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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概 述 

1. 粮安委《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于

2014年由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批准，提出了 10项相互关联又互为补充的

原则，目的是推动有利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负责任农业和粮食体系投资，并在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支持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2. 粮安委秘书处面向利益相关方发出两轮呼吁，请利益相关方分享使用《负责

任农业投资原则》的经验，以及为讨论《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组织的多利益相关

方活动的成果。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将举办全球专题活动，回顾《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的使用情况；上述反馈意见将为全球专题活动提供参考。55 份反馈意见提供

了相关且完整的信息，被本报告中的分析采用。 

3. 42 份反馈意见记录了使用和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经验。这些 

意见中，有 7 份意见来自于民间社会，4 份来自于政府，4 份来自于联合国组织， 

4 份来自于私营部门，2 份来自于研究机构。10 份反馈意见为若干区域联合提交（见

第 IV 章 a 部分），11 份意见为“其他”区域提交（见第 IV 章 a 部分）。13 份反馈

意见记录了为讨论《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使用和实施情况而组织的多利益相关方

活动的成果。 

4. 反馈意见表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所有 10 项原则对各利益相关方开展

的工作而言均相关且有益。利益相关方记录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使用情况，

以及实施经验是否与各项原则保持一致；原则使用情况各异，各利益相关方的背景、

需要和优先重点各不相同。 

5. 反馈意见记录了推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顺利实施的良好做法，包括各

个层级所有行为主体参与活动的设计、实施和监督，以及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这就需要开放、透明和持续的对话，包括同重点机构建

立伙伴关系，协调各个层级和各个部门的所有行为主体（包括青年人和妇女），明

确各自的职责和问责，协力实现各方商定的共同目标。 

https://www.fao.org/3/au866e/au86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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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很多意见都强调了有利政策环境的重要性，具体体现为各个层面应对饥饿和

营养不良的国家及区域策略。利益相关方强调了联合国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

机构和其他技术机构有力参与和支持的重要性。这些机构通过组织技术研讨会和开

发实用工具设计和开发政策与计划，推动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纳入国家、区

域和全球法律框架，进而推广、实施并适应调整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最后，利益相关方建议要定期监督《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粮安委其他政策产品

的使用情况，衡量在实现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进展。  

7. 本报告基于各方自愿提交的意见，其中记录了采用《负责任投资原则》的 

经验。本报告不作为今后监测的基准，但确立了参考依据，介绍由谁在哪正在及计

划开展哪些工作，以及预期和已经取得哪些成果。这与粮安委提倡问责和良好做法

的作用相一致。 

II. 背 景 

背景和依据： 

8.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对于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支持在国家粮食

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非常重要。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四个维度（供应、

获取、利用和稳定）挑战需要显著增加农业和粮食体系的负责任投资；此外，粮食

安全和营养还新增了两个维度 -能动性和可持续性，在科学文献中越来越多地被 

提及1。 

9. 为提供政策指引，就各利益相关方（政府、国际组织、投资者和其他主体）

经历的问题形成共同理解，确保农业投资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有利影响，2021 年

10 月举办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2决定启动包容性进程，

编制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全面考虑农业部门的所有行为主体和可能的投资类型。  

10.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政策进程旨在及时关注和审议现有相关指导框架3，

而粮安委则“敦促把注重小农的投资明确认定为负责任农业企业投资的鉴别标准”4，

并要求原则涵盖农业价值链和粮食体系中所有类别的投资，包括由小农生产者进行

的投资、为小农生产者进行的投资和有小农生产者参与的投资，包括对农业科研、

 
1 粮安委-高专组，第 15 号报告 – 粮食安全和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 2030 年 

2 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粮安委多年工作计划和工作活动的优先次序  

3 尤其是，2010 年由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以及世界银行共同提出的《尊重权利、生计和资源的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本身就延续了 2004 年粮安委《在国家粮食安全前提下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自愿准则，以及 2012 年

粮安委《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权属自愿准则》）。 

4 更多信息参见：CFS 2012/39/6  

https://www.fao.org/3/ca9731en/ca9731en.pdf
https://www.fao.org/3/me741e/me741e.pdf
https://www.fao.org/3/y7937e/y7937e.pdf
https://www.fao.org/3/i2801e/i2801e.pdf
https://www.fao.org/3/me550E/me55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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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和技术转让的投资，还包括国外和国内、公共和私营的小、中、大规模投资。

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政策进程中，着意认可农民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推

动作用以及作为农业部门主要投资人的角色构成了理念的基础，需要保障并加强他

们的能力。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政策进程： 

11.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由开放性工作组从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历

时两年编写完成，在 2014 年 10 月的粮安委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批准通过。原则编写

采用了综合全面、共识驱动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旨在加强全球认可与应用实施。

在此进程中，常驻罗马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

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5，以及各国政府、其他联合国机构、

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国际农研机构、私营部门协会、私营慈善基金会与、国际

和区域金融机构等部门均参与其中，并提供技术支持。 

12.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着眼于构成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的核心要素；

明确各重点利益相关方，及其在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中的角色和责任；以框

架形式提出系列原则，借以推动当前急需的负责任投资，改善生计，预防并减缓粮

食安全和营养风险，进而对粮食和农业体系各利益相关方的行动提供指引。  

《负责任投资原则》全球专题活动进程： 

13. 2017 年，粮安委第四十四届会议决定每两年在全会举办一次全球专题活动，

分享经验，回顾粮安委主要政策产品的使用和实施情况。按照规划，《农业和粮食

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全球专题活动将于 2022 年 10 月在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上 

举办。 

14. 依据粮安委 2016 年审批的职权范围6，全球主题活动的目的是： 

• 围绕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组织活动实施粮安委决策和建议而分享经验

和良好做法； 

• 促进采纳、适应和推广实施粮安委政策准则方面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 （定性和定量）监测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实施粮安委政策准则的进展；  

• 汲取经验，改进粮安委工作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包括在实现粮食安全和营

养国家目标方面的工作； 

• 增进对粮安委以及粮安委背书政策准则的认识和理解。 

 
5 更多信息请联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  

6 更多信息参见：CFS 2016/43/7 

https://www.fao.org/3/mr182e/mr182e.pdf


CFS 2022/50/Inf.21 5 

 

 

15. 职权范围建议组织国家主导的、参与性、包容性活动（让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各类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粮食不安全和脆弱社区都参与进来）。职权范围倡导要与

类似粮安委的现有平台开展合作，建立协作机制，联合报告与各利益相关方群体进

行磋商的结果。建议方法与粮安委《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最近更新版

GSF-2021）中提出的原则完全一致。 

16. 全球专题活动职权范围明确提出，具体做法应酌情契合粮安委倡导的价值，

包括： 

• 包容性和参与度：所有主要相关行为主体都参与相关决策进程，包括已经

或可能受到决策影响的所有各方； 

• 循证分析：基于独立证据对具体做法在助力实现粮安委产品目标方面的成

效进行分析； 

• 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具体做法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不会削弱满

足未来需求的能力； 

• 性别平等：具体做法推动了男性和女性的平等权利和参与，应对了性别不

平等问题； 

• 侧重于最脆弱和边缘化人群及群体：具体做法惠及最脆弱和边缘化人群及

群体； 

• 多部门方法：所有主要相关部门都参与了磋商和实施； 

• 生计韧性：具体做法有助于提高家庭和社区的韧性，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面

对各种冲击和危机，包括气候变化相关的冲击。 

17. 为筹备 2022 年 10 月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粮安委于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间围绕通过和适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向所有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为《负

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全球专题活动提供参考，确保对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实

施相关的所有行动开展全面、包容和透明的审查。收到意见见第 IV 节和第 V 节。 

18. 意见征集活动请利益相关方： 

• 记录利益相关方群体（如成员国、民间社会或私营部门）在实施《负责任

农业投资原则》方面的个体经验；和/或 

• 分享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组织的旨在讨论《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使

用经验和良好做法的多利益相关方会议的成果。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2021/GSF/NF445_CFS_GSF_2021_Clea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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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报告总结了从各利益相关方处收到的意见，将提供给参加粮安委第五十届会

议全球专题活动的各位代表。报告中简要介绍了使用、适应和实施《负责任农业投

资原则》方面的经验；主要推动因素、限制与挑战；取得的成果；欲同粮安委利益

相关方分享的良好做法；以及《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预期未来用途。  

III. 2014 年以来的形势发展 

20. 农业和粮食投资数量及质量均须显著提高，才能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改善

食品安全，创造经济增长和机遇，支持实现《2030 年议程》。 

21.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以框架形式为政策行动提供参考，为农业和粮食体

系的政策制定者和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指导，推动实现全球范围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22. 自《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于 2014 年 10 月通过以来，其他利益相关方陆续

推出了各类准则、关键报告和举措，以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为着眼点，并从

不同视角提供了额外意见，供围绕农业和粮食体系投资问题予以考虑7。例如，随着

环境、卫生及社会危机发生频次和影响规模不断加剧，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可持

续负责任投资理念迅速发展，新兴金融服务提供商正在开发各类方法和办法，以便

在业务情境和商业决策中考虑环境、可持续性和治理问题。 

23. 2015 年，跨国研究中心编写了《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政策简报》8，

强调了民间社会机制对《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立场。跨国研究中心表示，粮安

委作为合法平台有着独特的价值，即围绕着眼于粮食安全的投资形成一整套统一标

准并将其置于人权框架之内；但也强调指出，作为各方谈判的成果，人权原则被置

于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同等的地位；小农户与大企业混为一谈；国家的关键角色

虽有提及，但语言表述不力，实则有所弱化。 

24. 粮农组织 2015 年组建了一支团队，专门负责支持落实《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具体着眼于本组织的职能目标相关能力建设、宣传以及加强伙伴关系。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小组隶属于伙伴关系及联合国系统协作司，于 2016 年启动

了“支持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总体计划。此后，该小组为 26 个国家实施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提供了支持。 

25. 2016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启动需求驱动的总体计划9，旨

在加强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应对粮食安全和饥饿方面的全球挑战，尤其是

在低收入国家。该计划以现有指导性文书为基础，包括《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7 2018。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国际投资制度改革工具包。  

8 2015。跨国研究中心。《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政策简报》  

9 2016。粮农组织。《总体计划 - 支持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uploaded-files/document/UNCTAD_Reform_Package_2018.pdf
https://www.tni.org/files/download/political_brief_rai_principles_1.pdf
https://www.fao.org/3/I6820EN/i682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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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10（《权属

自愿准则》），此外还包括对实施粮安委政策工具提供支持。根据《负责任农业投

资原则》，粮农组织承认加强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是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集体

责任，需要各利益相关方深度参与。为此，粮农组织在 2015 至 2017 年间面向各类

利益相关方组织了若干次多利益相关方能力评估会议11，旨在提高认识，加强参与；

此外还启动了全球和区域层面能力开发需求分析进程，明确了总体计划中各利益相

关方的需要和优先重点。 

26. 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与粮农组织编写了《经合组织-粮农组

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12，旨在帮助企业满足负责任商业行为标准，在农业供

应链上开展尽职调查，确保各项业务能够推动可持续发展。《指南》考虑了农业供

应链上负责任商业行为的相关现有标准，包括《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权属自

愿准则》，力求避免不利的环境、社会和人权影响。 

27. 2018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划署）启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投资

解决方案推动实现全球影响计划，帮助投资者和企业更可持续地运营，助力实现可

持续发展以及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该计划立足于 3 个支柱-促进、信息支持

（及情况摸排）和管理（及标准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活动引导实施可持续

发展目标投资者地图，为私营部门指出可行的投资机会，产生有利的社会、环境和

经济影响。计划署标准为决策标准，而非绩效或报告标准，目的是运用通用语言和

共享方法，帮助相关机构将负责任、可持续经营以及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纳入组织体系、投资框架和决策过程。 

28. 2018 年 10 月，东盟农林部长会议正式通过了《东盟负责任农业投资准则》13，

着力推动东盟区域粮食、农业和林业部门的负责任投资。准则编写采用了包容性的

多利益相关方进程，立足于《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主要目标是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保障粮食和营养安全，实现食品安全和公平惠益，以及促进可持续

利用自然资源。 

29. 2018 年，欧洲委员会启动了新的非欧可持续投资与就业联盟14，旨在刺激非

洲国家的公共和私营投资，包括农业部门，也面向农民组织。欧盟高度重视使用和

 
10 2012。粮安委。《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11 更多内容可见：《粮农组织总体计划综述》  

12 2016。经合组织 - 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13 2018。《东盟负责任农业投资准则》。  

14 2018。《欧盟外部投资计划》（EIP）  

https://sdgimpact.undp.org/
https://sdgimpact.undp.org/
https://sdgimpact.undp.org/
https://sdgimpact.undp.org/practice-standards.html
https://www.fao.org/3/i2801e/i2801e.pdf
https://www.fao.org/in-action/responsible-agricultural-investments/umbrella-programme/zh/
https://www.oecd-ilibrary.org/agriculture-and-food/oecd-fao-guidance-for-responsible-agricultural-supply-chains_9789264251052-en;jsessionid=jBxz6__A_KUHQQqXD1JdeG_L.ip-10-240-5-39
https://www.aseanraiguidelines.org/
https://ec.europa.eu/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topics/investing-sustainable-agriculture-and-food-systems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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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以及《权属治理自愿准则》，支持各国开发技术准则，

推动使用和实施这些政策工具。 

30. 2020 年，粮农组织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在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的支持

下编写了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议员实用手册15，旨在帮助议员及其顾问“推

动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纳入公共议程、立法起草进程、预算批准和政策 

监督”。实用手册还着重指出，《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自批准之后已经成为设计

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准，而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透明稳定政策、

法律框架与激励机制对于进一步完善《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同样不可或缺16。 

31. 2020 年，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发布了新报告-《通过投资推动可

持续发展目标成果》，为缔约方提供了新的投资者行动高级别框架，确保投资结果

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阐释了投资者如何对侵犯人权、气候变化和社会

不平等等全球性紧迫问题产生积极或不利影响；指出投资者应将眼光拓展到从金融

角度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之外，考虑系统性应对社会和环境问题，将其作为

投资策略的部分内容，此外还需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支持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17。 

32. 目前距实现《2030 年议程》目标的截止期限还有不到 8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需要极大地增加农业、粮食体系以及农村发展方面的各类投资。  

33. 所有此类举措、准则、活动、能力开发和意识提高研讨会都凸显了负责任投

资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重要作用。若无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积极投资，

我们就无法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四个维度：供应、获取、稳定和利用，也无从实

现粮食安全和营养。 

34. 该领域各利益相关方开展的工作表明，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已经

并仍是支持政策制定者设计实施农业投资政策计划的关键工具；但相关工作也表明，

这些原则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优先重点和具体需要进行适应调整。 

35. 原则的实施需要粮食安全和营养部门的所有行为主体更加主动参与，包括支

持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和工人更多地参与农业投资规划和决策过程，以及土地和资源

利用与管理。 

 
15 2020。粮农组织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议员与议会顾问实用手册》 

16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1）2021。粮农组织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农业和粮食负责任投资激励 

指导》；2）粮农组织《负责任投资原则》线上学习课程系列。  

17 2021. 粮农组织。政策简报：食物权与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2021。粮农组织。《农业和粮食体系负

责任投资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系 

https://www.unpri.org/sdg-outcomes
https://www.unpri.org/sdg-outcomes
https://www.fao.org/3/cb1991en/CB1991EN.pdf
https://doi.org/10.4060/cb3933en
https://doi.org/10.4060/cb3933en
https://doi.org/10.4060/cb3933en
https://elearning.fao.org/local/search/?src=eyJ0ZXN0byI6IiIsInNlcmllcyI6IlJlc3BvbnNpYmxlIEludmVzdG1lbnRzIGluIEFncmljdWx0dXJlIiwicmVsZWFzZWRhdGUiOiIiLCJsaW5ndWEiOiJlbiIsImlzbmV3IjoiIiwiY2VydCI6IiIsIm1vYmlsZSI6IiIsImNpZCI6Ils4MDIsNzc5LDY1MSw2MjYsNTczLDUxNCw0NTUsMzgwXSJ9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5582en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5582en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3555en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355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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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利益相关方关于使用和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意见概述 

A. 关于收到意见特点的总体数据 

（例如来自于哪个层面-全球/区域/国家层面等） 

36. 两轮征集后共收到 60 份反馈意见。55 份反馈意见提供了相关且完整的信息，

被本报告中的分析采用。13 份反馈意见记录了为讨论《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使用

和实施情况而组织的多利益相关方活动的成果。提交意见清单载于附件 1。活动概

述见第五部分。  

37. 在记录《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使用和实施经验的 42 份意见中，27 份为国家

层面，10 份为区域层面，5 份为全球层面。收到的所有意见均已源语语种发布于粮

安委网站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网页： 

38. 国家和区域经验代表性最高的区域为非洲，有 16 份意见；其次为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有 14 份意见；亚洲及太平洋提交了 6 份意见，欧洲和中亚有 1 份意见。 

39. 7 份意见来自于民间社会，4 份来自于政府，4 份来自于联合国组织，4 份来自

于私营部门，2 份来自于研究机构。10 份发言由若干机构联合提交，具体而言：4 份

意见由民间社会和科研机构联合提交；2 份意见由政府和研究机构联合提交；2 份意

见来自于民间社会与联合国组织；1 份意见由一家联合国组织、科研机构、捐助方

和其他方（粮农组织瑞士国家委员会）联合提交；还有 1 份意见由民间社会、私营

部门与科研机构联合提交。 

40. 11 份意见来自“其他”机构，具体而言：7 份来自于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 份来自于拉丁美洲议会；1 份来自于反饥饿议会阵线；1 份来自于国际土地联盟； 

1 份来自于东非立法会议（议会）。 

B. 使用最频繁的原则 

41.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所有 10 项原则对于顺利实施原则都很重要；各方

意见证实，所有原则与推动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都相关性极高。在反馈 

意见中，部分原则被提及的频次高于其他，表明某些原则在特定背景下得到了更多

的关注。尽管很多意见中都记录了多数原则得以运用，但仍需继续努力，鼓励各行

为主体采纳所有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相互关联且互为补充的。  

42. 提及最频繁的原则是原则 1“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有 44 份意见提及；随

后为原则 2“促进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有 43 份意见提及（见

表 1）。 

  

https://www.fao.org/cfs/plenary/cfs50/en/
https://www.fao.org/cfs/plenary/cfs5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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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提及最频繁的原则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 10 项原则 每项原则被提到的次数 

原则 1：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44 

原则 2：促进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发展以及消除贫困 

 
43 

原则 3：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32 

原则 4：青年参与和赋权 

 
32 

原则 5：尊重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以及水资源获取 

 
33 

原则 6：保护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提高韧性，减少灾

害风险 

 

32 

原则 7：尊重文化遗产和传统知识，支持多样性和创新 

 
19 

原则 8：促进安全、健康的农业和粮食体系 

 
29 

原则 9：纳入包容性和透明的治理结构、流程和申诉机制 

 
29 

原则 10：评估和应对影响并促进问责 

 
29 

说明：该表还包括了组织多利益相关方活动、讨论《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使用情

况分享会上提及的原则；多数意见提及了不止一项原则。 

C. 报告的定性成果-《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利用情况以及哪些原则最为有用 

43. 意见中记录的经验目标各异，对《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利用方式也各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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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提高：意识提高活动广泛实施，包括举行小型到大型会议以及信息宣传

活动，例如宣传活动，研讨会，研修会，技术小组讨论和磋商，专家讨论及

对话，平台，出版物和政策简报。 

定性成果举例：来自西非经共体区域的 1000 多位议员接受了关于使用《负责

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意识提高培训，尤其是关于原则 3“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

赋权”； 

拉丁美洲区域的 100 多位议员和顾问接受了培训，进一步了解了《负责任农

业投资原则》的基础和范围。 

• 能力发展：发言中记录了很多能力发展活动和培训；此类活动得到了政府、

联合国组织，尤其是粮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18以及其他专门组织和国际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等国际机构的支持。例如，意见中重点强调了举办培训和研讨

会，开发宣传和技术工具19，分享经验和良好做法，伙伴对话，通过这些活动

提高了以下能力： 

- 政府官员、议员，以及其他重要行为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进程，基

于本地需要建立纳入《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以及改革合约农业法律20； 

- 青年企业家、农村妇女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倡导农业负责任投资，

采取能够影响政策的行动，支持生计和经济。 

多数情况下，能力发展活动与意识提高活动配合实施。 

定性成果举例：在 11 个非洲国家举办了系列多利益相关方能力评估研讨会

（由粮农组织主办21），来自各国政府、青年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

的 125 位代表参加了活动；与会代表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能力得

以提高。此外，还授权与会人员成为变革代理人； 

 
18 例如，作为民间社会机制的一员，亚洲乡村人力资源发展组织（AsiaDHRRA）通过若干活动将《负责任农

业投资原则》引入东盟国家，包括意识提高和能力发展培训会，其中特别关注了赋权妇女和青年人参与负责任

农业投资。  

19 例如：负责任农业投资打分工具（RAI 打分工具）；着眼于滥砍滥伐以及农业供应链上森林退化的经合  

组织-粮农组织工具； 

20 合约农业法律经常基于范本协议修订（2018.粮农组织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契合《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  

21 2020。粮农组织。鼓励青年农业企业家投资，确保投资可持续性 - 战略规划工具； 

https://www.fao.org/3/ca1772en/CA1772EN.pdf
https://www.fao.org/3/cb1367en/CB1367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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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拉维，通过国家研讨会（由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东南非共同市场-粮

农组织共同组织），约 40 位政府官员提升了利用和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

则》推动可持续、负责任投资的理解和能力； 

• 建设网络和智库：网络、核心小组和智库（如青年农业企业家网络联合会、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与性别核心小组、青年农业企业家投资智库以及研

究机构网络）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旨在汇集重点利益相关方，促进其

与政策制定者开展建设性对话，以期增加负责任投资，包括面向青年农业企

业家和农村妇女的投资，以及宣传促进农业和粮食体系转型变革的成功经验

和良好做法。 

定量成果举例：突尼斯成立了由 25 家机构 60 多位代表组成的多利益相关方

智库，编制了相关政策建议，赋权青年人参与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

数百位突尼斯公民通过线上磋商对这些建议提供了意见。部分解决方案还通

过农业加速发展枢纽平台进行了试点。国家农业投资促进机构、国家农业研

究机构和粮农组织共同发布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国家战略》。 

马德里理工大学 GESPLAN 协调建立了拉丁美洲大学网络，利用研究机构的

重要作用，采取综合性方式宣传和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包括将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纳入高校课程。 

• 开发/评估项目、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农业投资规范、合同范本、立法或政

策框架：很多项目、计划、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农业投资规范22、合同范本

和法律及政策框架都受到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影响。此外，很多项

目中都运用了分析工具，旨在结合《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找出农业负责任

投资的挑战和机遇。若干小规模食品生产者组织、青年农业企业组织以及其

他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开展了政策规划，就法律和/或政策框架提出了建议。 

定量成果举例：在布基纳法索，数百人参与起草、审查及通过了契合《负责

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新（或修订后）法律框架； 

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出台了若干项国家行动计划，

为《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营造有利环境； 

• 投资（政府、国际机构、私营部门或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很多实践经验

中都记录了政府、国际机构、私营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的投资行为，此类投资

惠及所有农业和食品工人，尤其是小农，包括青年和妇女，总体目标是通过

 
22 一些范例：1）布基纳法索通过了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新《农业投资规范》；

埃塞俄比亚制定了投资行为规范《埃塞俄比亚负责任商业农业社会与环境行为规范》，助力实施农业负责任投资；  

https://pacte.agriculture.bf/wp-content/uploads/2020/02/Code-des-investissements-agro-sylvo-pastoral-halieutique-et-faunique-Burkina-Faso-2018.pdf
file:///C:/Users/Paratore/Downloads/Social%20and%20Environmental%20Code%20of%20Practice%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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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使他们成为变革的推动力量，提高收入，创造 

就业，改善生计，进而推动农村发展。 

定量成果举例：在阿塞拜疆，超过 10,000 名小农获益于旨在创造和保持就业、

改善收入及减少贫困的专项投资和支持； 

在厄瓜多尔，“Casa Campesina Cayambe 基金会”23（FCCC）记录了系列项

目活动，在项目中对技术设备和/或小农民（包括土著社区）能力建设培训进

行投资，借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进而增加收入，改善生计。  

• 制定与实施具体的国家和区域战略：据报告，各国围绕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

任投资制定和实施了具体的国家及区域战略，面向所有农业和食品工人，尤

其是小农，包括青年和妇女。若干国家和区域政策及立法得以正式通过，确

立了政府通过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义务。   

定量成果举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议员在批准融入《负责任农业投资原

则》的国家和区域立法（示范法）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 

东盟成员国通过了实施《东盟负责任农业投资准则》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立

足于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旨在增加东盟区域食品、农业和林业

部门的负责任投资。 

D. 报告顺利采纳和/或适应的关键推动力量 

44. 若干外部因素对取得成果产生了积极影响。反馈意见中凸显了几个反复出现

的关键推动力量，即有利于推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取得积极成果的外部条件。 

• 有利的政策环境，体现在国家和区域战略之中。政府和议员对于解决各个层

面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高度重视非常重要，包括推动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

任投资，以及确保国家战略契合《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 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技术实体的强有力参与和 

支持，推动了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的宣传、转化和适应。尤其是，

联合国机构、瑞士联邦农业办公室、科研机构以及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

其他专门机构为各国政府提供的技术伙伴关系和支持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工具，

支持开发和界定各类政策及计划，推动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纳入国家、

区域和全球法律框架； 

 
23 如欲了解更多情况，请访问: “La Fundación Casa Campesina Cayambe y el modello de desarollo”

（FCCC） 

https://dspace.ups.edu.ec/bitstream/123456789/10725/1/La%20Fundacion%20Casa%20Campesina%20Cayambe%20y%20el%20modelo%20de%20desarroll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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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识提高活动，包括政府、议会、民间社会、科研机构、

发展机构、国际机构、农民组织和合作社以及其他各方，各方合力开发利于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的举措、行动计划和政策变革； 

• 重点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多利益相关方对话、伙伴关系与合作，旨在编制并实

施应对《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实施缺口的战略计划； 

• 所有利益相关方高度关注，包括政府和联合国机构，愿意实施具体举措，加

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支持青年人融入涉农商业部门； 

• 本地行为主体的参与和问责，包括土著居民，寻找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融入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在农业部门开发更可持续的计划和战略； 

•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政策工具的完整性和明确性，包括各类经济、社会、

治理和环境问题，为开发因地制宜的负责任投资规划奠定了理想的基础；  

• 学习计划和技术研讨会，以负责任农业投资为着眼点，根据讨论中提出的需

求确定优先重点和参与各方的需要，并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保持一致；  

• 此前粮安委政策工具（如《权属自愿准则》）顺畅融入政府架构的经验培育

了各方的意愿，可以通过在相关政策、法律和计划中实施具体的《负责任农

业投资原则》，并结合农业投资来应对某些具体问题。  

E. 采纳和/或利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主要局限和挑战 

45. 本节总体梳理了利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主要局限和挑战： 

• 对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知晓度低，故反复建议要改进宣传工作，要在

各个层面推广、分享和宣传，包括面向草根利益相关方； 

• 缺乏良好的投资环境，尤其是农业和农业食品部门的青年人； 

• 管理层面缺少业务连续性，政府和部委的此种局限影响了相关举措的实施以

及举措成果的实现； 

• 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足，包括将原则的理论概

念转化为可行实际的活动、项目和计划，以及根据本地需要调整《负责任农

业投资原则》的具体实施，并将原则转化为本地语言； 

• 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政治意愿和重视程度不够； 

• 缺少具体方法和支持性材料，无法引导利益相关方提出实施《负责任农业投

资原则》的具体重点行动； 

• 持续冲突给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包括纳入《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改革当前乏力的法律框架； 

• COVID-19 疫情导致活动开展数次推延，不论相关伙伴的兴趣或重视程度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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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少界定清晰的问责机制以及行之有效的多利益相关方协调机制，因而各个

层级的多个政府部门以及所有行为主体无法持续开展对话，相互借鉴经验，

支持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 基础设施落后，让小农的农业活动处于不利境地，农村偏远地区尤其突出。  

F. 部分良好做法介绍 

46. 反馈意见中概述了保障《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执行顺利的一些良好做法。

具体做法包括但不限于： 

• 赋权所有利益相关方，通过以下措施支持他们在国家和区域政策及计划中运

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 开展能力评估24，了解制度、组织和个人层面上分别有哪些能力需要加

强，并与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初步讨论，确定最适合参加未来数年规划

的各类会议和技术培训的所有相关部委/机构； 

- 通过意识提高活动和对话，以及能力建设培训，对目标群体开展有效

的宣传工作，包括政府官员、议员和社区，确保正确实施《负责任农

业投资原则》，让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相互支持，共同为《负责

任农业投资原则》营造有利的环境； 

- 开发工具和文书，确保因地制宜地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并

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 

• 基于国家和地方优先重点，明确界定清晰的“切入点”，并据此确定项目/计

划初期阶段的目标，简化原则实施的过程； 

• 同重点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即能够就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提供能力发

展和技术支持，例如粮农组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以及支持开发融入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负责任投资政策的其他专业机构； 

• 培育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多利益相关方共识； 

• 利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政策指导为工具，作为农业负责任投资方面其

他现有工具的补充； 

• 采用多利益相关方工作方法，以包容性、参与性方式汇集所有利益相关方，

例如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主体、议员、研究机构、受影响社区和本地社区，包

 
24 能力评估工具举例：2018，粮农组织。赋权青年人参与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快速能力评估工具；

2020，粮农组织和 HAFL。鼓励青年农业企业家投资，确保投资可持续性 - 战略规划工具；2021，粮农组织。

快速能力评估工具 - 加强能力，强化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A2061EN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A2061EN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1367en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3308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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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妇女和青年人，以及私营部门，设计共同“路线图”，实施并监督相关活

动，促进《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顺利落地： 

问责是基础，能够建立伙伴之间的信任，融入妇女和青年人，在推动工作的

过程中减少重大阻力； 

筹集金融资源支持各利益相关方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 建立监督机制，监督顺利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各项活动；应提出

确定的方法，确保监督工作一致、透明和全面。 

G. 促进利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具体下一步工作 

47. 反馈意见中提到要改进《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宣传工作，提高利益相关

方和责任承担方对于原则的认识，确保建立网络和开展协调，尤其是与政策制定者

和实地居民进行协调。达成这项目标需要建立（或保持）多利益相关方平台，还需

要开发教育工具、技术培训、学习计划、研修班、研讨会、大会和出版物，包括赋

权青年人和农村妇女参与负责任农业投资以及《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相关的政策

制定进程。 

48. 与专业机构合作，将继续以《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为基础，设计并开发新

的国家层面准则、政策工具以及投资者合同范本，并/或更新及补充现有文书，通过

具体、扎实的措施落实《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监督不同行为主体在国家、区域

和全球层面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情况。 

49. 各利益相关方要着力改善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的有利环境，为《负责

任农业投资原则》争取更多的高级别政治承诺，完善并监督包含相关公共和私营负

责任农业投资的战略、政策、法律和计划，包括支持青年企业家，以期实现粮食安

全和营养。 

V. 《负责任投资原则》讨论和/或宣传活动上利益相关方意见概述 

A. 关于收到意见特点的总体数据 

50. 在记录多利益相关方活动取得成果方面共收到 13 份反馈意见。反馈意见清单

载于附件 1。这些活动在地区覆盖（3 份国家层面、6 份区域层面和 4 份全球层面）、

范围和参与方面各有不同。所有相关活动均由多个粮食安全和营养利益相关方群体

参与，包括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联合国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受粮食不

安全和营养不良影响社区或派代表，或直接参与了所有的国家和地方层面活动。下

文对这些活动进行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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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国家层面 -加蓬共和国，“加蓬议员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能力建设研 

讨会”，2022 年 3 月 3-4 日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与加蓬粮食和

营养安全议会联盟（APGSAN）举办了能力建设研讨会，目的是提高议员对《负责

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意识，让议员了解自身在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推动农业和粮

食体系可持续负责任投资方面的作用。  议员承诺要确保国家、法律和制度框架与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保持一致，继续推进议员和议会官员的能力建设工作。 

E2. 国家层面-刚果共和国，“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议员能力建设研讨会”，

2021 年 11 月 23-24 日 

2020年 12月，粮农组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泛非议会、东非立法会议以

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议会共同举办了题为“议员在加强非洲农业可持续投资方面

作用”的网络会议；在此之后，议员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2021年 12月，粮农组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以及刚果粮食安全和营养议会联盟

共同组织了能力建设研讨会，旨在提高对《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认识，更好地

了解这一政策工具。来自刚果共和国国家议会和参议院的 150 多位代表与会。会后，

刚果粮食安全和营养议会联盟将编制路线图，落实研讨会上做出的承诺，推动非洲

建设更可持续的粮食体系。 

E3. 国家层面-老挝，“负责任农业投资国家多利益相关方对话”，2021 年 11 月 10 日 

在粮农组织的支持下，老挝政府与瑞士发展与合作协会（Helvetas）和德国国

际合机构（GIZ）共同举办了多利益相关方对话。会议为期一天，151 位代表与会，

其中 69 位来自于政府机构（中央、省和区级），58 位来自于联合国/民间社会组织/

非政府组织，2 位来自于私营部门，14 位为自由顾问。在对话过程中，各方讨论了

如何建设有利环境，推动老挝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此外，会上进行的调

查表明，与会人员认为老挝近年来吸引的负责任投资有所增加，但农业和林业部门

仍然存在很多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相关的问题，例如订单农业、土地租赁规

定以及农药滥用。会上还规划在当前年份及未来几年围绕重点行动开展系列对话，

例如强化《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相关的法律框架，提高目标受众的意识，开发本

地利益相关方能力，明确各部门和各行为主体的角色和职责。 

E4. 区域层面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在农业企业部门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2022 年 3 月 24 日，利马。 

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组织与私营部门代表参加了马德里理工大学组织的这次

活动。这次活动旨在介绍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实施计划的成果，重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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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下《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使用情况（合作社、企业、生产协会等）。

该计划由来自 10 个国家的 69 名人员参与实施，被分成 8 个工作组，共计来自 10 个

国家 20 所高校参与推动《负责任投资原则》顺利实施。活动讨论表明，每位计划参

与者都可结合各自的背景分析每项原则，找出自身差距，围绕每项原则设定若干具

体目标，以期实现目标。此种模式有助于改进活动参与机构的治理。  

E5. 区域层面-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利用《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培育

负责任商业行为”，2020 年 11 月 3-4 日，利马 

联合国、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私营部门代表参加了学术界组织的为期两天的 

讨论会。会议的目的是让生产者、企业家、协会领导以及科研人员更加熟悉《负责

任农业投资原则》，推动将其纳入企业的工作计划和目标（协议书，FAO/FGUPM 

of 11-29-2019）。会议有利于加强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协作与对话，完善企业治理 

模式。200 多人作为观察员或发言人参加了讨论会；农业粮食部门大型企业/协会管

理者表示正在根据各自的需要实施原则。目前正在编写新的协议书（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7 月），目标是提高认识，加强《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实施。此外，还

将面向农业企业部门组织新的培训活动。 

E6. 区域层面-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推动全球高校教学转型：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

任投资原则”，2020 年 10 月 1-2 日，厄瓜多尔 

会议为期两天，由学术界主办，来自联合国、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以及研

究机构约 250 名代表与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使用和

实施经验，尤其是纳入高校课程的经验，并分享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推动《原则》

的想法。会上，Gesplan-UPM 研究组织启动了一个网站，与粮农组织合作共同收集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培训计划的相关信息，透明地反映自 2016 年以来开

展工作的总体情况。 

E7. 区域层面-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加强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法律和政策框

架能力：能力需求评估研讨会”，2018 年 5 月 16-18 日，危地马拉，2018 年 9 月

19-21 日，多米尼加共和国 

国际发展法组织和粮农组织组织了系列能力需求评估研讨会，旨在评估危地马

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强负责任农业投资方面的国家能力需要。两国在农业投资方

面均已建立了广泛的法律框架，可根据《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进一步加强。然而，

两国对《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及其与国内情况的相关性认识有限，故此阻碍了国

家层面的有效实施。 

https://www.principiosiaruniversidad.com/carta-acuerdo-2020/seguimiento-compromisos
https://www.principiosiaruniversidad.com/carta-acuerdo-2020/seguimiento-compromisos
https://www.principiosiaruniversidad.com/carta-acuerdo-2020/seguimiento-compromisos
https://www.principiosiaruniversid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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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区域层面-非洲，“议员在加强非洲负责任农业投资、推动建设更可持续粮食体

系方面的作用”，2020 年 12 月 15 日 

泛非议会、东非立法会议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议会与粮农组织和民间社会

共同组织了此项活动，旨在探讨农业负责任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讨

论议员如何推动妇女有意义地参与农业和粮食安全；以及如何实施粮农组织  - 国际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 – 议员与议会顾问实用手册》。

讨论过程中，会议强调应充分运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将其纳入国家和区域

层面的透明稳定政策、法律框架和激励措施。此外，东非共同体（东共体）秘书处

与东非立法议会决定重启进程，编制东共体农业企业投资合同范本，供政府、议员、

农民、投资者和民间社会以此为工具，基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确立区域基准。 

E9. 区域层面-欧洲，“负责任农业投资对于推动建设更可持续粮食体系的作用”，

2020 年 12 月 7 日 

会议由欧洲议会反饥饿和营养不良联盟与粮农组织共同主办，来自联合国、民

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欧洲委员会和欧盟议会的 130 多位代表，以及来自欧洲议

会的议员和议会顾问与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负责任农业投资对于推动建设更

可持续粮食体系的重要性。会议提出，在此次活动举办之前，欧洲议会反饥饿和营

养不良联盟和欧洲机构对《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知之甚少；但《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应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欧洲议会成员应共同讨论自身在加强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在欧盟定位方面的作用，包括加强使用《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的承诺。 

E10. 全球层面-“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激励机制”，2021 年 6 月 30 日 

会议由粮农组织与科研机构（即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 CCSI）共同主办，

268 名来自政府、联合国、粮安委、民间社会-尤其是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

与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WAIPA）的与会代表通过会议进一步了解了如何将《负

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投资激励作为实用工具，增加负责任投资。会上介绍了《粮

农组织/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指导》。《指导》基于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编写，面向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技术官员，围绕如何运用投

资激励加强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某些情况下要避免使用投资激励）提供  

指南。会议还介绍了突尼斯农业加速器枢纽平台，提供孵化器服务，以及针对《负

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区域开发的培训活动。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1991en
https://www.fao.org/3/cb3933en/cb3933en.pdf
https://www.fao.org/3/cb3933en/cb393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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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 全球层面-“国际专题研讨会：议会网络与粮食安全挑战”, 2019 年 10 月 30-31

日和 11 月 1 日，摩洛哥 

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参议院协会与摩洛哥王国顾问委员会以及粮农组织共同主办

了“议会网络与粮食安全挑战”会议。会议表明，全球各区域在推动实现粮食安全

和消除饥饿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特别强调，围绕《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原

则 1、2、4、5、6、8 和 9 开展了相关活动。此外，会议创造了有利契机，通过宣传

良好做法和交流经验教训增加了议员对原则的了解，提高了议员能力以便强化应对

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的适当法律框架，此外还提高了对于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

资的认识，了解到负责任投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E12. 全球层面- “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保卫人民和地球”，2021 年 6 月

3 日（粮安委第四十八届会议） 

此次会议由联合国组织，目的是了解代表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的各类组织对粮

安委政策产品 - 包括《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使用情况，包括企业（WBCSD0）、

民间社会（世界基准联盟 - WBA）、农民（世界农民组织）、科学界（国际热带农

业中心）。来自政府、联合国、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研机构的代表与会。世界

基准联盟做技术性发言，介绍了如何运用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粮安委

《权属自愿准则》开发世界基准联盟的粮食与农业基准。世界基准联盟的粮食与农

业方法对标《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2021 年，据此基准方法对全球 350 家顶尖的

食品和农业企业进行了评估。世界基准联盟在 2023 年前还要评估更多的企业，就基

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企业披露动态提供实证。 

E13. 全球层面-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网络会议”，2021 年 11 月 25 日 

东盟议会大会（AIPA）与粮农组织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了农业和

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网络会议。会议介绍了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理念，说明

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已经根据国家法律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包括运用《东盟

负责任农业投资准则》。会上，与会代表进一步了解了《东盟负责任农业投资准则》

以及《负责任农业投资议员手册》。会议预期，《东盟负责任农业投资准则》将进

一步被纳入每个东盟成员国的国家政策；粮农组织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将继续

为东盟议会大会的各位议员提供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开展关于《负责任农业投资 

原则》推广和实施的宣传与引导工作。 

 

https://www.worldbenchmarkingalliance.org/food-and-agriculture-bench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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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相关会议上报告经验教训的主要亮点- 

全球/区域/国家层面 

51. 会上讨论的经验表明各国工作方法相近。经验教训主要亮点部分举例如下： 

- 围绕《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活动、研讨会、培训和意识提高活动对于确

保政策制定者熟悉原则以及确保国家法规框架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保

持一致不可或缺； 

- 要提高目标受众对《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认识，以便基于区域或国家的

实际需要适当调整原则，并通过国家层面立法和政策推动原则的采用； 

- 能力建设培训被认为是引导重要利益相关方（包括议员和政府代表）的关键

性活动，有助于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纳入国家法律框架； 

- 会议还强调要开发投资者能力，确保按照《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要求开

展业务； 

- 加强政府、企业与社区的协调和对话被认为是取得成功结果的关键。会议尤

其强调，协调机制可促进采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将包容和参与作为

指导原则。 

- 政府机构与其他重要行为主体的角色和责任不够明晰，《议员和议会顾问实

用手册》对此非常有益，可围绕《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实施提供指导意

见，包括《东盟负责任农业投资准则》； 

- 建设系统性的投资监督和评价机制对于找出不足、解决问题以及监督《负责

任农业投资原则》实施进展非常重要。 

VI. 结论及建议 

52. 很多意见强调了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重要意义，认为该文件可

作为指导性工具用以设计、实施和监督相关举措，落实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

的核心要求；明确各重点利益相关方，及其在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中的角色

和责任；引导所有利益相关方采取行动，推动当前亟需的负责任投资。《负责任农

业投资原则》被认为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工具，有助于确保所有行为主体实施举措的

一致性和协调性，也可用于衡量在实施《2030 年议程》以及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方

面取得的进展。 

53. 意见反映了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使用情况，以及在不同背景下

实施经验与原则的契合程度。意见强调，通过意识提高活动和能力建设培训为所有

利益相关方赋权，是支持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在国家和区域政策及计划中使用《负责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1991EN/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199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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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农业投资原则》的关键。此外，利益相关方建议，重要利益相关方之间要建立多

利益相关方对话、伙伴关系与合作关系，通过协调确保《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得

到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实施。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层面、来自各个部门且职责、

能力和运行模式各不相同的行为主体和组织都参与进来，包括议会、政府和非政府

实体、联合国机构、捐助方、科研机构，以及最为重要的草根利益相关方。每个行

为主体的责任和问责都要明确界定。 

54. 粮安委利益相关方建议继续监督《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粮安委其他政策

产品的使用情况，衡量在实现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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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反映各层面《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使用情况的意见 

反映粮安委《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使用和实施情况的意见 

国家层面意见 

非洲 

A 1. 布基纳法索：布基纳法索通过《农业投资法》 

A 2. 埃塞俄比亚：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纳入埃塞俄比亚农业投资法律框架 

A 3. 马达加斯加：在马达加斯加农业新区应用《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A 4. 马拉维：马拉维将《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纳入绿带管理局合同模板 

A 5. 尼日尔：使用地热换热器的洋葱储存设施 

A 6. 塞内加尔：打造塞内加尔青年农业企业家网络联盟，推进农业和粮食系统负

责任投资 

A 7. 塞拉利昂：负责任投资路线图-在农业和粮食系统中为妇女赋权，推动性别 

平等 

A 8. 坦桑尼亚：奶业供养非洲 

A 9. 突尼斯：激励并保持突尼斯青年农业企业家进行负责任农业投资 

A 10. 赞比亚：赞比亚的经验 

亚洲及太平洋 

P 1. 印度：印度的经验 

P 2. 老挝：老挝编制负责任农业投资法律文书 

P 3. 老挝：老挝农业领域的青年人 -提升青年人对《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 

认识，开发相关能力 

P 4. 菲律宾：负责任农业投资：私营部门的经验，以 Morination 作为东盟在菲律

宾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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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及中亚 

EcA 1. 阿塞拜疆：投资拓展轧棉操作能力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L 1. 阿根廷：包容性农村发展：一个落后农村社区的试点项目 

L 2. 玻利维亚：实施粮食安全示范地 

L 3. 玻利维亚：赋权农民和土著妇女，推动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 

L 4. 哥伦比亚：在哥伦比亚冲突后地区替换非法作物 -Vistahermosa 可可生产者 

协会-“AGROCAVIS” 

L 5. 厄瓜多尔：社区乳品收集（Casa Campesina Cayambe 基金会 2022） 

L 6. 厄瓜多尔：通过自我管理、可持续利用小微信贷推动农村社区发展（Casa 

Campesina Cayambe 基金会 2022） 

L 7. 厄瓜多尔：Cayambe 社区采用农业生态法生产蔬菜（Casa Campesina Cayambe

基金会 2022） 

L 8. 厄瓜多尔：恢复安第斯生产体系 

L 9. 厄瓜多尔：农业用水优化系统（Casa Campesina Cayambe 基金会 2022） 

L 10. 墨西哥：墨西哥中央高地河谷玉米生产者通过生产和销售自产种子增强 

韧性，促进经济发展 

L 11. 秘鲁：Mantaro 河谷豚鼠商业生产开发 UNMSM-ACRICUCEN 联盟 

L 12. 秘鲁：秘鲁高地投资开展女性领导力培训和羊驼毛可持续利用，促进包容性

农村发展 

区域层面意见 

R 1. 与农村发展非政府组织和农村人民组织共同在东南亚模拟实施《负责任农业

投资原则》工具 

R 2.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议会关于在区域和国家立法与工作计划中实施《负责任农

业投资原则》的承诺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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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为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农业投资营造有利环境 -6 个西非国家的综合学习 

计划 

R 4. 面向议员和顾问开展《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能力建设活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反饥饿议会阵线） 

R 5. 化对话为行动: 推动西非经共体区域性别平等和负责任农业投资 

R 6.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的包容性商业模式  

R 7. 本科生及研究生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农业投资学习项目 

R 8. 东非共同体推动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东部非洲立法会议的经验  

R 9. 激励并保持青年农业企业家进行负责任投资 

R 10. 编制并实施《东盟推动粮食、农业和林业负责任投资准则》（《东盟负责任

农业投资准则》） 

全球层面意见 

G 1.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田和水资源投资合同谈判指导》 

G 2. 土地治理多利益相关方平台&负责任农业投资：土地治理多利益相关方平台

协调员跨区域交流与学习周期 

G 3. 负责任合约农业协议范本 

G 4.《经合组织-粮农组织森林砍伐、森林退化及农业供应链尽职调查实用业务 

工具》 

G 5.《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打分工具 

记录围绕使用和实施《行动框架》举办多利益相关方活动的反馈意见 

国家层面意见 

E 1. 加蓬议会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能力建设研讨会（加蓬共和国）  

E 2. 议会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能力建设研讨会（刚果共和国） 

E 3. 老挝负责任农业投资国家多利益相关方对话（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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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层面意见 

E 4. 在农业产业部门实施粮农组织倡导的《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E 5. 通过《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培育负责任商业行为 

E 6. 推动全球高校教学转型：《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

任投资原则》 

E 7. 加强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法律和政策框架能力：能力需求评估研讨会  

E 8. 议员在加强非洲农业负责任投资、推动建设更可持续粮食体系方面的作用  

E 9.负责任农业投资对于推动建设更可持续粮食体系的作用 

全球层面意见 

E 10. 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激励机制 

E 11. 国际专题研讨会：“议会网络与粮食安全挑战”  

E 12. 实施《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保卫人民和地球 

E 13. 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网络会议 

收到的其他意见 

a. 营养问题民间社会联盟（CSANN） 

b. 白沙瓦农业大学农艺系 

c. 粮农组织出版物 

d. （伊朗）农业部退休 

e.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