或痛苦的身体感
觉。当一个人摄入的卡路里（膳食能量）长期不足，无法
维持正常、积极、健康的生活，则称为长期饥饿。饥饿又
可称为“食物不足”（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
食署和世卫组织，2019。《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防范经济减速和衰退》。罗马，粮农组织。 http://
www.fao.org/3/ca5162en/ca5162en.pdf)

营养不良 由宏量元素和/或微量元素摄入不足、不均或过量造成的生
理状态异常。

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足、微量元素缺乏、超重和肥胖及其
引发的与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术语》， http://www.fao.org/
faoterm/collection/nutrition/en/; 粮农组织，2019，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世卫组织，2020，《营养
不良情况说明》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
malnutrition)

微量元素缺乏 正常成长和发育所必需的维生素及矿物质（往往被称为微量
元素）摄入不足。微量元素缺乏会对全球人口的健康和发展
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儿童和孕妇。(世卫组织，2020， 
《营养不良情况说明》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
malnutrition)

非传染性疾病 由遗传、生理、环境和行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主要包
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疾病和糖尿病。引发非传
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包括不健康饮食、缺乏体力活动、吸
烟或以有害的方式饮酒。 (https://www.who.int/news-
room/fact-sheets/detail/noncommunicable-diseases)

营养转型 指在城市化、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生活方式和膳食
结构发生的改变及其对营养和健康成效的影响。

超重和肥胖 可能有害于健康的脂肪异常或过度堆积。通常用体重指数
（IBM,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值）表示：超重指
体重指数大于25，但小于30；肥胖指体重指数等于或大于
30（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术语， http://www.fao.org/
faoterm/collection/nutrition/en/; 世卫组织，2020，
肥胖和超重情况说明 https://www.who.int/news-room/
fact-sheets/detail/obesity-and-overweight)

http://www.fao.org/3/ca5162en/ca5162en.pdf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nutritio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nutritio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nutritio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nutritio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noncommunicable-diseases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noncommunicable-diseases
http://www.fao.org/faoterm/collection/nutrition/en/
http://www.fao.org/faoterm/collection/nutrition/e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obesity-and-overweight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obesity-and-overweight
http://www.fao.org/faoterm/collection/nutrition/en/
http://www.fao.org/faoterm/collection/nutrition/en/
http://www.fao.org/3/ca5162en/ca516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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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足发生率	
(PoU)

可持续发展目标2项下的指标2.1.1 食物不足发生率是惯常
食物消费量不足以提供维持正常、积极、健康的生活所需
的膳食能量水平的人口比例估计值。

(粮农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indicators/211/en/)

充足食物权 个人，无论单独还是同其他人一起，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
质和经济上获得足量、文化上可接受的食物，且食物以可
持续方式生产和消费，能维护子孙后代的食物获取（de 
Schutter，2014）。

稳定性 在面临突发冲击（如经济、健康、冲突或气候危机）或周
期性事件（如季节性粮食不安全）时有能力保障粮食安
全。

可持续性 能促进自然、社会、经济体系长期振兴的粮食体系做法，
在不牺牲子孙后代粮食需求的前提下，确保当代人的粮食
需求得到满足。

可持续膳食 “可持续膳食指对环境影响小、有利于粮食和营养安全、
有利于当代及子孙后代健康生活的膳食。可持续膳食有助
于保护和尊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具有文化可接受
性、可获取性、经济公平性和可承受性；营养充足、安全
和健康；同时能够优化配置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粮农
组织，2012：《可持续膳食和生物多样性：政策、研究和
行动方向与解决方案》。罗马)。

可持续粮食体系 可持续粮食体系指在不牺牲子孙后代保障粮食安全及营养
所必需的经济、社会、环境基础的前提下实现人人享有粮
食安全和营养的粮食体系。可持续粮食体系包含以下特
征：高产、繁荣；公平、包容；尊重和赋权；具有抵御能
力；支持粮食安全六个维度。  
(高专组第8号报告，2014， http://www.fao.org/3/a-
i3901e.pdf)

营养不足 包括消瘦（低身高别体重）、发育迟缓（低年龄别身高）
和体重不足（低年龄别体重）。

(世卫组织，2020，《营养不良情况说明》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
malnutrition)

利用 获得充足的食物、清洁水、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达到所
有生理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营养状态。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211/en/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211/en/
http://www.fao.org/3/a-i3901e.pdf
http://www.fao.org/3/a-i3901e.pdf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nutritio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nutrition






国际社会已难以如期实现《2030年议程》提出的

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有关消除饥饿和一切形

式营养不良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2）。COVID-19

疫情已揭示并加剧了粮食体系目前面临的各项挑战，

清楚地表明迫切需要开展颠覆性改革，保障人类充足

食物权这一基本人权。在这份勇于探索的前瞻性报告

中，高专组指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分析和概念框架，

为粮食体系彻底转型指明了战略方向。报告呼吁将能

动性和可持续性与供应、获取、利用和稳定性一道，

列为粮食安全和营养不可或缺的维度。要想寻求保障

食物权的具体解决方案，就必须因地制宜实现大幅政

策转向，同时认识到粮食体系与其他部门之间复杂的

相互作用，更好地了解饥饿和营养不良背后的驱动因

素，从而使粮食体系彻底转型成为可能。世界各国政

府首脑将于2021年在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粮食体系

峰会上汇集一堂，国际社会必须利用这一机会确立新

的粮食体系框架，使之不仅能更好地应对各类危机，

还能更公平、包容，为所有人赋权，尊重所有人，更

具再生能力，更健康、营养、高产、繁荣。迫切需要

完成这一彻底转型，以便最终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的

营养不良，为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