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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参与这些发展活动，因为当她们有
更多机会掌控家庭收入时，就会将更多的
钱花在能改善营养及健康条件的商品上。
除经济增长外，政府的行动对于消除

饥饿也十分必要。经济增长应该通过税收
及各类收费项目为政府带来更多收入，而
政府则应该利用这笔收入资助教育、技能
培训和其它多种公共营养及健康计划。完
善治理也不可或缺，包括基本公共产品的
提供、政局稳定、法治、对人权的尊重、
反腐败和有效运作的机构。
通常能惠及贫困人口的增长之一就是

农业增长，特别是以小农生产力的提高为
基础的增长。农业增长对于低收入国家尤
为重要，因为在那里，农业对减轻饥饿的
贡献最大。在资产分配不平等现象并不严
重的情况下，农业在减轻贫困和饥饿方面
的成效也尤为突出，因为小农通过农业可
以更直接地从增长中获益。加大力度推动
小农融入市场，不仅有助于满足未来的粮
食需求，还能使小农有更多机会与农村地
区的非农经济衔接，因为他们可能利用自
己额外收入的大部分来购买当地生产的商
品及服务。
为尽快降低营养不足发生率，就必须

使增长不仅惠及贫困人口，还必须 “注重
营养”。加强粮食安全及营养不仅只局限
于增加能量摄入量，还要在膳食多样化、
品种、营养成分和安全性各个方面注重提
高膳食质量。迄今为止，经济增长与营养
之间的联系一直十分薄弱，还需采取大力

度措施，将增长转化成营养状况的实际
改善。应该在农业 - 营养 - 健康综合框架
下，制定政策来支持此类目标的实现。
虽然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人民的营养状
况，但这种联系反过来也同样存在，富
有营养的膳食结构有助于人民充分发挥
体能潜力和认知潜力，保持健康，从而
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儿童的营养及教育
水平有助于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提高
儿童长大成人后的收入水平，对个人及
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好处。
低收入国家中以农村经济增长为

基础的公平、强劲的经济增长，对于
加强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取和改善其营
养状况都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要
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其中某些改
变，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见到成
效，而且最困难群体往往无法在短时
间内很快利用增长带来的机遇。因此，
从短期看，有必要通过社会保护为最
脆弱人群提供支持，以便尽快减轻饥
饿和营养不足问题。但社会保护也能
从长期减轻营养不足问题。首先，它
能够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成为一项能
够在日后产生效果的长远投资，培养
出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强壮、更健康
的成人。其次，它有助于降低风险，
从而推动技术应用和经济增长。通过
构建合理的社会保护体系为经济增长
提供支持和补充，营养不足和营养不
良问题就能尽快得到消除。

《2012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按照膳食能量供给量的分布情况对营养不足
人口的数量及比例做了最新估算。2010-12 年间，全球长期营养不足人口接近
8.7 亿，饥饿人口数量如此之高，依然让人难以接受。其中多数人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估计共有约 8.5亿人，也就是人口中近 15%的人处于营养不足状态。

自 1990 年以来，营养不足状况一直在不断好转，这表明在减轻饥饿方面取得
的进展要比预想的更加显著。

然而，进展主要发生在 2007-08 年之前。之后，在减轻饥饿方面的全球性进
展就趋于缓慢，呈停滞状态。

修正后的数字告诉我们，在 2015 年前将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降低一半
的“千年发展目标”完全有望实现，前提是我们采取适当行动，扭转 2007-08
年以来进展缓慢的趋势。

尽管今年粮农组织大幅改进了营养不足状况的估算方法，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相关数据，以便准确反映粮价及其它经济冲击带来的影响。因此，营养不足估
计数不一定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出 2007-08 年粮价飞涨或 2009 年以来一些国
家面临的经济增速放缓对饥饿状况造成的影响，更不用说最近价格上涨带来的
影响。要想对营养不足和粮食安全状况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我们还需要引入
其它指标。

为使经济增长能起到加强最需要帮助人群的营养状况，就必须让贫困人口参与
增长进程，并从中获益：(i) 增长应该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受益；(ii) 贫困
人口应利用额外收入从数量和质量上改善自身饮食，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
(iii)政府应该利用更多公共资源，为贫困人口及饥饿人群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

农业增长在减轻饥饿与营养不良方面成效尤为突出。大多数极度贫困人群主要
以从事农业及相关活动为生。有小农参与的农业增长，特别是有妇女参与的增
长，能最有效发挥其减轻极端贫困和饥饿的作用，因为它能提高劳动收益，为
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都应“注重营养”。增长应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营养状况的
改善：增加贫困人口饮食多样化的机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安全饮用水，享
有良好卫生条件；更好地获取医疗服务；加强消费者对充足营养及育儿措施的
认识；在出现急性微量元素缺乏症时，有针对性地分发营养补充剂。反过来看，
良好的营养状况是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社会保护对于加快减轻贫困十分关键。首先，它有助于保护那些未能从经济增
长中获益的最脆弱人群。其次，结构合理的社会保护能够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
加强贫困人口（特别是小农）管理风险和采用高产技术的能力，对加快经济增
长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要想加快减轻饥饿，经济增长中就要采取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的公共措施。公
共政策及计划必须创建一个有利环境，促进惠及贫困人口的长期经济增长。有
利环境的关键内容包括为生产部门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为贫困人口提
供公平获取资源的机会，为妇女赋权，设计和实施社会保护体系等。建立在透
明、参与、问责、法治及人权基础上的完善治理体系也必不可少，是此类政策
及计划取得成效的关键。

全球营养不足状况

2010-12年间，估计全球约有8.7亿营养
不足人口，占全球总人口12.5%，或八分之
一。这些人口中绝大多数，约8 . 5 2亿，生
活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营养不足发生率目前
估计为总人口的14.9%（见图）。全球营养
不足发生率如此之高，让人难以接受。
最新数字是粮农组织采用经过改进后的营

养不足指标统计数据和方法得出的，它表明，
世界营养不足人口数在2007年前的降幅要超
出预期，虽然降速此后有所放缓（图1）。
因此，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朝着
实现在2015年前将遭受长期饥饿的人口比例
降低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又迈进了一大
步。如果过去2 0年的平均降速能够延续到
2015年，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足发生率
就会降至12.5%；虽仍高于“千年发展目标”
提出的目标，但相比早些时候，已经朝着实
现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之间仍存在巨

大差异。亚洲的营养不足人口数量及比例近年
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使亚洲成为最有希望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中饥饿相关目标的区域。
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和亚洲类似。而相反，非
洲却离实现目标还相差很远，且前景不容乐
观，这一点可以从贫困率和儿童死亡率上大体
反映出来。同样在西亚，营养不足发生率自
1990-92年度以来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区域合

经济增长 – 加速减轻饥饿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
件，而非充分条件

在降低营养不足发生率方面的进展自 2007
年以来开始大幅放缓，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将成
为成功、可持续减轻饥饿工作中一项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的确，增长较快的地区通常能够
更加快速地减轻饥饿；在世界范围内，高收入
人群的膳食多样化程度也较高（见图）。过去十
年中，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均呈正增长，
但在很多国家，增长并未大幅减轻饥饿，这表
明，仅靠增长无法大幅减轻饥饿。
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增加就业和其它创收机

会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受益。此外，女性

计数以联合国标准分类法为准；各国详情参见
本报告附件）。
由于各区域在减轻饥饿方面的进展速度各

不相同，因此发展中国家饥饿人口的集中分布
情况在过去20年中也出现了变化（见图）。
东南亚和东亚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中所
占比例在1990-92年度和2010-12年度之间降
幅最大（分别从 1 3 . 4 %降至 7 . 5 %和从
26.1%降至19.2%）。而拉丁美洲也从6.5%
降至5.6%。而同时，南亚的比例却从33%
升至3 6 %，撒哈拉以南非洲从1 7 . 0 %升至
27.0%，西亚和北非从1.3%升至2.9%。

近年的营养不足状况 

新的估计数字还表明，在遭受粮价危机和
经济危机的 2007-10 年间，饥饿发生率的上升
幅度要低于原先的预期。其中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粮农组织按照膳食能量习惯消费量来估
算长期营养不足，其中无法反映价格上涨的影
响，因为价格上涨通常为短期性。因此，不应
该将发生率作为依据，就价格上涨或其他短期
冲击的影响得出明确的定论。其次，经济冲击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
么显著。国内生产总值最新估计数字表明，
2008-09 年度的 “大衰退” 给很多发展中国家
带来的影响仅仅是经济增速出现轻微放慢，中
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个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国内主粮价格的上涨幅度极小。

然而，即使高粮价不一定直接导致人口的热量
总摄入量出现下降，但高粮价仍可能带来其它负面
影响，如膳食质量下降，医疗和教育等其它基本需
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利用多数国家目前现有的信
息，很难对此类影响进行量化，更无法靠仅仅以膳
食能量充足与否为依据的一个指标来反映此类影
响。为填补这一信息空白，粮农组织已确定了首批
20 多个指标，且多数国家和多数年份的相关数据
都是现成的。相关数据可参阅本报告的相关网址
（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zh/），这有助于让
粮食安全状况分析人员及决策人员利用相关数据，
对粮食不安全的不同侧面及表现形式进行更全面的
评估，从而为政策提供信息依据，促进有效的干预
和应对行动。



也应该参与这些发展活动，因为当她们有
更多机会掌控家庭收入时，就会将更多的
钱花在能改善营养及健康条件的商品上。
除经济增长外，政府的行动对于消除

饥饿也十分必要。经济增长应该通过税收
及各类收费项目为政府带来更多收入，而
政府则应该利用这笔收入资助教育、技能
培训和其它多种公共营养及健康计划。完
善治理也不可或缺，包括基本公共产品的
提供、政局稳定、法治、对人权的尊重、
反腐败和有效运作的机构。
通常能惠及贫困人口的增长之一就是

农业增长，特别是以小农生产力的提高为
基础的增长。农业增长对于低收入国家尤
为重要，因为在那里，农业对减轻饥饿的
贡献最大。在资产分配不平等现象并不严
重的情况下，农业在减轻贫困和饥饿方面
的成效也尤为突出，因为小农通过农业可
以更直接地从增长中获益。加大力度推动
小农融入市场，不仅有助于满足未来的粮
食需求，还能使小农有更多机会与农村地
区的非农经济衔接，因为他们可能利用自
己额外收入的大部分来购买当地生产的商
品及服务。
为尽快降低营养不足发生率，就必须

使增长不仅惠及贫困人口，还必须 “注重
营养”。加强粮食安全及营养不仅只局限
于增加能量摄入量，还要在膳食多样化、
品种、营养成分和安全性各个方面注重提
高膳食质量。迄今为止，经济增长与营养
之间的联系一直十分薄弱，还需采取大力

度措施，将增长转化成营养状况的实际
改善。应该在农业 - 营养 - 健康综合框架
下，制定政策来支持此类目标的实现。
虽然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人民的营养状
况，但这种联系反过来也同样存在，富
有营养的膳食结构有助于人民充分发挥
体能潜力和认知潜力，保持健康，从而
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儿童的营养及教育
水平有助于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提高
儿童长大成人后的收入水平，对个人及
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好处。
低收入国家中以农村经济增长为

基础的公平、强劲的经济增长，对于
加强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取和改善其营
养状况都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要
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其中某些改
变，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见到成
效，而且最困难群体往往无法在短时
间内很快利用增长带来的机遇。因此，
从短期看，有必要通过社会保护为最
脆弱人群提供支持，以便尽快减轻饥
饿和营养不足问题。但社会保护也能
从长期减轻营养不足问题。首先，它
能够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成为一项能
够在日后产生效果的长远投资，培养
出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强壮、更健康
的成人。其次，它有助于降低风险，
从而推动技术应用和经济增长。通过
构建合理的社会保护体系为经济增长
提供支持和补充，营养不足和营养不
良问题就能尽快得到消除。

《2012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按照膳食能量供给量的分布情况对营养不足
人口的数量及比例做了最新估算。2010-12 年间，全球长期营养不足人口接近
8.7 亿，饥饿人口数量如此之高，依然让人难以接受。其中多数人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估计共有约 8.5亿人，也就是人口中近 15%的人处于营养不足状态。

自 1990 年以来，营养不足状况一直在不断好转，这表明在减轻饥饿方面取得
的进展要比预想的更加显著。

然而，进展主要发生在 2007-08 年之前。之后，在减轻饥饿方面的全球性进
展就趋于缓慢，呈停滞状态。

修正后的数字告诉我们，在 2015 年前将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降低一半
的“千年发展目标”完全有望实现，前提是我们采取适当行动，扭转 2007-08
年以来进展缓慢的趋势。

尽管今年粮农组织大幅改进了营养不足状况的估算方法，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相关数据，以便准确反映粮价及其它经济冲击带来的影响。因此，营养不足估
计数不一定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出 2007-08 年粮价飞涨或 2009 年以来一些国
家面临的经济增速放缓对饥饿状况造成的影响，更不用说最近价格上涨带来的
影响。要想对营养不足和粮食安全状况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我们还需要引入
其它指标。

为使经济增长能起到加强最需要帮助人群的营养状况，就必须让贫困人口参与
增长进程，并从中获益：(i) 增长应该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受益；(ii) 贫困
人口应利用额外收入从数量和质量上改善自身饮食，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
(iii)政府应该利用更多公共资源，为贫困人口及饥饿人群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

农业增长在减轻饥饿与营养不良方面成效尤为突出。大多数极度贫困人群主要
以从事农业及相关活动为生。有小农参与的农业增长，特别是有妇女参与的增
长，能最有效发挥其减轻极端贫困和饥饿的作用，因为它能提高劳动收益，为
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都应“注重营养”。增长应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营养状况的
改善：增加贫困人口饮食多样化的机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安全饮用水，享
有良好卫生条件；更好地获取医疗服务；加强消费者对充足营养及育儿措施的
认识；在出现急性微量元素缺乏症时，有针对性地分发营养补充剂。反过来看，
良好的营养状况是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社会保护对于加快减轻贫困十分关键。首先，它有助于保护那些未能从经济增
长中获益的最脆弱人群。其次，结构合理的社会保护能够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
加强贫困人口（特别是小农）管理风险和采用高产技术的能力，对加快经济增
长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要想加快减轻饥饿，经济增长中就要采取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的公共措施。公
共政策及计划必须创建一个有利环境，促进惠及贫困人口的长期经济增长。有
利环境的关键内容包括为生产部门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为贫困人口提
供公平获取资源的机会，为妇女赋权，设计和实施社会保护体系等。建立在透
明、参与、问责、法治及人权基础上的完善治理体系也必不可少，是此类政策
及计划取得成效的关键。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经济增长是加速减轻贫困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全球营养不足状况

2010-12年间，估计全球约有8.7亿营养
不足人口，占全球总人口12.5%，或八分之
一。这些人口中绝大多数，约8 . 5 2亿，生
活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营养不足发生率目前
估计为总人口的14.9%（见图）。全球营养
不足发生率如此之高，让人难以接受。
最新数字是粮农组织采用经过改进后的营

养不足指标统计数据和方法得出的，它表明，
世界营养不足人口数在2007年前的降幅要超
出预期，虽然降速此后有所放缓（图1）。
因此，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朝着
实现在2015年前将遭受长期饥饿的人口比例
降低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又迈进了一大
步。如果过去2 0年的平均降速能够延续到
2015年，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足发生率
就会降至12.5%；虽仍高于“千年发展目标”
提出的目标，但相比早些时候，已经朝着实
现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之间仍存在巨

大差异。亚洲的营养不足人口数量及比例近年
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使亚洲成为最有希望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中饥饿相关目标的区域。
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和亚洲类似。而相反，非
洲却离实现目标还相差很远，且前景不容乐
观，这一点可以从贫困率和儿童死亡率上大体
反映出来。同样在西亚，营养不足发生率自
1990-92年度以来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区域合

内
  
容
  
概
  
要

今年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对
1990年以来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及比例做了新
的估算，以反映粮农组织按照经改进的数据
统计方法来计算营养不足发生率（PoU）后
得出的新的估计数字，其中包括：

• 世界人口最新统计数据；
• 按照人口统计、健康及家庭普查结果
得出的新的人体测量数据，其中反映
出新的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数据按
国别分列；

经济增长 – 加速减轻饥饿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
件，而非充分条件

在降低营养不足发生率方面的进展自 2007
年以来开始大幅放缓，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将成
为成功、可持续减轻饥饿工作中一项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的确，增长较快的地区通常能够
更加快速地减轻饥饿；在世界范围内，高收入
人群的膳食多样化程度也较高（见图）。过去十
年中，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均呈正增长，
但在很多国家，增长并未大幅减轻饥饿，这表
明，仅靠增长无法大幅减轻饥饿。
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增加就业和其它创收机

会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受益。此外，女性

对粮农组织饥饿指标的改进

2010–12年度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
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百万）

高加索及中亚 6

167

234

25

大洋洲 1

东亚

49拉美和加勒比

65东南亚

近东及北非

16发达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

304南亚

合计=8.68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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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食品在膳食能量供给量中所占比例（百分比）

亚洲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北非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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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类
油脂类
动物性食品
果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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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类

随着收入上升，膳食结构也更趋于多样化。

注：数据涉及4 7个发展
中国家人口中收入最低的
2 0%家庭和收入最高的
20%家庭。

计数以联合国标准分类法为准；各国详情参见
本报告附件）。
由于各区域在减轻饥饿方面的进展速度各

不相同，因此发展中国家饥饿人口的集中分布
情况在过去20年中也出现了变化（见图）。
东南亚和东亚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中所
占比例在1990-92年度和2010-12年度之间降
幅最大（分别从 1 3 . 4 %降至 7 . 5 %和从
26.1%降至19.2%）。而拉丁美洲也从6.5%
降至5.6%。而同时，南亚的比例却从33%
升至3 6 %，撒哈拉以南非洲从1 7 . 0 %升至
27.0%，西亚和北非从1.3%升至2.9%。

近年的营养不足状况 

新的估计数字还表明，在遭受粮价危机和
经济危机的 2007-10 年间，饥饿发生率的上升
幅度要低于原先的预期。其中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粮农组织按照膳食能量习惯消费量来估
算长期营养不足，其中无法反映价格上涨的影
响，因为价格上涨通常为短期性。因此，不应
该将发生率作为依据，就价格上涨或其他短期
冲击的影响得出明确的定论。其次，经济冲击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
么显著。国内生产总值最新估计数字表明，
2008-09 年度的 “大衰退” 给很多发展中国家
带来的影响仅仅是经济增速出现轻微放慢，中
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个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国内主粮价格的上涨幅度极小。

然而，即使高粮价不一定直接导致人口的热量
总摄入量出现下降，但高粮价仍可能带来其它负面
影响，如膳食质量下降，医疗和教育等其它基本需
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利用多数国家目前现有的信
息，很难对此类影响进行量化，更无法靠仅仅以膳
食能量充足与否为依据的一个指标来反映此类影
响。为填补这一信息空白，粮农组织已确定了首批
20 多个指标，且多数国家和多数年份的相关数据
都是现成的。相关数据可参阅本报告的相关网址
（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zh/），这有助于让
粮食安全状况分析人员及决策人员利用相关数据，
对粮食不安全的不同侧面及表现形式进行更全面的
评估，从而为政策提供信息依据，促进有效的干预
和应对行动。

• 膳食能量供给量最新估计数字，按国别
分列； 

• 各国零售层面粮食损耗估计数；
• 对计算方法的技术改进。

应该注意，目前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短
期价格冲击及其它经济冲击造成的影响，除
非这些影响已经体现在长期粮食消费方式的
变化中。

Q1 Q5 Q1 Q5 Q1 Q5 Q1 Q5



也应该参与这些发展活动，因为当她们有
更多机会掌控家庭收入时，就会将更多的
钱花在能改善营养及健康条件的商品上。
除经济增长外，政府的行动对于消除

饥饿也十分必要。经济增长应该通过税收
及各类收费项目为政府带来更多收入，而
政府则应该利用这笔收入资助教育、技能
培训和其它多种公共营养及健康计划。完
善治理也不可或缺，包括基本公共产品的
提供、政局稳定、法治、对人权的尊重、
反腐败和有效运作的机构。
通常能惠及贫困人口的增长之一就是

农业增长，特别是以小农生产力的提高为
基础的增长。农业增长对于低收入国家尤
为重要，因为在那里，农业对减轻饥饿的
贡献最大。在资产分配不平等现象并不严
重的情况下，农业在减轻贫困和饥饿方面
的成效也尤为突出，因为小农通过农业可
以更直接地从增长中获益。加大力度推动
小农融入市场，不仅有助于满足未来的粮
食需求，还能使小农有更多机会与农村地
区的非农经济衔接，因为他们可能利用自
己额外收入的大部分来购买当地生产的商
品及服务。
为尽快降低营养不足发生率，就必须

使增长不仅惠及贫困人口，还必须 “注重
营养”。加强粮食安全及营养不仅只局限
于增加能量摄入量，还要在膳食多样化、
品种、营养成分和安全性各个方面注重提
高膳食质量。迄今为止，经济增长与营养
之间的联系一直十分薄弱，还需采取大力

度措施，将增长转化成营养状况的实际
改善。应该在农业 - 营养 - 健康综合框架
下，制定政策来支持此类目标的实现。
虽然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人民的营养状
况，但这种联系反过来也同样存在，富
有营养的膳食结构有助于人民充分发挥
体能潜力和认知潜力，保持健康，从而
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儿童的营养及教育
水平有助于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提高
儿童长大成人后的收入水平，对个人及
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好处。
低收入国家中以农村经济增长为

基础的公平、强劲的经济增长，对于
加强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取和改善其营
养状况都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要
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其中某些改
变，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见到成
效，而且最困难群体往往无法在短时
间内很快利用增长带来的机遇。因此，
从短期看，有必要通过社会保护为最
脆弱人群提供支持，以便尽快减轻饥
饿和营养不足问题。但社会保护也能
从长期减轻营养不足问题。首先，它
能够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成为一项能
够在日后产生效果的长远投资，培养
出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强壮、更健康
的成人。其次，它有助于降低风险，
从而推动技术应用和经济增长。通过
构建合理的社会保护体系为经济增长
提供支持和补充，营养不足和营养不
良问题就能尽快得到消除。

《2012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按照膳食能量供给量的分布情况对营养不足
人口的数量及比例做了最新估算。2010-12 年间，全球长期营养不足人口接近
8.7 亿，饥饿人口数量如此之高，依然让人难以接受。其中多数人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估计共有约 8.5亿人，也就是人口中近 15%的人处于营养不足状态。

自 1990 年以来，营养不足状况一直在不断好转，这表明在减轻饥饿方面取得
的进展要比预想的更加显著。

然而，进展主要发生在 2007-08 年之前。之后，在减轻饥饿方面的全球性进
展就趋于缓慢，呈停滞状态。

修正后的数字告诉我们，在 2015 年前将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降低一半
的“千年发展目标”完全有望实现，前提是我们采取适当行动，扭转 2007-08
年以来进展缓慢的趋势。

尽管今年粮农组织大幅改进了营养不足状况的估算方法，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相关数据，以便准确反映粮价及其它经济冲击带来的影响。因此，营养不足估
计数不一定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出 2007-08 年粮价飞涨或 2009 年以来一些国
家面临的经济增速放缓对饥饿状况造成的影响，更不用说最近价格上涨带来的
影响。要想对营养不足和粮食安全状况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我们还需要引入
其它指标。

为使经济增长能起到加强最需要帮助人群的营养状况，就必须让贫困人口参与
增长进程，并从中获益：(i) 增长应该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受益；(ii) 贫困
人口应利用额外收入从数量和质量上改善自身饮食，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
(iii)政府应该利用更多公共资源，为贫困人口及饥饿人群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

农业增长在减轻饥饿与营养不良方面成效尤为突出。大多数极度贫困人群主要
以从事农业及相关活动为生。有小农参与的农业增长，特别是有妇女参与的增
长，能最有效发挥其减轻极端贫困和饥饿的作用，因为它能提高劳动收益，为
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都应“注重营养”。增长应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营养状况的
改善：增加贫困人口饮食多样化的机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安全饮用水，享
有良好卫生条件；更好地获取医疗服务；加强消费者对充足营养及育儿措施的
认识；在出现急性微量元素缺乏症时，有针对性地分发营养补充剂。反过来看，
良好的营养状况是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社会保护对于加快减轻贫困十分关键。首先，它有助于保护那些未能从经济增
长中获益的最脆弱人群。其次，结构合理的社会保护能够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
加强贫困人口（特别是小农）管理风险和采用高产技术的能力，对加快经济增
长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要想加快减轻饥饿，经济增长中就要采取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的公共措施。公
共政策及计划必须创建一个有利环境，促进惠及贫困人口的长期经济增长。有
利环境的关键内容包括为生产部门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为贫困人口提
供公平获取资源的机会，为妇女赋权，设计和实施社会保护体系等。建立在透
明、参与、问责、法治及人权基础上的完善治理体系也必不可少，是此类政策
及计划取得成效的关键。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经济增长是加速减轻贫困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全球营养不足状况

2010-12年间，估计全球约有8.7亿营养
不足人口，占全球总人口12.5%，或八分之
一。这些人口中绝大多数，约8 . 5 2亿，生
活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营养不足发生率目前
估计为总人口的14.9%（见图）。全球营养
不足发生率如此之高，让人难以接受。
最新数字是粮农组织采用经过改进后的营

养不足指标统计数据和方法得出的，它表明，
世界营养不足人口数在2007年前的降幅要超
出预期，虽然降速此后有所放缓（图1）。
因此，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朝着
实现在2015年前将遭受长期饥饿的人口比例
降低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又迈进了一大
步。如果过去2 0年的平均降速能够延续到
2015年，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足发生率
就会降至12.5%；虽仍高于“千年发展目标”
提出的目标，但相比早些时候，已经朝着实
现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之间仍存在巨

大差异。亚洲的营养不足人口数量及比例近年
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使亚洲成为最有希望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中饥饿相关目标的区域。
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和亚洲类似。而相反，非
洲却离实现目标还相差很远，且前景不容乐
观，这一点可以从贫困率和儿童死亡率上大体
反映出来。同样在西亚，营养不足发生率自
1990-92年度以来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区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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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对
1990年以来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及比例做了新
的估算，以反映粮农组织按照经改进的数据
统计方法来计算营养不足发生率（PoU）后
得出的新的估计数字，其中包括：

• 世界人口最新统计数据；
• 按照人口统计、健康及家庭普查结果
得出的新的人体测量数据，其中反映
出新的最低膳食能量需求量，数据按
国别分列；

经济增长 – 加速减轻饥饿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
件，而非充分条件

在降低营养不足发生率方面的进展自 2007
年以来开始大幅放缓，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将成
为成功、可持续减轻饥饿工作中一项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的确，增长较快的地区通常能够
更加快速地减轻饥饿；在世界范围内，高收入
人群的膳食多样化程度也较高（见图）。过去十
年中，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均呈正增长，
但在很多国家，增长并未大幅减轻饥饿，这表
明，仅靠增长无法大幅减轻饥饿。
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增加就业和其它创收机

会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受益。此外，女性

对粮农组织饥饿指标的改进

2010–12年度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
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百万）

高加索及中亚 6

167

234

25

大洋洲 1

东亚

49拉美和加勒比

65东南亚

近东及北非

16发达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

304南亚

合计=8.68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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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入上升，膳食结构也更趋于多样化。

注：数据涉及4 7个发展
中国家人口中收入最低的
2 0%家庭和收入最高的
20%家庭。

计数以联合国标准分类法为准；各国详情参见
本报告附件）。
由于各区域在减轻饥饿方面的进展速度各

不相同，因此发展中国家饥饿人口的集中分布
情况在过去20年中也出现了变化（见图）。
东南亚和东亚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中所
占比例在1990-92年度和2010-12年度之间降
幅最大（分别从 1 3 . 4 %降至 7 . 5 %和从
26.1%降至19.2%）。而拉丁美洲也从6.5%
降至5.6%。而同时，南亚的比例却从33%
升至3 6 %，撒哈拉以南非洲从1 7 . 0 %升至
27.0%，西亚和北非从1.3%升至2.9%。

近年的营养不足状况 

新的估计数字还表明，在遭受粮价危机和
经济危机的 2007-10 年间，饥饿发生率的上升
幅度要低于原先的预期。其中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粮农组织按照膳食能量习惯消费量来估
算长期营养不足，其中无法反映价格上涨的影
响，因为价格上涨通常为短期性。因此，不应
该将发生率作为依据，就价格上涨或其他短期
冲击的影响得出明确的定论。其次，经济冲击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
么显著。国内生产总值最新估计数字表明，
2008-09 年度的 “大衰退” 给很多发展中国家
带来的影响仅仅是经济增速出现轻微放慢，中
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个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国内主粮价格的上涨幅度极小。

然而，即使高粮价不一定直接导致人口的热量
总摄入量出现下降，但高粮价仍可能带来其它负面
影响，如膳食质量下降，医疗和教育等其它基本需
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利用多数国家目前现有的信
息，很难对此类影响进行量化，更无法靠仅仅以膳
食能量充足与否为依据的一个指标来反映此类影
响。为填补这一信息空白，粮农组织已确定了首批
20 多个指标，且多数国家和多数年份的相关数据
都是现成的。相关数据可参阅本报告的相关网址
（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zh/），这有助于让
粮食安全状况分析人员及决策人员利用相关数据，
对粮食不安全的不同侧面及表现形式进行更全面的
评估，从而为政策提供信息依据，促进有效的干预
和应对行动。

• 膳食能量供给量最新估计数字，按国别
分列； 

• 各国零售层面粮食损耗估计数；
• 对计算方法的技术改进。

应该注意，目前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短
期价格冲击及其它经济冲击造成的影响，除
非这些影响已经体现在长期粮食消费方式的
变化中。

Q1 Q5 Q1 Q5 Q1 Q5 Q1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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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加速减轻贫困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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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参与这些发展活动，因为当她们有
更多机会掌控家庭收入时，就会将更多的
钱花在能改善营养及健康条件的商品上。
除经济增长外，政府的行动对于消除

饥饿也十分必要。经济增长应该通过税收
及各类收费项目为政府带来更多收入，而
政府则应该利用这笔收入资助教育、技能
培训和其它多种公共营养及健康计划。完
善治理也不可或缺，包括基本公共产品的
提供、政局稳定、法治、对人权的尊重、
反腐败和有效运作的机构。
通常能惠及贫困人口的增长之一就是

农业增长，特别是以小农生产力的提高为
基础的增长。农业增长对于低收入国家尤
为重要，因为在那里，农业对减轻饥饿的
贡献最大。在资产分配不平等现象并不严
重的情况下，农业在减轻贫困和饥饿方面
的成效也尤为突出，因为小农通过农业可
以更直接地从增长中获益。加大力度推动
小农融入市场，不仅有助于满足未来的粮
食需求，还能使小农有更多机会与农村地
区的非农经济衔接，因为他们可能利用自
己额外收入的大部分来购买当地生产的商
品及服务。
为尽快降低营养不足发生率，就必须

使增长不仅惠及贫困人口，还必须 “注重
营养”。加强粮食安全及营养不仅只局限
于增加能量摄入量，还要在膳食多样化、
品种、营养成分和安全性各个方面注重提
高膳食质量。迄今为止，经济增长与营养
之间的联系一直十分薄弱，还需采取大力

度措施，将增长转化成营养状况的实际
改善。应该在农业 - 营养 - 健康综合框架
下，制定政策来支持此类目标的实现。
虽然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人民的营养状
况，但这种联系反过来也同样存在，富
有营养的膳食结构有助于人民充分发挥
体能潜力和认知潜力，保持健康，从而
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儿童的营养及教育
水平有助于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提高
儿童长大成人后的收入水平，对个人及
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好处。
低收入国家中以农村经济增长为

基础的公平、强劲的经济增长，对于
加强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取和改善其营
养状况都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要
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其中某些改
变，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见到成
效，而且最困难群体往往无法在短时
间内很快利用增长带来的机遇。因此，
从短期看，有必要通过社会保护为最
脆弱人群提供支持，以便尽快减轻饥
饿和营养不足问题。但社会保护也能
从长期减轻营养不足问题。首先，它
能够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成为一项能
够在日后产生效果的长远投资，培养
出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强壮、更健康
的成人。其次，它有助于降低风险，
从而推动技术应用和经济增长。通过
构建合理的社会保护体系为经济增长
提供支持和补充，营养不足和营养不
良问题就能尽快得到消除。

《2012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按照膳食能量供给量的分布情况对营养不足
人口的数量及比例做了最新估算。2010-12 年间，全球长期营养不足人口接近
8.7 亿，饥饿人口数量如此之高，依然让人难以接受。其中多数人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估计共有约 8.5亿人，也就是人口中近 15%的人处于营养不足状态。

自 1990 年以来，营养不足状况一直在不断好转，这表明在减轻饥饿方面取得
的进展要比预想的更加显著。

然而，进展主要发生在 2007-08 年之前。之后，在减轻饥饿方面的全球性进
展就趋于缓慢，呈停滞状态。

修正后的数字告诉我们，在 2015 年前将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降低一半
的“千年发展目标”完全有望实现，前提是我们采取适当行动，扭转 2007-08
年以来进展缓慢的趋势。

尽管今年粮农组织大幅改进了营养不足状况的估算方法，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相关数据，以便准确反映粮价及其它经济冲击带来的影响。因此，营养不足估
计数不一定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出 2007-08 年粮价飞涨或 2009 年以来一些国
家面临的经济增速放缓对饥饿状况造成的影响，更不用说最近价格上涨带来的
影响。要想对营养不足和粮食安全状况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我们还需要引入
其它指标。

为使经济增长能起到加强最需要帮助人群的营养状况，就必须让贫困人口参与
增长进程，并从中获益：(i) 增长应该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受益；(ii) 贫困
人口应利用额外收入从数量和质量上改善自身饮食，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
(iii)政府应该利用更多公共资源，为贫困人口及饥饿人群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

农业增长在减轻饥饿与营养不良方面成效尤为突出。大多数极度贫困人群主要
以从事农业及相关活动为生。有小农参与的农业增长，特别是有妇女参与的增
长，能最有效发挥其减轻极端贫困和饥饿的作用，因为它能提高劳动收益，为
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都应“注重营养”。增长应该通过以下途径促进营养状况的
改善：增加贫困人口饮食多样化的机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安全饮用水，享
有良好卫生条件；更好地获取医疗服务；加强消费者对充足营养及育儿措施的
认识；在出现急性微量元素缺乏症时，有针对性地分发营养补充剂。反过来看，
良好的营养状况是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社会保护对于加快减轻贫困十分关键。首先，它有助于保护那些未能从经济增
长中获益的最脆弱人群。其次，结构合理的社会保护能够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
加强贫困人口（特别是小农）管理风险和采用高产技术的能力，对加快经济增
长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要想加快减轻饥饿，经济增长中就要采取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的公共措施。公
共政策及计划必须创建一个有利环境，促进惠及贫困人口的长期经济增长。有
利环境的关键内容包括为生产部门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为贫困人口提
供公平获取资源的机会，为妇女赋权，设计和实施社会保护体系等。建立在透
明、参与、问责、法治及人权基础上的完善治理体系也必不可少，是此类政策
及计划取得成效的关键。

全球营养不足状况

2010-12年间，估计全球约有8.7亿营养
不足人口，占全球总人口12.5%，或八分之
一。这些人口中绝大多数，约8 . 5 2亿，生
活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营养不足发生率目前
估计为总人口的14.9%（见图）。全球营养
不足发生率如此之高，让人难以接受。
最新数字是粮农组织采用经过改进后的营

养不足指标统计数据和方法得出的，它表明，
世界营养不足人口数在2007年前的降幅要超
出预期，虽然降速此后有所放缓（图1）。
因此，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朝着
实现在2015年前将遭受长期饥饿的人口比例
降低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又迈进了一大
步。如果过去2 0年的平均降速能够延续到
2015年，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足发生率
就会降至12.5%；虽仍高于“千年发展目标”
提出的目标，但相比早些时候，已经朝着实
现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之间仍存在巨

大差异。亚洲的营养不足人口数量及比例近年
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使亚洲成为最有希望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中饥饿相关目标的区域。
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和亚洲类似。而相反，非
洲却离实现目标还相差很远，且前景不容乐
观，这一点可以从贫困率和儿童死亡率上大体
反映出来。同样在西亚，营养不足发生率自
1990-92年度以来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区域合

经济增长 – 加速减轻饥饿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
件，而非充分条件

在降低营养不足发生率方面的进展自 2007
年以来开始大幅放缓，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将成
为成功、可持续减轻饥饿工作中一项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的确，增长较快的地区通常能够
更加快速地减轻饥饿；在世界范围内，高收入
人群的膳食多样化程度也较高（见图）。过去十
年中，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均呈正增长，
但在很多国家，增长并未大幅减轻饥饿，这表
明，仅靠增长无法大幅减轻饥饿。
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增加就业和其它创收机

会让贫困人口参与，并使之受益。此外，女性

计数以联合国标准分类法为准；各国详情参见
本报告附件）。
由于各区域在减轻饥饿方面的进展速度各

不相同，因此发展中国家饥饿人口的集中分布
情况在过去20年中也出现了变化（见图）。
东南亚和东亚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中所
占比例在1990-92年度和2010-12年度之间降
幅最大（分别从 1 3 . 4 %降至 7 . 5 %和从
26.1%降至19.2%）。而拉丁美洲也从6.5%
降至5.6%。而同时，南亚的比例却从33%
升至3 6 %，撒哈拉以南非洲从1 7 . 0 %升至
27.0%，西亚和北非从1.3%升至2.9%。

近年的营养不足状况 

新的估计数字还表明，在遭受粮价危机和
经济危机的 2007-10 年间，饥饿发生率的上升
幅度要低于原先的预期。其中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粮农组织按照膳食能量习惯消费量来估
算长期营养不足，其中无法反映价格上涨的影
响，因为价格上涨通常为短期性。因此，不应
该将发生率作为依据，就价格上涨或其他短期
冲击的影响得出明确的定论。其次，经济冲击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
么显著。国内生产总值最新估计数字表明，
2008-09 年度的 “大衰退” 给很多发展中国家
带来的影响仅仅是经济增速出现轻微放慢，中
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个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国内主粮价格的上涨幅度极小。

然而，即使高粮价不一定直接导致人口的热量
总摄入量出现下降，但高粮价仍可能带来其它负面
影响，如膳食质量下降，医疗和教育等其它基本需
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利用多数国家目前现有的信
息，很难对此类影响进行量化，更无法靠仅仅以膳
食能量充足与否为依据的一个指标来反映此类影
响。为填补这一信息空白，粮农组织已确定了首批
20 多个指标，且多数国家和多数年份的相关数据
都是现成的。相关数据可参阅本报告的相关网址
（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zh/），这有助于让
粮食安全状况分析人员及决策人员利用相关数据，
对粮食不安全的不同侧面及表现形式进行更全面的
评估，从而为政策提供信息依据，促进有效的干预
和应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