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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委 员 会  

第一二五届会议  

2018 年 11 月 12－ 16 日，罗马  

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进展报告 

 

内容提要 

根据计划委员会第一二四届会议要求，本文件介绍当前活动及其与粮农

组织《战略框架》（特别是五项战略计划其中三项）和粮农组织《行动计划》

（主抓四大重点领域或工作）挂钩的最新情况。  

征求计划委员会指导意见 

请计划委员会注意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进展。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Juan Lubroth 

动物生产及卫生司 

动物卫生处处长 

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协调员  

电话：+3906570-54184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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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1.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2015 年 6 月）通过了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的第 4/2015 号决议，该决议认识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对公共卫生和可持续

粮食生产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应让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参与制定有效对策。

该决议敦促“加强政治认识、参与和领导力……通过在农业领域审慎、负责地使用

抗菌素来确保抗菌药的长期持续获得。”  

2. 为配合实施第 4/2015 号决议，粮农组织制定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

划》（《行动计划》），主抓四大重点领域：(1) 加深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及相

关威胁的认识； (2) 提高对粮食和农业系统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使用的监督和

监测能力；(3) 加强对粮食和农业系统抗微生物药物使用和耐药性相关问题的治

理；(4) 推广粮食和农业系统良好做法，提倡慎重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3. 《行动计划》配合实施世卫组织牵头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

计划》，强调必须采用“同一个健康”办法，并让公共卫生和兽医部门、粮食和

农业部门、金融规划部门、环境专家和消费者参与其中，旨在协助各国制定实施

多部门国家行动计划，着力消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粮农组织与国际伙伴密切

合作，协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开展三方倡议，并与

其他伙伴（私营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金融机构）合作。粮农组织认识到，

为有效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不同部门之间和政治与经济实体和学科

之间必须进行协作。粮农组织认识到与环境署存在更加密切的互补关系，并对此

表示欢迎。 

4. 第 4/2015 号决议和《2016-2020 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的通过使

粮农组织得以在战略计划中纳入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相关活动，并在全球治理、

工具开发和国家指导方面起到带头作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相关倡议促成了

一系列战略计划成果，并实现了战略计划 4 与战略计划 5 和战略计划 21的大多数

产出，详见下述。  

  

                                                 
1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战略计划 4)；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战略计划 5)；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战略计划 2) 

http://www.fao.org/3/a-mo153e.pdf
http://www.fao.org/3/a-i5996e.pdf
http://www.fao.org/3/a-i599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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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及活动情况 

5. 几十年来，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

“三方”旗帜下密切合作，每年举行一次执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探索

辅助活动，寻求协商一致。此外，粮农组织还主持密切参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主要活动的食典委秘书处工作。粮农组织也是 2016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设立的抗

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机构间协调小组 2成员，该小组聚集了联合国主要机构、世界

银行集团、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以及代表政府

机构、医疗专业人员、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的约 15 名专家。  

6. 此外，粮农组织正在最后验收该领域 11 家示范基地，从而配合其他专业领

域，例如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水产养殖生物安全、诊断实验室或信息技术。  

II. 资源筹集工作和计划 

7. 目前，粮农组织参加了若干活动，为成员国采取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

提供支持。下列活动得到了加拿大、法国、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等若干供资伙伴的支持： 

- 动员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粮食和农业部门采用“同一个健康”

办法，加入全球消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工作（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区域性活动/部分国家活动） 

- 遏制粮食和农业系统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蔓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

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 解决亚洲畜牧生产业使用抗微生物药物问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性活动） 

- 支持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科学建议计划：农药残留问题联席会议、微生物

风险评估专家联席会议、营养问题联合专家会议3（全球性活动） 

- 支持举行一场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渐进式管理路径专家磋商会。 

8. 此外，若干政府以借调人员（瑞典、英国和荷兰）和安排准专业官员（中国

和德国）的形式支持计划实施工作。  

                                                 
2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842813/files/A_71_L-2-EN.pdf 
3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农药残留问题联席会议；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微生物风险评估专家联席会议；粮农组织 /

世卫组织营养问题联合专家会议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842813/files/A_71_L-2-EN.pdf


4 PC 125/8 

 

 

9. 正在谈判争取补充资金[挪威、动物生产及卫生司、渔业和水产养殖政策及

资源司]，为风险通报、风险分析、立法审查和水产养殖生产生物安全活动提供

支持。 

III． 实施安排 

10. 粮农组织内设一个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工作组，由来自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相关领域（涵盖各部门、各战略计划和各权力下放办事处）的 25 名粮农组织专业

人员（正常计划和项目职工）组成。粮农组织正在尽力增加技术支持人员，尤其

是在国家层面和总部的主要缺口领域。  

IV． 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 

各重点领域取得的进展 

重点领域 1–加深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及相关威胁的认识  

11. 本组织正在采取行动，加深全球和国家层面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认识，

促使国际治理机制认识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影响问题需要成为粮食和农业政策

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要活动如下（战略计划 2、战略计划 4 和战略计划 5

各项产出）。 

12. 就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宣传事宜与联合国和其他伙伴组织广结联盟，并为

此接触私营部门，“三方”协作开展全球宣传活动(加深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

认识，鼓励负责任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下列宣传工具：  

a) 11 月一年一度的世界抗生素宣传周活动 

b) 粮农组织 YouTube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主题播放列表  

c) 全球土壤研讨会（2018 年 5 月） 

d) “三方”Trello 数字宣传工具包（视频、出版物、社交媒体宣传卡等）  

e) “三方”互动平台（测试有关如何负责任使用抗生素的知识掌握情况；展示

互动地图，交流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活动）  

f) “三方”“同一个健康”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信息图  

g) 世界兽医日等重要活动期间（粮农组织）Listserve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主题

大规模电子邮件群发和社交媒体宣传活动  

http://www.fao.org/3/a-i8184e.pdf
http://www.who.int/campaigns/world-antibiotic-awareness-week/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qGg-BnJvs&list=PLzp5NgJ2-dK40cRTqgPqaGfsqpcAJ856a&index=1
https://trello.com/b/tBoXeVae
http://www.fao.org/3/a-i8184e.pdf
https://mailchi.mp/2e964bf9c80b/world-veterina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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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最近有关如何寻找和推行解决方案的案例研究视频：英国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情况：兽医与农民合作；孟加拉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情况：“同

一个健康 ”办法；肯尼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情况：应对挑战；合作促进负

责任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qGg-BnJv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qGg-BnJv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qGg-BnJv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Oey7FGrf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Oey7FGrf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Oey7FGrf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pLLI0XSx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pLLI0XSx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TQE_XZRP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TQE_XZR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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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 2–提高对粮食和农业系统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使用的监督和监测能力 

13. 粮农组织支持数据生成和共享工作，并对当地和全球层面的综合监督和

监测系统给予支持。主要活动如下（产出 5.1.1）。 

a) 粮农组织开发了实验室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督系统评估工具，协助

各国评估国内监督能力和实验室诊断能力。该工具已在亚非 14 个国家 4

实施，并将继续向其他国家推广。粮农组织正在开展培训，培养一批评估

人员。 

b) 粮农组织还为制定国家和区域监督战略提供支持，并就监督方法编制指导

材料。 

c) 粮农组织确定了 11 家研究所作为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示范基地

进行建设 5，这批研究所将为粮农组织和各国开展粮农组织《行动计划》

所列行动提供支持。粮农组织正与各家研究所制订工作计划。  

d) 为深入了解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环境影响，粮农组织动物卫生处、土地

及水利司和粮农组织 /原子能机构粮食和农业核技术联合司正在合作开发

一套同位素分析工具，用于了解土壤和水中抗生素的运动和去向。  

重点领域 3–加强对粮食和农业系统抗微生物药物使用和耐药性相关问题的治理  

14. 粮农组织支持制定国际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标准和监管框架，并在建立

实证和科学依据，促进制定合理标准和循证政策。主要活动如下（产出 4.1.1、

产出 4.1.2、产出 4.2.1 和产出 4.4.1）。 

a) 粮农组织发展法处制定了一种方法，用于评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所有

相关领域（包括兽医立法、食品安全、环境、水和废物）的国家法律框架，

并就如何完善提出建议。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正在协作进一步

改进该方法。  

b) 2018 年 3 月在曼谷举办了立法和抗微生物药物使用 /耐药性问题区域  

研讨会，聚集了亚太区域的监管人员和专家以及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和东盟的专家。已计划为其他区域举办类似研讨会，旨在区域统一

立法，并就此举可以如何促进完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管理达成共识。  

                                                 
4  非洲：加纳、肯尼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亚洲：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5 正在进行正式验收。  

http://www.fao.org/asiapacific/news/detail-events/en/c/1129839/
http://fao.msgfocus.com/c/1fUkhRuo81gG1hxDl7Tlk6ux
http://fao.msgfocus.com/c/1fUkhRuo81gG1hxDl7Tlk6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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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粮农组织正在研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管框架，同时还考虑到水资源

立法，包括投入农业/水产养殖的水资源、水污染问题。研究成果为非洲、

亚洲和东欧的法律比较分析和能力发展实地项目提供了依据。  

d) 粮农组织法律专家正在确认各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立法和政策，并在

改进 FAOLEX“粮农法律数据库”（综合性国家立法和政策数据库），

从而更便捷地确认和分析相关立法和政策。  

重点领域 4–推广粮食和农业系统良好做法，提倡慎重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15. 粮农组织正在重点打造知识产品，促进改进和实施相关做法，以便从多个

层面（尤其是从国家层面）积极推动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主要活动

如下（产出 2.4.1、产出 4.2.1、产出 5.3.1、产出 5.3.2、产出 5.4.1 和产出 5.4.2）。 

16. 粮农组织正在资源有限的亚非国家开展工作，实施旨在改变行为的试点

项目，力求推广良好做法，提倡慎重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17. 粮农组织正在结合技术卫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门知识，配合国家工作队

制定实施试点项目，从而了解并转变利益相关方的做法，以便解决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问题，善用抗微生物药物。举例来说，粮农组织孟加拉国工作队为孟加拉

国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联盟提供支持，促进制定常见禽病的治疗准则，鼓励

适当选用抗微生物药物。粮农组织孟加拉国工作队还在试行一项流动应用和培训

计划，为兽医和医师改进处方实践提供支持。粮农组织还在针对东欧和中亚区域

猪禽疫病制订区域治疗准则。  

18. 粮农组织正在制订一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分步管理办法，名为 “渐进式管

理路径”，旨在：明确管理环节并提高国家能力，以便逐步促进更好采取行动，开

展针对性监督或改进治理结构；确立符合部门具体情况的最佳做法；确保人们不

断加深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威胁的认识，并不断改变行为。  

19. 粮农组织已结束专家磋商，并已完成下列概要报告，不久以后将在网上

发布： 

 抗微生物药物使用情况、耐药性数据和园艺所受影响；  

 食品加工中生物农药使用情况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环境中抗微生物药物残留和耐药性。  

20. 粮农组织正在编制各类水产养殖和渔业准则和出版物，包括水产养殖滞销品

管理准则、鱼品风险检验准则和鱼品加工厂废物管理准则。此外，正在编制一份

http://www.fao.org/antimicrobial-resistance/projects/ongoing/project-2/en/
http://tv.fao.org/video/index/entryId/1_yjk50sax
http://tv.fao.org/video/index/entryId/1_yjk50sax
http://www.fao.org/antimicrobial-resistance/projects/ongoing/project-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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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水产养殖中细菌病负责任管理 ”的出版物，并在为重要的水产养殖物种（鲤

鱼、罗非鱼和虾）编制生物安全手册。  

21. 粮农组织已向各行各业征集良好做法指导意见，最后收到 350 多份意见。

粮农组织正在审查提交的意见，评估意见的佐证依据，随后将向所有成员国提供

汇总材料。 

V. 粮农组织各秘书处和各公约 

22. 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典委重新设立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特设工作组。工

作组首次会议由大韩民国于 2017 年 12 月主办。工作组将分析和修订现行《操作

规范》，争取尽量减少和控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同时还将编制新的指导材料，

帮助各国监督食源性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粮农组织于 2018 年 6 月 11-15 日举行

了一次专家会议，探讨食品生产环境（包括作物）在形成食源性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方面的作用，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特设工作组提供科学建议。  

23. 全球土壤伙伴关系–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种新的水土污染物，最近在

粮农组织于 2018 年 5 月主办的全球土壤研讨会6等场合得到了讨论。  

VI. “三方”助力各国解决各部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24. 2018 年 5 月，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卫组织三方签署一份谅解

备忘录，正式确定并加强在人类、动物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关工作领域（包括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三方加一”）合作制订一份

具体的两年期工作计划，配合实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全球

行动计划》）。《2019-2020 年“三方加一”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工作计划》的

实施有助于各国采用“同一个健康”办法落实下列工作：  

a) 加深认识和改变行为，为此支持有效宣传，使证据、指导材料和政策转化

为具体行动，促进改变行为；  

b) 监督和监测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使用情况，为此在技术上支持建立和运

行综合监督系统，并促进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各部门共享数据；  

c) 管理和善用，为此通过推动研发来维持抗微生物药物效果；  

                                                 
6 会议报告见：http://enb.iisd.org/download/pdf/sd/enbplus206num6e.pdf  

http://enb.iisd.org/download/pdf/sd/enbplus206num6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136645/icode/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136645/icode/
http://enb.iisd.org/download/pdf/sd/enbplus206num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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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实施国家行动计划和立法，为此确保有效协调和援助，促进了解经济影响

和政治因素，从而确定行动优先顺序，敲定所需立法和监管方案；  

e) 监测和评价，便于主要利益相关方评估是否全部都在实现变革。  

25. “三方”也积极参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机构间协调小组，该小组根据

联合国大会第 A/RES/71/3 号决议的要求设立，负责确保采取持续有效的全球行动，

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将于 2019 年 3 月 /4 月向秘书长

提交报告介绍结论和建议，随后秘书长将于 2019 年 9 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  

26.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卫组织正在制订一项监测和评价办法，

用于跟踪《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实施进展和实施工作发挥影响的进

展。 

27. 各国在采用“同一个健康”办法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方面获得了支持。

“三方”正在利用世卫组织建立的一个数据库，通过年度自评调查监测成员国

实施各自国家行动计划的进展。  

28. “三方”还在制订《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消除工作推进和管理全球框架》，

指导开发、控制、配发和审慎使用新的抗微生物药物，促进护理站诊断工具、

优质疫苗和其他干预措施方面的投资，并力求保护现用药物，促使人人负担得起。  

VII． 下一步行动和今后活动（2018-2019 年） 

29. 粮农组织将：  

 继续积极参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国际协调机制，例如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特设机构间协调小组、“三方”和“三方加一”计划。  

 就机构间协调小组报告及对机构间协调小组提交秘书长报告的所有材料的

审查提出建议或为起草建议献计献策。  

 定期或根据要求向成员国介绍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动向。  

 继续以提供一名官员的形式支持设在日内瓦的机构间协调小组秘书处。  

 加大资源筹集力度，协助各国实施国家行动计划，并召开国家和区域利益

相关方会议。  

 加大“三方”（加上环境署）活动资源筹集力度，在管理 /治理、综合监督、

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宣传、国家行动计划和立法框架、一个监测和绩效平台

方面开展合作。  

http://www.who.i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interagency-coordination-group/en/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1/3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93736/1/9789241509763_eng.pdf
https://extranet.who.int/sree/Reports?op=vs&path=/WHO_HQ_Reports/G45/PROD/EXT/amrcsat_Menu
http://www.who.int/antimicrobial-resistance/global-action-plan/AMR-self-assessment-2017/en/


10 PC 125/8 

 

 

 在国家层面开展粮农组织工具试用活动（即对禽肉生产、水产养殖生物安全

试行渐进式管理路径）。 

 向食典委工作组提供必要建议。  

 适当筹备世界抗生素宣传周（2018 年 11 月和 2019 年 11 月）。 

30. 近期和今后活动： 

 9 月 12-13 日 – “三方”举行抗微生物药物使用和耐药性工作计划会议，

配合落实谅解备忘录（罗马）  

 9 月 17-18 日 – 探讨今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治理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

分组会议，斯德哥尔摩）  

 9 月 28 日 – 与“三方”伙伴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视频磋商（由 ReAct 组织）  

 10 月 1-2 日 – 世卫组织总部举行世卫组织成员国《推进和管理全球框架》

磋商会（日内瓦） 

 12 月 16-17 日  – 粮农组织总部举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机构间协调小组

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