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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委 员 会  

第二十五届会议  

2020 年 10 月 5－9 日，罗马 

森林与生物多样性  

 

内容提要 

2019 年 12 月，理事会第一六三届会议通过了《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战略》，并提请粮农组织为《战略》实施编写行动计划草案。  

本文件介绍了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尤其是林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的

情况，并报告了粮农组织为促进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开展的活动。

本文件还载有经修订的《2020-23 年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

实施行动计划》，供林业委员会审议。  

建议林业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林委不妨： 

 注意《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的实施进展；  

 审查本文件附录 I《2020-23 年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

实施行动计划》草案； 

 建议在《行动计划》定稿过程中考虑林委会意见和建议。 

林委不妨请成员国： 

 加强林业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并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在这方面的

合作； 

 完成第二份《世界森林遗传资源状况报告》国家报告，并尽快提交粮农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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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不妨要求粮农组织： 

 开展林业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情况审查，分享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平衡方案的良好做法，并在下届会议上报告进展情况；  

 进一步促进野味价值链上野生生物的可持续管理，包括采用“同一个

健康”举措更好地预防人畜共患病风险；  

 促进粮农组织及其他组织开展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其他工作，酌情加强林业

方面的考量。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森林资源管理小组组长  

Sheila Wertz-Kanounnikoff 女士 

Sheila.Wertz@fao.org 

（请抄送：COFO-2020@fao.org） 

 

I. 引 言 

1. 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对粮农组织主动承担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平台的

工作表示欢迎；并要求粮农组织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他国际组织等伙伴

合作，共同推动以有序、一致的方式整合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农业各部门

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管理和恢复行动。  

2. 2018 年 7 月，林业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要求粮农组织制定生物多样性

战略，包括林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计划，提交林委审议1。 

3. 经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授权2，理事会于 2019 年 12 月第一六三届

会议上通过了《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 3。《战略》要求

粮农组织“为落实《战略》制定行动计划，包括时间表，提交粮农组织各技术

委员会审议，并提交理事会批准4”。 

                         
1 COFO/2018/REP。  

2 C 2019/REP，第 48 段。  

3 CL 163/11 Rev1，附录。  

4 CL 163/11 Rev.1，第 IV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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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定于 2021 年在中国昆明举行的下一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

《生物多样性公约》有望通过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前正在讨论的框架

草案包含与粮农组织工作有关的各项议题5。 

5. 本文件报告了《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实施行动计划》

制定工作取得的进展，并介绍了粮农组织对林业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及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工作做出的贡献。  

II. 背 景 

6. 生物多样性已经是林业公认的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持续森林管理的

概念不断发展，指导着政策和方法的确立与实施，以维护并增强森林的经济、社会

和环境价值。联合国《2017-2030 年森林战略计划》6也明确承认森林在维持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作用。 

7. 对于粮农组织而言，生物多样性在农业各部门的主流化有助于“打造一个

农业和粮食系统减少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发挥其

潜力且能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持续利用、管理和恢复做出贡献的世界，保障

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并为生计提供支持7”。 

8. 近期，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暴发，森林与人类新发

传染病之间的联系再次受到关注。公认的新发传染病事件中有将近四分之三是人畜

共患病，即这些疾病起源于动物。COVID-19 疫情便是其中之一。对于那些目前

认为与森林有关的新发传染病，通常由一系列因素共同引发，包括：毁林及其他

土地用途变化，人类越来越多地接触此前少有接触的森林栖居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

以及病原体适应性（另见 COFO/2020/6）。由于全球对土地及其产品的压力日益

增大，森林边界正在被重塑，栖息地正在被改变，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这增

加了新发传染病的风险，对全世界人类健康，特别是对那些最依赖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却最不受社会保障机制保护的人群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同一个健康”

是指多学科共同努力，实现人类、动物和环境的最佳健康。借助“同一个健康”

举措，可以全面审视人类与森林及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相互联系。过去十年来，

“同一个健康”在公共卫生、动物和畜牧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生态系统动态受到的关注通常较少。因此，通过“同一个健康”方法解

决与森林相关的疫情驱动因素时，需要更加注重在 COVID-19 疫情之后“重建更

美好家园”。预计疫情之后经济危机应对工作会增大对森林的压力，因此这一

点显得更加重要。 

                         
5 https://www.cbd.int/post2020/。  
6 A/RES/71/285。  
7 CL 163/11 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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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行动计划制定进展 

9. 为落实《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粮农组织应要求制定一份

行动计划。所有相关部门和办事处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同时考虑到粮农组织及其

伙伴正在开展的工作，增强协同，避免重复。希望《行动计划》与其他相关战略

和政策互为补充，包括《粮农组织气候变化战略》、《粮农组织营养工作战略和

愿景》、《粮农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政策》以及《粮农组织性别平等政策》等。 

10. 2020 年 6 月，计划委员会第一二八届会议审查了行动计划的第一稿8并提出

了详细的意见9。2020 年 7 月，理事会第一六四届会议对《战略》执行取得的进展

表示赞赏，强调需要由有关技术委员会审查《行动计划》草案，并建议将《行动

计划》的执行期限延长至三年10。 

11. 应理事会要求，行动计划草案将期限由原来设想的两年延长至四年。所列

行动并非穷尽，如有新的供资渠道或有利条件不断发展亦可开展其他活动。

为 2020-21 年安排的大多数重要行动都已反映在《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

但在《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定稿之前，为下一个两年度（2022-23 年）

提议的一些重要行动仍是暂定的。《行动计划》修订草案见附录 I。 

IV. 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活动  

12. 2018 年 12 月，理事会第一六〇届会议核可“粮农组织制定农业部门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战略”11，此后，粮农组织继续实施旨在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关切纳入

农业政策、计划和活动的各项活动。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网站及政策门户已完成

改版整合12。2018-2019 年期间，粮农组织还在各区域召开了数场多利益相关方对话。

各场对话提出的建议较少针对特定部门（例如林业），而是呼吁加强知识共享、

数据和信息的获取和交换、农业和环境部门的协调、认识提高及能力建设，以及

开展梳理工作，记录良好做法，并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领域的创新创造机会 13。

粮农组织跨部门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的详细报告参见 CBD/SBSTTA/24/INF/1414。 

                         
8 PC 128/9。  

9 CL 164/6 Rev.1，第  段。  

10 CL 164/REP，第 18 l)段。  

11 CL 160/REP，第 60 段。  

12 http://www.fao.org/policy-support/policy-themes/biodiversity-genetic-resources-and-ecosystem-services/zh/。  

13 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网站提供了所有区域对话的报告：http：//www.fao.org/biodiversity/mainstreaming-

platform/en/。 

14 https://www.cbd.int/doc/c/6775/ac68/06e09f04b4b113ed2b74b67e/sbstta-24-inf-14-en.pdf 

http://www.fao.org/policy-support/policy-themes/biodiversity-genetic-resources-and-ecosystem-services/zh/
https://www.cbd.int/doc/c/6775/ac68/06e09f04b4b113ed2b74b67e/sbstta-24-inf-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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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粮农组织林业生物多样性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13.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第十七届例会 15审议了若干跨领域

问题及针对具体部门的问题，包括森林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第五届会议

（2018 年 5 月 8-10 日）提供的指导 16。会议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欢迎粮农组织

《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 17报告，认为该报告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十年”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工作的宝贵贡献。

遗传委还通过了第二份《世界森林遗传资源状况》报告（将于 2023 年发布）的

大纲和起草时间表，以及实施《森林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的供资战略。会议

还批准了制定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的自愿准则。  

14. 2019 年 10 月，应非洲森林和野生生物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要求，为了

进一步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考量纳入其他相关部门的活动，粮农组织在加纳阿克拉

组织了一场多部门对话，讨论人类-野生生物-家畜-生态系统相互联系的相关问题18 19。

对话还介绍了容易通过这些联系进行传播的人畜共患病的情况，并表示在此背景

下非洲森林和野生生物委员会成员有必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合作，以更好地开展

预防未来人畜共患病疫情等工作。  

15. 为推动林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技术工作，粮农组织与“国际生物多样性

组织与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合作开展了一次审查，了解怎样通过森林管理

加强森林的授粉服务，为各部门带来景观层面效益20。 

16. 其他为林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做出贡献的粮农组织旗舰出版物包括 2020 年

《世界森林状况》21和 2020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22等。 

  

                         
15 CGRFA-17/19/Report。  

16 CGRFA-17/19/10.1。  

17 http://www.fao.org/3/CA3129EN/CA3129EN.pdf.  

18 第 13-17 段，FO:AFWC/2020/07。  

19 AFWC/2020/Inf.4。  

20 Krishnan S.，Wiederkehr Guerra G.，Bertrand D.，Wertz-Kanounnikoff S. and Kettle C. J. （2020）  The 

Pollination services from forests: A review of forest and landscape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to enhance their 

cross-sectoral benefits。林业工作文件。《粮农组织和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罗马。  

21 COFO/2020/3。  

22 COFO/2020/4。  

http://www.fao.org/3/mz618en/mz618en.pdf
http://www.fao.org/3/ca7709en/ca770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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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粮农组织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贡献 

17. 下一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目前定于 2021 年 5 月举行，届时《生物

多样性公约》缔约方有望通过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专门为制定此框架

而成立的闭会期间开放性工作组正在就此进行磋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至 30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第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8 日

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第三次会议原定于 2020 年 7 月在哥伦比亚卡利举行，但由于

COVID-19 疫情而推迟至 2021 年初。包括目标和指标草案在内的框架草案初稿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发布，作为第二次会议的讨论稿23。 

18. 粮农组织以各种方式为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做出了贡献，包括

提交粮农组织相关知识和工具的正式文件（例如 2020 年 1 月提交《粮农组织农业

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 24，以及提交《生态农业十项要素》 25）；积极

参与主题磋商，为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进程提供信息（例如 2019 年 11 月关于

生态系统恢复的磋商，2020 年 7 月关于可持续利用的磋商）；编写《世界粮食和

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 26、以“森林、生物多样性与人类”为主题的《世界

森林状况》报告 27、《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 28；以及由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

合作伙伴关系（粮农组织是该组织成员，其秘书处也设在粮农组织）提供关于

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在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作用的技术咨询。粮农

组 织 参 与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进 程 的 详 细 情 况 见 文 件 CL 164/INF/4 和 

CL 164/INF/4-WA3。 

  

                         
23 CBD/WG2020/2/3。  

24  www.cbd.int/api/v2013/documents/EAE6CB90-C4DD-DE4A-BAFE-A538B2D545DC/attachments/FAO3.pdf 。  

25 www.cbd.int/api/v2013/documents/EAE6CB90-C4DD-DE4A-BAFE A538B2D545DC/attachments/FAO1.pdf。  

26 http://www.fao.org/3/CA3129EN/CA3129EN.pdf。  

27 COFO/2020/3。  

28 COFO/2020/4。  

http://sdg.iisd.org/events/first-meeting-of-the-open-ended-working-group-on-the-post-2020-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sdg.iisd.org/events/second-meeting-of-the-open-ended-working-group-on-the-post-2020-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sdg.iisd.org/events/third-meeting-of-the-open-ended-working-group-on-the-post-2020-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www.cbd.int/api/v2013/documents/EAE6CB90-C4DD-DE4A-BAFE%20A538B2D545DC/attachments/FAO1.pdf
http://www.fao.org/3/CA3129EN/CA312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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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2020-23 年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实施行动计划》草案 

《战略》成果 

1. 本《行动计划》以《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

（《战略》） 29为基础并旨在将《战略》付诸实施。《行动计划》为《战略》的

四项成果均提出了具体的关键行动、可交付成果和交付日期。《战略》的成果为：  

 成果 1：应各成员要求为其提供支持，强化其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能力。  

 成果 2：在粮农组织各项政策、计划和活动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成果 3：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工作中发挥的

作用得到认可。 

 成果 4：粮农组织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协调和交付工作得到加强。  

粮农组织核心职能和《战略》核心行动领域 

2. 《行动计划》中各项《战略》成果的关键行动按照粮农组织七项核心职能

划分： 

 推动和支持国家制定并实施规范和标准制定文书，如国际协定、行为准则、

技术标准等； 

 整理、分析和监测粮农组织职责相关领域的数据和信息并完善其获取； 

 推动、促进和支持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对话；  

 建议并支持国家和区域层面开展能力建设，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价基于

实证的政策、投资及计划； 

 建议并支持粮农组织职责相关领域内知识、技术和良好做法的整理、推广

和进一步采用； 

 推动政府、发展伙伴、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保障粮食

安全和营养，促进农业与农村发展；  

 在粮农组织职责领域内开展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宣传和交流工作 [突出

强调]30。 

                         
29 CL 163/11 Rev.1。  

30 C 2019/3，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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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动计划》将粮农组织核心职能阐释为表 1 所示核心行动领域。 

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关键行动 

4. 《行动计划》各项关键行动将《战略》各成果所确定的一项或多项活动

具体化或进一步细化（附件 1）。 

5. 各项关键行动依核心行动领域划分，后者各与粮农组织七项核心职能分别

保持一致。核心行动领域包含实施《战略》活动所要开展的系列关键行动，

其宗旨是在考虑粮农组织及其伙伴当前工作的前提下实现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关键行动列表并未全部列出粮农组织计划开展的工作。《行动计划》为

每项关键行动均列出了可交付成果和交付日期。  

表 1：粮农组织核心职能和《战略》核心行动领域  

粮农组织

核心职能  

《战略》核心行动领域  

成果 1 应各成员要求为其提供支持，强化其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能力  

1 推动和支持各国制定并实施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规范性文书和标准制定文书  

2 支持各国收集和分析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并将其用于决策  

3 推动就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开展政策对话  

4 支持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的能力建设  

5 提高各国知识、技术和良好做法采纳力度，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6 推动建立伙伴关系，支持落实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  

成果 2 在粮农组织各项政策、计划和活动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3 推动就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开展政策对话  

5 提高粮农组织及伙伴的知识、技术和良好做法采纳力度  

成果 3 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得到认可  

2 改善数据和信息获取情况，推动了解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在粮食安全

与营养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3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推动、促进和支持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对话  

5 汇总、推广和加强展示生物多样性与粮食安全联系的知识、技术和良好做法的

采纳力度  

6 推动建立伙伴关系，支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之间实现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7 在相关论坛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认识  

成果 4 粮农组织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协调和交付工作得到加强  

4 加强粮农组织在生物多样性相关事务方面的能力  

5 提高粮农组织各项政策和程序对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技术和良好做法的采纳

力度  

6 加强与各相关组织合作  



COFO/2020/5 9 

 

 

监  测 

6. 《行动计划》还规定对《战略》实施情况进行监测，监测工作将遵循《战略

框架》报告周期及本组织 2020-21 年及 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31监测框架。 

7. 根据经审查的《战略框架》及《2018-21 年中期计划》所确立，并与《战略》

成果相关的现有具体目标和指标用于衡量《战略》实施进展（附件 2）。所用指标

已获粮农组织大会批准，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吻合。因此，《战略》与《行动

计划》纳入了《粮农组织战略框架》及《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32，并将

完全纳入新版《战略框架》、《中期计划》及《工作计划和预算》。  

监测和更新 

8. 《行动计划》周期为 48 个月，其中行动将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实施。  

9. 《行动计划》的进一步编写过程中将考虑新的进展和协议，包括在《生物

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及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达成的协议33，以及《战略》和

《2020-23 年行动计划》实施经验。将提请理事会于 2023 年底审议《战略》的

更新和修正案及《2024-25 年行动计划》草案。 

 

 

                         
31 CL 163/3-WA3 及 WA4。  

32 C 2019/3。  

33 CL 163/11 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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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23 年行动计划》的核心行动领域、粮农组织核心职能、关键行动、可交付成果及暂定交付日期  

成果 1：应各成员要求为其提供支持，强化其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能力  

核心行动领域 粮农组织 

核心职能* 

关键行动 可交付成果 暂定 

交付日期 

推动和支持各国

制定并实施与生

物多样性相关的

规范性文书和标

准制定文书 

1 支持各国实施《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分析《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粮农组织为

支持国家层面实施所要采取的行动 

2023 

支持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就《粮食

和农业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制定并达成协

议，就《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提出

应对政策，支持各国实施动植物和森林遗传资源领域

业已达成的全球行动计划 

通过新的《全球行动计划》和应对政策，为实施

和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2023 

支持各国降低有害杀虫剂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负面影

响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

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研讨会课程

至少增加一节关于有害杀虫剂替代品的内容以及

一节关于杀虫剂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影

响的内容 

2021 

通过关于消除高危害杀虫剂风险的全球行动计划 2021 

促进国家或区域层面就批准和执行粮农组织生物多样

性相关公约开展政策对话，例如《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国际条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  

开展国家/区域磋商，促进公约批准和执行 2023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进程中

为各国和区域机制提供支持 

起草提交渔业委员会（渔委会）第三十四届和

三十五届会议的关于渔业部门相关谈判主要内

容的报告 

2023 



COFO/2020/5 11 

 

 

支持各国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可持续野生生

物管理的决定（CBD/COP/DEC/14/7），加强法律

框架，在粮食安全和扶贫工作中加强可持续野生生

物管理 

在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计划试点国家（至少 14 个

国家）评估国家法律框架对野生生物相关国际公

约和文书的遵守情况，并为其改进提供支持  

2023 

编写跨国分析报告，针对实现可持续野生生物管

理需要制定 /加强哪些规范框架和标准向《生物

多样性公约》提供建议 

2023 

支持各国收集和

分析生物多样性

相关信息并将其

用于决策 

2 收集、分析并发布数据和信息，包括按性别分列的

数据，监测各层面生物多样性状况 

定期更新渔业及水产养殖统计数据 进行中 

发布《2020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 2020 

在林业委员会（林委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召开前

编写两年一期的《世界森林状况报告》 

2022 

发布全球森林遥感调查报告 2021 

在渔委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召开前编写两年一期的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 

2022 

推出支持鱼类渔获和贸易相关数据收集的移动

工具  

2023 

推出全球 ALDFG（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

弃的渔具）数据库，应对 ALDFG 和相关“幽灵

捕捞”问题，并开始收集数据 

2023 

在联合国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

放量合作方案（UN-REDD）年度报告中更新环

境保障措施信息系统相关内容 

2023 

有关野味供应链和消费的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计

划数据和相关知识产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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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国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收集能力建设，使

其能够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尤其是生物多

样性相关指标34 

向 所 有 国 家 提 供 粮 农 组 织 统 计 数 据 库

（FAOSTAT）中的土地覆被变化统计数据 

2021 

更新可持续发展目标网站 进行中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2.4.1 做数据收集和分析，并

以报告说明生物多样性次级指标的国家答复率与

答复细节 

2023 

建立驯化蜜蜂多样性监测系统 在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中建立粮食

和农业相关受管理蜜蜂多样性监测系统 

 

2021 

运用地理空间和生物物理数据，并利用专门关注各可

持续发展目标权衡取舍的分析和建模内容考虑生物多

样性 

生物多样性纳入“手拉手”行动计划规划文件  2023 

在《可持续农业进展》中利用农牧业生产方面的国家

统计数据估算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 

农牧业生产基尼系数时间序列，反映对多个物种

的依赖程度 

2020 

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具体数据请求纳入《鹿特丹公

约》下开展的杀虫剂相关数据收集工作 

各方开展高危害杀虫剂项目，在高危害杀虫剂问

卷中填写环境影响相关数据 

2021 

支持自然资本核算 至少两个国家开展项目，实施农业、林业和渔业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物多样性相关核算（农牧业

生产；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 

2023 

  支持各国收集植物、动物和水生遗传资源数据，并记

录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及开发工作，包括为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2.5 和 15.6 监测提供便利的工作，

还包括按性别分列的数据 

核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基因库标准实用

指南》 

2021 

定期更新遗传资源数据库（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

（DAD-IS）以及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WIEWS]） 

进行中 

                         
34 可持续发展目标 2.4.1、2.5.1、2.5.2、12.3.1、14.4.1、14.6.1、14.7.1、14.b.1、14.c.1、15.1.1、15.2.1、15.3.1、15.4.2、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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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遗传委第十八届例会提交《植物和动物遗传资

源全球行动计划》国别实施情况监测报告 

2021 

建立新的森林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 2023 

建立养殖水生动物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并用于

国别报告 

2023 

更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第 17 条下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信息

系统（GLIS），与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同步 

2023 

推动就生物多样

性主流化开展政

策对话 

3 推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工作 

为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工作计划的制定提供材

料，定期向粮农组织领导机构汇报工作计划制定

进展 

进行中 

支持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方面的能

力建设 

4 支持各国制定一致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将生物多样性

内容纳入各部门 

将肥料法律框架纳入 SoiLEX 2021 

发布《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立法实用指南》，在非

洲举办两次区域研讨会，支持《实用指南》落实 

2021 

修订提交给农业委员会（农委）的关于政策的国

别报告，反映《肥料可持续使用和管理国际行为

规范》内容 

2023 

各国具备能力，可确定渔业和林业等农业部门潜

在的其他有效划区保护措施 

2021-

2022 

支持各国采用战略和法律框架，保护并重视本地生物

多样性，促进营养和市场 

至少四个国家（塞内加尔、尼日尔、莫桑比克、

秘鲁）实施保护并重视本地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框

架，促进营养和市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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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可持续野生生物计划试点国家（至少 14 个

国家）汇总相关立法和国家法律概况，分析可持

续野生生物管理规范框架的优点、欠缺和弱点

（包括野生生物的消费性和非消费性利用、动物

生产和卫生、食品安全等）供在线查阅 

2023 

支持成员国筹集资金，包括利用全球环境基金的资

金，开展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以及对有利于生物

多样性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投资 

应国家要求，根据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国别规划框

架，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纳入技术合作计

划、政府合作计划、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

金等多双边项目 

2023 

充分利用粮农组织的比较优势，根据全球环境基

金的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优先事项，拟定至少两

个针对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计划性工作领域，供

各国选择并根据自身情况加以调整 

2023 

协助成员国将生物多样性视角（包括相关性别战略）

纳入相关规划性文书，包括粮农组织国别规划框架和

区域举措、国家农业规划以及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规

划等 

应国家要求，支持制定畜牧总体规划，提高畜牧

业对经济增长、减贫、性别平等、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贡献，同时减少环境足迹，改善生物多样性 

2023 

应成员国要求，协助成员国提高制定、调整和实施

“获取和利益共享”措施的能力，在这项工作中考虑

遗传资源对粮食和农业的重要性、遗传资源在粮食安

全中的特殊作用及其独特特征 

完成国家获取和利益共享措施调查，考察这些措

施适应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特点的情况，并由粮

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审议据此提出的建议  

2023 

支持各国开展能力建设，对生态系统方法等可持续生

物多样性管理工作进行监测 

《可持续土壤管理》实施情况监测工具 2021 

用于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实施情况监测的工具和用

户指南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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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淡水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流动工具和指标  2021-

2022 

针对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以及固

体污染物（尤其是塑料垃圾）的管理举办区域研

讨会 

2021-

2022 

发布两项用于评估工作的畜牧业环境评估及绩效

伙伴关系准则 

生物多样性与畜牧业——定量评估准则 

测量畜牧生产体系中的土壤碳储量和储量变化并

建模 

2021 

《肥料可持续使用和管理国际行为规范》实施计

划的执行 

2022 

关于开展肥料质量评估的国家实验室的数据库  2021 

根据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计划试点国家的实地测

试，制定可持续狩猎管理监测准则和工具 

2023 

支持各国实施《生态农业十项要素》框架，推动向生

物多样性友好型农业和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  

发布《生态农业十项要素实施实用指南》，在非

洲举办两次区域研讨会，支持《实用指南》的落

实 

2022 

提高各国知识、

技术和良好做法

的分享和采纳力

度，实现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 

5 支持各国就预防、管理和消除入侵物种进行能力建设  针对制定森林入侵物种暴发应急预案举办欧洲和

中亚区域研讨会 

2020 

支持肥料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营养敏感型农业土壤管理报告 2023 

支持并强化传粉媒介管理 支持国家和区域落实《国际授粉媒介倡议 2.0

版》 

2023 

支持以实施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渔业管理 推出支持落实生态系统渔业方法的工具和在线学

习课程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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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和减少渔业中海洋哺乳动物兼捕的技术准

则》获得通过 

2021 

发布大西洋中层鱼类物种指南 2021 

通过热带虾拖网渔业减少兼捕的最佳方法得到采用 2021 

至少两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渔具改装以减少“幽灵捕

捞” 

2021 

举办一场专家研讨会，分享以生态系统渔业方法
进行渔业管理的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并撰写成
果汇总报告 

2022 

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建立多边环境协议相关

能力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实施“欧盟—非加太
多边环境协议计划”第三期 

支持将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措施纳入国家政策框架、战略和行动计划 

支持生物多样性在国家农业推广计划中的主流化
和制度化 

帮助农业生产者采用生态系统举措并转向可持续
生产的培训计划 

2023 

非洲、亚太和拉美区域启动并执行“联合国减少
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合作方案
计划”第三期 

2021 

支持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做法，并改进森林、稀树草

原和湿地以及淡水生态系统中野生生物的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工作 

至少支持 30 个国家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做法 2023 

诊断野生生物管理框架的最佳做法 2021 

根据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计划研究案例分析男性

和女性在野味供应链中的作用 

2023 

确立八个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国家的数据基线，

为全球、区域和国家数据库提供数据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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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与《拉姆萨尔公约》联合编写的湿地农业经

验报告 

2023 

关于人工林生物多样性的报告，作为对可持续森

林管理的支持 

2022 

成果 2：在粮农组织各项政策、计划和活动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推动就生物多样

性主流化开展政

策对话 

3 推动粮农组织技术委员会、区域会议 /委员会及其他

法定机构探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发布技术委员会、区域会议 /委员会及粮农组织

其他法定机构会议报告 

2023 

将生物多样性作为跨领域主题纳入下一版《粮农

组织战略框架》、《中期计划》及《工作计划和

预算》 

2021 

提高粮农组织及

伙伴的知识、技

术和良好做法采

纳力度 

5 响应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并由环境署和粮农组织牵头的

联合国全系统工作“扭转毁林趋势”，与环境署、经

社部等相关机构合作，确立跨部门举措，解决农业当

中造成毁林、土地退化、湿地丧失及相关生物多样性

损失的因素 

成立工作组 2020 

在粮食系统峰会上公布倡议 2021 

成果 3：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得到认可  

改善数据和信息

获取情况，推动

了解生物多样性

及其生态系统服

务在粮食安全与

营养工作中发挥

的作用 

2 提供粮农组织负责或配合监管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

的最新情况和趋势35 

电子版粮农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进展报告  2023 

编写粮农组织报告，其中包含描述生物多样性与粮食

安全联系的章节 

林委会会议召开前发布 2022 年《森林状况》报告 2022 

渔委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召开前发布《渔业和水产

养殖状况》报告 

2022 

发布《土壤生物多样性知识状况——现状、挑战

和潜力》报告 

2020 

                         
35 可持续发展目标 2.4.1、2.5.1、2.5.2、12.3.1、14.4.1、14.6.1、14.7.1、14.b.1、14.c.1、15.1.1、15.2.1、15.3.1、15.4.2、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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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及水资源状况》

报告 

2021 

向遗传委第十九届会议报告第三份《世界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编写情况，并提交

第二份《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

告 

2023 

报告基于全球畜牧环境评估模型开展的全球生物

多样性与畜牧业评估情况 

2021 

在全球、区域和

国家层面推动、

促进和支持生物

多样性相关政策

对话 

3 召开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专家会议、会外活动和

高级别活动 

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研讨会 2021 

植物遗传资源原生境保存和农场管理研讨会  2021 

全球盐碱土壤研讨会 2021 

全球土壤肥力研讨会 2022 

关于粮食和农业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作用的

多利益相关方对话 

2020 

《肥料可持续使用和管理国际行为规范》区域和

全球信息活动 

2023 

世界林业大会 2021 

粮农组织/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全球水产养殖大会 2021 

  代表粮农组织与各农业部门出席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  在以下活动的规划和 /或实施中发挥引领作用并

提供支持： 

 

 

海洋大会 2021 

世界粮食系统峰会 2021 

营养促增长峰会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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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家禽大会 2021 

世界遗传学应用于畜牧生产大会 2022 

欧洲动物科学联盟（EAA） 2023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2021 

“我们的海洋”会议 2021 

欧洲发展日 2021 

世界渔业大会 2021 

国际珊瑚礁研讨会 2021 

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大会 2021-

2023 

世界林业大会 2021 

代表粮农组织出席相关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将粮农

组织定位成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论坛，

并确保其他协议涵盖农业部门需求 

参与以下活动规划和实施：  

联合国大会生物多样性峰会 2020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2023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第十四次、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 

2023 

汇总、推广和加

强展示生物多样

性与粮食安全联

系的知识、技术

和良好做法的采

纳力度 

5 分享最佳做法并开发工具，展示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

用与粮食安全之间的联系，并支持向生物多样性友好

型农业和可持续粮食系统转型 

每年在粮农组织网站和相关论坛分享可持续野生

生物管理计划的准则、良好做法等知识产品，作

为“可持续森林管理工具箱”内容 

2023 

发布《评估地理标志可持续性》指南，其中包含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内容 

2021 

出版《可持续食品采购》一书，其中若干章节讨

论如何支持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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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网站上提供生态

系统恢复准则、最佳做法及监测框架 

2023 

通过生态农业知识中心创建从业者实践网络群组 2021 

在所有区域测试生态农业绩效评价工具并建立全

球数据库，增加生态农业多维绩效证据，推动建

立可持续性更高的粮食系统 

2021 

出版《山地农业系统——未来的种子》，收集整

理优秀的山区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对可持续山

区发展的贡献 

2020 

全球土壤再碳化：良好管理做法技术手册 2020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生产部门生态系统恢复立场

文件 

2021 

可持续养蜂业良好养蜂做法准则 2021 

推动建立伙伴关

系，支持各国政

府、发展伙伴、

民间社会及私营

部门之间实现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 

6 拓展相关伙伴关系（例如，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成

员、森林合作伙伴关系、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合作伙

伴关系、山区伙伴关系、全球土壤伙伴关系、政府间

土壤技术小组）的工作，增进对生物多样性在粮食安

全方面作用的认识 

森林合作伙伴关系制止毁林的联合倡议 2020 

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合作伙伴关系举办野生生物

论坛 

2021 

 

山区伙伴关系发布山区生物多样性政策简报  2020 

全球土壤伙伴关系年度全体会议 2020-

2023 

政府间土壤技术小组年度工作会议 2020-

2023 

在气候投资以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中纳入生物多样

性考量 

将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与计算工具（B-INTACT）

应用于所有区域以及农牧林等各部门的各类项目

和计划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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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全球土壤再碳化（RECSOIL）倡议，包括

编制全球土壤有机碳存储地图以及发布农场层面

全球土壤有机碳衡量、报告与核查准则 

2020-

2021 

改善全组织可持续性报告标准和现有全组织指标 /衡

量矩阵，确保私营部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具有更大

的透明度和问责 

制定、测试并推广一套指标 /衡量矩阵，以协助

食品和农业企业衡量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帮

助各国政府收集企业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做法  

2021 

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碳披露项目

（CDP）、可持续性会计标准委员会（SASB）

等企业报告组织合作，更好地将生物多样性纳入

其标准（尤其是与食品和农业相关的行业标准）

的主流 

2021 

在相关论坛加强

对生物多样性及

其生态系统服务

对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认识 

7 提高对地理标志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推动营养健康膳

食方面潜力的认识 

与国际地理标志网络组织（OriGIn）共同举办地

理标志可持续性论坛 

2020 

与法国国际发展农业研究中心（CIRAD）共同

举办地理标志国际会议 

2021 

参与并共同牵头“联合国营养十年”、“联合国海洋

科学十年”、“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联合国水

资源十年”及“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导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并宣传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服

务在以上范围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作用 

年度活动： 

世界豆类日（2 月 1 日） 

世界湿地日（2 月 2 日） 

世界野生生物日（3 月 3 日） 

国际森林日（3 月 21 日） 

世界水日（3 月 22 日） 

世界蜜蜂日（5 月 20 日）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5 月 22 日） 

202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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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日（6 月 5 日） 

荒漠化和干旱日（6 月 17 日） 

国际红树林生态系统日（7 月 26 日） 

国际粮食损失与浪费宣传日（9 月 29 日） 

世界土壤日（12 月 5 日） 

国际山区日(12 月 11 日) 

制定并实施“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2021-2030 年）战略 

2021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2021-2030 年）战略—《十年实施计划》 

2023 

“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中期审查 2020-

2021 

国际植物健康年 2020 

国际果蔬年 2021 

成果 4：粮农组织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协调和交付工作得到加强  

加强粮农组织在

生物多样性相关

事务方面的能力 

4 建立生物多样性技术网络，推动知识交流 建立生物多样性技术网络 2021 

建立粮农组织全系统生物多样性工作组，酌情纳入专

题次级工作组 

确立工作组职权范围 2020 

区域代表处技术部门完成生物多样性联络员提名

工作 

2020 

在线提供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联络员最新名单  2021 

建立能力，在粮农组织内部协调生物多样性事务，

并始终为共同工作领域提供支持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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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粮农组织各

项政策和程序对

生物多样性相关

知识、技术和良

好做法的采纳力

度 

5 审查项目周期流程以及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更好地

处理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面 

经修订的粮农组织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生效  2021 

为项目创建生物多样性标记（效仿性别标记）  项目设计与审批中采用生物多样性标记 2021 

将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纳入项目风险管理与自由事先

知情同意 

项目风险管理工具中加入生物多样性内容 2021 

制定新的采购准则，将生物多样性关切纳入考虑范围  审查粮农组织采购的生物多样性状况 2021 

加强与各相关组

织合作 

6 将生物多样性作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的关键领域之

一 

生物多样性在新签订及更新后的合作协议中得到

体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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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农组织核心职能36 

1 推动和支持各国制定并实施规范性文书及标准制定文书，如国际协定、行为准则、

技术标准等 

2 汇总、分析和监测粮农组织职责相关领域的数据和信息，并改善获取情况  

3 推动、促进和支持全球、区域及国家层面的政策对话  

4 建议并支持国家和区域层面开展能力建设，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价循证政策、

投资与计划 

5 建议并支持对粮农组织职责领域内知识、技术和良好做法进行汇总和推广并提高

其采纳力度 

6 推动政府、发展伙伴、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粮食安全与营养、农业和农村发展

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7 在粮农组织职责领域内开展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宣传和交流工作  

 

  

                         
36 C 2019/3，第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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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粮农组织战略框架指标 

表 1：用于监测国家层面变化或实现《生物多样性战略目标》37的全球有利环境和

能力的粮农组织《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战略框架成果指标38 

粮农组织战略框架成果 粮农组织战略框架成果指标 

成果 2.1：各国在农业、

林业和渔业部门采取做

法，以可持续方式提高

生产率，并应对气候变

化和环境退化问题 

2.1.A：生产者采取做法以可持续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国家

数量；参见可持续发展目标 2.4.1. 

2.1.B：严格实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国家所

占百分比 

2.1.C：报告可持续森林管理进展情况的国家数量（可持续发

展目标 15.2.1） 

成果 2.2：各国制定或

完善政策和治理机制，

应对农业、渔业、林业

领域的可持续生产、气

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问题 

2.2.A：具备可持续农业、林业和渔业促进政策和相关投资计

划，且政策和相关投资计划明确解决生产率与收入、气候变化

减缓与适应和环境保护问题并鼓励跨部门协调的国家数量  

成果 2.3：可持续农

业、渔业和林业政策及

国际文书的各国实施情

况得到改善 

2.3.A：公布国家报告，涵盖与战略目标 2 相关的衡量《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情况的可持续目标指标，且内容涉及可

持续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国家数量 

2.3.B：宣布制定或实施综合性政策/战略/计划（包括国家适应

计划、国家自主贡献、国家宣传、两年度更新报告等），提高

气候变化负面影响适应能力，加强气候抵御力和推动温室气体

低排放发展，且不对粮食生产构成威胁的国家数量（可持续发

展目标 13.2.1） 

2.3.C：旨在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国际文书（可

持续发展目标 14.6.1）、《土地权属治理自愿准则》和自由事

先知情同意在各国的实施水平进展 

2.3.D：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官方

发展援助和公共开支（可持续发展目标 15.A.1） 

成果 2.4：各国作出循

证决策，促进可持续农

业、渔业和林业发展，

并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退化 

2.4.A：农业、林业和渔业相关决策过程中性别分类数据和信

息的可用量、质量和使用量较高的国家数量  

                         
37 这些指标将根据《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的相关指标更新。  

38 CL 163/3-WA3（http://www.fao.org/3/nb417en/nb417en.pdf）。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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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6 确保并衡量粮农组织技术质量、知识和服务的交付，粮农组织所编制统计数据的

质量和完整性，以及为战略计划提供、用于开展性别、治理、营养和气候变化工作的优

质服务。 

尽管尚无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跨领域主题，但目标 6 对战略计划 239的多项贡献均提及生物

多样性，使用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作物、畜牧业、渔业、林业、粮食生产多元

化、营养敏感型农业、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枯竭等术语。然而，无法确定与

生物多样性明确相关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6.1：本组织技术工作和规范性工作的质量及完整性 

6.2：粮农组织统计数据质量提高，在支持循证决策方面的利用度提高  

6.3：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工作提供优质服务和一致方法，从而加强各国制定、实施并

监测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平等机会方面政策和计划的能力  

6.4：为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以及在战略目标计划中建立更加包容和有效的治理规

范、机制和机构提供优质服务 

6.5：将营养问题纳入各战略目标主流，并加强粮农组织对国际营养架构的贡献，从而确

保粮农组织营养工作的质量和一致性 

6.6：根据气候变化战略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各战略目标主流，并加强粮农组织对国家、

区域和国际气候变化架构的贡献，从而确保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的质量和一致性  

 

表 2：用于监测粮农组织对《生物多样性战略》 40实施工作直接贡献的粮农组织

《2020-21 工作计划和预算》战略框架产出、产出指标和具体目标41 

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产出 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产出指标 2020 年底

具体目标 

2021 年底

具体目标 

（累计） 

 

2.1.1 生产者示范、试验创

新做法和技术或扩大其应用

范围，以可持续方式提高生

产率并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退化 

A) 示范、验证和调整创新做

法与技术，以可持续方式提高

生产率和产量并应对气候变化

和/或环境退化的举措数量 

32 105 

B) 创新做法或技术的应用范围

扩大，以可持续方式提高生产

率和产量并应对气候变化和 /或

环境退化的举措数量 

16 43 

                         
39 如 C 2019/3，64-71 页所列。  

40 这些指标将根据《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的相关指标更新。  

41 CL 163/3-WA4（http://www.fao.org/3/nb419en/nb41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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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机构能力加强，可推

动采用综合性更强的跨部门

做法，以可持续方式提高生

产率和产量并应对气候变化

和环境退化 

获得组织或技术方面能力建设

支持，可推动采用综合性更强

的跨部门做法的机构或组织数

量。 

45 170 

2.2.1 制定政策、战略和投

资计划，支持可持续农业、

林业和渔业发展并应对气候

变化和环境退化 

在粮农组织大力支持下制定

的，旨在提高农业、林业和渔

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并应对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政策、

战略或投资项目/计划数量 

30 81 

2.2.2 政府和利益相关方能

力提高，可推动跨部门政策

对话，制定综合性更强的战

略和计划，促进可持续农

业、林业和渔业发展，并应

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 

获得能力建设支持，可推动跨

部门政策对话，制定综合性更

强的可持续粮食与农业战略和

计划的机构或组织数量 

18 42 

2.3.2 机构能力加强，可实

施旨在促进可持续生产、应

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政

策和国际文书 

能力加强，可实施旨在促进可

持续农业生产、应对气候变化

和环境退化的政策、战略或治

理机制的政府机构及其他相关

机构数量。 

12 43 

2.4.1 整合可持续生产、气

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相关信

息，开发战略知识产品应对

区域或全球问题 

以包容方式编写并已发布提供

给各国的可持续生产、气候变

化和环境退化方面的新的或内

容大幅更新的战略知识产品数

量。 

30 120 

2.4.2 机构开展数据收集、

分析和报告，用于可持续生

产、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

（包括相关可持续发展目

标）决策的能力加强 

获得粮农组织能力建设支持，

可收集、分析和报告性别分列

数据进行决策，促进可持续生

产、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

（包括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机构数量。 

40 105 

3.3.2 提供政策支持、创造

知识并开展能力建设和宣

传，提升权属权利认可、社

会保护、性别、粮食安全与

营养、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

（包括气候变化）工作之间

的协同效应 

提供支持以加强权属权利、社

会保护、性别、粮食安全与营

养、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包

括气候变化）工作之间协同效

应的国家（或区域/全球机构或

进程）数量。 

2 20 

4.3.1 价值链行动方具备技

术和管理能力，可建设包

容、高效和可持续的农业与

粮食价值链 

获得粮农组织支持，加强价值

链行动方技术和管理能力（包

括加强价值链行动方能力，发

展当地社区和性别敏感价值链

并使行动方平等受益）的国家

数量。 

26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