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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出版物

越 南

2013年世界粮食日粮农组织 
越南摄影竞赛二等奖。
©粮农组织/N Tuan 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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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只有凭借知识，我们才能将世界从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中

解救出来。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基本文

件》，本组织的首个职能是“收集、分析、诠释和传播营养、粮

食及农业相关信息。”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2015年商定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广泛视角下，粮农组织以“四个更好”为战略重

点，即更好的生产、更好的营养、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生活，它

们为指导上述工作职能提供了路线图。

粮农组织作为一个中立论坛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其致

力于提供粮食、农业及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所有领域相关的无偏

见、高质量信息。2020年，粮农组织出版了超过900本出版物，涵

盖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权威分析,为农民提供的专家指导，以及

为年轻人提供的基础知识等。大量的出版物反映了本组织在应对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时所开展的资源筹措，并推

出了诸多专门针对COVID-19相关问题的出版物。COVID-19大流行

及与之相关的封锁措施也促使粮农组织加速了出版计划的数字化

转型，目前越来越多的出版物以设备友好型的格式提供。

本《目录》包含本组织最新精选的中文出版物,以及一些在各

自领域已成为参考资料的早期出版物。除中文外，许多报告也提

供阿拉伯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本。



旗舰出版物
粮农组织旗舰报告是其各自领域内的主要出版物。他们共同构成了
对世界之状况的全面概述。



旗舰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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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的“世界之状

况”系列出版物提供了对当

今世界最紧迫全球问题和挑

战的全面概述。这些报告被

视为在相关计划或主题领域

中最重要的粮农组织产品，

其主要针对政策制定者和决

策者，但也与专家、学术界、

学生、媒体和公众相关。

i
世界之状况

粮食及农业状况

农产品市场状况

世界渔业和水产 
养殖状况

世界森林状况

世界粮食安全和
营养状况



9

2021年粮农组织出版物目录

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 
和营养状况
实现粮食体系转型，
保障经济型健康膳食

《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

和营养状况》除了对粮食

安全和营养状况进行常规评

估外，还增加了在假设过去

十年趋势持续不变的情况

下，对2030年世界前景的预

测。预测结果表明，我们的

世界难以到2030年实现零饥

饿目标，同时，尽管已经取

得一定进展，但多数指标表

明我们也无法实现全球营养

目标。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疫情对健康和

社会经济造成影响，多数弱

势群体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
粮食署和世卫组织，罗马，2020
年；ISBN 978-92-5-132906-1； 
320页，210 x 297 mm；70美元，
平装本；语言版本：阿拉伯
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本年度报告介绍了全球在消除饥
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方
面取得的进展，并分析了实现这
些目标的关键挑战。

新闻稿 

新数字版

http://www.fao.org/3/ca9692zh/ca9692zh.pdf
http://www.fao.org/3/ca9692zh/online/ca9692zh.html
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1297844/icode/
http://www.fao.org/3/ca9692zh/online/ca9692z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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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出版物

《2020年农产品市场状

况》旨在讨论全球和国内农

业和食品市场促进经济、社

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和机制。报告围绕全球贸易

和发展讨论的核心趋势和挑

战展开分析。主题涵盖贸易

和市场的演变、粮食和农业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发展中

国家小农参与价值链和市场

的程度、数字技术对市场的

变革性影响。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3176-7
164页，210 x 297 mm
6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2020年农产品市场状况
农产品市场和可持续发展：
全球价值链、小农和数字创新 

本系列报告每两年出版一期，
以客观和易被理解的方式向决
策者、商品市场观察员和感兴
趣的利益相关者呈现商品市场
议题。

互动式介绍

新数字版

http://www.fao.org/3/cb0665zh/cb0665zh.pdf
http://www.fao.org/home/digital-reports/state-of-agricultural-commodity-markets/en
http://www.fao.org/3/cb0665zh/online/cb0665z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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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应对农业中的水资源挑战

《2020年粮食及农业状

况》就灌溉农业中普遍存在

的水资源短缺问题、雨养农

业中普遍存在的水资源不足

问题以及受影响人口数量提

供了新的估计数字。报告发

现，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

异，各国内部同样也存在巨

大的空间差异。这一实证可

为各方提供参考依据，去探

讨各国应如何根据问题的性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3647-2
209页，210 x 297 mm
56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质和大小以及包括农业生产

系统类型、国家发展水平和

政治结构在内的其他因素制

定合理的政策和干预措施。

在此基础上，本报告就各国

应如何对各项政策和干预措

施进行优先排序提供了指导

意见，以应对农业中的缺水

问题，确保人们能高效、可

持续、公平地获取水资源。

愈演愈烈的缺水问题对

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威胁。

因此，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在农业生产中更可持续、更

公平地利用水资源。灌溉

农业依然是淡水资源的最大

用户，但随着对淡水资源的

需求和竞争不断升级，淡水

资源短缺问题正日益加重。

同时，雨养农业正面临气候

变化带来的降雨波动幅度不

断加大的问题。这些趋势

将加剧水资源使用者之间的

矛盾纠纷和水资源获取方面

的不平等，尤其对小农、农

村贫困人口及其他弱势群体 

而言。

本系列报告每年出版一期，其
旨在向更多读者提供有关粮食
及农业领域重要问题的科学、
公正的评估报告。

新数字版

http://www.fao.org/3/cb1447zh/cb1447zh.pdf
http://www.fao.org/3/cb1447zh/online/cb1447zh.html
http://www.fao.org/3/cb1447zh/online/cb1447zh.html


12

旗舰出版物

2020年世界森林状况
森林、生物多样性与人类

《2020年世界森林状

况》评估了迄今为止在实现

与森林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全

球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进

展，并从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成果两方面考察了政策、行

动和方法的有效性。报告中

一系列案例研究提供了创新

实践的例子，这些实践结

合了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创造了实现

人类和地球之间平衡的解决 

方案。

本系列报告涵盖森林状况、政
策和体制发展状况以及其他有
关森林部门的关键问题。其通
过分享最新、可靠和相关的信
息促进知情讨论和决策。

粮农组织和环境署，罗马， 
2020年
ISBN 978-92-5-132424-0
214页，210 x 297 mm
65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互动式介绍

新数字版

新闻稿 

http://www.fao.org/3/ca8642zh/CA8642ZH.pdf
http://www.fao.org/3/ca8642zh/online/ca8642zh.html
http://www.fao.org/3/ca8642zh/online/ca8642zh.html
http://www.fao.org/state-of-forests/2020/en/
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1276991/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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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渔业和 
水产养殖状况
可持续发展在行动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759-3
224页，210 x 297 mm
75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殖可持续增长和价值链社会

可持续性的几项准则也将在

2020年完成。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系
列是决策者、管理人员、科学家
及该部门所有相关人员获取渔业
和水产养殖发展领域客观、可靠
和最新全球信息的独特来源。

《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

产养殖状况》对可持续性给

予了特别关注，这反映出多

项具体考虑。首先，2020年

是《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通过的第二十五周年。第

二，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要在2020年完成。第三，

粮农组织于2019年末主办了

国际渔业可持续性研讨会。

第四，粮农组织关于水产养

新数字版

http://www.fao.org/3/ca9229en/online/ca9229en.html
http://www.fao.org/3/ca9229zh/ca9229zh.pdf
http://www.fao.org/3/ca9229en/online/ca9229en.html


旨在提供信息，激发反思，鼓励人们采取可持续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普通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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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伙伴 
关系

影响2020

75年来，粮农组织的名字、志向和精神不曾改变，而其他一切都已改变，并将进一步改变。

194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战后重建的理想主义中成立了，它在成立之时

力求增加世界各地的农业产量，使饥荒成为历史。在随后的75年里，粮农组织的观念

和工作内容中加入了新的维度，即环境和可持续性。到2020年，要获得持续的成功，

我们需要做出战略调整。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加剧了与冲突和气候变化有关的脆弱性，粮农组织期待通过

进一步加深研究伙伴关系、数字化和全面创新，帮助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距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还有十年的时间，我们正在征途上努力前行，寻找勇敢的答案和振奋人

心的解决方案。

粮农组织 
成立

75周年
齐成长、同繁 

荣、共持续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3419-5

80页，250 x 20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法 
文、俄文、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cb1182zh
PDF: http://www.fao.org/3/cb1182zh/

cb1182zh.pdf

新数字版

http://www.fao.org/3/cb1182zh/cb1182zh.pdf
https://doi.org/10.4060/cb1182en
http://www.fao.org/3/cb1182en/online/cb1182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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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伙伴 
关系

影响2020

本报告阐述了粮农组织的宗旨、已开展的工作、以及在2019年

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的工作方式。此外，报告着重强调了粮

农组织如何适应发展援助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充分利用各种资

金，寻求创新的伙伴关系，从而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步伐。

报告详述了2019年期间粮农组织面临的重重挑战，以及指导本组织

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各项战略方针，同时也展示了使我

们在基层取得重要成果的某些干预措施。

罗马，2020年
ISBN 92-5-133303-7
148 页，210 x 265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ca9351zh
PDF: http://www.fao.org/3/ca9351zh/ca9351zh.pdf

6

2.粮农组织获得的慷慨捐赠

在粮农组织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贯彻执行其工作计划、应对全球挑战的
征途中，迫切需要各成员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伙伴日益增长的慷慨捐赠。

©粮农组织/Giulio Napolitano

https://doi.org/10.4060/ca9351zh
http://www.fao.org/3/ca9351zh/ca9351zh.pdf
http://www.fao.org/3/ca9351zh/CA9351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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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罗马，2019年 
ISBN 978-92-5-131644-3
324 页, 300 x 290 mm；120 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
刊首页：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
zh/c/ca4305zh
PDF: http://www.fao.org/3/ca4305zh/ca4305zh.pdf

本书系综合性书籍，旨在确定《2030年

议程》背景下粮食和农业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为实现更可持续的世界提供解决方案，

并展示粮农组织近年来如何致力于支持其成

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粮农组织
在全球化世界中面临的 
挑战和机遇

http://www.fao.org/3/ca4305zh/CA4305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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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鹰嘴豆炖鳕鱼
4人份

粗盐

橄榄油

月桂叶

鸡蛋2个，打散

藏红花1克

烘焙松子50克

杏仁12粒

切片面包5片
扁叶欧

芹茎

熟番茄1个，

大个

大蒜3瓣

胡萝卜1个

韭菜1根

洋葱1个

新鲜或腌制的鳕鱼片

250克

菠菜2捆

干鹰嘴豆500克

1. 鹰嘴豆在温水中浸泡12小

时，捞出沥干。

2. 将鹰嘴豆放入压力锅中，加水漫过豆

子，放入菠菜以及所有蔬菜，并加入少

许橄榄油。

3. 煮好后，将压力锅中的菠菜

取出备用，将其他蔬菜与部

分汤汁打碎成蔬菜汁。

5. 另取一锅，放入橄榄油、杏仁与藏红花，将面包片逐

片煎好。

8. 将菠菜团与蛋液、松子和欧芹末混合。

10. 将炸好菠菜挞放入鹰嘴豆蔬菜汁中炖30分

钟。在此期间，加入鳕鱼片同炖。如果用

的是盐腌鳕鱼片，需事先浸泡，除去多余

的盐分。

9. 将混合物做成勺子大小的挞块，大火

炸至金黄。

7. 挤干菠菜水分，搓成球状，粗切

几刀。

6. 将面包片、杏仁和藏红花放入研钵

中捣碎。

4.取平底锅，放入蔬菜汁和鹰嘴豆，小火慢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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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物理学家兼诗人奥古斯汀·费尔南德

兹·马里奥的话后，他也妙笔生花：“‘我们之所

以喜爱坐在桌前，一起用餐，是因为我们在市场

买回来的食材已经死去’，但是通过烹饪、调味、

装盘，我们好像让这些食物复活了。”这令人意

识到时间流逝，伴随着无法逃避的死亡和神奇的

复活。

好奇心重，总忽发奇想，想给泡了一晚上的某种

豆子创出意想不到的新口味。

加大厨也是一名作家。他的书中，总交织着

文学和美食，如《亚伯拉罕之口》和《值得脱帽

致敬的食谱》。

加大厨在餐

厅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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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  国际豆类年

5

3

8

4

10

5

9

豆类的
料理烹制

豆类
富含营养的种子，孕育
恒久的未来

罗马，2016年 
ISBN 978-92-5-509172-8  
196页，210×260 mm  
29.95美元， 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  
DOI：https://doi.org/10.4060/i5528c
PDF: http://www.fao.org/3/i5528c/I5528c.pdf

本书介绍了豆类对营养、健康、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并讲解了如何利用庭院空地种植豆

类。读者还可踏上环球之旅，发掘豆类与区域历史和文化

相融合的方式，学习十位国际名厨的烹调秘方，他们是：

亚伯拉罕•加西亚（西班牙）、海伦娜•里佐（巴西）、穆

尼奥斯•苏里达（墨西哥）、罗•皮喀斯基（美国）、穆罕•

费德尔（摩洛哥）、维罗妮卡•杰克逊（坦桑尼亚）、习努

尔（土耳其）、桑吉夫•卡普尔（印度）、祖蓓达•塔里克

（巴基斯坦）和舍增泰（中国）。

什么是
豆类？

粮农组织  国际豆类年

豆类的
存在与
力量

您
每天都会看见它们，

菜店呀，早市啊，

餐馆啊。它们可能

是您心仪大餐里的

配菜，就这么默默无闻，却又不

可或缺。它们在人们眼里总是不

值一提，除非在滴水成冰的冬日

能看见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汤。然

而，这些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小种

子，却是人类纪元以来能量大餐

里的力量之源，是人类这个物种

的生存发展中的点点星光，也许

还功不可没呢。可是，您也许从

未听说过它们。那么到底什么是

豆类呢？ 

豆类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古

老作物，非常古老了，早在几

百万年前便有了。豆类又是一

种神奇作物，在任何条件下任

何气候中均可生长。据称，豆

类的驯化可能早于玉米。除了

南北两极和贫瘠沙漠外，豆类

无处不在，遍及地球四面八方，

甚至在极热极寒的地区也有种

植。不过，豆类确实可以感到

自豪：它们是很多人汲取植物

蛋白的主要来源，不仅有益健

康，而且美味。

豆类出现在不同文化各种

饮食中，烹饪方式花样繁多，

各大洲都有美味食谱。人们赞

美豆类，主要因为它们种植地

域广，营养价值高，需水量少，

自身能够生成养分（给农田增

加氮肥，从而滋养生长过程），

长期储存时仍能保持有益健康

的营养，这使豆类成为全世界

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克星。豆类

真可成为未来的超级美食！

空气质量、清洁饮水和健

康饮食是人类长久生存的三大

挑战。干豆，加上其他主粮，

是解决挑战的关键。作为食物，

豆类在营养和口感上千差万别；

总的来说，各种豆类特色独具，

最适合可持续生产。提升微量

元素含量、提高抗病抗逆性的

生物营养强化技术，在一些豆

类研究上获得了优良成果。深

入探究这种古老食物时会发现，

豆类最适合为农业发展和营养提

升铺就新路，而这在不久前还被

视为纯粹的梦幻。

从文化角度而言，干豆意味

着长途跋涉、全球化和聚会。在

古代，有了豆子，军队饮食无忧；

在意大利，新年时用一袋袋豆子

祈求繁荣。远古以来，无论宗教

种族，无论文化传统，豆类是每

个人的日常食物。如果说饮食需

求凝聚着人与人，那么全球各地

遍布的豆类则是国与国之间的通

用语言。原产亚洲的豆类可在非

洲找到，反之亦然；非洲豆类品

种在美洲种植，美洲品种长途跋

涉到了欧洲、大洋洲。豆类适应

性广泛、经常而彻底，适应方式

各异，因为各种豆类有一个共同

点：能带来实实在在、无可争辩

的收益，任何国家和文化都欢迎。

人类最终跨越边界走向其他

星球时，豆类无疑会紧随其后，

无论何方。

12

豆类
视频4'04''

https://doi.org/10.4060/i5528c
http://www.fao.org/3/i5528c/I5528c.pdf
http://www.fao.org/3/a-i5528c.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1O7WzLep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1O7WzLepQ%0D


普通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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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表明，通过携手努力，我们可以在

2030年之前实现“零饥饿”。它利用大量独具

特色的图片记录了粮农组织长期以来在实地、

山区和海上，无论严寒酷暑和沙尘湿雨，致力

于人们的生存、进步和繁荣。自1945年以来，

粮农组织作为联合国的第一个机构，在全球消

除饥饿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粮农组织的图片

档案包含一百多万张照片，展示了其七十年

为实现零饥饿 
而奋斗

1945-2030年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509435-4
242 页，320 x 250 mm
39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法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
刊首页：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zh/c/bd7758c3-b6d3-
4197-b80a-e8afc6acab5e/
PDF: http://www.fao.org/3/i6196zh/I6196zh.pdf

http://www.fao.org/3/a-i619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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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奋斗历程。本书只收纳了具有代表性的图

片，帮助读者了解本组织从创建初期到今天

的真实工作画面，早期为黑白照片，之后为

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粮农组织在（农

业、渔业、林业、营养等）各个领域并跨越

全球的活动。一些照片作为历史记录，描述

了当时的情况和粮农组织的项目。另一些照

片则用于教学，也作为电影和幻灯片的一部

分，用于介绍创新技术和实地操作方法。一

张好的图片胜过千言万语，尤其是在文盲率

较高或文字材料没有当地语言版本的地区。

除了图片及说明外，也用文字描述了粮农组

织的工作和数十年来所经历的重要历史时

刻。一些摄影师还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见解。

因此，读者可以在不断发展的整体背景下看

到被捕捉到的细节。



通过一系列精选主题来教育和娱乐年轻人，唤起他们的好奇心，并激励他们为
构建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教育与青年



教育与青年



教育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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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行动  
系 列

 1 
生物多样性
  2 
气候变化
    3 
消除饥饿
  4 
林 业
   5 
海 洋
 6 
土 壤
   7 
水
 8 
营 养 
  9 
能 源 
  10 
减少灾害风险 
 新近推出 

  11 
授粉
 新近推出 

    12 
性 别 
 即将出版 

罗马，2014年
ISBN 978-92-5-507951-1

124页，148 × 210 mm
2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
文、英文、法文、意大利

文、俄文、西班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i3466c/i3466c.pdf

你能想象一天没有任何东西吃吗？或不知道下一顿饭来自何方？这对

于世界上近10亿人来说是每天要面临的问题。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

营养来确保其正常和健康的生活。饥饿会让人感到虚弱和不适，从而影响

注意力、学习和工作。

《结束饥饿挑战徽章训练手册》引导年轻人探索饥饿发生的原因、粮

食安全和粮食主权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抗击饥饿可采取的步骤。

结束饥饿
挑战徽章训练手册

挑战徽章

全球
青年公民

联合国全球联盟

（YUNGA）学习与行

动系列鼓励年轻人成为

其当地社区变革的积极

推动者。

http://www.fao.org/3/i3466c/i3466c.pdf
http://www.fao.org/3/a-i1885e.pdf
http://www.fao.org/3/a-i1885e.pdf
http://www.fao.org/3/a-i5216e.pdf
http://www.fao.org/3/a-i5216e.pdf
http://www.fao.org/3/a-i3466e.pdf
http://www.fao.org/3/a-i3466e.pdf
http://www.fao.org/3/a-i3479e.pdf
http://www.fao.org/3/a-i3479e.pdf
http://www.fao.org/3/a-i3465e.pdf
http://www.fao.org/3/a-i3465e.pdf
http://www.fao.org/3/a-i3855e.pdf
http://www.fao.org/3/a-i3855e.pdf
http://www.fao.org/3/a-i3225e.pdf
http://www.fao.org/3/a-i3225e.pdf
http://www.fao.org/3/a-i6590e.pdf
http://www.fao.org/3/a-i6590e.pdf
http://www.fao.org/3/ca7445en/CA7445EN.pdf
http://www.fao.org/3/i3466c/i3466c.pdf
http://www.fao.org/3/i3466c/i346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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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指生命，“多

样性”指不同种类，所以，

生物多样性指大自然所蕴含

的惊人数量的动植物生物体

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出版物鼓励青年了

解当前和未来与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环境挑战，并采取相

应的保护行动。尽管许多问

题必须在全球层面上予以应

对，但也有许多事情可以通

过个人和社区努力来解决。

粮农组织、WAGGGS & CBD 
罗马，2010年

ISBN 978-92-5-507956-6
72页，148 × 200 mm

2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英

文、法文、意大利文、马其顿
文、俄文、西班牙文

挑 战 徽 章 系 列 手 册 由        赞 助

挑战徽章训练手册 

CB
D
 -

 FA
O

 
-

 
WAGGGS

 
-

 

YUNGA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挑战徽章训练手册

对于人类来说，森林是生

计、食物和药材的来源；为我们

的居所、家具和燃料提供所需木

材；而且是娱乐的场所。它们在

维护地球环境健康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不幸的是，世界很多地方

的森林正在退化。气候变化将使

情况恶化。但是，在帮助保护森

林方面，我们大有可为！诺贝尔

奖获得者旺加里•马塔伊曾说： 

“我们在植树的同时，也播撒了

和平与希望的种子。”

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的70%，

对我们星球上的生命至关重要。

它为我们提供食物，调节气候，

而且我们呼吸的氧气有一半来自

海洋。它还为我们提供运输方式

和休闲娱乐机会。然而，人类活动

对海洋生物造成巨大伤害。《海 

洋挑战徽章》带领孩子们走向探

索海洋的旅程！各种各样的活动

帮助他们了解海洋功能、海洋生

物、海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性，以及我们所有人在保护海

洋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YUNGA  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C D B  : :  F A O  : :  L A  O L A  V E R D E  : :  U N E S C O 
A M G S  : :  O M M S  : :  W W F

森林
挑战徽章
训练手册

联合国
挑

战
徽

章

森
林

 由             赞助

 由             赞助

C B D  : :  FA O  : :  I O C - U N E S C O  : :  P M L  : :  WA G G G S  : :  W O S M

YUNGA  学习和行动系列丛书       

联
合

国
挑战徽章

  

  
  海洋

海洋
挑战徽章

训练手册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
507974-0
152页，148 × 210 mm
2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
文、英文、法文、意大利
文、俄文、西班牙文

罗马，2013年
ISBN 978-92-5-
507949-8
172页，148 × 210 mm
20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意大
利文、俄文、西班牙文

森林 挑战徽章训练手册

海洋  挑战徽章训练手册

http://www.fao.org/3/i1885c/i1885c.pdf
http://www.fao.org/3/a-i3479c.pdf
http://www.fao.org/3/a-i3465c.pdf


活动手册: 
粮食领域的英雄

教育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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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籍旨在帮助年轻人了解粮农组织的工作，
并告诉他们如何采取行动，成为零饥饿一代。

粮农组织 
活动手册

农民、工厂工人和运载粮食的卡车

司机确保了我们的食物供应，但他们仅

仅是粮食英雄中的一部分。本活动手册

表彰了粮食领域的英雄们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凸现了他们面临的挑战以及助力

他们及我们的粮食体系更好地运转的数

字创新技术。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3123-1
24页，148 x 21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 、意大利文、 葡萄牙
文、俄文、 西班牙文、土
耳其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a9845zh
PDF: http://www.fao.org/3/
ca9845zh/ca9845zh.pdf

插图：Lorenzo Terranera

http://www.fao.org/3/ca9845zh/CA9845ZH.pdf
http://www.fao.org/3/ca9327zh/ca9327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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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2960-3
24页，148 x 210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爱沙尼亚文、阿拉伯文、阿塞拜疆文、捷克文、
英文、法文 、意大利文、 荷兰文、俄文、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ca9327zh
PDF: http://www.fao.org/3/ca9327zh/ca9327zh.pdf

活动手册：
健康植物，健康星球

本活动手册旨在帮助教育工作者让儿童

和年轻人更接近植物保护的世界和植物健康

相关的科学

https://doi.org/10.4060/ca9327zh
http://www.fao.org/3/ca9327zh/ca9327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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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粮农组织
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资料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生计和营养，也冲击了粮食贸易、

供应链和市场。粮农组织正在展开研究和分析，帮助决策者了解和应对2019冠状病毒

病疫情对全球粮食和农业的影响。这包括提供定期的政策简报、出版物和不断更新的

问题解答。

粮农组织2019
冠状病毒病应
对和恢复计划
网站

粮农组织2019冠状病毒病 
应对和恢复计划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3475-1
4 页, 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日文、俄文、 
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cb0439zh
PDF:http://www.fao.org/3/cb0439zh/cb0439zh.pdf

世界粮食体系正面临威胁。粮农组织呼吁各方伙伴

携手防止出现全球粮食紧急情况。2019冠状病毒病疫

情带来严重健康威胁并破坏了人类健康所依赖的粮食

体系。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可能面临半个多

世纪以来最为严重、规模最大的全球粮食紧急情况。

《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和恢复计划》有助于捐助方

利用本组织的召集能力、实时数据、预警系统和技术

专长，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提供直接支持。我们可

以携手努力，帮助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防止危机扩

散，增强对冲击的抵御能力，加快粮食体系的重建和

可持续转型。

http://www.fao.org/3/cb0439zh/CB0439ZH.pdf
https://doi.org/10.4060/cb0439zh
http://www.fao.org/3/cb0439zh/cb0439zh.pdf
http://www.fao.org/partnerships/resource-partners/covid-19/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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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19冠状病毒病政策简报简

要评估了大流行对粮食和农业的影

响，并提供了相关指南。

政策简报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796-8
4页, 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DOI: https://doi.
org/10.4060/ca9349zh
PDF: http://www.fao.org/3/
ca9349zh/ca9349zh.pdf

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增补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 
大流行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影响概述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494-3
7页, 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a8388zh
PDF: http://www.fao.org/3/
ca8388zh/ca8388zh.pdf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与
粮食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如何应对？

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全球大流

行之际，2020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

况》已撰写完成。因此，该出版物虽提到了疫

情对该部门的影响，却没有予以深入讨论。本

增补旨在记录这些快速发展的影响，并为干预

活动和政策建议提供基线依据。

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演

变成为全球危机，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加以遏

制。超市货物供应尚且充足，但若疫情久拖不

绝，则可能会迅速给粮食供应链带来压力，给

处于该复杂网络各环节的农民、农资、加工、

航运、零售等各方带来损失。由于港口关闭，

航运业已放缓，未来几周内，物流障碍可能会

致使供应链中断。如何在危机期间保持供应链

不中断，此份政策简报提出了相关供考虑的措

施建议。

http://www.fao.org/3/ca9349zh/CA9349ZH.pdf
https://doi.org/10.4060/ca9349zh
https://doi.org/10.4060/ca9349zh
http://www.fao.org/3/ca9349zh/ca9349zh.pdf
http://www.fao.org/3/ca9349zh/ca9349zh.pdf
http://www.fao.org/3/ca8388zh/ca8388zh.pdf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A8388ZH/
https://doi.org/10.4060/ca8388zh
https://doi.org/10.4060/ca8388zh
http://www.fao.org/3/ca8388zh/ca8388zh.pdf
http://www.fao.org/3/ca8388zh/ca8388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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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简报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3133-0
8页, 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b0206zh
PDF: http://www.fao.org/3/
cb0206zh/cb0206zh.pdf

极端天气与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双重
威胁：对粮食供应影响预测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519-3
5页, 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a8446zh
PDF: http://www.fao.org/3/
ca8446zh/CA8446ZH.pdf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 
期间的农产品市场与贸易政策

本简报以历史为依据，表明在全球经济衰

退期间，由恶劣天气事件造成的国家粮食供给

减少的幅度往往要大得多。对于较贫困的粮食

净进口国家来说，这种双重威胁带来的风险尤

其高。采取行动在短期内减轻这些不利影响，

同时建设农业食品体系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

对于避免粮食供给大幅收缩及相关的粮食不安

全风险至关重要。

本政策简报强调，政策措施应以解决实际

存在而非主观推断的供需问题为目标，在这方

面，提高市场透明度并与贸易伙伴加强协调至

关重要。人们注意到，以往危机的经验表明，

避免采取某些贸易限制措施的重要性堪比向消

费者和生产者提供直接形式的支持。因此，遵

守关于旅行和贸易安全走廊的国际准则，有助

维系农产品供应链的运转、缓解粮食供应问题

并促进粮食安全。

http://www.fao.org/3/cb0206zh/CB0206ZH.pdf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206zh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206zh
http://www.fao.org/3/cb0206zh/cb0206zh.pdf
http://www.fao.org/3/cb0206zh/cb0206zh.pdf
http://www.fao.org/3/ca8446zh/CA8446ZH.pdf
https://doi.org/10.4060/ca8446zh
https://doi.org/10.4060/ca8446zh
http://www.fao.org/3/ca8446zh/CA8446ZH.pdf
http://www.fao.org/3/ca8446zh/CA8446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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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784-5
5页, 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DOI:https://doi.org/10.4060/
ca8637zh
PDF:http://www.fao.org/3/
ca8637zh/ca8637zh.pdf

2019冠状病毒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 
食品系统的影响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3966-4
12页, 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英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b1803zh
PDF: http://www.fao.org/3/
cb1803zh/cb1803zh.pdf

案例研究：北京新发地市场2019冠状
病毒病疫情及其对粮食供应链的影响

鱼和鱼类产品从生产到抵达最终消费者所

需开展的各类活动都受到疫情的间接影响，包

括新的卫生措施、消费者需求变化，以及交通

运输和边境限制相关的市场准入或物流问题。

反过来，这些问题也损害了渔民和鱼类养殖户

的生计；对于依赖鱼类获取动物蛋白和必需微

量营养素的群体来说，他们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也面临威胁。

本政策简报梳理了当前挑战，就保护该部

门生产和收入，保护最弱势群体，以及维系业

务、支持供应链提出了措施建议。

2020年6月11日至12日，北京新增2019冠状

病毒病本土确诊病例7例，经流行病学调查确

认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本案例研究

对此次疫情进行了回顾并分析了其对粮食供应

链的影响。

http://www.fao.org/3/ca8637zh/CA8637ZH.pdf
https://doi.org/10.4060/ca8637zh
https://doi.org/10.4060/ca8637zh
http://www.fao.org/3/ca8637zh/ca8637zh.pdf
http://www.fao.org/3/ca8637zh/ca8637zh.pdf
http://www.fao.org/3/cb1803zh/CB1803ZH.pdf
https://doi.org/10.4060/cb1803zh
https://doi.org/10.4060/cb1803zh
http://www.fao.org/3/cb1803zh/cb1803zh.pdf
http://www.fao.org/3/cb1803zh/cb1803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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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尼泊尔 

尼泊尔农业。
©粮农组织

面对气候变化和全球

健康威胁（如大流

行病）时，具有复原力的

粮食体系是满足世界对粮

食需求的关键。这也是本

章若干出版物所明确的重

点，它们为农业政策、病

虫害防治和作物生产提供

了相关信息。

了解我们的农业资源

和提高效率将对粮食体系

的转变至关重要。部分出

版物探讨了农业领域里的

方法、创新和技术，如区

块链和地热能的应用。n

工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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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国际贸易和可
持续发展中心，罗马， 
2020年
42页，176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ca9934zh/ca9934zh.pdf

农业食品行业中区块链应用的新机遇 
（修订版）

罗马，2021年
24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英文、法文、西
班牙文、俄文
PDF: http://www.fao.org/3/
cb1785zh/cb1785zh.pdf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 常见问题

分布式账本技术有利于提高农业部门中价

值和信息交换效率、透明度。本文旨在推动深

化对农业食品中分布式账本技术机遇、效益和

应用的认识，探讨了分布式账本技术通过让弱

势市场主体参与一体化供应链，对于解决其诸

多挑战的潜力。还明确了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

的技术局限性、可能的机构障碍以及公共部门

的下一步工作。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正在减少：这意味

着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生物多样性丧失问

题正引起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宣传交

流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却绝非易事，特别是粮

食和农业领域中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根据粮农

组织《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

告，本文件对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关键问题

提供简要解答。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1911-6
74页, 176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ca5088zh/ca5088zh.pdf

协助各国国内实施粮食和农业各分部
门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的要点 — 
附说明文件

本文件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在制定、调整或

实施获取和利益分享措施过程中，考虑粮农遗

传资源的重要性、对粮食安全的特殊意义以及

粮农遗传资源各分部门的明显特征，并符合获

取和利益分享方面的国际文书。

http://www.fao.org/3/ca9934zh/CA9934ZH.pdf
http://www.fao.org/3/ca9934zh/ca9934zh.pdf
http://www.fao.org/3/ca9934zh/ca9934zh.pdf
http://www.fao.org/3/cb1785zh/CB1785ZH.pdf
http://www.fao.org/3/cb1785zh/cb1785zh.pdf
http://www.fao.org/3/cb1785zh/cb1785zh.pdf
https://doi.org/10.4060/ca8657en
http://www.fao.org/3/ca5088zh/CA5088ZH.pdf
 http://www.fao.org/3/ca5088zh/ca5088zh.pdf
 http://www.fao.org/3/ca5088zh/ca5088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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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罗马，2020年
12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cb0606zh/cb0606zh.pdf

粮食展望：市场综述（2020年6月）

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75-8
56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4233zh/i4233zh.pdf

地热能在食品和农业中的应用 — 发展
中国家的机遇

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粮食市

场在今后很多个月都将继续面临不确定性。随

着大多数市场为全球经济出现大幅衰退而有所

准备，但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粮食产业很可能

面对危机表现出更强的抵御力。

《粮食展望》由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在全球信息和预警系统（GIEWS）

项下出版。该半年刊主要关注的是影响全球粮食和饲料市场的各种动向。每

期报告都对各种商品的产量、利用量、贸易量、库存量和价格进行综合评述

并做出短期预测，也刊出针对不同议题的专题文章。

本报告旨在提高认识和传播信息，倡导推

动地热能在食品和农业中的应用。报告就开发

地热能用于涉农食品产业发展中所需考虑的方

法、经验教训、约束和影响因素提供了指导。

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罗
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562-9
231页，210 x 28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1787/
f25193a0-zh
PDF: http://www.fao.org/3/
ca8861zh/ca8861zh.pdf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2020-2029年
农业展望

《2020-2029年农业展望》由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经合组织）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合作编写。报告凝聚了两个组织

在商品、政策和国家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合作

成员国的贡献，对国家、区域和全球农产品市

场未来十年的前景进行了年度评估。本次报告

专门分析了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短期形势及其对粮食和农

业的影响。

http://www.fao.org/3/cb0606zh/CB0606ZH.pdf
http://www.fao.org/3/cb0606zh/cb0606zh.pdf
http://www.fao.org/3/cb0606zh/cb0606zh.pdf
http://www.fao.org/3/i4233zh/I4233ZH.pdf
http://www.fao.org/3/i4233zh/i4233zh.pdf
http://www.fao.org/3/i4233zh/i4233zh.pdf
http://www.fao.org/3/ca8861zh/CA8861ZH.pdf
https://doi.org/10.1787/f25193a0-zh
https://doi.org/10.1787/f25193a0-zh
http://www.fao.org/3/ca8861zh/ca8861zh.pdf
http://www.fao.org/3/ca8861zh/ca8861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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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80-2
156 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7704zh/i7704zh.pdf

大面积实蝇控制计划中不育蝇的包装、
运输、保存和释放指南 — 第2版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227-7
134页，148mm X 210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语、法语、葡
萄牙语
DOI: https://doi.org/10.4060/
i8665zh
PDF: http://www.fao.org/3/
i8665zh/i8665zh.pdf

玉米田草地贪夜蛾综合防治：非洲农民
田间学校指南

本指南旨在为粮农组织或国际原子能机

构（IAEA）的成员国开展的昆虫不育技术

（SIT）行动提供一个标准规程，涵盖不育昆

虫离开大规模饲养工厂后处理和释放的整个 

流程。

本指南旨在就如何在非洲草地贪夜蛾综合

及可持续管理方面开展农民田间学校工作进行

指导，并以玉米围绕草地贪夜蛾为重点。指南

介绍了草地贪夜蛾生物学和生态学，以及为期

一季的农民田间学校采取的田间试验和练习，

并针对如何为草地贪夜蛾农村咨询服务/推广

而设计培训计划以及农民田间学校骨干培训师

和辅导员的进修课程提出了建议。

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79-6
94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4695zh/i4695zh.pdf

大田作物产量差距分析：方法和案例
研究

本书定义了理论产量、潜在产量、水限制

产量和实际产量的概念，并提出了估算不同作

物在不同种植制度下的产量和产量差距的可行

性方法。

http://www.fao.org/3/i7704zh/I7704ZH.pdf
http://www.fao.org/3/i7704zh/i7704zh.pdf
http://www.fao.org/3/i7704zh/i7704zh.pdf
http://www.fao.org/3/i8665zh/I8665ZH.pdf
https://doi.org/10.4060/i8665zh
https://doi.org/10.4060/i8665zh
http://www.fao.org/3/i4695zh/I4695ZH.pdf
http://www.fao.org/3/i4695zh/I4695ZH.pdf
http://www.fao.org/3/i4695zh/I4695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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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生产及动物
卫生

世界各国正在应对

20 1 9冠状病毒病

大流行带来的破坏性影

响。包括畜牧业在内，其

影响涉及对粮食安全、营

养和生计作出贡献的多个

关键部门。此次疫情的严

峻考验为我们提供了一次

契机，让我们认识到脆弱

性，并将过去在人畜共患

病暴发和自然灾害应急和

恢复活动中的汲取的经验加

以运用，以“建设更美好家

园”。粮农组织正同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OIE）和世界

卫生组织（WHO）一道，致

力于推进“同一个健康”方

针，以防止人畜共患病的

出现并限制其影响。

在粮农组织筹备庆祝

消灭牛瘟十周年之际，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粮农组

织合作，利用 “全球跨境

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发起

了非洲猪瘟全球防控联合

倡议，并呼吁联合各方力

量应对当今世界上这一严

重危害生猪的疾病。关于

畜牧业的发展挑战和机遇

也在农业委员会（COAG）

第27届会议予以了讨论，

会议提议设立畜牧业分委

员会，此举是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n

工作领域

南苏丹 

牧民们在南苏丹Rumbek-
Yirol路上引导牛群。
©粮农组织/Albert 
Gonzalez Farran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3540-6
17页，176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刊首页：http://www.fao.org/
documents/card/zh/c/ca9164zh/
PDF: http://www.fao.org/3/
ca9164zh/ca9164zh.pdf

非洲猪瘟全球控制 — 全球跨境动物疫
病防控框架倡议 2020-2025年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1990-1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a1965zh
PDF: http://www.fao.org/3/
ca1965zh/ca1965zh.pdf

全球牛瘟行动计划 — 根除后阶段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技术小组起

草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全球非洲猪

瘟防控跨境动物疫病全球框架倡议，旨在应对

战略挑战，通过确定目标和为全球控制该疾病

所要实现的具体成果提供架构，有效履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大会

上一届会议赋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的职责。

《全球牛瘟行动计划》是有关应对牛瘟可

能再次暴发的国际行动方案。该计划将一个应

急管理周期应用于牛瘟可能再次暴发的预备、

预防、发现、应对和恢复之中，并明确国家、

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在此周期每个阶段中所

应负的责任。

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社， 
北京，2020年
ISBN 978-92-5-133049-4
67页，176 ×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尔巴尼亚文、英文、
马其顿文、 罗马尼亚文、俄文、  
塞尔维亚文、土耳其文、乌克兰文
刊首页：http://www.fao.org/
documents/card/zh/c/i7330zh
PDF: http://www.fao.org/3/i7330zh/
i7330zh.pdf

结节性皮肤病 — 兽医实用手册

本手册旨在提高对结节性皮肤病（LSD）

的认识，并为私营和官方兽医（临床和屠宰

厂）、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和实验室诊断人员提

供关于早期发现和诊断的指导。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3766-0
12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cb1739zh/cb1739zh.pdf

人类或动物接触野生动物、家畜、
伴侣动物和水生动物来源SARS-
COV-2的情况：接触情况定性评
估 — 摘 要

本评估针对重点观察动物物种，开展具有

实地调查或研究，从而获取潜在SARS-CoV-2动物宿主及其在维持和/或传播

病毒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数据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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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工作领域

农业、森林和土地规

划部门受到气候变

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过

后转变我们的农业和粮食

体系，结束饥饿并改善营

养。日益频繁的干旱、洪

水、风暴和野火威胁着农

业部门，进而危及人们的

健康、粮食安全和生计。

全球农业和粮食体系是气

候问题和解决方案的重要

组成部分，超过三位之一

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农业

部门，其也构成缓解气候

变化现有解决方案的三分

之一。为应对挑战，粮农

组织支持各国减轻和适应

气候变化的影响，促进农

村人口的生计更具复原

力。 粮农组织致力于根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推动各国实施《巴黎协

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能

力。为进一步加强这一工

作，并为从事气候变化工

作的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提供指导，粮农组织制

作了多种出版物和指导说

明，涵盖从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到气候智能型农业

的多个重要主题。n

乌干达 

乌干达Karamojong牧民
社区的成员在莫罗托山附近
野炊和聚餐。
©粮农组织/Luis 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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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61-1
124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3866zh/i3866zh.pdf

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
作用

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77-2
141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5188zh/i5188zh.pdf

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风险与应对

粮农组织就气候变化与植物、动物、森

林、水生生物、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

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专题研究。本书是对该

研究结果的回顾和总结。

本报告介绍了降低脆弱性和建立适应气候

变化的方法和机制，表明了现在采取行动应对

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以确保现在和未来所有人

的粮食安全和良好营养。

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64-2
70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5707zh/i5707zh.pdf

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影响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
估报告〉调查结果摘要

罗马，2019年
40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ca0130zh/ca0130zh.pdf

供养人类，保护地球 — 粮农组织与 
全球环境基金： 行动伙伴

本报告概述了渔业和水产养殖对气候变化

影响的认识差距，这些工作将是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如何在不降低土地和水资源，侵蚀生物多

样性和促进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养活世界是我们

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粮农组织与全球环境基金（GEF）合作，支持成员国

解决农业与环境之间的关键联系。

本手册重点介绍了粮农组织在过去二十年中与全球环境基金合作所取

得的一些成功案例，并为成员国提供了进一步利用粮农组织比较优势创建

符合全球环境基金资格的发展项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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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发展

工作领域

要实现所有人的粮食

安全，就必须使弱

势社区获得适当的经济机

遇和社会保护。粮农组织

开展研究和分析，为决策

提供信息，并帮助政府将

粮食安全纳入农业政策。

粮农组织强调建设社会保

护体系，促进农村就业机

会多样化，改善人们获得

土地和资源的机会，减少

性别和社会不平等。n

加 纳 

加纳“生计赋权扶贫”计划
的一名受益者站在她的商店
旁边。
©粮农组织/Ivan Gr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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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76-5
72 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5120zh/i5120zh.pdf

性别敏感的农村咨询服务 — 提升家庭
农业在减少贫困和保障粮食安全中的
作用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3925-1
68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南非文
PDF: http://www.fao.org/3/
cb3213b/cb3213b.pdf

土地相关术语表 — 聚焦权属治理自愿
准则

本书整理和记录了性别差异对获取农村咨

询服务造成的障碍，提供了农村咨询服务中一

些良好实践的策略案例，并针对如何改善性别

敏感的农村咨询服务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出版物旨在帮助人们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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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涉及的土地权属术语。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4124-7
148页，176 x 250 mm
58美元，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ca9502zh/ca9502zh.pdf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

本《框架》旨在增进对农业领域童工现

象的认识，阐述粮农组织在这一领域的职责所

在，并帮助国家、利益相关者及合作伙伴更好

地认识粮农组织工作领域与童工问题之间的 

联系。

http://www.fao.org/3/i5120zh/I5120ZH.pdf
http://www.fao.org/3/i5120zh/i5120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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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及水产养殖

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旨在

通过更好地管理渔业和水

产养殖部门的自然资源，

为粮食安全和营养作出贡

献。然而，2020年，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波及世

界大多数国家，并对全球

经济以及渔业、水产养殖

等粮食生产和供销部门造

成严重影响。在此背景

下，粮农组织将参与2021

年9月举行的全球水产养

殖会议，为审议水产养殖

发展的现状、趋势和新出

现的问题作出贡献。为彰

显小规模渔业、渔民和渔

工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

面发挥的作用，“国际手

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将

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渔

业委员会（COFI）贸易和

水产养殖分委员会也将在

2021年底召开会议。通过

出版关于小型渔业、港口

国措施以及价值链等相关

主题的技术出版物，粮农

组织将对这些活动提供持

续支持。n

工作领域

缅 甸 

缅甸茵莱湖上作业的渔民。
©粮农组织/Paulina 
Prasu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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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997-9
26页，210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DOI: https://doi.
org/10.4060/ca6916zh
PDF: http://www.fao.org/3/
ca6916zh/ca6916zh.pdf

全球记录非正式开放式技术和咨询工作
组第五次会议的报告（2019年5月13-14
日，韩国首尔）

粮农组织，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3573-4
50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b1544zh
PDF: http://www.fao.org/3/
cb1544zh/cb1544zh.pdf

《港口国措施协定》信息交流开放性
技术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报告（2019年5
月15-17日，韩国首尔）

本会议讨论的问题包括：全球记录计划

的进展报告和状态；全球记录中采用的国际标

准；数据交流机制和区域渔业机构的作用；以

及支持实施《港口国措施协定》。

本次会议同意全球信息交流系统应尽快

启动并运行，以满足《港口国措施协定》的要

求，特别是分享检查结果和港口拒绝信息，并

建议秘书处根据缔约方第二次会议的知情决

定，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其他区域机构和网

络密切合作，着手开发全球信息交流系统工作

原型。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4231-2
16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cb3767zh/cb3767zh.pdf

2021年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 
宣言

本《宣言》旨在认可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

过去25年中取得的成就,明确并应对我们面临

的挑战，以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长期可

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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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及水产养殖

罗马，2020年
55页，176 x 250 mm
ISBN 978-92-5-132306-9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和西班
牙文
DOI: https://doi.
org/10.4060/ca5757zh
PDF: http://www.fao.org/3/
ca5757zh/ca5757zh.pdf

《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
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缔
约方第二次会议报告（2019年6月3-6
日，智利圣地亚哥）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2178-2
38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三文（英文、法
文和西班牙文）、阿拉伯
文、俄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a7417zh
PDF：http://www.fao.org/3/
ca7417zh/CA7417ZH.pdf

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第十届会议报告
（2019年8月23-27日，挪威特隆 
赫姆）

会议缔约方开展了全面审议并通过了缔约

方会议《议事规则》。会议认识到缔约方有效

实施《港口国措施协定》的重要性，同时承认

缔约方在此方面遇到的挑战，特别是发展中缔

约国，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赞赏粮

农组织所提供技术援助的重要性，在捐助方及

其他实体的支持下，帮助发展中缔约国加强落

实港口国措施和采用其他工具的能力，以打击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同时重申继续并

加强援助活动的必要性。

本文件介绍了2019年8月23至27日在挪威

特隆赫姆举行的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

分委员会第十届会议情况。该分委员会为成员

国提供平台，以便磋商和讨论水产养殖相关主

题，就有关技术和政策事宜向渔委提供意见，

并为下一步工作提供指导意见。

http://www.fao.org/3/ca5757zh/CA5757ZH.pdf
https://doi.org/10.4060/ca5757zh
https://doi.org/10.4060/ca5757zh
http://www.fao.org/3/ca5757zh/ca5757zh.pdf
http://www.fao.org/3/ca5757zh/ca5757zh.pdf
http://www.fao.org/3/ca7417zh/CA7417ZH.pdf
https://doi.org/10.4060/ca7417zh
https://doi.org/10.4060/ca7417zh
http://www.fao.org/3/ca7417zh/CA7417ZH.pdf
http://www.fao.org/3/ca7417zh/CA7417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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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599-5
68页，176 x 250 mm
语言版本：三文（英文、法文
和西班牙文）、阿拉伯文、
俄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a8665zh 
PDF: http://www.fao.org/3/
ca8665zh/ca8665zh.pdf

渔业委员会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七届
会议报告（2019年11月25-29日，西班
牙维戈）

罗马，2020年
ISBN 978-92-5-132300-7
108 页，176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孟加拉文、英
文、法文、马拉雅拉姆文、
葡萄牙文、俄文、僧伽罗
文、西班牙文、泰卢固文、
泰米尔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a5772zh
PDF: http://www.fao.org/3/
ca5772zh/ca5772zh.pdf

小型渔船渔民海上安全手册

本次会议交流了各国鱼和渔产品生产、贸

易和消费的最新趋势，同时探讨了影响各国渔

业和水产养殖的主要问题，以及国家层面正在

制定和通过的最新政策。

本手册旨在帮助渔民建立安全意识，减少

事故的发生，增加事故发生后的生还机会。本

手册就小型渔船安全（例如消防安全、甲板安

全、救生设备、照明和通风）、人身安全和航

行安全提供指导。本手册还提供出海开展捕捞

作业前的各项检查和检查步骤信息，以及海上

求生指南。

http://www.fao.org/3/ca8665zh/ca8665zh.pdf
https://doi.org/10.4060/ca8665zh
https://doi.org/10.4060/ca8665zh
https://doi.org/10.4060/ca8665zh
https://doi.org/10.4060/ca8665zh
http://www.fao.org/3/ca5772zh/ca5772zh.pdf
https://doi.org/10.4060/ca5772zh
https://doi.org/10.4060/ca5772zh
http://www.fao.org/3/ca5772zh/ca5772zh.pdf
http://www.fao.org/3/ca5772zh/ca5772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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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粮农组织正在与世界

各国合作，改善粮

食体系，确保人人都能获

得安全、有营养的食物。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将于2021年

6月7日庆祝第三个世界食

品安全日。粮农组织与世

卫组织共同负责《食品

法典》，该法典系一套国

际公认的食品标准，旨在

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确保食

品贸易中公平做法。食品

法典出版物概述了食品法

典的工作方式、其如何支

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以及2019冠状病毒病

过后，私营部门对下一步

标准的未来展望。

要实现食品安全，必

须实施标准。粮农组织制

定了指导和培训工具，以

解决官方食品管控问题，

并支持标准的实施，为监

管机构和私营部门提供必

要的指导，以确保消费者

获得安全和优质食品。粮

农组织还就特定食源性疾

病给消费者带来的风险

和食品添加剂和食品中

药物残留的安全性提供 

指导。n

孟加拉国 

一名客户在吉大港
Chawkbazar的一家批发店
里检查了大米样品。
©粮农组织/Kazi Ria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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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67-3
128 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i5381zh/i5381zh.pdf

进口食品风险管理手册

本手册重点关注基于风险的计划制定情

况，并支持相关国家利用现有资源有针对性

地、适当地应对重点风险。

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78-9
44 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4690zh/i4690zh.pdf

基于食品消费调查的食品加工信息收
集指南

本指南旨在帮助人们通过食品消费调查收

集更加准确、标准和相关的食品加工信息，从

而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来促进健康饮食。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 
2021年
ISBN 978-92-5-133898-8
64 页, 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即将出版

食品法典 2020 — 关于标准的下一步
工作 — 民营企业展望: 2019冠状病
毒病疫情后的未来

安全的食品处理方法与过去一样重要

本期刊展示了食典委从201 9年7月到

2020年9月的工作成果，并介绍了其为应对

COVID-19危机所采取的步骤，如支持会员国更

新世卫组织全球食品安全战略。

http://www.fao.org/3/i5381zh/i5381zh.pdf
http://www.fao.org/3/i5381zh/i5381zh.pdf
http://www.fao.org/3/i5381zh/i5381zh.pdf
http://www.fao.org/3/i4690zh/I4690ZH.pdf
http://www.fao.org/3/i4690zh/I4690zh.pdf
http://www.fao.org/3/i4690zh/I4690zh.pdf
http://www.fao.org/3/cb1502zh/cb1502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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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工作领域

森林作为关键的碳

汇、重要的生态系

统和社会经济利益和服务

的提供者，是《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

容。全球传染病的出现可

能与森林退化和栖息地丧

失存在关联，这使得实现

与森林有关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以及联合国六项全球

森林目标比任何时候都更

有意义。粮农组织于2020

年发布了两份关于林业的

重要出版物:《2020年世

界森林状况》（旗舰出版

物）和《2020年全球森林

资源评估》。其他相关出

版物包括《2019年粮农组

织林产品年鉴》及《国家

森林监测自愿准则》。n

乌干达 

“锯木业生产补助金计划”
计划下开发的乌干达的桉树
和松树人工林
©粮农组织/Katarzyna 
Pankowska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4118-6
436页, 210 × 297 mm
79美元, 平装本
语言版本: 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 、俄文、 西班
牙文
DOI: https://doi.
org/10.4060/cb3795m
PDF: http://www.fao.org/3/
cb3795m/cb3795m.pdf

2019粮农组织林产品年鉴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4155-1
184 页，210 ×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 阿拉伯文、英文、
法文、俄文、 西班牙文
DOI: https://doi.org/10.4060/
ca9825zh
PDF: http://www.fao.org/3/
ca9825zh/ca9825zh.pdf

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主报告

本出版物由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基本林产品统

计数据汇编而成。它包含林产品产量、贸易量和

贸易值的年度数据。它还提供显示贸易趋势和某

些产品贸易平均单位价值的表格。年鉴中所含统

计资料主要来自各国通过问卷调查和官方出版物

向粮农组织林业部提供的数据。

粮农组织于1948年完成了对世界森林资源的

首次评估。当时，其主要目标是收集有关可用木

材供应的信息，以满足战后重建的需求。从那时

起，全球森林资源评估（FRA）已演变成对森林资

源及其状况，管理和使用的全面评估，涵盖了可

持续森林管理的所有主题要素。本次评估，即最新一次评估,审视了

1990至2020年间森林资源的状况和趋势，并借鉴了全世界数百名专家的贡献。

罗马，2017年
ISBN 978-92-5-509619-8
76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i6767zh/i6767zh.pdf

国家森林监测自愿准则

罗马，2017年
12页，210 x 297 mm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I6934c/i6934c.pdf

木炭产业转型：建立绿色木炭价值
链，减缓气候变化，改善地方生计

本文件旨在作为一份技术参考，适用对象为负

责森林监测事务的政府主管部门、教育与研究机

构、公共和私营部门、关心国家森林监测（NFM）

事务的民间社会成员。各国的生物物理条件（例如

森林类型和森林利用实践、公路基础设施）、制度

框架、经济挑战和可能性、管理与使用（森林管理和森林服务的历史发展状况、森林研究与教

育、森林监测传统）等情况均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国家森林系统（NFM）来说，并不存在“一

刀切”的方法。相反，必须综合各种适宜和良好的技术与组织方案，才能做到有效的实施。

本报告提供的信息涉及当前木炭生产和使

用的情况、木炭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提高木

炭生产和使用效率的技术、实现木炭价值链绿色发展的成本与效益，以及建

立气候智能型木炭行业的政策方案。报告评估了绿色木炭价值链对气候变化

减缓和生计改善的潜在贡献，旨在供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了解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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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cb3795m/cb3795m.pdf
https://doi.org/10.4060/cb37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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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在营养方

面的工作是致力

于打造可持续、包容且有

韧性的农业粮食体系，并

使人们可以从这样的体系

中获得健康膳食。作为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

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

可持续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2的领导机构，粮农

组织发起了2021国际果蔬

年，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共

同牵头了联合国营养行动

十年(2016-2025年)计划。

健康的膳食将为人们提供

良好的营养，促进人们的

健康。通过与其他主要利

益攸关方密切合作，粮农

组织将在调整全球粮食体

系、推动健康膳食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粮农组织关于营

养的出版物为决策者、项目

人员和实地从业人员提供指

导，以确保政策、做法和创

新有利于健康膳食，并帮助

各国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加强

营养敏感型的政策和行动，

以促进人类和环境健康。n

营 养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当地乡村妇女在Xay区
Ban Bor小学准备饭菜。
©粮农组织/Manan 
Vatsy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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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 
罗马，2019年
ISBN 978-92-5-132449-3
44 页, 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PDF: http://www.fao.org/3/
ca6640zh/ca6640zh.pdf

可持续健康饮食 — 指导原则

本出版物强调了食品消费和饮食在促进

在国家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旨在

支持各国努力改变粮食体系，提供可持续健康 

饮食。

罗马，2021年
ISBN 978-92-5-133805-6
80页, 200 x 250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阿拉伯文、英
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DOI: https://doi.
org/10.4060/cb2395zh
PDF: http://www.fao.org/3/
cb2395zh/cb2395zh.pdf

水果蔬菜 — 饮食必需（2021国际果蔬
年背景文件）

本背景文件概述了食用果蔬的诸多好处，

同时也从粮食体系出发，对果蔬部门各环节进

行调研：从可持续生产和贸易到损失和浪费管

理。文件在概述该部门状况的同时，也为国际

果蔬年的讨论提供了框架和起点，强调了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关联以及国际果蔬年期间需要采

取行动的关键问题。

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
社，北京，2019年
ISBN 978-92-5-133562-8
40页，210 x 297 mm
价格应要求提供，平装本
语言版本：英文
PDF: http://www.fao.org/3/
i4819zh/i4819zh.pdf

营养与社会保护

本书分析了社会保护与营养的关联性和互

补性，阐述了二者的协同作用，确定了用于指

导社会保护干预措施设计和实施的一般原则，

以最大程度发挥干预措施对营养的积极影响。

http://www.fao.org/3/ca6640zh/CA6640ZH.pdf
http://www.fao.org/3/ca6640zh/ca6640zh.pdf
http://www.fao.org/3/ca6640zh/ca6640zh.pdf
http://www.fao.org/3/cb2395zh/cb2395zh.pdf
https://doi.org/10.4060/cb2395zh
https://doi.org/10.4060/cb2395zh
http://www.fao.org/3/cb2395zh/cb2395zh.pdf
http://www.fao.org/3/cb2395zh/cb2395zh.pdf
http://www.fao.org/3/i4819zh/I4819ZH.pdf
http://www.fao.org/3/i4819zh/i4819zh.pdf
http://www.fao.org/3/i4819zh/i4819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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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当今的时代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新思考，其中包括我们的基本日常

习惯和我们通常获取信息的方式。粮农组织致力于确保您通过计算机或手机

便捷访问大量在线资料来持续地获取其知识。

我如何了解粮农组织最新
出版物？

我可以在哪里查询粮农组织
出版物？

登录FAO.org，访问 

粮农组织出版物网页

粮农组织文件库(FDR)是本组织所有信

息产品和报告的官方机构资料库，提

供超过10万份文件和出版物。

订阅每月出版物更新

简报

欲获取印刷版本，请联系 

publications-sales@fao.org或

官方分销商

阅览本《目录》或《系列出版物

目录》

获取电子书籍可访问书目网页及其他平台，包括谷歌

图书、亚马逊和Smashwords。

关注粮农组织官方社交媒体账户： 

推特、领英、脸书、Instagram、 

抖音、微信和新浪微博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en/
http://www.fao.org/documents/en/
mailto:请联系publications-sales@fao.org
mailto:请联系publications-sales@fao.org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about-us/distributors/en/
http://newsletters.fao.org/k/Fao/register_for_fao_publications_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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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1 (0) 223665177
Fax. +41 (0) 223665178
info@planetis.ch 
www.planetis.ch 

意大利

Casalini Libri s.p.a.
Tel. +39 (0) 5550181
orders@casalini.it 
www.casalini.it 

挪威

Akademika A/S 
Tel. +47 (0) 22188100 
Fax. +47 (0) 22188103 
kundeservice@akademika.no 
www.akademika.no

葡萄牙

Marka
Tel. +351 213224043
Fax. +351 213224044
Apoio.clientes@marka.pt 
www.marka.pt 

Omniserviços
Tel. +351 217540191
comercial@omniservicos.pt 
www.omniservicos.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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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

Izdatelstvo “Ves Mir”
Tel. +7 (0) 4957390971
Fax. +7 (0) 4953348591
orders@vesmirbooks.ru 
www.vesmirbooks.ru 

西班牙 

Alibri Llibreria SL
Tel. +34 933170578
alibri@alibri.es 
www.alibri.es 

Libreria Delsa
Tel. +34 914357421
Fax. +34 915782811
delsa@troa.es 

Osiris Libros y Revistas, S.L.
Tel: +34 913326395
info@osirislibros.es
www.osirislibros.es

瑞典

Akademibokhandeln Imports
Tel. +46 (0) 107441000
Fax. +46 (0) 87698101
info@akademibokhandeln.se 
www.akademibokhandeln.se 

Bokus
Tel. +46 (0) 107441047
Fax. +46 (7) 03514490
elin.karlsson@bokus.com 
www.bokus.com 

瑞士

Planetis
Tel. +41 (0) 223665177
Fax. +41 (0) 223665178
info@planetis.ch 
www.planetis.ch 

英国

Dandy Booksellers
Tel. +44 (0) 2076242993
Fax. +44 (0) 2076245049
enquiries@dandybooksellers.com 
www.dandybooksellers.com 

Gardners
Telephone: +44 (0)1323 521555
www.gardners.com
sales@gardners.com

The Stationery Office
Tel. +44 (0) 3332025070 
Fax. +44 (0) 8706005533 
customer.services@tso.co.uk 
www.tso.co.uk 

 非 洲 

区域供货商（东非、西非和中非）：
Mallory International Limited (UK)
Tel. +44 (0) 1395239199
Fax. +44 (0) 1395239168
julian@malloryint.co.uk
www.malloryint.co.uk

博茨瓦纳

Van Schaik Bookshop
Tel. +267 3554049
gaborone@vanschaik.com

加纳

Kingdom Bookshop at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Tel. +233 (0) 21500398
Fax. +233 (0) 21500774
kbslegon@gmail.com

VIDYA Bookstore
Tel: +233 (0) 244262098
vidyabookstore@gmail.com
www.vidyabookstore.com

肯尼亚

Educate Yourself Ltd
Tel. +254 (0) 20 3752058 / 2059
Fax. +254 (0) 20 3745201
info@eysltd.biz
www.eysltd.biz

Text Book Centre Ltd.
Tel. +254 730 735000
customerservice@tbc.co.ke
www.textbookcentre.com

马拉维

Anglia Book Distributors Ltd
Tel. +265 (0) 1871489
Fax. +265 (0) 1871489
angliabooks@africa-online.net

毛里求斯

Editions Le Printemps Ltee
Tel. +230 696 1017
elp@intnet.mu
www.elpmauritius.com

摩洛哥

La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Tel. +212 (0) 5680329
Fax. +212 (0) 5770914
cclibinter@menara.ma

纳米比亚

Edumeds (Pty) Ltd
Tel. +264 (0) 61226371
Fax. +264 (0) 61225054
edumeds@edumeds.com 

尼日利亚

Havilah Merchants Nigeria Ltd 
(Lagos)
Tel. +234 (01) 2933011
havilah@havilahbooks-ng.com
www.havilahbooks-ng.com

Jasper Books Nigeria Ltd
Tel. +234 (0) 8133030288
jasperbooks@yahoo.com

Publishers Express
Tel. +234 (0) 8035333766
publishersexpress@yahoo.com
www.publishersexpressng.com

卢旺达

Bookshop Ikirezi
Tel. +250 (0) 252571314
client@ikirezi.biz
www.ikirezi.biz/ikirezi.html

南非

Academic Marketing Services  
Pty (Ltd).
Tel. +27 11 4477441
Info@academicmarketing.co.za
 
Caxton Books
Tel. +27 21 0100425
info@caxtonbooks.co.za
www.caxtonbooks.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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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Pepper Online
+27 11 9582474
customercare@redpepperonline.co.za
www.redpepperonline.co.za

Sherwood Books
Tel. +27 31 266 9830
online@sherwoodbooks.co.za
www.sherwoodbooks.co.za

Van Schaik Boekhandel
Tel. +27 (0) 219188437
Fax. +27 (0) 866352289
vsorders@vanschaik.com
www.vanschaik.com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Elite University Bookstore (APEN)
Tel. +255 (767) 861151
hermestz@yahoo.com

MAK Solutions Ltd
Tel. +255 (0) 687014501
kripa@maktanzania.com

赞比亚

Gadsden Books
Tel. +26 (0) 977841643
Fax. +26 (0) 211290326
gadsden@zamnet.zm
www.gadsdenpublishers.com

 近 东 

埃及

MERIC (Middle East Readers 
Information Center)
Tel. +202 (0) 7363824/7363818
Fax. +202 (0) 7369355
order@mericonline.com
www.mericonline.com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Kowkab
Tel. +98 (0) 2122583723
Fax. +98 (0) 2122583723
info@kkme.com
www.kkme.com

以色列

Probook
Tel. +972 (0) 35257999
Fax. +972 (0) 35285397
books@probook.co.il
www.probook.co.il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
夫、尼泊尔、斯里兰卡

Viva Books Pvt. Ltd.
Tel: 011-422-42200
sales@vivagroupindia.in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菲律宾、泰国、越南

Alkem Pte. Ltd
Tel. +65 (0) 62656666
Fax. +65 (0) 62617875
enquiry@alkem.com.sg
http://www.alkem.com.sg

中国

China Book Import Center
Tel. + 86 (0) 1068412029
cbic1@mail.cibtc.com.cn
www.cibtc.com.cn

China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CEPIEC)
Tel. +86 (0) 1057933191
Fax. +86 (0) 1062014506
yifan.zhang@cepiec.com.cn
www.cepiec.com.cn

China N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CNPIEC)
Tel. +86 (0) 1065866990
Fax. +86 (0) 1065067100 
yanglan@cnpiec.com.cn
http://www.cnpeak.com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iCaves Limited
Tel. +852 (0) 25727228
Fax. +852 (0) 25758822
ICaves.enquiry@igroupnet.com 

Polyspring Enterprises
Tel. +852 (0) 25420245
anniesot@polyspring.com.hk

日本

MHM Ltd
Tel: 03-3518-9181
Sales@mhmlimited.co.jp

巴基斯坦

Tahir Lodhi
Tel: 924-235-2921-68
tahirlodhi@gmail.com

大韩民国

ChongHo Ra
impact-kr@naver.com

新加坡、马来西亚

PMS Publishers Services Pte Ltd
Tel. +65 (0) 62565166
Fax. +65 (0) 62530008
info@pms.com.sg
http://www.pms.com.sg

 大洋洲 

Eurospan
c/o XL Express (Logistics) Pty Ltd
Tel: + 61 (0)2 8778 9999
Fax: + 61 (0)2 8778 9944
orders@tldistribution.com.au

 北美洲 

美利坚合众国

Rowman & Littlefield / Bernan
Tel: 1 (717) 794-3800
fax: 1 (717) 794-3803
orders@rowman.com
www.rowman.com/ber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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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便于用户使用的《粮农组织系列出版物目录》介绍了粮农组织

的主要系列出版物。《目录》收录了最活跃的系列，包含新推出的系列

和长期出版的系列；其按照工作领域分类，涉及农业、林业、渔业、贸

易和投资等。

每个系列条目均包括技术规格、语言版本、最新书目、相关的国际

系列书号以及链接粮农组织文件库在线资料的二维码。

本《目录》以英文版本提供。

欲获更多信息，请访问fao.org/publications 或致函 publications-sales@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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