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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及控制其传播的措施影响了全球贸易

体系、国内和国际供应链以及粮食需求等。为应对全世界范围内对粮食安全和

食品安全的担忧，很多国家立即采取政策措施，旨在遏制这种担忧对其农业

市场、生产商和消费者的潜在不利影响。  

尽管全球粮食商品市场和农业贸易受到破坏，但事实证明其对 COVID-19 的

冲击具有抵御力。农业贸易继续流通，全球市场供应仍然充足，前景良好，

至少对于基本食品而言如此。全面经济和社会影响仍在不断显现，并且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持续蔓延，COVID-19 将继续成为市场不稳定性的主要来源，

影响粮食和农业商品的供需。  

自 COVID-19 暴发暴发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将继续帮助减缓疫情带来的即时影响，同时与所有

伙伴开展合作，在 2020 年 7 月推出的“2019 冠状病毒病综合应对和全面恢复

计划”下加强农产品体系的长期生产力和复原力。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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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商品委采取的行动  

提请商品委： 

 注意 COVID-19 对农业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以及疫情和全球经济复苏不断

演变的性质所决定的未来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指导联合国粮农组织减缓 COVID-19 即时影响的应对措施，同时加强

农产品体系的长期生产力和复原力。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商品问题委员会（商品委）秘书处  

市场及贸易司  

电子邮箱：FAO-CCP@fao.org 

 

  

mailto:FAO-CCP@fao.org


CCP 74/2021/2 3 

 

 

I. 背 景 

1. COVID-19 疫情危机对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随着该疾病在全世界所有区域持续传播，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仍在不断显现。  

2. 除了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和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外，病毒和控制其蔓延的措施

造成了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增加了极端贫困以及长期和短期粮食不安全，使过去

几十年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在其 2021 年 1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

估计，2020 年全球经济萎缩 3.5%1。发达经济体估计同比萎缩 4.9%，而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比萎缩 2.4%。 

4. 近期多支新冠疫苗获得批准，疫苗接种也逐步展开，让人们对疫情出现

转机抱有更大希望。但新一轮疫情来袭，加之病毒变异的出现，都给 2021-2022 年的

经济前景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在 2021 年

和 2022 年将分别增长 5.5%和 4.2%，但各国的复苏势头预计会出现明显差异，

这取决于医疗干预的普及程度、政策支持措施的有效性、跨国溢出效应的敞口

大小，以及危机前的结构性特征。  

5. 新一轮疫情来袭迫使各国再次实施限制措施，因此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

状况已经脆弱不堪的背景下，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在大规模疫苗接种后，

最终不再需要损害经济的限制措施，但低收入国家的疫苗稀缺意味着他们不可能

在 2021 年内实现免疫。  

6. 预计全球市场将于 2021 年开始从病毒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复苏。然而短期

来看，全球遏制 COVID-19 危机的措施已对粮食和农业商品的供需产生影响，

且疫情将继续成为极大的市场不确定性的来源。  

7. 对于 COVID-19 的市场和政策应对措施的监测表明，事实证明农产品体系比

其他经济部门具有更强的复原力。这是因为为了支持农产品供应链和市场的平稳

运行，农产品体系未受到限制措施和政策的影响。然而，预计长期和短期的粮食

不安全将会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受到经济活动放缓的影响，其中最脆弱群体受到

的冲击最大，因为就业率、收入和移民汇款都有所下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 年）：《世界经济展望》更新，2021 年 1 月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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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0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预估，在不同经济增长情境下，

COVID-19 疫情可能导致世界营养不足人口在 2020 年新增 8300 万至 1.32 亿。2 

II. 农业商品市场的发展 

9. 2019 冠状病毒病已对商品市场造成双重冲击，影响了供需两侧。在供给侧，

关于冲击将持续多久，冲击将如何影响国际和国内市场，以及可采取什么补救行

动来尽量减轻冲击带来的影响，各方看法大不相同。然而，在需求侧，初步形成

的普遍一致看法是，由于经济活动的萎缩、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损失，农业需求

和贸易增长将放缓。  

10. 各国政府为保持农业市场的开放和食品贸易通畅而付出的努力为农业商品

市场的强大复原力做出了贡献。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已

出现破坏，并持续带来挑战。  

11. 食品商品市场面临与 2019 冠状病毒病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以及非洲猪瘟、

沙漠蝗虫危机和更频繁的极端气候相关事件带来的挑战。然而，至少在基本食品

方面，全球市场的供应仍然充足，前景仍然被看好。比如，据估算，2019/2020 年

谷物生产、消费和贸易均高于此前一年，且预计将在 2020/2021 年进一步增长

（表 1）3。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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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https://doi.org/10.4060/ca9692en  

3 联合国粮农组织谷物供需情况简介，2021 年 2 月 4 日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en/  

https://doi.org/10.4060/ca9692en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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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世界谷物市场一览表  

世界谷物市场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估计 预计 

     前年 当年 

 
    

（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1 年 

2 月 4 日） 

 （百万吨） 

产量  2,661.3 2,693.6 2,647.8 2,707.9 2,741.7 2,744.3 

供应量  3,449.0 3,516.2 3,504.5 3,540.4 3,614.2 3,564.2 

消费总量  2,624.2 2,654.1 2,689.2 2,709.7 2,744.4 2,761.4 

贸易量  407.7 423.8 412.1 440.1 454.6 465.2 

季末库存量  822.6 856.8 832.5 819.9 866.4 802.1 

 （百分比） 

世界库存量与  

消费量之比  31.0 31.9 30.7 29.7 30.7 28.3 

主要出口国库存

量与消耗量之比  17.8 18.3 18.9 18.1 18.0 17.2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谷物供需情况简介，2021 年 2 月 4 日。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en/ 

12. 除谷物以外的其他商品受疫情的影响更大。2019/2020 年，油料作物在食品

和非食品部门经历了与 2019 冠状病毒病相关的需求停滞，食糖消耗量在 2019/20 年

应封锁和限制措施有所下降。在乳制品方面，按联合国粮农组织乳制品价格指数

衡量的国际价格在 2020 年 2 月至 5 月间有所下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

进口需求暴跌，引发这一需求暴跌的因素包括物流瓶颈、餐饮服务造成的销量

下跌，以及市场不确定性。在肉类方面，虽然政府针对这一行业制定了刺激计划，

但各种肉类的生产扩张速度有所放缓，其原因在于疫情破坏了生产流程，以及

生产商在面对需求的不确定性时为平衡供给而控制产出。同样，整体的捕捞活动

因 2019 冠状病毒病对渔船船员的相关限制以及不景气的市场行情而有所减少。

据估计，由于限制措施对需求、物流、价格、劳动力和业务规划的影响，鱼类

供应、消费和贸易收入在 2020 年均有所下降。全球水产养殖产量预计将迎来多年

以来的首次下跌4。 

                                                 
4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 年。粮食展望—全球粮食市场半年报告—2020 年 11 月。罗马。

https://doi.org/10.4060/cb1993en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en/
https://doi.org/10.4060/cb1993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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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尤其是，疫情对渔业的市场影响带来了一些深远的变化，其中许多变化都

很有可能会长期存在。按鱼类价格指数衡量，贸易比重较大的品种的总价格在

2020 年同比下降。由于接待行业持续低迷，餐饮服务萎缩，零售销售额的比重大

幅提高。消费者尽量限制前往杂货店的次数，并对未来的封锁感到担忧，因此对

海产品的偏好已经转移到腌制食品和预制食品上，而对鲜鱼的需求已经减弱。

经济下行和失业增加影响了家庭收入，对龙虾等奢侈产品的需求逐渐疲软 5。 

14. 2020 年 1 月至 5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下跌，很有可能与疫情

暴发有关。自 2020 年 5 月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不断上涨，2020 年

12 月平均达到 107.5 点。2020 年一整年，年度食品价格指数达到三年来最高的

97.9 点，比 2019 年高出 3.1%，但仍低于其在 2011 年的最高点 131.9 点（图 1）6。 

15. 在食品价格指数的子指数中（图 2），食糖和植物油在 2020 年初暴跌，

在下半年强势反弹。谷物、乳制品和肉类子指数的波动在 2020 年上半年相对不太

明显。2020年全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相比 2019 年平均值增长 6.6%，

达到 2014 年以来的最高年度平均值。联合国粮农组织植物油价格指数相比 2019 年

增长 19.1%，达到近三年以来的最高值。联合国粮农组织乳制品价格指数和联合国

粮农组织肉类价格指数与 2019 年相比均有所下降（分别下跌 1.0%和 4.5%）。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糖价格指数与 2019 年相比增长 1.1%，反映出全球食糖市场

在 2020 年更加紧俏7。 

 

图 1：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 

（2014-2016=100） 

 

 

 

图 2：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商品价格指数 

（2014-2016=100）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2021 年 1 月）。 

                                                 
5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 年。粮食展望—全球粮食市场半年报告—2020 年 11 月。罗马。

https://doi.org/10.4060/cb1993en  
6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2021 年 1 月获取） 
7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2021 年 1 月获取）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https://doi.org/10.4060/cb1993en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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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将持续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预测显示，在短期内，全球限制疾病传播的措施将对食品和农业商品的供需造成

影响。 

17. 根据与 2019 冠状病毒病相关的价值链破坏和经济增长与恢复的情景假设，

疫情造成的严重收入损失预计已经中断了 2020 年食品消费的增长。尤其是，植物

油和畜产品的需求预计已受到影响，且低收入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主食

消费受影响较小，因为即便家庭收入减少，但人们还是倾向于将较大比例的家庭

收入用于购买相对更便宜的谷物、块根和块茎，以及豆类，满足基本食物需求。

因此，据预测，由于疫情的原因，在短期内以主食为主的膳食的主导地位还将上升，

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这可能会对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营养造成严重影响。  

18. 对食品消费的中期影响将取决于全球的经济恢复进程，以及疫情更广泛的

社会经济影响。据预测，全球农业产量在 2017/2019 年（这三年的平均产量）至

2029 年间将增长 13%，与前一个十年相比增速有所放缓。然而，全球的中期前景

掩盖了某些国家食品和农业产量可能受到的短期负面影响。  

19. 对各国单独进行的分析显示，包括边境管控在内的与 2019 冠状病毒病相关

的行动限制导致购入的、尤其是进口的农业投入的流动被中断，可能已经影响到

产量和生产。如果行动限制，尤其是边境管控因未来多轮次的病毒感染而继续存在，

2021 年的产量也会因此而面临下行压力。中期而言，农业生产会在接下来的十年

内继续经历从食物到饲料作物和家畜生产的结构性转变。然而，2019 冠状病毒病

在 2020 年似乎临时放缓了这一转变的进程，但是这一转变趋势预计将在 2021 年

恢复。 

20. 根据中期预测，到 2029 年主要农业商品的价格将大体保持平稳，而预测的

需求增长预计将被生产的效率提升所满足。然而，鉴于新一轮的疫情尤其是给许

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高收入国家也因此而重新实施封锁和限制措施，

全球经济恢复的时间线和程度仍充满了不确定性。  

III. 农业贸易的变化  

21. 国际食品和农业贸易在全球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2019 冠状

病毒病以及相关的传播控制措施让全球贸易体系备受压力，影响了诸多与供应链

相关的活动，包括生产、加工、物流和零售。边境和旅行限制通常会造成农业

劳动力短缺，影响贸易活动的程度，限制种子、肥料和农药等投入的获取途径和

供应。此外，食品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比如，加工设施）为尽量减少病毒

传播只能停工和部分关闭，因此只能以较低的产能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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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流部门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因具体的产品而不尽相同。商业航班的

锐减影响了蔬菜水果等许多易腐食品的配送，海运和港口也出现了问题，因为

世界各地的国家修改了运营协议，包括从隔离措施到新增的文件和检查要求等。

据报告，在检修业务减少后，集装箱和货车运输也有被中断的情况。 8,9 

23. 紧随疫情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与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大幅减少有关，这也

影响了对食品的需求。人们出行受限，餐厅和餐饮服务歇业，导致消费模式快速

变化。 

24. 然而，尽管如此，食品和农业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已经在 2019 冠状病毒病

造成的冲击下展现出了抵御力，特别是在基本食品方面。虽然 2020 年上半年全球

农业贸易的变化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仍然有限，但疫情仍然对农产品和食品贸易

模式造成了短期影响。全球进口总值（图 3）和贸易流数据（图 4）在 2020 年 4 月

和 5 月显著下降，但在 6 月就已经回升。虽然对谷物、油籽、水果和蔬菜等基本

食物的全球贸易的破坏仍然是最少的，但在疫情开始的前几个月，受消费模式

转变影响的产品（比如，饮料和鱼类）以及非食品商品（比如，棉花、烟草、

活体植物和切花）的贸易额下跌幅度更大。10 

 

图 3：全球农业和食品进口额的百分比变化， 

2020 年 1 月-6 月与 2018/2019 年同期相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图 4：全球活跃贸易流的数据百分比变化， 

2020 年 1 月-6 月与 2018/2019 年同期相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8 经合组织。2020 年。《2019 冠状病毒病和国际贸易：问题和行动》。巴黎：经合组织。  

9 Schmidhuber, J. 2020 年。《2019 冠状病毒病：从全球卫生危机演变为全球粮食危机？》引自：联合国粮农

组织。2020 年。《粮食展望  – 全球粮食市场半年报告  – 2020 年 6 月》。罗马。

https://doi.org/10.4060/ca9509en  

10 联合国粮农组织。即将出版。《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农业贸易的影响和政策应对》。  

https://doi.org/10.4060/ca950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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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总体而言，2020 年上半年，全球食品贸易略高于 2019 年同期。谷物、油籽

和植物油、食糖以及蔬菜和水果等主食的进口额和进口量在 2020 年上半年都有所

增长（图 5）。然而，其他食品，即饮料和鱼类等收入弹性较高的商品的进口量则

有所下降。 

图 5：全球食品进口量（单位：10 亿美元，2015 年不变价格）  

 

 

注：H1 为上半年，H2 为下半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 年。粮食展望 – 全球粮食市场半年报告 – 2020 年 11 月。

罗马。https://doi.org/10.4060/cb1993en。 

 

26. 疫情及其对农业价值链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对粮食

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担忧。许多国家立即采取政策措施来扼制可能会对其农业市场

造成的负面影响。大多数的政策应对都是临时性的，涉及大量措施，包括出口

限制、降低进口壁垒以及国内措施。  

  

关键词说明 

鱼类：鱼类、甲壳纲、软体动物及其预制品 

油类：动物油和植物油、油脂和蜡 
饮料：饮料 

谷物：谷物和谷物预制品 

咖啡：咖啡、茶、可可、香料及其制成品 

乳制品：乳制品和禽蛋 

 

肉类：肉类和肉预制品 

其他：其他可食用产品和预制品 

油籽：油籽和油果 
糖类：食糖、食糖预制品和蜂蜜 
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 

https://doi.org/10.4060/cb1993en


10 CCP 74/2021/2 

 

 

27. 一些主要出口国对小麦和小麦粉等特定商品施加出口禁令或限额，旨在确

保向国内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供给和稳定的价格。这些措施一般都是有限且短期的。

这些措施可能会改变全球粮食供需平衡，特别是当实施者是全球食品市场的重要

参与者时。在 2007 年 -2008 年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中，恐慌性的出口禁令以及

通过进口增加而快速增加的粮食库存采购加剧了价格波动。事实证明，这些措施

尤其是对低收入缺粮国家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28. 从这场疫情暴发开始，联合国粮农组织就一直强调必须保持市场开放、贸易

通畅、供应链正常运转，从而避免疫情引发全球粮食安全危机。例如，农产品市场

信息系统(AMIS)以及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 (GIEWS)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及时提供了关于全球粮食市场的宝贵数据和信息，使得人们能够做出明智的政策

决策。 

29. 在进口方面，部分国家实施了进口限制措施或者要求提供证书证明货物的

COVID-19 检测结果为阴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措施都是临时性措施。为促进

关键食品的供应并遏制可能出现的粮价上涨，许多国家放松了现有进口限制措施，

其中包括关税法规和技术法规。同样地，有些国家暂时放宽了针对粮食产品的

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其中包括含量和标识要求及标准。  

30. 此外，一些国家提高了贸易相关程序的灵活性和效率，采取了促进农产品

和食品流动的措施。各国政府认识到遏制 COVID-19 蔓延的措施将妨碍贸易活动，

也认识到需要为农产品贸易提供证书以及其他许可证和批文，因此采取了临时

接受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和电子兽医证书的措施，并且简化了特定产品的进口许可

程序11。 

31. 各国支持生产商和其他价值链行为者的措施各不相同。在高收入国家，

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直接补助和贷款保障农民和加工商的收入，促进为提供国内

粮食援助而开展的粮食采购活动。这些政策还致力于通过空运援助计划等为进出

口商提供支持，以帮助他们克服国际物流和市场销售方面的干扰问题。  

32. 某些发展中国家旨在通过投入补贴或直接补助支持特定农民群体，从而

扩大粮食储备（包括进口和国内采购），确保国内供应充足，同时也致力于通过

控制国内粮食价格和从国家储备中释放库存为消费者提供支持。  

33. 在疫情蔓延的整个过程中，许多国家通过部长级联合宣言和声明，做出了

不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非约束性承诺。在协调全球共同应对危机以及阻止各国采取

可能损害他国粮食安全局势的单方面措施上，此类国际政治承诺发挥了重要作用12。 

                                                 
11 联合国粮农组织。即将出版。《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农业贸易的影响和政策应对》。  

12 联合国粮农组织。即将出版。《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农业贸易的影响和政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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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COVID-19 应对措施  

34.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暴发，引发了人们对这场疫情对农业食品体系产生潜在

影响的广泛担忧，亦导致人们担心全球市场是否仍能满足那些依赖贸易保障本国

人口粮食安全的国家对粮食的需求。自疫情暴发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运用

一系列工具以支持政策分析并评估 COVID-19 对全球粮食和农业、价值链、粮食

价格和粮食安全构成的影响，从而在为政策决策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

主导作用。上述工具包括技术文件和政策简报、关于市场和政策发展的及时数据

和信息、关于作物日历的信息以及从过往危机中汲取的有关减轻粮食系统中断的

政策对策的教训。  

35. 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还召开并参加了多个高级别会议和活动，确保各国

将粮食和农业指定为基本服务提供者，促进协调一致的对策，避免采取适得其反

的措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与其他国际组织发表了联合声明，努力减轻 COVID-19

对粮食贸易和市场造成的影响。2021 年 3 月 31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与世界

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总干事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总干事共同发表联合

声明13，敦促各国不要使用出口限制措施，呼吁各国团结一致，以负责任的方式

采取行动。2020 年 4 月 21 日，在沙特阿拉伯担任主席国期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农业部长特别会议上，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世界

银行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共同发表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粮食

安全和营养所致影响的联合声明》14。 

36.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而这

可能会对收入、生活和生计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联合国粮农

组织在 2020 年第二季度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全面风险评估。此次评估的目标是，

按照国家和区域确定短期内和整个恢复期内粮食供应和获取以及粮食和农业生产

与分配系统最有可能遭遇或最有破坏力的威胁。基于这一评估，联合国粮农组织

制定了《2019 冠状病毒病综合应对和全面恢复计划》，该计划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

启动。《2019 冠状病毒病综合应对和全面恢复计划》提出了一项灵活的模块化

行动计划，旨在降低这场疫情的直接影响，同时加强农产品体系的长期生产力和

复原力。 

  

                                                 
13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的联合声明：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268719/  

14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世界银行和粮食署共同发表的《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所致影响的联合声明》：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272058/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268719/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27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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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9 冠状病毒病综合应对和全面恢复计划》涵盖以下七个关键优先领域：  

a) 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影响并保障粮食危机

背景下的生计。  

b) 完善数据，提升决策水平：确保质量数据和分析，为粮食体系和消除

饥饿提供有效政策支持。  

c) 促进经济包容与社会保障，减少贫困：2019 冠状病毒病扶贫应对措施，

助力疫情后包容性经济复苏。  

d) 完善贸易与食品安全标准：2019 冠状病毒病期间及疫情后促进并加快

粮食和农业贸易。  

e) 提升小农恢复能力：保护最弱势群体，促进经济复苏，增强风险管理

能力。 

f) 防止出现新的人畜共患病大流行：加强和推广“同一健康”举措，避免

动物源性疾病大流行。  

g) 开启粮食体系转型：在应对和恢复中实现更好的转型。  

38. 为执行该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正与成员国和所有伙伴通力合作，确保

协调和包容性以及即时性成果和持久性成果。2019 冠状病毒病是一项全球性挑战，

需要全球各国共同采取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