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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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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了严重威胁，并极大地影响了
农业价值链中的生计和工作条件。

在政府和企业采取的疫情应对举措中促进负责任农业投资和商业行为，通过重视民众
粮食安全和营养、创造体面就业、保护最弱势群体、重建更好和更包容的家园、打造可持
续和有韧性的农业和粮食体系，支持疫后复苏。
对于农业价值链上的企业而言，负责任商业行为可增强其抵御COVID-19疫情等外部冲
击的韧性。
措施包括评估和减轻对农业价值链的不利影响，包括因疫情而加剧的影响，
例如，通过利用风险摸底、开展社会和环境尽职调查以及支持申诉机制，提高透明度并
鼓励与不同利益相关方合作。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
供了负责任投资指导（粮安委，2014）
，而《经合组织-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16）则是企业在整个农业价值链中实施负责任商业行为的实
用工具。

引言

COVID-19疫情使亿万民众失去稳定收入，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受到危及。
在多数发
展中经济体，多数人依赖农业为生，同时，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估计，农业支撑着全球10亿多人的生计，在低收入国家，农业从业人口占就业
总人口的60%以上（劳工组织，2019）。

鉴于农业对人及发展的影响，农业和粮食体系投资是支持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粮食
不安全，从而缓解全球疫情影响的关键。
然而，务必要确保负责任农业投资。 通过重视民众
粮食安全和营养，支持体面就业，保护最弱势群体，重建更好更包容家园，打造能够抵御今
后疫情和危机的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农业和粮食体系。
从而使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为
疫后复苏提供战略性支持。
投资者和农业企业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载体。
通过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专长、技术
和资金，除在营养等方面加强能力和鼓励采用食品标准外，也可极大促进增长和发展。
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了解其商业模式和商业关系（如外包、分包）如何通过负责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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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为响应发展需求1。
负责任商业行为旨在确保在整个供应链中企业开展业务的领域遵
守法律和国际标准。
包括尊重人权、环境保护、劳资关系和财务责任等问题，即使在相关法
律和标准执行不严格的区域。
负责任投资关乎上述目标，并与投资者和投资界共同寻求从
社会和环境角度对商业行为做出响应。
促进负责任农业经营和私营部门发展，对于应对发
展所需的系统性变革至关重要，以减少贫困，支持企业应对COVID-19疫情。
疫情暴露出农
业供应链和粮食体系的短板，包括工作条件以及农产品和食品生产及流通效率低下、不可
持续。
  

本政策简报重点关注COVID-19疫情背景下，负责任投资和负责任商业行为在农业价
值链中的作用。
第一节概述COVID-19对民众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以及农业和粮食体系
负责任投资如何有助于减轻疫情造成的不利社会经济影响。
第二节继续阐述农业和粮食体
系中的负责任商业行为，说明COVID-19疫情如何给农业价值链带来社会和环境风险。
为政
府、投资者、企业和民间社会提供政策建议，说明其如何在这一困难时期鼓励负责任农业投
资和负责任商业行为。
COVID-19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各种方式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影响（见表1，另见联合
国，2020）。
然而，人们获取粮食的经济手段尤其受到影响。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可能会在粮
食消费和稳定性方面导致粮食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
  
表1：COVID-19 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四个方面不利影响实例
•
•

•
•
•
•
•

•
•
•

1

粮食供应

粮食工人身体健康状况

获得农业投入品和/或农场劳
动力的手段有限，造成粮食
损失和浪费，粮食产量和供应
量减少  
当地农贸市场关停
运输路线受阻

物质方面
•
•

出行限制和农贸市场关停

由于学校停课，获取学校营养
餐食的机会减少或缺失

经济方面
•

城镇地区食品供应减少

•

出口限制

•

消费者囤积食品

粮食获取

•

粮食供应链中断

收入和失业

高收入国家对出口产品（如棉
花、咖啡）的需求减少

•

•

粮食消费

由于获取新鲜食品的经济和
物质手段有限，膳食多样性
下降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免疫系
统削弱，人们面临更大风险，
同时代谢综合征相关疾病加
重COVID-19感染症状（另见《
全球营养报告》
，2020）

农民难以进入当地市场销售
产品

当地食品价格飞涨，尤其是新
鲜水果和蔬菜等易腐食品，在
城镇地区尤其如此

粮食稳定性

经济危机和冲击

经济冲击和封锁措施造成政治不稳定

负责任商业行为与其他描述企业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企业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其他术语是同义词，包
括企业与人权、可持续发展、体面就业、包容性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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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措施，包括移动限制以及企业和当地农贸市场关停造成收入减少和失业。
这尤其
影响到非正规农业务工人员，尤其是妇女、青年、土著人民和移徙工人（粮农组织，2020a）。
这还影响到小规模农民、牧民和渔民（粮农组织，2020b）以及因学校停课而错过每日校餐
的儿童（粮食署，2020）。
因此，据估计，2020年食不果腹人数可能新增8300万，达到1.32亿（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20）。
  
由于农业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出行限制以及无法充分获取农业投入品，地方或区
域粮食供应链中断，粮食供应和获取可能面临更大压力。
获取食物的经济和物质渠道同时
受损，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膳食多样性以及营养和健康状况，使人们更易感染COVID-19病
毒。
总体而言，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因为最贫困和最弱势人口受影响最严重（粮
食安全信息网络，2020）。
为确保民众粮食安全和营养并减轻经济衰退影响，负责任投资应促进就业和生计发
展，尤其是在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其中包括农业，还应加强市场联系，方便人们获取价格合
理的食品。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

在COVID-19疫情之前，全球每年需要新增投资约2650亿美元，以便在2030年前消除饥
饿和贫困，其中1400亿美元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2015）。
随
着COVID-19疫情在全球蔓延，近期预测估计，还需另外新增100亿美元投资，以便防止疫情
从健康和经济危机演变为饥饿危机（CERES2030，2020）。
  

在疫情之前，农业部门已经面临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粮农组织，2019）。
今年，外国直
接投资，包括总体投资和农业投资，预计将进一步减少（贸发会议，2020）
，疫情的不可预测
性可能对公共和私营投资决策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和阻碍。
尽管这可能促使各国追求投资
数量而牺牲投资质量（CCSI，2020，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20）
，但也为促进更好、更负
责投资提供了契机，从而系统性支持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最弱势群体并重建可持续和有韧
性的农业和粮食体系。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是指“生产性资产创造和资本形成，可包括物质、人力
或无形资本，旨在支持实现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发展，包括提高产量和生产率”
（粮安
委，2014：3）。
负责任投资能够产生可持续和积极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影响，使投资者、社区、
小规模生产者和农业务工人员（包括妇女和青年等最边缘化群体）受益。
在当前疫情影响
下，上述目标较以往更有意义且重要。
  
良好做法和国际商定标准，尤其是《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
（粮安委《负责任
投资原则》
）
（粮安委，2014）
，通过提供负责任投资框架，推动实现上述目标。
由粮安委《负责
任投资原则》指导的农业和粮食体系投资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实现可持续利润，
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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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负责任投资原则》

粮安委《负责任投资原则》为提高投资质量和数量提供框架。
《负责任投资原则》由世界
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在2014年通过多利益相关方谈判进程制定。
该进程赋予粮
安委《负责任投资原则》高度合法性，因为《负责任投资原则》是由包括各国政府、私营
部门、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开发银行、基金会、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在内的所有
利益相关方就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要素开展讨论的结果。

尽管粮安委《负责任投资原则》为自愿性质，不具约束力，但其立足于现有国际义务，如
现有人权条约和《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此外，粮安委《负责任投资原则》为其
他实践工具提供了依据，如为特定利益相关方编制的《经合组织-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
供应链指南》
（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16）
，或在特定区域背景下编制的《东盟促进粮
食、农业和林业负责任投资准则》
（东盟，2018）。
粮安委《负责任投资原则》涵盖各类投资和利益相关方。
《负责任投资原则》规定了角色
和责任，并包含有助于使农业和粮食体系投资更负责任的十项原则。
原则1至5涉及投
资的社会经济影响，原则6至8考虑环境、文化遗产、卫生和安全风险，原则9和10涉及
投资过程（粮安委，2014）。
农业价值链中负责任商业行为

农业企业无论大小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可发挥强有力的催化作用，鼓励
性别平等、体面就业以及其他重要方面的发展。
然而，企业也可能对社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
响，包括与劳动、粮食安全和人权有关的影响，以及一系列环境影响，如过度使用自然资源，
包括土地和水资源。
COVID-19疫情暴露出上述短板，使情况更加复杂，加剧了人类和地球
面临的现有商业风险，并带来新风险。
此外，世界范围内的封锁措施对许多农业价值链造成
影响：导致订单取消；食品加工、储存和流通设施关闭；跨境贸易受阻；亿万民众失去收入。
劳工组织估计，由于COVID-19疫情，全世界约有2500万人失业（劳工组织，2020）。
  
封锁期间，农业企业成为保障疫情期间食品可靠供应的优先部门，这使许多工人处于
更高风险和更脆弱处境。
贸易瓶颈以及对加工、储存和运输等农业服务产生的溢出效应会
影响食品价值链的流动，给工人带来额外风险，使其劳动权利和人权受损。
尽管表现形式不
同，但疫情暴露出农业价值链中若干常见风险。
采取负责任商业行为方法评估疫情时，农业
企业的若干共性问题浮出水面。
在制定政策、考虑供应链和支持当地社区时，应考虑这些共
性问题，尤其是：
• 非正规工人保护不力：在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农业务工人员是非正规工人（劳工组
织，2018）。
农业价值链中的许多工人可能无法获得社会保护，包括进入医院、获得医疗
或今后接种COVID-19疫苗。

• 工作条件不安全或不卫生：农业是最危险的经济部门之一，每年都会发生许多职业卫生
和安全事故。
COVID-19疫情要求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保持距离、戴口罩、定期洗手
等。
至关重要的是，应为工人提供关于防止COVID-19病毒传播的必要物资和知识。
• 工作安全：许多报道称，工人由于担心不上班而被解雇，带病继续工作。
发展中经济体情
况更为严峻，因为工人贫困且需要为家庭成员提供稳定收入。
• 强迫劳动和出行限制：在某些农业价值链中，强迫劳动问题令人担忧。
没有行动自由、无
法获得医疗服务和享受劳动权利的个人属于最高危群体。
如工人为外籍人员，则其在疫
情期间被遣返原籍国的可能性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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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工：农业童工约占全部童工的70%。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校因疫情停课。
童工问题很
可能更为普遍，因为COVID-19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降低了家庭收入，许多儿童进入农业
价值链工作。
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近期研究估计，受COVID-19疫情影响，全球共有1000
万儿童可能永远不会重返校园（救助儿童组织，2020）。
  

• 拖欠工资：在许多国家，业务量减少给企业流动性带来问题，有时出现欠薪或限薪现象。
发展中国家情况可能更为严峻，因为政府和企业通常不具备通过中小企业支持计划、休
假计划等方式解决问题的财力。
• 加班：一些企业可能无法在疫情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中存活，即使在农业部门，而其他
企业则可能收到大量订单，因为被迫关门的企业无法处理订单。
因此，一些企业可能会
依赖新的劳动力满足新增需求，并转而雇用移民或未申报的工人。

• 性别平等：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近期报告确认，当农业部门缩减用工规模时，男性通常
比女性更容易在其他部门找到工作（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和劳工组织，2019）。
在许多情
况下，文化和成见使女性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
由于失业人数增加，疫情中女工可能被
解雇。
除在经济上支持家庭外，女性往往要照顾老人和儿童，雇主可能认为女性的劳动
不如男性有价值。
这可能给以农业为生的社区尤其是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女性带来毁灭
性后果2。
• 尊重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和气候行动中的一项重大风险是，农业企业可能不再承诺遵
守环境法规，从而放松环保措施，进而对自然资源造成影响，如污染水源、倾倒垃圾或使
用危险农药。

• 加强权属权利：在疫情期间，一些国家的土地权属权利问题可能加剧（CCSI，2020；国际
环境与发展研究所，2020；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20）。
确保尊重个人和集体的土地
权属权利对于减轻社会风险和影响至关重要。
在危机时期，法规效力可能会被削弱，企
业必须加强尽职调查，确保其业务不会对社区和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坚持《土地、渔业及
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粮农组织，2012）等标准有助于应对风险并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

• 粮食安全：确保农业生产能够服务市场固然重要，但粮食安全规划是避免潜在人道主义
危机的关键。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经常遭受气候或价格冲击，导致粮食不安全形势急剧恶
化，甚至出现饥荒，损害粮食储备。
失业增加和收入损失也会使许多人失去获得粮食的
经济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负责任商业行为有助于确保农业生产符合市场需求，也
符合当地人口需求。
• 利益相关方磋商：业务对社区造成影响的企业应继续保持有效、有意义和定期磋商，包
括适用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准则。
如无法召开现场会议，则可通过电话或在线平台保
持磋商。
如弱势群体无法获取技术，企业可使用支持工具和替代手段（提供租赁移动电
话等）开展磋商。

• 申诉机制：确保农民、工人、民间社会组织、消费者、当地和土著社区以及其他可能受影
响的群体能够更便利地使用申诉热线和工具，表达关切。
可提供简便信息服务，个人向
地方或中央政府发送匿名短信，说明供应链中的不利影响，方便个人与经合组织国家联
络点3建立联系并推动跨国企业使用企业申诉机制。

2

3

关于性别与COVID-19的更多信息，参见粮农组织关于“COVID-19疫情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及农业、粮食
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公平政策应对”的政策说明：www.fao.org/policy-support/tools-and-publications/
resources-details/en/c/1276740/

关于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国家联络点的更多信息，参见：www.oecd.org/investment/mne/ncp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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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负责任商业行为和疫情，许多在疫情暴发前已处于弱势的群体目前在卫生和资
金方面面临更高风险。
发展中经济体的许多农村社区未通自来水，更没有手部消毒剂或口
罩。
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巨大压力，抗击疫情的同时还需应对疫情对各部门和风险群体造成
的影响。
政府无法单独应对COVID-19挑战，必须依靠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确保遵守
负责任商业做法，从而有组织和系统性应对疫情。
  
粮农组织与经合组织一道，与企业、政府和民间社会密切合作，制定了《经合组织-粮农
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这项工具旨在帮助企业了解其如何产生影响并通过农业价
值链促进可持续发展。
许多经合组织国家近期加强了对企业强制性社会和环境尽职调查的
监管。
这要求企业应对其供应链受到的影响，包括在国家和当地层面。
如上所述，COVID-19
疫情给负责任商业行为和发展带来了新一层风险。
尽职调查应量身定制并纳入政府和企业
的应对举措，同时承认人类和地球面临的更大风险。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为在全球农产品价值链开展业务的企
业提供了工具。
《指南》帮助企业遵守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支持农业供应链尽职调查，
确保降低企业业务风险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指南》特点包括：
• 企业政策范本，概述企业应遵守的标准，以促进和鼓励负责任农业供应链。

• 基于风险的尽职调查框架，介绍企业应遵循的五个步骤，以确定、评估、缓解活动产
生的不利影响及对策。

• 阐述企业在农业价值链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劳工权利、职业卫生和安全、粮食安
全、土地权属、动物福利、自然资源以及风险缓解措施。
• 负责任商业行为和弱势群体参与（包括土著人民）多利益相关方对话指南。
政策建议

针对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以及农业价值链中负责任商业行为，应对COVID-19
疫情的政策举措应考虑投资、企业和发展影响之间的联系。
上述概念都旨在改善社会、环境
和经济成效，发挥特定农业或商品价值链中行为主体的能动性。
根据粮安委《负责任投资原则》和《经合组织-粮农组织指南》
，以下政策建议可支持政
府、投资者、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建立更有韧性的农业价值链，同时在COVID-19疫情背景
下开展投资和经营：
• 营造有利于负责任投资和商业行为的有利环境：加强与农业和粮食体系商业及投资相
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可预测性。
还应确保政策根据疫情带来的不
断变化的外部冲击做出调整，并对工人、社区和环境福祉产生直接影响。

• 应用粮安委《负责任投资原则》和经合组织-粮农组织《指南》扩大影响：在上述全球文书
指导下，投资和商业行为涉及COVID-19疫情应对的重点领域，从而推动农业部门更好地
重建。
优先考虑民众粮食安全和营养，增进民众健康和福祉，促进可持续、高效和有韧性
的农业和粮食体系，同时促进社会包容发展。
• 鼓励企业、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社区之间的对话：保持物理距离并不意味着不同行为
主体不能讨论重要发展问题。
促进工人和雇主组织、利益团体、地方和中央政府、国际组
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的讨论有助于减轻疫情对农业价值链中工人权利造成的风
险。
多利益相关方对话可鼓励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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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受到严重影响的群体在应对计划中有发言权：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共同参
与应对计划，为受疫情和农业价值链中相关商业不当行为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提供补救
措施。
问题如不得到合理解决，往往会产生更广泛、更复杂的影响，进而危及包括企业在
内的更多利益相关方。
• 将负责任投资和负责任商业行为纳入现有缓解计划并加强农业价值链中工人的能力建
设：这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应急计划、政府对农业企业支持的回应、传达
企业在疫情应对中的作用和责任。
还应针对整个农业价值链中的工人开展宣传，说明其
在防止COVID-19病毒传播方面的作用。
应为不识字的工人设计宣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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