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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在第十七届例会上呼吁各国继续

落实《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全球行动计划》），助力全球粮食安全

和可持续农村发展，尤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和 15；遗传委要求联合国粮农

组织加强与利益相关方和捐助方的伙伴关系，继续为各国落实《全球行动计划》

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1。 

2. 本文件简要报告了《全球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总结了粮农组织自遗传委

第十七届例会以来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按照与《全球行动计划》四个战略重点

领域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此外，文件还总结了粮农组织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的

情况，并报告了《全球行动计划》实施供资状况。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文件《联合国

粮农组织落实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进展报告详述》2。 

II. 《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落实情况  

3. 第十二届例会商定通过进程指标和资源指标来评估《全球行动计划》的

落实情况3。关于进程指标，各国、各区域及各国际组织应报告为落实《全球行动

计划》而开展的活动。遗传委《2019-2027 年多年工作计划》 4呼吁在第十八届

例会上提交“《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落实情况审查”。  

4. 针对《全球行动计划》落实状况的审查在过去也曾开展，审查后编写了

《2012 年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落实进展综述报告》5和《2014 年动物遗传资

源全球行动计划进展综述报告》6（《综述报告》）。在第十七届例会上，遗传委

认可了沿用过往综述报告编写所用报告格式的程序，以便对《全球行动计划》的

落实进展进行新的审查，并请各国及时提交国别进展报告7。 

5. 本部分简要总结国别进展报告以及从各区域和国际组织收到的报告。更多

详细内容参见文件《2020 年落实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进展综述报告》 8。

该部分还介绍了有关《全球行动计划》在国家层面发挥政策影响的一些最新证据。  

                                                 
1 CGRFA-17/19/Report，第 86 段。  

2 CGRFA/WG-AnGR-11/21/Inf.2。  

3 CGRFA-12/09/Report，第 38、39 段。  

4 CGRFA-17/19/附录 F，附件 1。  

5 CGRFA-14/13/Inf.15。  

6 CGRFA-15/15/Inf.19。  

7 CGRFA-17/19/Report，第 85 段。  

8 CGRFA-18/21/10.2/In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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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资源指标，各国应该通过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报告关于其

国内品种种群状况的信息。详细信息载于文件《2020 年动物遗传资源状况与趋势》9。 

A. 各国、各区域和国际组织的进展报告情况  

7. 应遗传委请求10，粮农组织通过（2019 年 3 月 4 日的第 CSL C/AGA-5 号）

国家通函邀请各国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提交《全球行动计划》落实进展报告。

还邀请了相关政府间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该报告进程。截至 2019 年底，联合国

粮农组织共收到了 104 份国别进展报告11，4 份区域进展报告12和 14 份来自国际

组织的报告13，这表明各方十分关注落实情况和报告进展。  

8. 大多数提供进展报告的国家继续加强其在《全球行动计划》各战略重点

领域内的活动。不过，各国和各区域的整体落实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报告的落实

情况总体为，欧洲和高加索地区以及北美洲为高水平；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区域为中等水平；近东和中东及西南太平洋区域为低水平。然而，由于并

非所有区域的所有国家都提交了报告，因此对一般区域差异的解释说明存在一些

困难。未提交报告的国家的落实水平可能低于报告国家。各区域内存在差异，

来自所有发展中区域的某些国家在《全球行动计划》的某些战略重点上的指标

得分很高。同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内的一些国家，一些战略重点上的指标

得分偏低。在区域内，具体国家或次区域的落实水平似乎与经济发展和畜牧业的

相对水平存在一定联系。例如，南部非洲的落实水平往往高于非洲大陆其他区域。

在南美洲，据报告，巴西的落实水平最高。  

9. 问卷和相关指标系统包括《全球行动计划》四大战略重点领域的每一部分

（以监测《全球行动计划》第二部分 – “战略行动重点”的落实），以及一个关

于合作的具体部分和另一个关于供资的部分（以应对《全球行动计划》第三部分  

– “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的落实和供资”）。就全世界而言，战略重点领

域 1（鉴定、普查和监测趋势及相关风险）和 4（政策、机构和能力建设）的落实

水平较高，特别是与战略重点领域 3（保护）相比。对这一结果的一个看似合理的

解释是，战略重点领域 1 和 4 的行动是按时间顺序最先开展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行动。此外，每个国家只有部分品种可能需要积极保护，而其他三个战略重点

领域涉及所有品种。在所有区域内，合作状况指标，特别是供资状况指标，显示

其落实水平低于战略重点领域。  

                                                 
9 CGRFA-18/21/10.2/Inf.6。  

10 CGRFA-17/19/Report，第 85 段。  

11 http://www.fao.org/animal-genetics/global-policy/reporting-system/countries/en/ 

12 http://www.fao.org/animal-genetics/global-policy/reporting-system/regions/en/ 

13 http://www.fao.org/animal-genetics/global-policy/reporting-syste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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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区域进展报告显示，自第一轮报告以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此外，

一些区域缺少一个正式的区域联络点。欧洲区域联络点（ERFP）是建立时间最长

的区域联络点，继续报告在所有战略重点领域开展的大量多国合作。作为东非

次区域联络点，加强东部和中部非洲农业研究协会（ASARECA）也报告了在

所有四大战略重点领域内的活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联络点和亚洲动物遗传

资源网络分别报告了针对具体战略重点领域的活动。  

11. 国际组织继续为《全球行动计划》的实施做出重要贡献。一般来说，这些

行为主体强调当地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确保所有权和最大限度发挥影响。这些

组织的活动横跨四大战略领域，但不同组织的报告强调不同的战略重点领域。  

12. 各国报告的《全球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成果令人鼓舞，但改善世界粮食和

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任务仍远未完成。从数量上看，进程指标表明，落实

工作已完成 50%左右，未提交报告的国家的进展可能较小。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

仍然包括缺乏财政资源以及制度和人才能力。  

B. 政策影响  

13. 国别进展报告进程证实，许多国家政府在制定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政策时

正在考虑《全球行动计划》。考虑到全部三轮报告中的信息，66 个国家制定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2019 年，有 40 个国家报告称，相较于

2014 年，这一进程取得了进展，其中 12 个国家已经开始了编制其第一个国家战略

和行动计划的进程。在欧盟范围内，《从农场到餐桌战略》 14和《2030 年生物

多样性战略》15都认识到需要扭转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包括传统品种。  

III.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实施《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给予的支持  

14. 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提供制度和技术支持，推动研究和建设能力，继续协

助各国落实《全球行动计划》的所有战略重点领域。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限制了

旅行，所以在 2020 日历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规范活动优先。本章介绍了粮农组织

在四大战略重点领域以及部分跨部门领域开展的一些活动示例。  

  

                                                 
14 https://ec.europa.eu/food/horizontal-topics/farm-fork-strategy_en 

15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strategy/biodiversity-strategy-2030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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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战略重点领域 1.对趋势和风险的鉴定、普查和监测  

15. 遗传委在其第十七届例会上请联合国粮农组织分配正常计划资源以继续维

持和发展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16。遗传委还请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各国提供关于品种

种群规模估计和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使用的技术支持17，并纳入家畜多样性信息系

统数据字段，以监测粮食和农业相关受管理蜜蜂的多样性18。 

16. 应遗传委请求，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常计划预算，全球联络点继续维持

并进一步开发和更新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 19。活动包括：（i）与国家和区域系统

的管理人员合作制定和完善数据交换程序；（ii）网页界面的语言翻译；（iii）创

建数据字段，用于监测与粮食和农业相关的人工管理蜜蜂的多样性；（ iv）将家

畜多样性信息系统和欧洲家畜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网络（EFABIS-net）完全合并

为一个信息系统；（v）创建允许导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2.5.1b 和 2.5.2 的工具；

（vi）根据通常称为“M49 标准”的联合国统计使用标准国家或地区代码更改

国家或地区列表 20。关于这些活动的更多详细信息，见文件《家畜多样性信息系

统开发状况》21。 

17. 在 2009 年，遗传委要求粮农组织在每届遗传委例会上向遗传委提供动物

遗传资源状况和趋势报告 22。应此要求，此后每届会议，粮农组织均编制报告

提供这一信息。文件《2020 年动物遗传资源状况与趋势》23已提供遗传委审议。

该状况报告基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协调员（NC-AnGR）提供的家畜多样性信

息系统中的信息。目前，已有 178 个国家指定了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协调员。 

18. 在其第十七届例会上，遗传委要求秘书处就影响品种未知风险状况报告的

因素开展内部分析研究24。应这一要求，粮农组织编写了文件《影响家畜多样性信

息系统信息报告因素的详细分析》25，供遗传委审议。  

19. 研究显示，地理区域是与物种灭绝风险状况不明品种比例关联最大的因素。

此外，研究确认，已查明并提交委员会上届会议26的数据差距的主要原因仍然有效。

最常报告的原因是缺乏国家一级的品种种群数据和获取现有品种种群数据的问题。

                                                 
16 CGRFA-17/19/Report，第 91 段。  

17 CGRFA-17/19/Report，第 91 段。  

18 CGRFA-17/19/Report，第 92 段。  

19 http://www.fao.org/dad-is 

20 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21 CGRFA-18/21/10.2/Inf.3。  

22 CGRFA-12/09/Report，第 39 段。    

23 CGRFA/WG-AnGR-11/21/Inf.6。  

24 CGRFA-17/19/Report，第 90 段。  

25 CGRFA-18/21/10.2/Inf.4。  

26 CGRFA-17/19/11.2/Inf.3 Rev.1，第 11 段。  

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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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的是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协调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在家畜多样性

信息系统中报告品种种群数据，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协调员也不知道如何将数

据录入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 

20. 为了帮助解决缺乏品种种群规模数据的具体问题，粮农组织开发了一种采

集和/或估计品种种群数据的方法。该方法采用了分层抽样做法，使得动物遗传资

源管理国家协调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估计种群规模。

粮农组织实施了几个试点项目，以帮助各国获取现有数据，估计种群规模，并将

数据录入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这一方法已得到成功实施。

三个参与这些项目的国家27已使用该方法更新其数据，该方法目前正在推广到该区

域的第四个国家28和五个北非国家29。与项目相关的实地活动因 2019 冠状病毒病疫

情而暂时推迟。  

21. 为了解决在使用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方面的知识差距，粮农组织编制了一

套培训材料。粮农组织编写了一份新的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用户手册（提供英文

版30和西班牙文版31）。此外，还开发了一个电子学习模块来演示数据录入过程。

该模块已提供英文32、法文33和西班牙文34版本。粮农组织制作了《国家协调员数

据录入快速指南》（提供英文35、西班牙文 36和法文37版本），两个视频，一个是

关于如何使用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38，另一个是关于风险状况趋势39。粮农组织继

续提供直接培训，最近一次是在 2021 年 7 月 2 日举行的“全球国家协调员研讨会”

期间，并应要求回答与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有关的所有问题。  

22. 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向

遗传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发展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的建议，包括：  

 开发了一个工具，实现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内容自动翻译；  

                                                 
27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  

28 阿根廷。  

29 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  

30 http://www.fao.org/3/cb0697en/cb0697en.pdf  

31 http://www.fao.org/3/cb0697es/cb0697es.pdf  

32 https://360.articulate.com/review/content/95908ec3-199a-4e93-8811-1340d673f97a/review 

33 https://360.articulate.com/review/content/ceeaeb8d-1628-4dcb-828d-0729f7ba7acc/review 

34 https://360.articulate.com/review/content/35e42cdd-e11c-4bce-aa87-627b1350dd79/review 

35 http://www.fao.org/3/cb0698en/cb0698en.pdf  

36 http://www.fao.org/3/cb0698es/cb0698es.pdf 

37 http://www.fao.org/3/cb0698fr/cb0698fr.pdf  

38 https://360.articulate.com/review/content/d2e39269-91fe-44c9-baf0-071fc58a5e88/review 

39 https://360.articulate.com/review/content/05c40813-5cfc-4ac6-bf3d-3cb901f2f010/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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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将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数据字段、生产环境描述符、关于育种者、

生产者和育种组织的信息、以及遗传和基因组数据和指标纳入家畜多样

性信息系统的可能；  

 与成员分享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采集和估计品种种群数据的方法；  

 成员需要定期更新其国家品种数据，包括蜜蜂数据40。 

23. 在与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相关的活动之外，粮农组织继续通过其技术合作

项目及通过与各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各国开展动物遗传资源的鉴定、普查和监测，

推动工作执行方法的标准化，以及结果和相关信息的发布。粮农组织 /原子能机构

联合中心（粮食及农业核技术）（联合中心）通过在该中心位于奥地利的实验室

或合作国家的实验室进行的专家会议、培训课程和个人研究金等提供能力建设

支持。  

24. 遗传委第十七届会议要求粮农组织继续编写和更新准则，以促进应用动物

遗传资源确定、鉴定和保护相关科学新发现41。文件《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鉴定、

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相关生物技术最新发展情况》42概述了近期相关科学发现。例如，

基因组学的进步大大提高了品种鉴定研究的精确度。  

25. 应遗传委要求，经与工作组43协商，粮农组织制定了《动物遗传资源基因组

鉴定实用指南草案》44，以应对自《粮农组织动物遗传资源分子基因组鉴定指南》45

发布以来的发展情况。实用指南内容涉及：（i）动物遗传资源基因组鉴定的依据；

（ii）进行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基础知识；（iii）基因组工具和方法；（iv）种群内

部基因组变异的评估；（v）常用建议。 

B. 战略重点领域 2.可持续利用和开发  

26. 为了改善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面对该领域的技术援助需求，粮农

组织继续直接提供或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提供相关技术援助。  

27. 遗传委第十七届例会批准了《小规模养殖户可持续价值链开发准则》 46并要

求粮农组织予以发布和广泛分发。该准则已经以电子形式47和印刷形式发布。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印刷版准则的分发延迟。中国政府为将准则翻译成中文提

供了支持。 

                                                 
40 CGRFA-18/21/10.1，第 18-24 段。  
41 CGRFA-17/19/Report，第 84 段。  
42 CGRFA-18/21/6/Inf.1。  
43 CGRFA-18/21/10.1，第 13-17 段；CGRFA/WG-AnGR-11/21/Inf.5。  
44 CGRFA-18/21/10.2/Inf.2。  
45 http://www.fao.org/cgrfa/policies/global-instruments/codes-standards-and-guidelines/en/  
46 CGRFA-17/19/11.2/Inf.5。  
47 粮农组织。2019。《小规模养殖户可持续价值链开发》。编辑 G. Leroy & M. Fernando。粮农组织畜牧生产

及动物卫生准则第 21 号。罗马。（另见 http://www.fao.org/3/ca5717en/CA5717EN.pdf）。  

http://www.fao.org/3/cb4713en/cb4713en.pdf
http://www.fao.org/cgrfa/policies/global-instruments/codes-standards-and-guidelin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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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四十一个国家接受了技术合作计划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中心管理的其

他项目的支持。这些项目应对每个国家的各种优先问题，包括畜牧业发展、价值

链提升、基因改良、生殖技术的应用，以及动物识别和可追溯性。文件《用以可

持续利用和保护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生物技术》中载有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各国

提供的与生物技术应用相关的支持48。 

29. 粮农组织继续开展对牧民和其他小规模养殖户的支持工作。具体而言，

就是粮农组织利用从德国和西班牙政府以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农发基金）

获得的预算外支持，继续运行牧民知识中心49。 

30. 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建议遗传委邀请各成员考虑制定国家和区域战略，

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牲畜，包括遗传资源方面，以及根据《全球行动计划》战略

重点领域 2 及其地方、国家和区域背景，推动粮食体系转，使之更具可持续性和

韧性，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C. 战略重点领域 3.保存 

31.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粮农组织加入了一个由来自欧洲及数个非洲和南美国

家的合作伙伴组成的联盟，该联盟正在实施“动物遗传资源创新管理项目”

（ IMAGE）50，由欧盟提供支持。项目旨在完善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和非原生环

境保存计划，提高基因库中储存的种质资源的利用率。特别是粮农组织负责监督

北部非洲51和拉丁美洲52的合作伙伴培训班的组织工作，以及基因库质量保障最佳

做法准绳的设定。 

32. 近年来，保存动物遗传资源的技术，特别是超低温保存，有了长足的进步 53。

各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其基因库来管理原生境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而不仅仅是将其

作为防止品种灭绝的工具。为促进采纳动物基因库方面的最新进展，并补充和

更新 2012 年的《粮农组织准则 – 动物遗传资源的超低温保存》54，粮农组织经与

工作组协商55，编写了《动物遗传资源超低温保存创新实用指南草案》56。实用指

南内容涉及：（ i）基因库策略；（ ii）基因库的质量管理；（ iii）要储存的遗传

                                                 
48 CGRFA-18/21/6。  

49  http://www.fao.org/pastoralist-knowledge-hub/en；另见粮农组织。2021。《畜牧业  – 使多样性发挥作用》。

粮农组织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文件第 185 号。罗马。  

50 http://imageh2020.eu 

51 埃及（27 位学员）和摩洛哥（20 位学员）。  

52 阿根廷（22 位学员）和哥伦比亚（40 位学员）。  

53 CGRFA-18/21/6/Inf.1。  

54 http://www.fao.org/cgrfa/policies/global-instruments/codes-standards-and-guidelines/en/  

55 CGRFA-18/21/10.1，第 13-17 段；CGRFA/WG-AnGR-11/21/Inf.4。  

56 CGRFA-18/21/10.2/Inf.1。  

http://www.fao.org/pastoralist-knowledge-hub/en
http://www.fao.org/cgrfa/policies/global-instruments/codes-standards-and-guidelines/en/
http://www.fao.org/3/cb4714en/cb47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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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选择；（iv）基因库经济学；（v）遗传学促进基因库开发和利用；（vi）

材料的超低温保存和利用方法；（vii）卫生问题；（viii）信息系统；（ix）法律

问题；（x）能力建设和外联。  

33. 粮农组织支持越南对五个当地猪品种进行超低温保存，以确保这五个品种

不会因非洲猪瘟而遭受损失  – 无论是由于疫病本身还是由于疫病控制计划而

受损失。除了超低温保存体细胞外，越南还在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中报告了这

五个品种的品种特征，上传了超低温保存和种群大小数据，用于报告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2.5.1b 和 2.5.2。 

D. 战略重点领域 4.政策、机构和能力建设  

34. 粮农组织向多个国家和区域机构提供支持，以制定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相关的政策，包括制定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和国内法律法规。  

35. 粮农组织及其伙伴参与制定和 /或实施了 2 个全球项目和 49 个区域或国家

项目，涉及 61 个国家。粮农组织参与多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咨询委员会或利益

相关方小组。粮农组织及其伙伴组织了 12 场国家和区域能力建设活动，平均每场

活动有 3 个国家和 22 名学员参加。  

36. 粮农组织继续与农场动物遗传资源国家协调员和区域利益相关方合作，

在亚洲、近东和非洲维护和加强区域和次区域联络点或网络。粮农组织继续与

欧洲区域联络点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联络点开展合作。报告期内，粮农组织

主办或参与举办了 6 次农场动物遗传资源国家协调员会议。  

37. 粮农组织曾为开放科学期刊《可持续性》的特刊《动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

管理》57担任客座编辑。截至 2021 年 7 月，该刊包括 10 篇文章。粮农组织还是

《遗传资源》58编委会成员，这是欧盟资助的 GenResBridge59项目推出的一份开放

式科学期刊，取代已停刊的《动物遗传资源》60。 

38. 粮农组织继续维持家畜多样性网络及区域分组，为讨论与动物遗传资源管

理相关的问题提供非正式论坛。订阅人数和消息数量继续稳定上升。截至 2020 年

7 月，共有来自 156 个国家的近 3 400 人订阅了该网络的服务。粮农组织扩大了对

社交媒体的使用，特别是推特的使用，以提高了人们对动物遗传资源对粮食和农

业作用的认识。  

                                                 
57 https://www.mdpi.com/journal/sustainability/special_issues/Animal_Genetic_Resources_sus  

58 http://www.genresbridge.eu/resources/genetic-resources-journal/ 

59 http://www.genresbridge.eu  

60 http://www.fao.org/animal-genetics/resources/journ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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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批准了农业委员会（农委）在其第二十七届

会议上设立畜牧业分委员会（分委会）的建议。该分委员会将作为一个政府间

论坛，其任务是讨论畜牧业问题和优先事项，并就此达成共识，以及为农委提供

建议，建议涉及为优化该部门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的贡献所需的

技术和政策计划与活动 61。可以预见未来分委会和遗传委将就共同关注的事宜开

展进一步互动。  

E. 合 作 

40. 遗传委在其第十七届例会 62上要求粮农组织加强与利益相关方和捐助方的

合作，继续为各国落实《全球行动计划》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  

41. 粮农组织继续并加强了与科学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区域联络点和动物遗传

资源管理区域网络之间的互动。如本文件通篇所述，粮农组织通过为研发项目提

供支持，组织和牵头国际科学大会会议，以及发表科学出版物，保持其广受认可

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技术能力。  

F. 供 资 

42. 遗传委第十二届例会通过了《落实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供资战略》63

（《供资战略》），要求粮农组织予以落实64。 

43. 《供资战略》覆盖了支持实施《全球行动计划》的所有已知和潜在资金

来源。《供资战略》建立了一个接收自愿捐款的粮农组织信托账户，支持国家和

区域为落实《全球行动计划》而开展的项目。  

粮农组织信托账户的状况 

44. 遗传委在其第十七届例会上邀请捐助方为《全球行动计划》的落实（包括

联合国粮农组织信托账户下第二轮提案征集）做出贡献，并要求联合国粮农组织

在相关论坛上宣传联合国粮农组织信托账户项目结果65。针对这一要求，粮农组织

在报告期间举行的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中介绍了粮农组织信托账户项目，这些会议

和研讨会的受众包括潜在捐助组织的代表。截至目前，首轮提案征集的活动已

结束，联合国粮农组织信托账户下还没有可用于第二轮提案征集的资金。  

                                                 
61 C /2021/21，第 19 段。  

62 CGRFA-17/19/Report，第 86 段。  

63 CGRFA-12/09/Report，附录 C。  

64 CGRFA-12/09/Report，第 43 段。  

65 CGRFA-17/19/Report，第 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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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战略》下的其他资源的状况 

45. 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方面的工作，包括《全球行动计划》的落实，

有助于联合国粮农组织《2018-21 年中期计划》 66四个成果的实现。这四个成果

主要涉及战略目标 2 –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产率和可持续性。2018-2019 年，

粮农组织正常计划资源中规划用于动物遗传资源工作的部分约为 160 万美元。 

46. 努力集中在核心活动上，即政府间进程和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但也包括

对跨部门倡议的投入，特别是涉及生物多样性的跨部门倡议。法国政府借调了

一名动物遗传资源官员给全球联络点，整个 2018-2019 两年度和 2020 年上半年都

在此工作，为全球联络点贡献了力量。2020 年 7 月，一位新的专业人员（P-3）

加入了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的动物生产和遗传科。  

47. 2018-2019 两年度内，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合作计划为这项工作贡献的价值

达到约 130 万美元，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计划通过联合中心贡献的价值约为

200 万美元。联合中心还通过其合作研究项目计划贡献了约 25 万美元。  

对粮农组织的自愿捐款 

48. 粮农组织收到了支持《全球行动计划》落实的资金，包括法国和德国对

全球层面畜牧业的支持（总计约 50 万美元）及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欧盟、

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和瑞士对区域和国别项目的支持（总计约 330 万美元）。

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的支持涉及这些国家从捐助方处获得的资金，特别是来自

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上述计划合作协议下的资金

帮助粮农组织为各层面的特别活动提供催化资金。  

联合国粮农组织控制范围外的资源 

49. 《供资战略》列出了四类不同的有关资源，包括在粮农组织控制范围外的

资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承担着推动加强各国的供资信息获取的作用。联合国粮农

组织发挥这一作用的方式是继续提供有关奖学金、供资来源和赠款的信息，特别

是通过家畜多样性网络来进行这项工作。  

  

                                                 
66 C 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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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征求指导意见  

50. 遗传委不妨： 

i. 呼吁各国继续落实《全球行动计划》，并考虑制定国家和区域战略，

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牲畜，包括遗传资源方面，以及推动粮食体系

转型，以提高可持续性和抵御未来挑战的能力；  

ii. 呼吁各国特别重视通过活体或离体方法保存动物遗传资源，并要求

粮农组织提供补充性技术和政策支持；  

iii. 要求粮农组织和各国继续提高人们对动物遗传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以及对家畜饲养者和家畜物种和品种及其生产系统在提供生态系统

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iv. 要求粮农组织与利益相关方和捐助方合作，继续支持各国落实《全球

行动计划》以及制定和实施国家及区域战略和开展有关研究；  

v. 邀请捐助方为《全球行动计划》的落实捐款，包括为供资战略捐款；  

51. 具体针对执行《全球行动计划》的实用指南，遗传委不妨进一步：  

i. 注意到《动物遗传资源超低温保存创新实用指南草案》和《动物遗传

资源基因组鉴定实用指南草案》，要求粮农组织最终敲定并散发上述

指南，鼓励各国充分加以采用；  

ii. 要求粮农组织继续编制和更新实用指南和其他技术文件，以支持《全球

行动计划》落实，并组织研讨会以提高认识和支持区域及次区域网络。  

52. 具体就监测动物遗传多样性而言，遗传委不妨进一步：  

i. 要求粮农组织继续提供正常计划和技术支持，以进一步维护和发展家

畜多样性信息系统，并继续提高用户友好度，特别是在定期更新数据

的工具方面；并在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中纳入数据可视化工具，显示

人工管理蜜蜂的多样性；  

ii. 要求粮农组织调查将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数据字段、生产环境描述

符、关于育种者、生产者和育种组织的信息、以及遗传和基因组数据

和指标纳入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的可能性；  

iii. 要求粮农组织开发一个工具，以便将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农场动物

遗传资源国家协调员提供的内容自动翻译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并调查将其翻译成所有联合国语言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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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要求粮农组织在具备财政资源的情况下，对基因组和 /或品种统计数据

的可获得性、获取情况和最佳利用进行可行性研究，以估计可能适合

补充品种群体规模数据的参数，作为监测牲畜品种内遗传多样性的

指标； 

v. 要求粮农组织继续协助各国获取现有品种种群规模数据，向各国提供

品种种群规模估算方面的技术支持，与各国分享开发的方法，以便以

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采集和估算品种种群数据，并进一步调查种群规

模阈值背后的理由，以确定灭绝风险状况；  

vi. 强调各国要定期更新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和欧洲家畜生物多样性信息

系统网络中的国家数据，包括关于人工管理蜜蜂多样性的数据和关于

就原生境及非原生境动物遗传资源保存的信息，继续与粮农组织合作，

改善国家和区域数据库与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的互操作性，以确保关

于落实《全球行动计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2.5 的决定以

现有最新数据和信息为依据；  

vii. 提高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认识，认识到有必要扩大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2.5.1b 的范围，将所有品种包括在内，以涵盖所有粮食和农业动物

遗传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