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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或感染造成的结果，而发育迟缓则往
往是食物摄入量长期不足、反复感染和/
或反复出现急性营养不足造成的结果。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和低体重发生
率自1990年以来已在所有区域出现下降
趋势，说明粮食获取和可供量方面均已
取得改善，但各区域在进展方面仍存在
差异。
关于粮食不安全的脆弱性，最新数

据显示，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消
费者价格产生的影响要小于原先假设。
粮食供应量近年也出现了超出常规的波
动幅度，反映出旱灾、洪灾等极端事
件的发生频率不断加大，但与产量及价
格相比，消费量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
小农、牧民及贫困消费者们的处境尤为
脆弱。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维度

虽然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饥饿目标仍有希望，但目前进展并不均
衡，很多国家可能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那些在过去20年中曾遭受过冲突的国家
更可能在减轻贫困方面遭受到了严重挫
折。内陆国家要想打入世界市场长期面
临着挑战，而基础设施落后、体制薄弱
的国家则面临着更多局限。
今年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孟加拉国、

加纳、尼泊尔、尼加拉瓜、塔吉克斯
坦和乌干达六个国家的状况，发现各国
间在进展和挫折方面均存在差异。孟加
拉国、加纳和尼加拉瓜自20世纪90年
代以来均已成功地将食物不足发生率降低
一半。这一成绩要归功于一系列因素，
如几十年来迅猛的经济增长和自由贸

易，而对于加纳和尼加拉瓜而言，还
有政局稳定和高出口价格营造的有利国
际市场条件。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各届政
府一直致力于长期农村发展和减贫工
作，才为改变提供了动力。尼泊尔经
历了长期的冲突和政局动荡，削弱了体
制能力，使其难以在粮食生产和改善粮
食获取方面有效发挥作用。但目前该国
似乎已经步入正轨，有望在2015年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的饥饿目标。
塔吉克斯坦和乌干达却可能无法实

现这一目标。由于土地改革尚未完成，
塔吉克斯坦这一基础设施落后的内陆国
家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收入方面进展缓
慢，但国外移民的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这一缺陷。乌干达是世界上人口增
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正面临着农业生产
率增长缓慢的问题，而且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总而言之，这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了

社会保护和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旨在
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加快农村发展的各项
政策、收入来源多样化以及长期致力于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纳入公共政策与计划
主流等各项工作的重要性。

2011-13 年间，全球估计共有 8.42 亿人口长期遭受饥饿，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
以维持活跃的生活，这部分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八分之一以上。这一数字与
2010-12 年间的 8.68 亿相比已有所减少。自 1990-92 年以来，食物不足人口总数
已下降了 17%。

发展中地区整体上已在实现有关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 1 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如
果过去 21 年里的年均下降速度能够维持至 2015 年，那么食物不足发生率将降
至非常接近这一目标的水平。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立刻加大力度，采取
更多行动。

增长有助于提高收入，减轻贫困，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并不能保证惠及所有
人，不一定保证能够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除非政策能够明确
将贫困人口作为目标人群，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在贫困国家，要想减轻饥饿
和贫困，唯一的途径就是实现持续且惠及大众的增长。

尽管已经取得总体进展，但各区域间仍存在巨大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食
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近几年进展不大。西亚毫无进展，而南亚和北非进
展缓慢。东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和发生率两
项均呈大幅下降。

粮食安全是一种复杂状态。它包含多个维度 – 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 – 
可通过一系列指标得到更好的了解。

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足可以同时并存。但在一些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表示为
儿童发育迟缓比例）远远高于食物不足发生率（表示为饮食能量供应量不足）。
在这些国家，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对于改善粮食安全中的营养一项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要想取得改善，必须在农业、健康、卫生、供水和教育方面采取一
系列粮食安全及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特别要瞄准女性。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可供量的各项政策，特别是那些瞄准小农的政策，
有助于实现减贫，即便是在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当这些政策与社会保
护及其它能够提高贫困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的措施相互结合时，就能催生
活跃的市场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产生更加积极的成效，促进农村发展，实现
公平的经济增长。

汇款量在全球范围内看，要比官方发展援助量大三倍，对贫困和粮食安全状况
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报告认为，汇款有助于减轻贫困，从而起到减轻饥饿、改
善饮食的作用，并在合理政策的配套下，起到增加农场投资的作用。

坚持不懈将粮食安全及营养纳入公共政策及计划的主流，是实现减贫的一个
关键。应通过全面落实改革、改善投资气候、配套持续的社会保护，将粮食
安全和农业放在发展议程的首要位置，这对于大幅度减少贫困和食物不足至
关重要。

进展仍在继续⋯

粮农组织最新估计数字显示，2011-13年
间，全球共有8 . 4 2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
12%）无法满足自身的饮食能量需求，与
2010-12年间的8.68亿相比已有所减少。这意
味着，世界人口中约有八分之一可能长期遭受
饥饿，难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来维持活跃、健
康的生活。饥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8.27亿）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其当前平均食物不足发生
率估计为14.3%。

⋯但要想实现减轻饥饿的目标，总体进展依然不足

虽然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一直呈减少趋
势，但照此进展速度，要想在发展中地区实
现减轻饥饿的全球目标似乎仍有难度，即：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到2015年将饥
饿人口数量减半和2001年提出的到2015年将
饥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
标中的饥饿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仍有望实现，但要做出更多努力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目标相对更高，
似乎难以实现。如果以往趋势得以延续，那
么发展中国家的千年发展目标（12%）只比
2015年将达到的13%略低，仍有望实现，但
前提是必须加大力度，通过加强安全网和加大

粮食可供量：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
的粮食供应量增速已超过人口增速，人均粮食
可供量已得到大幅提升。饮食能量供应量平均
充足度 – 即饮食能量供应量在饮食能量需求量
中所占比例 – 在过去20年中已在发展中地区
整体提高了几乎10%。
粮食获取经济手段方面的进展体现在贫困

率的下降上，发展中地区的整体贫困率已在
1990至2008年间从47%降至24%。以粮食价
格及人民购买力为基准的粮食获取经济手段在
近年则出现了波动。
粮食利用的各项结果指标能反映出食物摄

入量不足和健康状况不佳造成的结果。例
如，消瘦就是短期食物摄入量不足、某种疾

对农业的投资来减轻饥饿，做到既解决眼前需
求，又保证长期进展。

各区域在饥饿方面仍存在巨大差异

虽然从全球层面看，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已
经在1990-92年至2011-13年间总体出现大幅减
少，但各区域在进展速度上仍存在差异，使
得世界食物不足人口的分布情况出现了变化。
世界上多数食物不足人口仍集中在南亚，其次
是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和东南亚的比
例下降幅度最大。同时，南亚、撒哈拉以南
非洲、西亚及北非的比例都出现了上升。
非洲仍是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估

计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食物不足。食物不足水
平及趋势在这一大陆内部也存在差异。虽然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但过去
20年来情况已有所改善，食物不足发生率已
从32.7%降至24 .8%。相比之下，北非的食
物不足发生率要低得多。总体而言，该区域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饥饿目标方面仍未步
入正轨，两个分区的进展都过于有限。
在多数亚洲国家，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和比

例都出现大幅下降，特别是在东南亚，但南
亚的进展一直较慢，尤其是食物不足人口数
量。西亚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低于亚洲其他地
区，但自1990-92年来却呈稳定上升趋势。
东南亚的进展最快，其发生率已从31.1%降至
10.7%，其次是东亚。亚洲区域整体而言已经

步入正轨，有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饥饿目
标。高加索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实现
了这一目标，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也几乎已经
实现这一目标。

衡量粮食安全的多元维度

食物不足发生率是衡量饮食能量缺乏的一
项指标，但作为一项单独指标，它无法反映
粮食安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今年的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提出和分析了一整
套指标，分别介绍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粮
食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
食的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



病或感染造成的结果，而发育迟缓则往
往是食物摄入量长期不足、反复感染和/
或反复出现急性营养不足造成的结果。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和低体重发生
率自1990年以来已在所有区域出现下降
趋势，说明粮食获取和可供量方面均已
取得改善，但各区域在进展方面仍存在
差异。
关于粮食不安全的脆弱性，最新数

据显示，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消
费者价格产生的影响要小于原先假设。
粮食供应量近年也出现了超出常规的波
动幅度，反映出旱灾、洪灾等极端事
件的发生频率不断加大，但与产量及价
格相比，消费量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
小农、牧民及贫困消费者们的处境尤为
脆弱。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维度

虽然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饥饿目标仍有希望，但目前进展并不均
衡，很多国家可能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那些在过去20年中曾遭受过冲突的国家
更可能在减轻贫困方面遭受到了严重挫
折。内陆国家要想打入世界市场长期面
临着挑战，而基础设施落后、体制薄弱
的国家则面临着更多局限。
今年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孟加拉国、

加纳、尼泊尔、尼加拉瓜、塔吉克斯
坦和乌干达六个国家的状况，发现各国
间在进展和挫折方面均存在差异。孟加
拉国、加纳和尼加拉瓜自20世纪90年
代以来均已成功地将食物不足发生率降低
一半。这一成绩要归功于一系列因素，
如几十年来迅猛的经济增长和自由贸

易，而对于加纳和尼加拉瓜而言，还
有政局稳定和高出口价格营造的有利国
际市场条件。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各届政
府一直致力于长期农村发展和减贫工
作，才为改变提供了动力。尼泊尔经
历了长期的冲突和政局动荡，削弱了体
制能力，使其难以在粮食生产和改善粮
食获取方面有效发挥作用。但目前该国
似乎已经步入正轨，有望在2015年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的饥饿目标。
塔吉克斯坦和乌干达却可能无法实

现这一目标。由于土地改革尚未完成，
塔吉克斯坦这一基础设施落后的内陆国
家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收入方面进展缓
慢，但国外移民的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这一缺陷。乌干达是世界上人口增
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正面临着农业生产
率增长缓慢的问题，而且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总而言之，这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了

社会保护和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旨在
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加快农村发展的各项
政策、收入来源多样化以及长期致力于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纳入公共政策与计划
主流等各项工作的重要性。

2011-13 年间，全球估计共有 8.42 亿人口长期遭受饥饿，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
以维持活跃的生活，这部分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八分之一以上。这一数字与
2010-12 年间的 8.68 亿相比已有所减少。自 1990-92 年以来，食物不足人口总数
已下降了 17%。

发展中地区整体上已在实现有关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 1 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如
果过去 21 年里的年均下降速度能够维持至 2015 年，那么食物不足发生率将降
至非常接近这一目标的水平。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立刻加大力度，采取
更多行动。

增长有助于提高收入，减轻贫困，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并不能保证惠及所有
人，不一定保证能够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除非政策能够明确
将贫困人口作为目标人群，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在贫困国家，要想减轻饥饿
和贫困，唯一的途径就是实现持续且惠及大众的增长。

尽管已经取得总体进展，但各区域间仍存在巨大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食
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近几年进展不大。西亚毫无进展，而南亚和北非进
展缓慢。东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和发生率两
项均呈大幅下降。

粮食安全是一种复杂状态。它包含多个维度 – 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 – 
可通过一系列指标得到更好的了解。

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足可以同时并存。但在一些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表示为
儿童发育迟缓比例）远远高于食物不足发生率（表示为饮食能量供应量不足）。
在这些国家，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对于改善粮食安全中的营养一项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要想取得改善，必须在农业、健康、卫生、供水和教育方面采取一
系列粮食安全及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特别要瞄准女性。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可供量的各项政策，特别是那些瞄准小农的政策，
有助于实现减贫，即便是在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当这些政策与社会保
护及其它能够提高贫困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的措施相互结合时，就能催生
活跃的市场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产生更加积极的成效，促进农村发展，实现
公平的经济增长。

汇款量在全球范围内看，要比官方发展援助量大三倍，对贫困和粮食安全状况
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报告认为，汇款有助于减轻贫困，从而起到减轻饥饿、改
善饮食的作用，并在合理政策的配套下，起到增加农场投资的作用。

坚持不懈将粮食安全及营养纳入公共政策及计划的主流，是实现减贫的一个
关键。应通过全面落实改革、改善投资气候、配套持续的社会保护，将粮食
安全和农业放在发展议程的首要位置，这对于大幅度减少贫困和食物不足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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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仍在继续⋯

粮农组织最新估计数字显示，2011-13年
间，全球共有8 . 4 2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
12%）无法满足自身的饮食能量需求，与
2010-12年间的8.68亿相比已有所减少。这意
味着，世界人口中约有八分之一可能长期遭受
饥饿，难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来维持活跃、健
康的生活。饥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8.27亿）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其当前平均食物不足发生
率估计为14.3%。

⋯但要想实现减轻饥饿的目标，总体进展依然不足

虽然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一直呈减少趋
势，但照此进展速度，要想在发展中地区实
现减轻饥饿的全球目标似乎仍有难度，即：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到2015年将饥
饿人口数量减半和2001年提出的到2015年将
饥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
标中的饥饿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仍有望实现，但要做出更多努力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目标相对更高，
似乎难以实现。如果以往趋势得以延续，那
么发展中国家的千年发展目标（12%）只比
2015年将达到的13%略低，仍有望实现，但
前提是必须加大力度，通过加强安全网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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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粮食可供量：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
的粮食供应量增速已超过人口增速，人均粮食
可供量已得到大幅提升。饮食能量供应量平均
充足度 – 即饮食能量供应量在饮食能量需求量
中所占比例 – 在过去20年中已在发展中地区
整体提高了几乎10%。
粮食获取经济手段方面的进展体现在贫困

率的下降上，发展中地区的整体贫困率已在
1990至2008年间从47%降至24%。以粮食价
格及人民购买力为基准的粮食获取经济手段在
近年则出现了波动。
粮食利用的各项结果指标能反映出食物摄

入量不足和健康状况不佳造成的结果。例
如，消瘦就是短期食物摄入量不足、某种疾

高加索及中亚

大洋洲

东亚

拉美和加勒比

东南亚

近东及北非

发达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亚

合计= 8.42亿

人口数量（左轴） 发生率（右轴）

百万 营养不足人口百分比

对农业的投资来减轻饥饿，做到既解决眼前需
求，又保证长期进展。

各区域在饥饿方面仍存在巨大差异

虽然从全球层面看，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已
经在1990-92年至2011-13年间总体出现大幅减
少，但各区域在进展速度上仍存在差异，使
得世界食物不足人口的分布情况出现了变化。
世界上多数食物不足人口仍集中在南亚，其次
是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和东南亚的比
例下降幅度最大。同时，南亚、撒哈拉以南
非洲、西亚及北非的比例都出现了上升。
非洲仍是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估

计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食物不足。食物不足水
平及趋势在这一大陆内部也存在差异。虽然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但过去
20年来情况已有所改善，食物不足发生率已
从32.7%降至24 .8%。相比之下，北非的食
物不足发生率要低得多。总体而言，该区域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饥饿目标方面仍未步
入正轨，两个分区的进展都过于有限。
在多数亚洲国家，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和比

例都出现大幅下降，特别是在东南亚，但南
亚的进展一直较慢，尤其是食物不足人口数
量。西亚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低于亚洲其他地
区，但自1990-92年来却呈稳定上升趋势。
东南亚的进展最快，其发生率已从31.1%降至
10.7%，其次是东亚。亚洲区域整体而言已经

步入正轨，有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饥饿目
标。高加索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实现
了这一目标，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也几乎已经
实现这一目标。

衡量粮食安全的多元维度

食物不足发生率是衡量饮食能量缺乏的一
项指标，但作为一项单独指标，它无法反映
粮食安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今年的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提出和分析了一整
套指标，分别介绍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粮
食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
食的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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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A缺乏症发生率（即将推出）
碘缺乏症发生率（即将推出）

食物不足发生率
贫困人口粮食支出所占比例
粮食短缺程度
粮食不足发生率

政局稳定、不存在暴力/恐怖主义
国内粮食价格波动性
人均粮食产量波动性
人均粮食供应量波动性

谷物进口依赖度比率
带有灌溉设施的耕地所占比例
粮食进口值与商品总出口值之间的比值

利 用

获取

各类冲击

脆弱性

铺面道路在道路总量中所占比例
道路密集度
铁路密集度

获取物质手段

饮食能量供应量平均充足度
粮食产量平均值
谷物及块根类在饮食能量供应量中所占比例
蛋白质平均供应量
动物性蛋白质平均供应量

可供量

改良水源的获取
改良卫生设施的获取

利 用

国内粮食价格指数 获取经济手段

结 果

静态及动态

决定因素

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状况 2011-13年间各区域食物不足人口数量（百万）

粮食安全整套指标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

注：所有图中有关2010-12年度的数据均为临时估计数。 注：所有数据均已四舍五入。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维度粮食安全各项指标

注：各项指标的数值和详细介绍及元数据均已公布在《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网
址(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en/)。



病或感染造成的结果，而发育迟缓则往
往是食物摄入量长期不足、反复感染和/
或反复出现急性营养不足造成的结果。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和低体重发生
率自1990年以来已在所有区域出现下降
趋势，说明粮食获取和可供量方面均已
取得改善，但各区域在进展方面仍存在
差异。
关于粮食不安全的脆弱性，最新数

据显示，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消
费者价格产生的影响要小于原先假设。
粮食供应量近年也出现了超出常规的波
动幅度，反映出旱灾、洪灾等极端事
件的发生频率不断加大，但与产量及价
格相比，消费量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
小农、牧民及贫困消费者们的处境尤为
脆弱。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维度

虽然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饥饿目标仍有希望，但目前进展并不均
衡，很多国家可能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那些在过去20年中曾遭受过冲突的国家
更可能在减轻贫困方面遭受到了严重挫
折。内陆国家要想打入世界市场长期面
临着挑战，而基础设施落后、体制薄弱
的国家则面临着更多局限。
今年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孟加拉国、

加纳、尼泊尔、尼加拉瓜、塔吉克斯
坦和乌干达六个国家的状况，发现各国
间在进展和挫折方面均存在差异。孟加
拉国、加纳和尼加拉瓜自20世纪90年
代以来均已成功地将食物不足发生率降低
一半。这一成绩要归功于一系列因素，
如几十年来迅猛的经济增长和自由贸

易，而对于加纳和尼加拉瓜而言，还
有政局稳定和高出口价格营造的有利国
际市场条件。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各届政
府一直致力于长期农村发展和减贫工
作，才为改变提供了动力。尼泊尔经
历了长期的冲突和政局动荡，削弱了体
制能力，使其难以在粮食生产和改善粮
食获取方面有效发挥作用。但目前该国
似乎已经步入正轨，有望在2015年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的饥饿目标。
塔吉克斯坦和乌干达却可能无法实

现这一目标。由于土地改革尚未完成，
塔吉克斯坦这一基础设施落后的内陆国
家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收入方面进展缓
慢，但国外移民的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这一缺陷。乌干达是世界上人口增
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正面临着农业生产
率增长缓慢的问题，而且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总而言之，这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了

社会保护和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旨在
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加快农村发展的各项
政策、收入来源多样化以及长期致力于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纳入公共政策与计划
主流等各项工作的重要性。

2011-13 年间，全球估计共有 8.42 亿人口长期遭受饥饿，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
以维持活跃的生活，这部分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八分之一以上。这一数字与
2010-12 年间的 8.68 亿相比已有所减少。自 1990-92 年以来，食物不足人口总数
已下降了 17%。

发展中地区整体上已在实现有关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 1 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如
果过去 21 年里的年均下降速度能够维持至 2015 年，那么食物不足发生率将降
至非常接近这一目标的水平。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立刻加大力度，采取
更多行动。

增长有助于提高收入，减轻贫困，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并不能保证惠及所有
人，不一定保证能够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除非政策能够明确
将贫困人口作为目标人群，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在贫困国家，要想减轻饥饿
和贫困，唯一的途径就是实现持续且惠及大众的增长。

尽管已经取得总体进展，但各区域间仍存在巨大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食
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近几年进展不大。西亚毫无进展，而南亚和北非进
展缓慢。东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和发生率两
项均呈大幅下降。

粮食安全是一种复杂状态。它包含多个维度 – 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 – 
可通过一系列指标得到更好的了解。

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足可以同时并存。但在一些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表示为
儿童发育迟缓比例）远远高于食物不足发生率（表示为饮食能量供应量不足）。
在这些国家，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对于改善粮食安全中的营养一项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要想取得改善，必须在农业、健康、卫生、供水和教育方面采取一
系列粮食安全及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特别要瞄准女性。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可供量的各项政策，特别是那些瞄准小农的政策，
有助于实现减贫，即便是在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当这些政策与社会保
护及其它能够提高贫困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的措施相互结合时，就能催生
活跃的市场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产生更加积极的成效，促进农村发展，实现
公平的经济增长。

汇款量在全球范围内看，要比官方发展援助量大三倍，对贫困和粮食安全状况
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报告认为，汇款有助于减轻贫困，从而起到减轻饥饿、改
善饮食的作用，并在合理政策的配套下，起到增加农场投资的作用。

坚持不懈将粮食安全及营养纳入公共政策及计划的主流，是实现减贫的一个
关键。应通过全面落实改革、改善投资气候、配套持续的社会保护，将粮食
安全和农业放在发展议程的首要位置，这对于大幅度减少贫困和食物不足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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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最新估计数字显示，2011-13年
间，全球共有8 . 4 2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
12%）无法满足自身的饮食能量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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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世界人口中约有八分之一可能长期遭受
饥饿，难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来维持活跃、健
康的生活。饥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8.27亿）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其当前平均食物不足发生
率估计为14.3%。

⋯但要想实现减轻饥饿的目标，总体进展依然不足

虽然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一直呈减少趋
势，但照此进展速度，要想在发展中地区实
现减轻饥饿的全球目标似乎仍有难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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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人口数量减半和2001年提出的到2015年将
饥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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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难以实现。如果以往趋势得以延续，那
么发展中国家的千年发展目标（12%）只比
2015年将达到的13%略低，仍有望实现，但
前提是必须加大力度，通过加强安全网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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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各区域在进展速度上仍存在差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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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食物不足。食物不足水
平及趋势在这一大陆内部也存在差异。虽然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但过去
20年来情况已有所改善，食物不足发生率已
从32.7%降至24 .8%。相比之下，北非的食
物不足发生率要低得多。总体而言，该区域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饥饿目标方面仍未步
入正轨，两个分区的进展都过于有限。
在多数亚洲国家，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和比

例都出现大幅下降，特别是在东南亚，但南
亚的进展一直较慢，尤其是食物不足人口数
量。西亚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低于亚洲其他地
区，但自1990-92年来却呈稳定上升趋势。
东南亚的进展最快，其发生率已从31.1%降至
10.7%，其次是东亚。亚洲区域整体而言已经

步入正轨，有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饥饿目
标。高加索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实现
了这一目标，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也几乎已经
实现这一目标。

衡量粮食安全的多元维度

食物不足发生率是衡量饮食能量缺乏的一
项指标，但作为一项单独指标，它无法反映
粮食安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今年的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提出和分析了一整
套指标，分别介绍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粮
食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
食的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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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以下儿童消瘦比例
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比例
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比例
成人低体重比例
孕妇贫血比例
5岁以下儿童贫血比例
维生素A缺乏症发生率（即将推出）
碘缺乏症发生率（即将推出）

食物不足发生率
贫困人口粮食支出所占比例
粮食短缺程度
粮食不足发生率

政局稳定、不存在暴力/恐怖主义
国内粮食价格波动性
人均粮食产量波动性
人均粮食供应量波动性

谷物进口依赖度比率
带有灌溉设施的耕地所占比例
粮食进口值与商品总出口值之间的比值

利 用

获取

各类冲击

脆弱性

铺面道路在道路总量中所占比例
道路密集度
铁路密集度

获取物质手段

饮食能量供应量平均充足度
粮食产量平均值
谷物及块根类在饮食能量供应量中所占比例
蛋白质平均供应量
动物性蛋白质平均供应量

可供量

改良水源的获取
改良卫生设施的获取

利 用

国内粮食价格指数 获取经济手段

结 果

静态及动态

决定因素

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状况 2011-13年间各区域食物不足人口数量（百万）

粮食安全整套指标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

注：所有图中有关2010-12年度的数据均为临时估计数。 注：所有数据均已四舍五入。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维度粮食安全各项指标

注：各项指标的数值和详细介绍及元数据均已公布在《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网
址(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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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或感染造成的结果，而发育迟缓则往
往是食物摄入量长期不足、反复感染和/
或反复出现急性营养不足造成的结果。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和低体重发生
率自1990年以来已在所有区域出现下降
趋势，说明粮食获取和可供量方面均已
取得改善，但各区域在进展方面仍存在
差异。
关于粮食不安全的脆弱性，最新数

据显示，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消
费者价格产生的影响要小于原先假设。
粮食供应量近年也出现了超出常规的波
动幅度，反映出旱灾、洪灾等极端事
件的发生频率不断加大，但与产量及价
格相比，消费量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
小农、牧民及贫困消费者们的处境尤为
脆弱。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维度

虽然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饥饿目标仍有希望，但目前进展并不均
衡，很多国家可能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那些在过去20年中曾遭受过冲突的国家
更可能在减轻贫困方面遭受到了严重挫
折。内陆国家要想打入世界市场长期面
临着挑战，而基础设施落后、体制薄弱
的国家则面临着更多局限。
今年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孟加拉国、

加纳、尼泊尔、尼加拉瓜、塔吉克斯
坦和乌干达六个国家的状况，发现各国
间在进展和挫折方面均存在差异。孟加
拉国、加纳和尼加拉瓜自20世纪90年
代以来均已成功地将食物不足发生率降低
一半。这一成绩要归功于一系列因素，
如几十年来迅猛的经济增长和自由贸

易，而对于加纳和尼加拉瓜而言，还
有政局稳定和高出口价格营造的有利国
际市场条件。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各届政
府一直致力于长期农村发展和减贫工
作，才为改变提供了动力。尼泊尔经
历了长期的冲突和政局动荡，削弱了体
制能力，使其难以在粮食生产和改善粮
食获取方面有效发挥作用。但目前该国
似乎已经步入正轨，有望在2015年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的饥饿目标。
塔吉克斯坦和乌干达却可能无法实

现这一目标。由于土地改革尚未完成，
塔吉克斯坦这一基础设施落后的内陆国
家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收入方面进展缓
慢，但国外移民的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这一缺陷。乌干达是世界上人口增
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正面临着农业生产
率增长缓慢的问题，而且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总而言之，这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了

社会保护和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旨在
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加快农村发展的各项
政策、收入来源多样化以及长期致力于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纳入公共政策与计划
主流等各项工作的重要性。

2011-13 年间，全球估计共有 8.42 亿人口长期遭受饥饿，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
以维持活跃的生活，这部分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八分之一以上。这一数字与
2010-12 年间的 8.68 亿相比已有所减少。自 1990-92 年以来，食物不足人口总数
已下降了 17%。

发展中地区整体上已在实现有关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 1 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如
果过去 21 年里的年均下降速度能够维持至 2015 年，那么食物不足发生率将降
至非常接近这一目标的水平。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立刻加大力度，采取
更多行动。

增长有助于提高收入，减轻贫困，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并不能保证惠及所有
人，不一定保证能够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除非政策能够明确
将贫困人口作为目标人群，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在贫困国家，要想减轻饥饿
和贫困，唯一的途径就是实现持续且惠及大众的增长。

尽管已经取得总体进展，但各区域间仍存在巨大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食
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近几年进展不大。西亚毫无进展，而南亚和北非进
展缓慢。东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和发生率两
项均呈大幅下降。

粮食安全是一种复杂状态。它包含多个维度 – 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 – 
可通过一系列指标得到更好的了解。

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足可以同时并存。但在一些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表示为
儿童发育迟缓比例）远远高于食物不足发生率（表示为饮食能量供应量不足）。
在这些国家，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对于改善粮食安全中的营养一项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要想取得改善，必须在农业、健康、卫生、供水和教育方面采取一
系列粮食安全及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特别要瞄准女性。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可供量的各项政策，特别是那些瞄准小农的政策，
有助于实现减贫，即便是在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当这些政策与社会保
护及其它能够提高贫困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的措施相互结合时，就能催生
活跃的市场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产生更加积极的成效，促进农村发展，实现
公平的经济增长。

汇款量在全球范围内看，要比官方发展援助量大三倍，对贫困和粮食安全状况
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报告认为，汇款有助于减轻贫困，从而起到减轻饥饿、改
善饮食的作用，并在合理政策的配套下，起到增加农场投资的作用。

坚持不懈将粮食安全及营养纳入公共政策及计划的主流，是实现减贫的一个
关键。应通过全面落实改革、改善投资气候、配套持续的社会保护，将粮食
安全和农业放在发展议程的首要位置，这对于大幅度减少贫困和食物不足至
关重要。

进展仍在继续⋯

粮农组织最新估计数字显示，2011-13年
间，全球共有8 . 4 2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
12%）无法满足自身的饮食能量需求，与
2010-12年间的8.68亿相比已有所减少。这意
味着，世界人口中约有八分之一可能长期遭受
饥饿，难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来维持活跃、健
康的生活。饥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8.27亿）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其当前平均食物不足发生
率估计为14.3%。

⋯但要想实现减轻饥饿的目标，总体进展依然不足

虽然食物不足人口估计数一直呈减少趋
势，但照此进展速度，要想在发展中地区实
现减轻饥饿的全球目标似乎仍有难度，即：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到2015年将饥
饿人口数量减半和2001年提出的到2015年将
饥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
标中的饥饿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仍有望实现，但要做出更多努力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目标相对更高，
似乎难以实现。如果以往趋势得以延续，那
么发展中国家的千年发展目标（12%）只比
2015年将达到的13%略低，仍有望实现，但
前提是必须加大力度，通过加强安全网和加大

粮食可供量：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
的粮食供应量增速已超过人口增速，人均粮食
可供量已得到大幅提升。饮食能量供应量平均
充足度 – 即饮食能量供应量在饮食能量需求量
中所占比例 – 在过去20年中已在发展中地区
整体提高了几乎10%。
粮食获取经济手段方面的进展体现在贫困

率的下降上，发展中地区的整体贫困率已在
1990至2008年间从47%降至24%。以粮食价
格及人民购买力为基准的粮食获取经济手段在
近年则出现了波动。
粮食利用的各项结果指标能反映出食物摄

入量不足和健康状况不佳造成的结果。例
如，消瘦就是短期食物摄入量不足、某种疾

对农业的投资来减轻饥饿，做到既解决眼前需
求，又保证长期进展。

各区域在饥饿方面仍存在巨大差异

虽然从全球层面看，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已
经在1990-92年至2011-13年间总体出现大幅减
少，但各区域在进展速度上仍存在差异，使
得世界食物不足人口的分布情况出现了变化。
世界上多数食物不足人口仍集中在南亚，其次
是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和东南亚的比
例下降幅度最大。同时，南亚、撒哈拉以南
非洲、西亚及北非的比例都出现了上升。
非洲仍是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估

计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食物不足。食物不足水
平及趋势在这一大陆内部也存在差异。虽然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但过去
20年来情况已有所改善，食物不足发生率已
从32.7%降至24 .8%。相比之下，北非的食
物不足发生率要低得多。总体而言，该区域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饥饿目标方面仍未步
入正轨，两个分区的进展都过于有限。
在多数亚洲国家，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和比

例都出现大幅下降，特别是在东南亚，但南
亚的进展一直较慢，尤其是食物不足人口数
量。西亚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低于亚洲其他地
区，但自1990-92年来却呈稳定上升趋势。
东南亚的进展最快，其发生率已从31.1%降至
10.7%，其次是东亚。亚洲区域整体而言已经

步入正轨，有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饥饿目
标。高加索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实现
了这一目标，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也几乎已经
实现这一目标。

衡量粮食安全的多元维度

食物不足发生率是衡量饮食能量缺乏的一
项指标，但作为一项单独指标，它无法反映
粮食安全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今年的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提出和分析了一整
套指标，分别介绍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粮
食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
食的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