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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022 号决议 

落实第 5 条和第 6 条所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管理机构， 

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至关重要，这类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应

对粮食不安全、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适应和减贫等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 

指出在过去的 2020-2022三年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大

部分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开展，而疫情已严重影响并将继续

影响全球政策和业务环境；  

进一步指出当前对《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讨论，通过后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工作有望促进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同样， 落实《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也将有助于实现该框架的

预期目标； 

忆及第 7/2011 号、7/2013 号、第 4/2015 号、第 6/2017 号和第 5/2019 号决议； 

1. 注意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委员

会）报告，并感谢委员会开展工作和确定今后可能的指示性工作领域，推动落实

《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  

2. 决定重新召集委员会，《职责范围》见本决议附件 1；  

3. 欢迎秘书努力更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工具箱及改进工具箱

实用性、相关性和有效性，打造一个实用的线上数据库，提供宝贵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信息，并注意到新的工具箱原型及其宣传和推广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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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秘书继续推广、传播、定期更新和监测工具箱，并邀请缔约方和利益相

关方继续分享资料和鼓励使用工具箱； 

5. 注意到本决议附件 2 所载《农业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

续利用联合计划》（《联合计划概念说明》），并感谢委员会、专家和前期伙伴开展的

工作； 

6. 欢迎《国际条约第 5条和第 6条落实工作面临的制约和挑战背景研究》（《背景

研究》），要求秘书继续分析和监测已确定的差距和需求，并呼吁缔约方分享有关

《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落实工作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以及有关可能采取的新应

对举措、活动和方法的信息； 

7. 注意到第 IT/GB-9/22/12 号文件第 36ii 段列出的今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领域；  

8. 要求秘书视财政资源到位情况，与其它利益相关方合作： 

• 就《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落实情况举办区域磋商，特别关注已确定的瓶

颈问题，向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通报最新进展和相关动向；  

• 修订并最后敲定《概念说明》，供管理机构第十届会议审议； 

• 加强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粮农组织等组

织在已经为落实《国际条约》提供支持的活动方面开展的合作，并考虑可能

相互促进的联合工作；  

• 促进和监测缔约方、利益相关方和国际组织为支持落实《国际条约》第 5 条和

第 6 条开展的活动； 

• 继续促进旨在推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鉴定和可持续利用的培训和能力

建设活动，包括评估地方农民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以及明确应对这些

需求的可能方法； 

• 支持开展国家计划，制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政策，

建立伙伴关系，并筹措资源；  

9. 呼吁秘书处，视财政资源到位情况而定，继续与粮农组织相关部门、《生物多

样性保护公约》、其他实体和机构（例如国家和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公共和私营部门

以及民间社会）相互协作和开展合作，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加强遗传资源、社区和农民主导系统的活动以及保护区系统中不同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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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呼吁缔约方支持本决议所述活动，包括根据《国际条约》第 7 和第 8 条规定提

供财政资源；  

11. 感谢意大利政府为落实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持续慷慨

提供财政和实物支持，并呼吁缔约方和其他捐助方根据《国际条约》第 7 和第 8 条规

定为落实《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提供更多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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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特设技术委员会职责范围 

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负责：  

i. 为秘书处修订和敲定《联合计划概念说明》提供意见建议； 

ii. 就解决《背景研究》中已确定瓶颈问题的未来战略提出建议，供管理机构

第十届会议审议。 

2. 委员会最多由分别来自非洲区域、亚洲区域、欧洲区域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

域的五名成员、来自近东区域的三名成员、分别来自北美区域和西南太平洋区域的

两名成员，以及主席团指定七名技术专家组成，技术专家人选应由各粮农组织区域

和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农民组织考虑所需技术专长范围以及区域和性别平衡后推荐。

委员会由《国际条约》缔约方指定两名共同主席，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另一位来

自发达国家。两名共同主席应在各区域指定的委员会成员之外选出。管理机构授权

第十届会议主席团指定共同主席。  

3. 秘书将持续维护并更新专家名单以备后用。专家名单将提供给缔约方，以便扩

展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领域专家库。  

4. 视财政资源到位情况，委员会可在 2023 年举行两次线上会议。秘书将为会议进

程提供支持并协助委员会开展工作。  

5. 委员会将向管理机构汇报工作，供第十届会议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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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概念说明 

农业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联合计划 

A. 依据 

世界人口持续增长，粮食需求不断上升，自然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据估

计，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 97 亿，届时粮食需求量将在当前消费量的基础上 

增加 7%1。众所周知，多样化膳食益处多。膳食多样性建立在农业体系丰富多样和食

物营养密度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因而能够改善营养和健康，并进一步提高人类生产

力，有望促进改善生计。  

然而，全球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危及未来的农业生产、粮食安全

和生态总体完整性。在上个世纪，世界部分地区的粮食作物生物多样性丧失不复，

以致可用对策和种植韧性更强、产量更高、营养更好的作物所能利用的资源越来越

少。多样性的丧失耗尽了人类赖以适应当前全球环境挑战的核心资源。此外，当前

大多数粮食生产做法已经并将继续对生态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包括严重加剧气候

变化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和粮食体系做法。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应运而生，积极应对改进粮食生产体系和消

费模式的问题，兼顾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呼吁大刀阔斧地采取新行动，

推动全球粮食体系转型，推进实现全部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每一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均依赖更健康、更可持续且更公平的粮食体系。 

鉴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生计和营养之间固有的相互联系，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至关重要，可加强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改善农村生计，并支

持维护生产景观以及周边和偏远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减轻对其造成的压力，应

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因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是建设

更可持续的粮食体系的关键。  

毫无疑问，与作物遗传多样性有关的知识和决策是与营养以及环境和社会息息

相关的服务。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跨代实践和知识仍可以保护品种多样性。但在

当今世界，这类知识也受到了与生物多样性相似的严重威胁。此外，这类知识对土

壤、水和环境健康的惠益和贡献尚未得到全面衡量。各机构间必须携手努力，更好

了解遗传、文化和环境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并在原生境与非原生境战略之间建立坚

实的合作框架。 

 
1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气候抵御能力，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粮农组织，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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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用粮食体系方法，保障粮食和营养安全，确保抵御气候变化和其他新挑战 

为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粮食和营养不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之间相互联系的挑

战，粮食生产需要依托多样化、有创新、有活力且有韧性的农业体系，建设可持续

的粮食体系2。 

在这方面，拟议《联合计划》有望响应号召，推动当代粮食体系转型，建设更

可持续、更公平且更有韧性的粮食体系，并能够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通过后

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拟议《联合计划》有望具体推动落实可持续发

展目标 2 和 15 以及所有相关目标，并推动达成《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拟议行动目标，即： 

(i) 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ii) 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满足人类需求； 

(iii) 采用执行和主流化工作的工具和解决办法。 

因此，《联合计划》将努力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注重营养、促进性别平等，同

时促进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C. 《联合计划》总体目标  

《联合计划》总体目标是加强各方在以下关键领域的能力：  

- 学习、传播和交流知识和信息； 

- 深入认识、保护、利用和管理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 推广健康膳食和可持续粮食体系，同时加强农业体系抵御气候变化和其他新挑战

的能力。  

D. 《联合计划》具体目标 

《联合计划》具体目标如下： 

• 统筹实施原生境、农场和非原生境保护战略，包括采用生态系统方法，推进实地

作物多样性、作物野生亲缘种和野生食用物种保护活动； 

• 促进作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推动生态转型，建设可持续且有韧性的粮食体系，

确保粮食安全、健康和营养，改善生计，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并抵御气候变

化和其他新挑战； 

 
2 粮农组织。2019。《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J. Bélanger 和 D. Pilling（编）。罗马。

www.fao.org/3/CA3129EN/CA3129EN.pdf 

file:///C:/Users/wang/OneDrive%20-%20Food%20and%20Agriculture%20Organization/Documents/Documents/2022年/IT%20GB/www.fao.org/3/CA3129EN/CA3129EN.pdf


Resolution 6/2022 7 

 

• 深入认识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开展各个层级和规

模的能力建设，促进经验、技术建议和支持的交流，制定战略和行动计划，并营

造支持和有利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 确定实施《联合计划》所需金融工具。 

E. 战略和方法 

《联合计划》将在相关国际组织、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合作，携手着力

实现共同的抱负和目标，即以可持续、包容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推动粮食体系

转型并改善生计。为此，将促进多利益相关方、多部门合作和伙伴关系，利用丰富

多样的知识、信息、能力和专长。 

将与潜在伙伴紧密合作，基于各自的计划、项目、伙伴关系和经验制定《联合

计划》。《联合计划》将战略性地应对现有差距，并确定造成农业和粮食体系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因素。 

不妨在三个干预层面推进联合行动/活动： 

1. 全球和区域层面–宣传推广、提高认识和推进南南/南北合作，促进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2. 国家层面–宣传推广、推进有利政策环境建设和确定金融工具； 

3. 地方层面–开展能力建设，促进社区赋权。 

通过统筹推进这些层面的工作，并积极加强各层面间联系，《联合计划》有望广

泛发挥影响，促进实现上述目标。不妨挑选一些试点地区，就能够适应荒漠化、耐

盐和耐高温的作物品种多样性，实施共同创造地方/学术知识的项目。  

将在启动四年后即 2026 年审查《联合计划》，并在管理机构每届会议上定期报

告进展。下一个两年度即 2023-2024 年将主要重点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突出各伙伴和

各利益相关方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积累的经验、汲取

的教训和取得的成果。  

F. 合作领域 

• 深入认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可持续粮食体系的重要性以及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作用； 

• 保持政策和指标协调一致，支持注重营养的生产和消费，发挥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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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城乡联系，包括实体、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联系，尤其是与管理和可

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农民建立联系； 

• 建立使用地方作物的激励机制（例如支付方案或公共采购计划），发展地方作

物价值链； 

• 知识管理–促进可持续利用方面科学和传统知识的协调、协同效应和管理，

以及良好做法和可持续方法的记录和传播； 

• 汇编案例研究：青年知识和作物品种多样性转移； 

• 确定金融工具，拓展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的私营和公共供

资渠道。 

G. 潜在伙伴  

前期伙伴包括：  

- 《国际条约》秘书处 

- 国际农研磋商组织–国际生物多样性联盟和国际热带农业中心 

- 地中海先进农艺研究国际中心–巴里地中海农艺研究所  

-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和粮农组织其他相关部门  

《国际条约》秘书处将牵头实施《联合计划》，并与实际和潜在伙伴合作，推进

F 部分所列合作领域工作。  

《联合计划》将吸收各伙伴和合作方，鼓励各级广泛参与。为确保成效和效

率，拟通过《联合计划》建立多部门、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汇聚从事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相关工作的国际和政府间组织、政府、技术开发合作/供资机构、民

间社会组织、研究界和学术界以及农民组织，认识作物遗传多样性以及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性重要意义。  

有关各方均可为《联合计划》捐助。此外，为开展相关活动，各伙伴必要时将

酌情联合筹措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