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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及
农业状况

各种类型的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足、微量元素

缺乏、超重及肥胖，会给收入水平各异的国家带来令

人难以接受的巨大经济、社会代价。要想改善营养，

减少此类代价，就需要采取多部门综合措施，首先从

粮食和农业入手，同时在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开展互

补性干预措施。农业传统上在粮食生产和创收方面发

挥着根本性作用，而整个粮食体系，从投入和生产，

到加工、储存、运输及零售，再到消费等各个环节，

都能够在消除营养不良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农业政策

和研究必须继续支持主粮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更加侧

重富含养分的食物以及更可持续的生产体系。传统和

现代化供应链能够加强各类营养食品的供应，减少养

分浪费和损失。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以及

民间社会能够通过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确保人

们能够获得多样化营养食品，从而帮助消费者做出更

健康的膳食选择，减少浪费，为资源的更可持续利用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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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辩论

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我们的奋斗目标

绝对不能亚于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

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会给全世界带来难

以想象的巨大社会、经济成本，可能高

达每年3.5万亿美元，相当于人均500

美元。妇幼营养不良比起超重及肥胖，

仍是更严重的问题，虽然后者即便在发

展中国家	也呈上升趋势。因此，国际

社会面临的挑战就是在预防或扭转肥胖	

现象的同时，继续与饥饿和营养不足作

斗争。

今年的《粮食及农业状况：发展

粮食体系，促进营养改善》提出，改善

营养首先要从粮食及农业入手。世界各

地的粮食体系不尽相同，且正在快速变	

化。粮食体系正不断趋向工业化、商业

化、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

力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进程，	

给饮食结构和营养成果带来了深刻的	

影响。

农业生产、加工和零售环节中的商

业化和专业化大大提升了整个粮食体系

的效率，世界各地大多数消费者全年都

能获得更充足、更多样化的食物供应，

且价格更加低廉实惠。但与此同时，人

们日益关注目前消费和生产方式的可持

续性及其对营养成果的影响。

粮食体系必须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

多种营养食物以及选择健康食物时所需

的知识与信息。粮食及农业通过产量、

价格和收入等因素对营养成果作出的贡

献重大，其作用不容忽视，但粮食体系

作为一个整体仍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本

报告将提出可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

增强粮食体系对提高营养水平的作用。

同时，在整个粮食体系中减少粮食及养

分损耗能有助于加强环境可持续性，提

高营养水平。

促进营养改善的粮食体系战略往往

与维生素及矿物质补充等以治疗为主的

干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虽然通过食物

补充的方法也可以解决具体饮食性营养

缺乏现象，但营养饮食能够确保人们获

得身体所需的所有养分，因而是能同时

解决所有营养不良问题的唯一途径。此

外，粮食体系战略还认识到食物多样化

带来的社会、心理及文化效果。营养不

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不同部门共

同行动才能得以解决，但营养的改善必

须从粮食及农业入手。本报告将为此指

明方向。

	

											粮农组织总干事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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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类型的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

足、微量元素缺乏、超重及肥胖，会给

收入水平各异的国家带来令人难以接受

的巨大经济、社会代价。《2013年世界

粮食及农业状况：通过粮食体系改善营

养状况》指出，要想改善营养、减少此

类代价，就必须先从粮食和农业入手。

农业传统上在生产粮食和创造收入方面

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但农业以及包括从

投入和生产，到加工、储存、运输及零

售，再到消费的整个粮食体系，都应在

消除营养不良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营养不良给社会带来巨大代价

粮农组织的最新估计表明，世界人

口中约有12.5%（8.68亿）在能量摄入方

面处于营养不足状态，而这些数据所代

表的仅仅是全球营养不良问题中很小的

一部分。据估计，全球有26%的儿童发

育迟缓，20亿人患有一种或多种微量元

素缺乏症，14亿人超重，其中5亿人肥	

胖。多数国家面临多种类型营养不良，而

各类营养不良可同时存在于同一国家中，

同一家庭中，甚至同一个人身上。

营养不良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

这通常通过因妇幼营养不良、超重及肥

胖而损失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来衡量。除

社会负担外，营养不良会导致生产率下

降和直接医疗支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

损失可高达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5%，相当于每年3.5万亿美元，或人

均500美元。营养不足和微量元素缺乏

造成的损失估计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的2-3%，相当于每年1.4-2.1万亿美元。

虽然关于超重和肥胖造成的全球经济损

失目前尚无估计数，但所有非传染性疾

病造成的累积损失在2010年估计约为1.4

万亿美元，其中超重和肥胖是主要风险	

因素。

妇幼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低体	

重、儿童微量元素缺乏症和母乳喂养方

式不当等，在全球层面造成的营养相关

健康问题最为严重，为成人超重和肥胖	

所致社会代价的近两倍。在过去二十年，

由于妇幼营养不良造成的社会负担已下

降了近一半，而由于超重和肥胖造成的

社会负担却增加了近一倍，但前者造成	

的问题却更加严重，尤其在低收入国家。

因此，营养不足和微量元素缺乏问题必

须继续作为国际社会近期在营养领域的

最主要优先重点。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如何避免或扭

转超重和肥胖现象。虽然这是一项巨

大挑战，但收益也同样巨大：例如，

在减少微量元素缺乏症方面的投资将	

有助于改善健康状况，减少儿童死亡数

量，提高未来收入，其收益成本比接近	

13比1。

解决营养不良问题需要各部门
协同合作

导致营养不良的直接原因复杂多

样且具多面性，其中包括：多样化安全

营养食物供应不足或难以获取；难以获

得洁净水、卫生和医疗服务；儿童喂养

方法和成人饮食结构不合理。营养不良

的深层根源则更为复杂，包括更广义的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物质环境。

因此，要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就必须在	

农业和整体粮食体系、公共卫生及教育、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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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政策范畴内采取综合行动并开展

互补性干预。由于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涉及多个政府机构，因此必须得到高层

政治支持，才能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必要	

协调。

营养的改善依赖于粮食体系的
方方面面

粮食体系中包括生产、加工农产品以

及将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的所有人员、机

构和流程，同时还包括设计粮食和农业相

关政策、法规、计划和项目的政府官员、

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人员和发展工作者。

粮食体系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多样化

营养食物的供应和获得，从而也影响着消

费者选择健康饮食的能力。但粮食体系和

营养成果之间的联系往往并不直接，而是

通过收入、价格、知识和其它因素产生作

用。此外，粮食体系中的相关政策和干预

在设计时也基本不将营养作为主要目标，

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也很难追踪。研究人员

有时会得出结论，认为粮食体系中的干预

措施无法达到减轻营养不良的效果。相反，

医疗干预措施，如维生素补充，则能有效

应对某种养分的缺乏，其效果更容易观察

到，但这些措施却无法完全取代运作良好

的粮食体系所能带来的更广泛的营养效果。

粮食体系中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协调一致，

才能为改善营养提供支持，因此采取任何

单项干预措施都不太可能在这一复杂体系

中产生显著影响。而将粮食体系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全盘考虑的干预措施则更有可能

带来积极的营养成果。

营养转型受粮食体系变革的	
驱动

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农业的逐步变

革，其特点是劳动生产力提高、务农人口比

例下降、城市化速度加快。运输、休闲、就

业和家庭劳动的新模式使得人们的日常活

动量日趋减少，对方便食品的需求日益增

加。活动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是“营养转

型”的一部分，这一转型可能使家庭和国

家在继续努力解决营养不足和微量元素缺

乏问题的同时，还面临着超重、肥胖和相

关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新挑战。各国营养

不良形势和粮食体系的复杂性和快速变化

意味着政策和干预也需要因地制宜。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改善
营养，但必须开展更多行动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改善营养，

因为它能提高收入，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在经

济及就业方面占据较大份额的国家中，它同

时还能降低消费者的食品支出。然而，必须

认识到，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较为缓慢，可

能难以达到快速减轻营养不良的效果。

保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态势将依然是

今后几十年的重点，因为要想满足未来预计

不断增长的需求，基本主粮产量就需要增长

60%。除主粮外，健康的饮食还需多样化，

包含能量、脂肪、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平

衡、充足搭配。农业研究和开发重点必须更

加注重营养，更加侧重富含养分的食物，如

水果、蔬菜、豆类和动物源食品。必须加大

力度采取有利于促进小农生产多样化的干预

措施，如综合农业系统。通过生物强化方式

直接提高主粮的微量元素含量的做法最具前

景。农业干预措施通常在与营养教育相结合

并注重性别角色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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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为改善营养既带来风险也
带来机遇

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传统和现代粮食体系同时并存，并不断演

化。现代化供应链需要实现储藏、销售和

零售的纵向一体化，有利于提高效率，从

而为消费者降低价格，为农民提高收入。

供应链通常承担着全年运送各类营养食品

的任务，同时还更多地承担着销售经过深

加工的包装食品的任务，而如果过量食用

这些经过深加工的包装食品，则可能会导

致超重和肥胖。现代化食品加工和销售活

动还为强化食品带来了新机遇，而强化食

品可能为营养做出重要贡献。

虽然超市正在低收入国家快速发展，

但城乡多数贫困消费者仍通过传统食品销售

网络购买大部分食物。这些传统网点是销售

水果、蔬菜和家畜产品的首要渠道，虽然它

们也开始销售越来越多的加工、包装食品。

利用传统零售网点来销售碘盐等强化食品是

改善营养成果的另一项有效战略。

传统粮食体系中环境卫生、食品处理

和储藏技术的改良有助于提高效率，提高食

品的安全性和营养。在粮食体系全过程中减

少粮食和养分损失及浪费则大大有助于改善

营养状况，减轻生产资源面临的压力。

消费者的选择决定着营养成果和
可持续性

关键是要使粮食体系更有利于加强营

养，使我们的食品能够保证供应、易于获	

取、多样化并富含营养，但同时也迫切需要

帮助消费者做出健康的饮食选择。在一个

有利环境下通过营养教育和宣传活动来促使

人们改变行为，促使解决家庭卫生问题和合

理选择互补性食品，也已被证明是一项有效

措施。即便在营养不足和微量元素缺乏问题

作为首要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地方，

也有必要采取一种前瞻性方法，防止超重

和肥胖问题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从长远而	

言。行为的改变还有助于减少浪费，为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贡献。

为营养创建机构及政策环境

已取得的进展：一些国家在近几十年

里已大幅减少了营养不良现象。但进展并

不均衡，迫切需要更好地利用粮食体系来

改善营养。营养不良问题及其深层原因的

复杂性意味着，采取一种多利益相关方、

多部门参与的方法将是最有效的。

这种方法要求在可靠数据、共同愿景

和政治领导之上建立更加完善的治理，以

便有效规划、协调和促进各部门之间和各

部门内部的必要协作。

报告要点

•		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给社会造成了令

人难以接受的巨大人力、经济代价。

营养不足和微量元素缺乏造成的代价

高于超重和肥胖造成的代价，尽管后

者正呈快速上升趋势，即便是在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		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必须采取一种多部

门方法，包括在粮食体系、公共卫生

和教育等方面采取互补的干预措施。

这种方法也有利于实现多重目标，包

括提升营养水平，实现性别平等，实

现环境可持续性。

•		采用多部门方法后，粮食体系将提供

多种机遇，通过干预措施改善饮食结

构和营养状况。其中一些干预措施的

首要目标就是加强营养。而粮食体系

中和经济、社会或政治大环境中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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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些干预措施虽不以营养作为首要

目标，但也可能对营养产生影响。

•		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增长对于改善营

养仍起着关键作用，但能做的还有很

多。农业科研必须继续努力提高生产

力，同时增加对水果、蔬菜、豆类和

动物性产品等富营养食物的关注，以

及对更加可持续的生产系统的关注。

生产性干预措施只有注重性别角色并

与营养教育配套时，才能发挥更有效

作用。

•		传统和现代供应链都能为改善营养和

实现更加可持续的粮食体系带来风险

和机遇。传统供应链的改良有助于减

少损失、降低价格，为低收入家庭提

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现代零售和食

品加工业的发展有助于通过强化的方

式来抗击营养不良问题，但深加工、

包装食品的日益增多有可能导致超重

和肥胖。

•		最终要由消费者决定自己吃什么，从

而决定粮食体系生产什么。但政府、

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也都

能通过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确

保人们能够获得多样化营养食物，从

而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健康的选择，

减少浪费，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

贡献。

•		需要在高层政治支持下进一步完善粮

食体系的各级治理，以便确立共同愿

景，为有科学依据的政策提供支持，

并通过综合性、多部门行动促进有效

协调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