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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对粮食系统中的损失与浪费没有准确的估计数，但现有科学证据表明，全球
范围内生产的粮食总量中，约有三分之一在食品链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中遭受损失
或浪费。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HLPE，即高专组，下文相同）的本份政策
导向型报告将汇总介绍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根源的现有证据，并提出减少损失与浪费
的行动建议，以便改善粮食及营养安全，提高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鉴于各方实际
背景各不相同，本报告的目的在于找出问题根源，并提出粮食系统相关各方（包括
公共和私有部门、民间社会、个体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可以以单方
或协调合作的方式采纳的潜在解决方案，从而帮助相关各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成功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将有助于节约资源和加强粮食安全及营养，实现“零饥饿
挑战”和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共同目标。
高专组成立于2010年，旨在为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的政策辩论和政策
制定工作提供有科学依据的、政策导向型的分析意见。虽然具体的政策干预措施应
以对实际背景的了解为基础，但高专组的报告仍可以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与各类
实际背景相关的依据和建议，期望为他们因地制宜开展政策干预措施提供有用的指导
意见。
高专组就粮安委确定的不同话题开展工作。本报告为高专组系列报告中的第8号。
以往7份报告分别涉及和粮食安全与营养相关的7个话题，包括价格波动、土地权属
与国际农业投资、气候变化、社会保护、生物燃料、小农农业投资和最近的一个话题
－可持续渔业与水产养殖业，因为粮安委认为这些话题均与世界政策议程有着重要
关联。高专组目前正在就水资源与粮食安全编写一份报告，将作为粮安委2015年政策
辩论的内容之一。
高专组指导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包括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此外，高专组
中还包括就不同报告开展工作的各类研究人员。大批专家，包括很多同行评审人员，
也为我们的工作做出了贡献。首届指导委员会的任期已于2013年秋季结束。我对粮安委
明智决定再次任命包括副主席Maryam Rahmanian女士在内的四位即将离任的成员表示
赞赏，这将有助于确保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有必要的连续性。
我很荣幸受指导委员会成员推选，接替M. S. Swaminathan担任指导委员会主席。
借此机会，我衷心感谢M. S. Swaminathan在担任主席期间，凭借自己的远见与努力，
在高专组成立后的前1000天中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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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首届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为高专组高质量工作做出贡献的大量
其它人员。我还要感谢指导委员会所有现任成员，感谢他们的奉献精神和辛勤劳动，
感谢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我想特别感谢高专组协调员Vincent Gitz和他高专组秘书处
的同事们，感谢他们的超常奉献和巨大贡献。
我同样也要感谢为本报告做出贡献的大批专家，包括前任和现任指导委员会成员，
特别是负责指导委员会对本报告监督工作的Renato Maluf、项目组组长V. Prakash
（印度）和项目组成员Toine Timmermans（荷兰）、Walter Belik（巴西）、黄继坤
（中国）和Jane Ambuko（肯尼亚）。本报告还收到了外部评审人员和大批专家及
机构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就报告相关参考资料和报告一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
我还要感谢各资源伙伴方以完全独立的方式为高专组工作提供的支持。

Per Pinstrup-Andersen

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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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和建议
全球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最近已广受关注。据粮农组织称，全球范围内供人类
食用的粮食产量中，近三分之一（每年约 13 亿吨）遭受损失或浪费，因而减少损失
与浪费是当前加强粮食安全、减少粮食系统对环境影响过程中面临的紧迫任务。
在此背景下，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在第三十九届会议（2012 年 10 月）
上要求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就“可持续粮食系统背景下粮食
损失与浪费”开展一项研究，供 2014 年召开的粮安委全会讨论。
粮食损失与浪费情况如此严重，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意外，而应该将其视为粮食
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粮食损失与浪费是粮食系统在技术、文化和经济各方面
的运作方式所致结果。本报告从三个视角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现象，即系统化视角、
可持续性视角（包括可持续性中的环境、社会与经济方面）和粮食安全及营养视角
（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食安全及营养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

主要发现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范围和程度
1.

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研究一直采用两个不同视角：要么从浪费入手，包括相关的
环境关切，要么从粮食入手，包括相关的粮食安全关切。这两种不同视角往往
导致在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定义和范围上出现混乱，影响数据的可靠性和清晰度。

2.

本报告采用了一种粮食安全及营养视角，将粮食损失与浪费定义为“无论由何
种原因导致原本供人类食用的粮食在从收获到消费的食品链各环节中出现的量
的减少”。在术语问题上，本报告将消费层面之前无论由何种原因导致的粮食
损失与消费层面无论由何种原因导致的粮食浪费相互区分开来。报告还提出将
粮食质量损失或浪费定义为粮食产品在从收获到消费的食品链各环节中出现的
与产品等级下降相关的质量属性（营养和外观等）的降低。

3.

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很难比较。在全球
层面，最近的研究采用的是粮农组织 2011 年发表的报告中的数据，将全球粮食
损失与浪费总量估计为占供人类食用的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每年 13 亿
吨），如按卡路里计算，则占四分之一。

4.

粮食损失与浪费在整个食品链中的分布情况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产品之间存在巨大
差异。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大部分损失与浪费出现在销售和消费环节，
而在低收入国家，损失与浪费主要集中在生产和收获后环节。人均粮食损失与
浪费在欧洲和北美最高，为人均 280－300 公斤/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
东南亚为人均 120－170 公斤/年。

5.

不同定义、不同指标、不同衡量方法以及对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采用的数据收集
方法缺乏标准化，使得人们很难在不同研究项目、系统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
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比较。此外，对数据、方法和数字的质量也缺乏统一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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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法。这种情况已构成严重障碍，不利于各方了解和确定粮食损失与浪费的
原因和程度、可能的解决方法、行动重点，也不利于监测在减少此类损失与浪
费方面取得的进展。因此，目前各方正在积极呼吁，在充分考虑众多变量和具
体国情的前提下，就如何衡量粮食损失与浪费达成全球性协议，努力统一定义
和衡量方法，力求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可比性和透明度。
粮食损失与浪费对粮食安全及营养以及对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影响
6.

粮食损失与浪费会对粮食安全及营养以及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同时造成影响。
本报告以可持续粮食系统为背景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现象，并采用以下各项定
义，系根据一系列其它定义调整得出。

7.

粮食系统包括与粮食的生产、加工、销售、制备和消费相关的所有因素（环境、
人、投入物、流程、基础设施、机构等）和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产出，包括社
会经济和环境成果。

8.

可持续粮食系统指在不牺牲子孙后代保障粮食安全及营养所必需的经济、社会、
环境基础的前提下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全及营养的粮食系统。

9.

粮食损失与浪费通过三个主要途径影响粮食安全及营养。一，减少全球及地方
层面的粮食可供量。二，对于那些参与收获和收获后活动以及遭受粮食损失与
浪费相关经济损失和收入损失的人们而言，会对粮食获取造成负面影响，而对
消费者而言，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因为粮食损失与浪费会使粮食市场供应趋于
紧张，并推高粮价。三，由于对未来粮食生产所依赖的自然资源进行不可持续
的利用，从而对粮食安全产生更长远的影响。

10. 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食安全及营养之间的另外两项关系在以往文献中涉及较少。
其一是包括消费者层面在内的食品链各环节中质量与营养素损失问题，会给营
养带来负面影响。其二是粮食系统为确保粮食安全中的“稳定”一面应该具备
的特点，尤其是因为粮食产量与消费量极具“多变”性。粮食损失与浪费可能
离不开各项合理的“缓冲”机制（和一定程度的相互重叠），以便应对产量和
消费量有时在时空上出现的极高多变性。
11. 粮食损失与浪费还影响着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方
面。它会导致经济损失，降低投资回报。它会阻碍发展和社会进步。它还对环
境造成巨大影响，因为我们无谓地浪费资源去生产最终被损失与浪费的粮食，
同时又将浪费的粮食做填埋处理，从而对当地和全球环境造成影响，包括排放
甲烷这种强效温室气体。
粮食损失与浪费根源分析：微观、中观、宏观根源
12. 要想确定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和行动重点，首先要找到造成粮食损失
与浪费的根源。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从生物、微生物、
化学、生化、机械、物理、生理、技术、物流、组织原因到心理、行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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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营销等造成的原因。这些原因的重要性因产品和背景以及食品链不同环节
而各不相同。一些研究已经为粮食损失与浪费确定了多达几百种不同根源。
13. 要想确定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必须将整个食品链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同时
当考虑其中任何一个具体环节时，都应该将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
一部分。就如同在一条传送带上一样，食品链中某个环节的各项行动都会影响到
整个食品链。绝不能将具体损失或浪费“所在处”与“根源”混淆起来。发生在
食品链某个环节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其根源可能在于另一个环节。例如，零售和
消费环节的部分粮食损失与浪费，其根源可能要追溯到收获甚至收获前各环节。
收获和包装环节对水果处理不当（其根源可能是工作条件差），会缩短水果的保
质期，导致在零售层面出现损失或在消费者层面出现浪费。反之，水果也可能由
于某个零售商决定降低收购价或中止一项合约，导致无人采收，烂在地里。
14. 各种根源往往相互关联：由于某种原因发生在食品链中某个环节的损失或浪费，
其背后的根源几乎都不会只有一个。
15. 本报告提出要理清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根源，将其分成三个不同层面：
i.

ii.

iii.

首先是“微观层面”根源，包括食品链从生产到消费之间每个环节中造成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由同一环节中单个行为方在应对（或不应对）外部
因素时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
其次是“中观层面”根源，包括次级根源或结构性根源。中观层面根源可
能发生在食品链中的其它环节，或者由不同行为方的相互组织方式造成，
或由食品链中的各项关系造成，或由基础设施状况造成，等等。中观层面
根源会催生微观层面根源。
第三是“宏观层面”根源，这一较高层次的根源能够解释粮食损失与浪费
如何由系统性问题引发，这些系统性问题包括粮食系统运作不良，缺乏能
够促进各行为方之间协调（包括保障合约关系）、促进投资和采用良好操
作规范的体制或政策条件。系统性根源会催生所有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
其它根源，包括中观和微观根源。归根结底，它们是造成全球范围粮食损
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原因。

食品链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微观层面根源
16. 微观层面根源可以出现在食品链各环节，是造成食品链中某个特定环节出现粮
食损失与浪费的直接原因，由同一环节中单个行为方应对可能导致粮食损失与
浪费的各种因素时的作为（或不作为）引起。
17. 收获时间安排不当和对产品的粗糙草率处理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两个主要
原因。
18. 在食品链中，储存条件不足以及易腐败产品温度管理不当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
费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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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运输可能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根源：它会拉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
时间间隔，尤其对新鲜产品而言，还会带来更多的机械损伤和热损伤风险。花在
运输上的时间还可能会降低营养含量。
20. 零售网点内的条件（稳定、相对湿度、照明、气体构成等）和操作方式对产品
的质量、保质期和合格率也有影响。
21. 消费者层面、家庭层面和餐饮等服务行业层面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在发展中国家
尤为突出。这主要由行为性根源造成，包括食物购买、烹制和消费习惯以及时
间规划与协调。鼓励消费者超量购买的营销策略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中观和宏观层面根源
22. 很多时候，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位于“较高层次”的中观和宏观层面，
导致食品链各环节的粮食损失与浪费（以及微观根源）。
23. 在中观层面，缺乏设备和/或良好操作规范、食品链各行为方之间缺乏组织、协
调和沟通（如产品转化导致产品在食品链后面环节中无法利用）、基础设施不
足、食品链中经济条件失调（产品滞销等）都是造成食品链各环节出现粮食损
失与浪费的主要根源。在较宏观层面上，系统性根源包括缺乏良好、有利的环
境，无法为不同行为方之间的协调、投资和方法改良提供支持。
24. 田间的收获前条件和行为会间接导致在食品链后面各环节出现损失，因为生产和
农作方法会影响产品收获时的质量、收获后是否适合运输、储存稳定性和保质期。
25. 零售商通过对提供给和陈列在零售网点的产品提出质量要求，从而影响供应链上
的各项活动。加工商、零售商或目标市场提出的质量标准（形状、大小、重量）
会导致未达标产品被弃收。
26. 信息不足和市场条件预期不佳（需求、价格水平）也会导致产品被弃收。
27. 在很多低收入国家，导致粮食出现大量损失的原因是储存能力不足、储存条件差
和缺乏在收获后立即将产品运输至加工厂或市场的能力。其它原因包括批发、
超市和零售设施极为短缺，无法为食品提供合适的储存和销售条件。发展中国
家的批发和零售市场往往规模较小，过于拥挤，卫生条件差，缺乏冷藏设施。
28. 运输基础设施差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另一个重要中观根源。
29. 即便在设施充足的情况下，未能在食品链中实施良好操作规范也是造成粮食损
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根源。
30. 食品的日期标识各不相同、难以读懂，是造成零售和消费者层面粮食损失与浪
费的一个主要间接根源。消费者往往以为这些日期与食品安全相关，而实际上
日期与食品质量的关联更大（质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但不一定对健康构
成危害）。很多种类的日期标识同时存在，有些并非针对消费者，而是用于帮
助零售商管理存货。还有一些日期标识则针对消费者，但目的却各不相同，有
些与食品安全规定相关，有些与极力维护某个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形象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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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有关，往往留出较大的食品安全余量。消费者面对五花八门的日期标识很
容易陷入困惑。此外，日期标识也是零售层面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以及经济损
失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零售商往往希望通过日期维护自身的良好形象。
31. 在宏观层面上，食品链中各行为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能力取决于相关政策和
监管框架。很多法规都会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包括有关监管人类剩余食品的利
用或监管将食品用作动物饲料的规定、有关水产品丢弃物的政策或禁令、食品卫
生规定、食品标识和包装规定、有关浪费的规定和政策等。还有一些法规可能不
会对粮食损失与浪费产生直接影响，但会涉及将粮食用于制作饲料或生产能源。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微观层面解决方案
32. 对根源进行宽泛分类和分级后，就能为所有相关方设计出方法，以便制定和实
施具体解决方案来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33. 对食品链每个环节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微观”根源进行分析后，就能确定潜在
解决方案，并确定由哪些行为方来实施这些方案。在食品链每个环节中，都有
一些解决方案可以由单个行为方实施，以便解决造成损失与浪费的具体根源。
34. 收获和收获后环节的微观层面解决方案包括经过改良的操作措施、技术创新、
投资或各项措施的组合。如能应用得当，在生产初级阶段采用良好的农作措施和
良好的畜牧卫生措施以及在食品加工阶段采用良好的生产措施和良好的卫生措施
都能起到保护食品免受污染或损坏的作用。在整个食品链各环节都应该关注的一
项关键干预措施就是改善储存条件。已有各种不同解决方案在多地成功实施。
35. 改变消费者行为也很重要，这包括就减少粮食浪费与消费者进行直接沟通并提
高他们的认识。强调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是一项公民义务，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可能需要向消费者介绍一些技术方案，如针对不同食用条件采用更合理的包
装，或提倡在餐馆就餐时“打包”。这项工作也离不开食品和零售行业的支持
与合作，例如使食品日期标识更加清晰易懂，提供食品储存建议，或确保提供
各种不同规格的包装，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
中观层面解决方案
36. 微观层面解决方案应该得到中观层面的支持和加强，往往需要公共和私有部门
几个行为方之间的协同合作。
37. 这些方案需要来自公共和私有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当解决方案涉及到物流改善
的时候。对于易腐败产品而言，温度管理和避免时间拖延是两大关键问题，要
求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冷链所需的能源、运输所需的道路）。因地制宜进行
创新和调整也是成功的关键。易腐败食品供应链中的冷链管理往往是一个好做
法之一，让我们了解如何才能因地制宜地采用合理措施。
38. 对于很多产品而言，尤其是易腐败产品，加工可能是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提高
耐运耐储性、延长保质期的方法。投资建设包括包装设施在内的食品加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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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可能是加强粮食安全的一个巨大机遇，尤其要投资开发可持续方法来满足
都市地区不断增长的需求。
39. 通过为农民和食品链所有行为方提供教育、培训和推广服务，从而实现能力开
发，是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项关键工具。
40. 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发展伙伴也在开展各种活动，通过水果蔬菜等易腐败食用农
作物增值和销售活动来改善女农民的生活。这些活动能够产生双重成效，即为
农村妇女赋权和减少易腐败商品的收获后损失。
41. 越来越多的企业年度报告里都有一节专门详细介绍自身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和社会
影响，这可能有助于推动打造更加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企业可就以下内容作出承诺并就此进行报告：(i) 对自身活动中粮食损失与浪费
情况的监测；(ii) 在自身活动中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iii) 为自己的供货商、消
费者层面和其它地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相关活动提供支持。
42. 现代零售业中，出售给消费者的产品正日趋标准化，这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
的一个主要根源。根据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这一概念的定义，在传统体系中，
产品的经济和交换价值会随着质量下降而逐渐下降。产品通常仍在出售，只是
价格在逐渐下降。而在现代标准化体系中，产品只能分成可销售或不可销售。
一旦达不到可销售的最低标准，产品就会“瞬间”失去所有经济价值，而这往
往与产品是否可以食用没有关系，这一点从日期标识混乱现象中就可以看出。
其它销售系统，如食物银行，则会保留其可食用价值。
宏观层面（系统性）解决方案
43. 微观或中观层面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宏观层面的行动得到推动、支持和加强。
有些解决方案只有在与“宏观”层面行动配套时才能实施，其中包括专门为减
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制定的政策，或在其它政策中考虑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如
上文所述，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往往涉及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运输、能源和
市场设施。这就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同时还需要地方主管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参
与。应在完善的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制定决策和政策，以便确保设立合理的激
励机制或矫正措施。
44.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很多根源以及很多合理解决方案都与行为或经济抉择相关，
虽然这些抉择在食品链的某个环节看似合理，却可能会导致在食品链其它环节
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例如，某位农民决定扩大种植面积，却可能因为市场条件
而弃收部分产品；食品链中各代理方由于对销售额和其可变性的预测而决定超量
收购；超市想要通过丰富的商品来吸引顾客，等等。解决这些根源意味着先要
解决背后的经济和行为驱动因素，了解其原因，并找出“替代措施”来取代此类
行动向不同行为方“保证”的各种（可能会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功能”。
45. 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解决方案通常离不开协同合作。要想成功实施这些方案，就
应该事先在整个粮食系统中找出潜在的胜者与败者，并设计合理的奖惩机制。
尤其要评估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是否能够让贫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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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思考“可以挽回的那部分粮食损失与浪费”原本是如何处理的（如，是作
为畜牧饲料还是直接丢弃？）。为避免那些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措施带来任何
意料之外的后果，决策者和相关方应该全面考虑改革措施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
为协同合作解决粮食损失与浪费而采取的各种举措
46. 全球各地正在通过越来越多的举措，减少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的粮食损失与
浪费。这些举措的共同之处在于动员公共和私有部门力量，共同打造一个多利益
相关方环境，其中私有部门的参与程度通常较高。
47. 一些政府已经开始着手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制定具体目标。但几乎没有任何
一个政府已经在实施具体此类政策，更不用说采取系统性方法和综合性计划了。
迄今为止，要实现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目标，可以参照的主要相关规定通常来
自粮食政策以外的领域，例如，垃圾管理政策有助于减少浪费量（包括包装垃
圾），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各项政策有助于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优化利用投入物
和资源（包括食品原料）。
48. 要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就必须找出根源，并选出适合当地特点和产品特点的
潜在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对适合食品链中不同行为方的各种方案进行成本效益
评估。这就需要多利益相关方协调合作，还需要在政策层面采取行动，改进那
些会对粮食损失与浪费产生影响的政策，或制定出专门针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
费的具体政策。

建议
粮食损失与浪费会影响粮食安全及营养和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同时还会影响
粮食系统在保障当代及子孙后代享有优质、充足食物方面的能力。各利益相关方，
包括各国、各国际组织、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应该将粮食安全及营养视为可持续
粮食系统的一项核心内容，并共同采取行动解决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以提高粮食
系统的可持续性，为粮食安全及营养做出贡献。
据粮农组织称，全球范围内供人类食用的粮食中近三分之一遭受损失或浪费，
损失与浪费总量每年达到约 13 亿吨。为切实降低这一数字，高专组提出以下建议：
高专组建议，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应更好地将食品链和粮食系统视角纳入所有粮
食安全及营养战略或行动中。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应该被作为一项潜在手段得到系
统性考虑和评估，用于提高农业及粮食系统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从而改善粮食安全
及营养。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直接和间接根源应该得到认真分析，以找出最有可
能取得成效的热点，从中入手采取行动。
高专组建议通过四条相互平行、相互支持的途径，突出包容性、参与度：
1.
2.
3.
4.

加强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数据收集和知识共享工作。
在适当层面制定有效战略，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采取有效步骤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加强各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政策、战略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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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数据收集和知识共享工作
各利益相关方应
1a) 就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理解、定义和范围达成共识。
1b) 加强对食品链各环节与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的数据、经验和良好操作规范
的收集汇总工作，提高透明度，共享信息。
粮农组织应
1c) 考虑制定统一的协议和方法来测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并分析其根源。应通
过包容性、参与式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过程，并充分考虑产品、国家和所有利益相关
方的具体实际情况，借鉴粮农组织的相关经验。
1d) 邀请所有利益相关方、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在食品
链各环节通过连贯、透明的方式收集和共享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数据。
2) 在适当层面制定有效战略，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各国应
2a) 确立一项包容性进程，便于确定热点问题、各层面损失与浪费根源（见附
录 1）、潜在解决方案（见附录 2）和干预层面。这就要求确定哪些行为方作为单方
或集体会直接影响解决方案的实施，确定不同解决方案的相关成本以及潜在成效与
受益群体。还要求确定存在哪些障碍（包括系统性障碍）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障碍
（基础设施、技术、食品链/系统中的组织结构变动、能力建设、政策及机构）。
2b) 制定一项能涵盖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行动计划。
粮农组织应
2c) 与伙伴方合作为这些国家进程提供支持，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不同行为
方需求和侧重点的方法，为各方提供指导。
3) 采取有效步骤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各国应
3a) 投资于能够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保障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基础设施与公共
产品，如储存和加工设施、可靠的能源供应、运输、适用技术以及帮助粮食生产者
与消费者和市场建立起更好的连接。
3b) 实施一项包括监管、激励和便利化在内的完善框架，确保私有部门（如批
发商、零售商、餐饮及其它食品服务企业）和消费者共同采取积极措施，解决消费
方式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一框架还应确保私有部门能更好地认识到自身活动可能造
成的负面影响，如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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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采取措施，支持小型经营者通过某种组织方式实现规模经营和转型从事食
品链中高增值活动，从而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3d) 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营造一个有利环境，具体方法包括鼓励公众采纳可
持续的消费方式，鼓励开展有利于粮食安全的粮食或非粮食领域投资。
3e) 鼓励就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部门审计。
3f) 改革公共粮食采购政策，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与
浪费。
3g) 设计和采用各种程序，确保各单位制定与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的高标准问
责制度，并监测食品加工和零售行业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减少情况。
各国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包括国际组织、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应
3h) 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加强适用技术的协调利用。
3i) 推动就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各种试验，并交流良好操作规范。
3j) 认识到不同粮食系统在粮食损失与浪费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减少损失与浪
费的不同潜在措施。
3k) 推动和支持多利益相关方通过各种举措改善食品链的治理，并共同提高认
识和开展集体行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3l) 投资于研究与开发活动，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3m) 更好地向消费者提供准确的信息与建议，帮助他们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3n) 鼓励所有行为方，包括消费者，共同采取具体行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尤其是通过大众宣传活动、对年轻人和儿童的教育等手段。
私有部门应
3o) 制定和实施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企业责任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收集和共享
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数据，确保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时实现合理的成本分摊，
利益共享。
3p) 参与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相关集体行动和举措，具体措施包括动员各公
司改变自身做法，以减少家庭层面的粮食损失与浪费。
3q) 改革超市和食品零售商的做法，如农产品验收或拒收标准（如水果、蔬菜、
畜产品的大小与形状），例如，可通过差异化定价法来避免经济和营养价值方面的
损失。
国家和国际研究与开发组织应
3r) 加大对收获后环节和消费环节技术创新的投资，以有效减少整个食品价值链
中的损失与浪费，实现农产品增值，例如在保护营养价值的前提下延长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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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各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政策、战略之间的协调
各国应
4a) 将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关切和解决方案以及食品链视角纳入到农业及粮食
政策和发展计划以及可能会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其他政策中。
4b) 加强不同行业、不同目标（如可持续粮食消费、膳食指南、食品安全、能源、
浪费等）之间的政策连贯性。
4c) 通过一个“粮食利用无浪费”分层架构（各层级分别为：防止浪费、将食
物作为饲料实现再利用、通过厌氧消化实现能源循环、作为堆肥实现再利用、丢弃
处理，如果没有其它处理方法，最终做填埋处理），设定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目
标，并制定有利的经济政策与激励机制。
4d) 支持采取措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实现食品日期标识在内容和使用方法上
的连贯性、清晰度和标准化，同时考虑《食品法典》的相关原则。
4e) 确保采取全食品链统筹法，配套充分的研究和推广服务，包括面向小型运
输、加工和销售企业。
4f) 通过多利益相关方举措，如全球性的“节约粮食”举措，为协同合作提供
支持。
所有利益相关方应
4g) 改善交流沟通、协调工作，认识到在某个环节做出的努力能够起到减少另
一环节（下游或上游）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作用。
粮安委应
4h) 考虑召开一次包容性会议，就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举措的成功经验、面临
的挑战和相关教训开展交流沟通。
4i) 制定准则，保证各国政府对自身的粮食系统开展评估，旨在减少粮食损失与
浪费。
4j) 提高各方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重要性的认识，并将高专组的本份报告分发
给各国际组织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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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最近已广受关注，成为热点问题。据粮农组织（2011a）
称，全球范围内供人类食用的粮食产量中，近三分之一（每年约 13 亿吨）遭受损失
或浪费。目前，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已成为加强粮食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HPLE，
即高专组，2011；FAO，2012a，b），同时也是减少粮食系统对环境所产生影响的
一个关键 因素 （ HPLE ，2012 ； FAO， 即 粮农组织 ， 2012a ， b ；联合国 环境署 ，
2012a，b）。
使得这一话题备受关注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对粮食不安全及饥饿现象的关切：
在仍有 8 亿多人面临饥饿的情况下，粮食损失与浪费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似乎说明
一定存在某种问题，说明粮食系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观点中包含了一个
道德视角，它对被损失、丢弃或浪费掉的食物能够养活多少人口做了各种估测，虽然
目前尚未有证据证明全球粮食损失与浪费发生率和全球粮食不安全程度之间有着任何
直接联系。其二，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的关切：粮农组织
估计，在人口及收入增长和消费方式改变的推动下，人类的粮食需求到 2050 年将增长
60%以上，这使得人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FAO，2012a）。这一视角认为，粮食损失浪费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本身就是
一个环境问题，例如，浪费的粮食会成为城市垃圾，产生大量温室气体。
从经济、环境和社会视角看，粮食损失与浪费往往是粮食系统低效率、不公平
和不可持续的象征。减少损失与浪费似乎已成为提高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一项首要
条件。在筹备里约+20 峰会时，该问题就曾受到高度关注，它将减少粮食损失与浪
费与建设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联系起来，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联系起来，承认生产
受消费推动，必须对粮食系统在食品链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由联合国
秘书长在里约峰会上启动的“零饥饿挑战”就同时提出了粮食零损失零浪费和百分
之百可持续粮食系统这两项挑战。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2012 年 10 月）上，曾要求粮食安全
与营养高级别专家组就“可持续粮食系统背景下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一次研究，
供 2014 年召开的粮安委全会讨论。
高效率、管理完善、可持续的粮食系统是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保护环境及其
长期粮食生产能力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潘基文秘书长在 2013 年 10 月 16 日世界
粮食日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要改善营养并最终保证人人享有食物权，关键在于改进
粮食系统，包括实行更明智的方法、政策和投资，针对的目标包括涉及以可持续方式
生产、加工和向消费者供应农产品的环境、人员、机构和进程”（UN，即联合国，
2013）。
在要求高专组审议可持续粮食系统背景下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时，粮安委曾提请
高专组考虑可持续粮食系统这一理念本身、粮食损失与浪费和可持续粮食系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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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即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将如何促进粮食系统可持续性）以及不可持续的粮食
系统会如何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本报告的核心是可持续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与营养
之间有着何种关联，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确保人人都能在今天和未来享有粮食与
营养安全。
本报告旨在深入认识什么是粮食损失与浪费、其程度、根源以及减少损失与浪费
的手段。报告采用三个视角：系统化视角、可持续性视角（包括可持续性的环境、
社会、经济方面）以及粮食安全与营养视角（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食安全与营养
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
粮食损失与浪费情况如此严重，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意外，而应该将其视为粮食
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粮食损失与浪费是粮食系统在技术、文化和经济各方面的
运作方式所致结果。因此，在研究粮食损失与浪费、其影响和根源以及减少损失与浪费
的潜在途径时，必须对粮食生产、商品化和消费采用一种综合、全面的看法，动员各种
不同学科，包括从食品生物学、储存技术到食品链和市场组织情况和经济学以及消费
者行为。考虑到相关数据和知识方面存在空白，此项工作的难度因此会更大。应考虑
各种不同产品、食品链和系统，包括其社会、文化方面以及目前正在出现的巨大变化。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报告采用以下方法。
第 1 章将明确说明报告中讨论粮食损失与浪费时所采用的定义及方法，并对有
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程度的相关数据进行总结，因为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些都与特定
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当地实际有着密切联系。该章将提出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定义，并
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对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影响。
第 2 章将探讨整个食品链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各种根源、生产、储存和加
工方法、方式和技术、基础设施及能力、销售链和分销渠道、消费者的购买和食用
习惯等。该章旨在探求不同层次根源之间的关联，包括微观、中观（结构性）和宏
观（系统性）根源。
第 3 章将针对第 2 章中提出的不同层次根源，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各种解
决方案进行组织。本报告将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干预粮食系统的各行为方能够发挥的
潜在作用，包括生产者、私有部门、消费者、社会行为方和政府。
本报告着意侧重行动，意在为各行为方提供实用建议，帮助他们设计自身解决
方案。报告中包括多个实例和两份附录，可促进各方反思和行动。第 4 章将在前三
章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前行道路”，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制定出适合不同情形
的相关战略，希望通过可持续粮食系统保障人人享有可持续粮食安全与营养。报告
还将针对不同类别行为方提出适合不同情形和实际情况的各项建议，帮助各方顺利
完成前行道路上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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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损失与浪费和可持续粮食系统：定义、程度和影响

1

大量报告（如 Stuart，2009；Foresight，2011；FAO，2011a；Lipinski 等，2013）
都已突显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减少损失与浪费改善粮食安全和
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必要性。
本章将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可持续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与营养”
三概念之间的关联
首先，本章将界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并探讨如何测算损失与浪费以及其严重程
度（第 1.1 节）。它还将介绍可持续粮食系统这一概念（第 1.2 节）。最后，本章将
探讨粮食损失与浪费如何对粮食安全以及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能
力产生影响（第 1.3 节）。

何为食品链中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如何测算？

1.1
1.1.1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概念与定义

何为粮食损失与浪费？要想界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及其范围，我们马上就面临着
两种相互矛盾的方法，它们各自反映截然不同的视角、目标和政策重点。其中一种
方法侧重浪费，认为粮食损失与浪费是粮食浪费或与粮食相关的浪费，包括不可食
用部分。另一种方法，也是本报告中采用的方法，则侧重粮食，认为粮食损失与浪
费是粮食中被损失或浪费的可食用部分。因此，首先要区分的就是粮食损失与浪费
的界定方法到底侧重浪费还是侧重粮食：
-

侧重浪费的方法意在减少所有类型浪费，并减低浪费部分处理时带来的负面影
响和成本，主要包括非食物垃圾，但也包括食物类垃圾，也包括产品的不可食
用部分。这种方法往往反映出当地对环境影响的考虑，呼吁各方考虑“如何处
理浪费部分”，将其作为饲料、用于再生或能源生产、作为堆肥使养分重新回
到土壤中、焚烧或填满。

-

侧重粮食的方法则将粮食 1和粮食的原本供人类食用但却在食品链某个环节被损
失或丢弃的部分作为出发点。这就需要在食品链的起始部分引入“可食用性”
中的文化考虑（因为粮食的某些部分原本就被认为“不可食用”，不会计入损
失或浪费），同时还要在食品链的结束部分引入“可食用性”中的食品安全考
虑（粮食原本可食用部分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变成不可食用，必须予以丢弃，导
致粮食损失与浪费）。这将提醒人们采用食品链统筹方法，考虑改进粮食系统
的运作情况。

1

“粮食指任何供人类食用的加工、半加工或未加工物质，包括饮品、口香糖和在食品生产、制作或处理过
程中使用的任何物质，但不包括化妆品或烟草或作为药物的物质”（粮农组织/世卫组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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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同作者采用的术语各不相同（Schneider，2013），
其范围也各不相同。文献中往往对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做出区分（FAO，2011a；
Parfitt、Barthel 和 Macnaughton，2010）。然而，文献中就“粮食损失”和“粮食
浪费”的确切范围却缺乏统一意见：
-

第一类作者认为，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之间的区别取决于粮食损失或浪费到底
发生在食品链中的哪个环节。这一类人认为，粮食损失发生在食品链较早环节，
也往往被称为收获后损失，而粮食浪费则发生在较后环节的消费者身上，因此
属于零售或消费层面。

-

第二类作者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区分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并不是将损失
或浪费与食品链的某个环节挂钩，而是与损失或浪费的性质或根源挂钩，分析
其根源属“行为性”（浪费）或“非行为性”（损失），属“自愿性”（浪费）
或“非自愿性”（损失），是明确选择的结果（浪费）还是非明确选择的结果
（损失），等等。但这类方法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判断某项粮食丢弃行为
属于和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行为性”、“自愿性”或“明确选择的结果”，因
为对这些用词的含义在不同背景下会有极为主观的不同判断，包括丢弃食物的
真实自主意愿在经济或道德上也会有不同含义。这种方法还往往会低估技术、
组织、经济和社会局限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因素都可能决定着什么是行为性、
自愿性或选择的结果，什么不是。

-

第三类作者 2使用“粮食浪费”作为“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统称，其缺点是有时
此处的“浪费”在另一种方法中实际上就是“损失”。当作者将范围扩大至所
有“与粮食相关的”浪费时，就会造成进一步混乱，因为粮食相关的浪费中包
括不可食用部分。 3
有关术语的讨论之所以困难，还因为它取决于不同语言中“损失”和“浪费”

两词的含义和范围，有时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比英语中更大。用同一个词来指代差
别很大的不同范围，结果会导致不同研究和不同数字之间很难相互比较，而且一旦
未对定义进行仔细核对和理解，就可能导致误解。而通过各种方式来区分粮食损失
和粮食浪费是非常有用的：正如我们将在本报告中看到的那样，这两种方法往往与
不同类别的根源有着广泛关联，也和不同类型的系统有着广泛关联。

2

有人使用“粮食浪费”作为一种统称，通常与一般性浪费相关联，或与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相关联，并与自然
环境或其他方面有着关联。另一些人使用的“损失”一词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浪费”，因为他们将其与
资源的“浪费”联系起来（意思是原本可以用于其它用途）。有时人们也会使用广义的“ wastage”一词。

3

在此类浪费相关方法中，有些，如“浪费与资源行动计划（WRAP）”，将“不可避免的浪费”（指食物
的不可食用部分）和“可避免的浪费”（指食品的可食用部分）区分开来。在本报告采用的定义中，此类
“不可避免的浪费”不属于粮食损失与浪费。按照粮农组织（2011）的定义和本报告所采用的定义，不可
食用部分，也就是“浪费与资源行动计划”所称的“不可避免的浪费”，从未被归类为粮食损失与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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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术语更加清晰，高专组采用了最常用的方法，即上文提到的第一类作者所
采用的方法，将粮食浪费与消费环节挂钩，将粮食损失与消费层面之前的某一环节
挂钩，而不考虑背后的真正根源，也不考虑它是否属“行为性”，或是否属“自愿
性”。这一术语的优势在于方便使用，方便与具体数据挂钩。
因此，本报告将采用以下各项定义（定义 1）。
定义 1 粮食损失与浪费
粮食损失与浪费（FLW）指在食品链从收获到消费所有环节中原本供人类食用的
粮食无论因何种原因出现的量的减少。
粮食损失（FL）指在食品链消费层面之前各环节中原本供人类食用的粮食无论因
何种原因出现的量的减少。
粮食浪费（FW）指在消费层面无论因何种原因使可供人类食用的粮食被丢弃或
任由产品变质。
粮食质量损失或浪费（FQLW）指在食品链从收获到消费所有环节中因产品变质
造成粮食质量属性（营养和外观等）下降。

因此，从产品准备收获或收获后到产品被消费或退出食品供应链之间，都可能
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 4食品供应链中被剔除的不可食用部分（如被淘汰部分）都不
属于粮食损失与浪费（图 1）。此外，减产、植物产品在动物产品中的转换以及营
养过剩也不属于粮食损失与浪费，因为这些都与粮食系统效率方面的考虑更加相关。
在食品链各环节均可能出现质量下降（营养质量、外观和其它质量属性方面），
但干物质并不减少的现象。我们针对此类现象提出了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FQLW）
的概念。由于关注质量要涉及不同方法，因此粮食质量损失很难测算，营养质量本身
就包含多方面（宏量元素、微量元素、维生素、矿物质等）。时间是决定粮食质量
损失与浪费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产品，尤其是新鲜、易腐败产品，会随着时间推
移而出现质量逐渐下降，最后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粮食损失与浪费。粮食质量
损失与浪费会造成经济价值下降，其下降方式和时间框架因产品而不同，最终导致
粮食损失与浪费。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如何导致经济价值下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
为这是导致相当一部分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原因。当某种食品的质量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降，它往往就会被丢弃。

4

食品供应链包含有助于确保成品能从初级生产者手中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所有活动。此类活动可包括储存、
运输及配送、加工、批发、零售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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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食品链中粮食损失与浪费定义示意图

原始产品（收获总量）

原计划非
供人类食用

原计划供人类食用

(饲料、能源、种子...)

可食用

不可食用

收获量

收获损失

收获后
损失

收获后余量

加工
损失

加工后余量

销售
损失

购买量

消费者
浪费

损失与浪费总量

消费
（食用）
量

食品链中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原始农产品被分类为食品和非食品，而食品又分为可食用和不可食用部分。
粮食损失与浪费总量指食品链各环节中原本计划供人类消费的那部分粮食中的可食用部分被损失与浪费的总量。
图中显示了五个环节（收获、收获后、加工、销售、消费）中可按照粮农组织 （2011a）和 Gustavsson 等
（2013）采用的食物平衡表通过国家多商品统计数字测算出的量。在每个环节中和每个环节之间，都可能因为
各种原因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包括储存、运输等原因（见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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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粮食损失与浪费（FLW）以及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FQLW）相关指标

测算粮食损失与浪费以及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时，可使用那些指标？不同指标
在所需数据、计量方法、计算结果和结果的解读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些指标
的使用可能取决于不同实际情况或行为方类别，也可能取决于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评
估范围大小。
粮食损失与浪费通常用量来测算。有些研究还使用卡路里指标和其它经济指标。
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的评估和测算则更具难度，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质量和营养属
性，且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此外，随着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加剧，通常其经济价值
也会流失，例如肉眼可见的质量下降（新鲜产品或保质期，见第 2.2.4 节）。
量（粮食损失与浪费）
常见的测算指标是评估粮食损失与浪费的量，这是各分析层面最容易使用和最
容易比较的数据。它符合上文中提到的本报告采用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定义，也是迄
今为止已发表的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广义研究
（FAO，2011a）。
卡路里（粮食损失与浪费）
另一种方法是用卡路里作为单位测算粮食损失与浪费。Kummu 等（2012）利
用各种食品的卡路里含量，将粮农组织（2011a）用量表示的粮食损失与浪费数据转
换成了用卡路里表示。这种做法在计算粮食损失与浪费时，增加了热量较高食品在
粮食损失与浪费中的“权重”。这种方法绝不能与 Smil（2004）在评价粮食系统效
率时采用的理念上完全不同的方法混淆起来（见第 1.3.1 节）。
营养价值（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
用量来测算粮食损失与浪费这种方法未能充分考虑营养因素：从量上看，数量
可能已得到保存（粮食损失与浪费水平较低），但这不一定意味着蛋白质和营养素
也同样得到保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本报告中单独提出了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这
一定义，用于说明有时候营养质量的损失不一定与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联。
例如，新鲜食品的养分含量在刚收获时最高，特别是水果蔬菜，但在储存过程
中营养素含量会不断降低，在保护、处理和储存不当的情况下下降速度更快。对所
有水果和蔬菜类产品而言，抗坏血酸（维生素 C）在收获后立即开始分解，并在储
存过程中持续分解，对新鲜菠菜而言，“损失率”可达 100%（如 Lee 和 Kader，
2000）。冷藏只能延缓这一过程，而不能阻止这一过程。在冷冻食品长期储存过程中，
营养含量也在不断降低。此外，营养素或富含营养的副产品在食品的工业加工、粉碎
或提炼过程中也会出现损失。例如，大米精碾和小麦去糠过程都会使多种必需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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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受到损失。水果榨汁过程会留下富含营养素的副产品，通常被丢弃或作为非食品
用途。大量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在水果蔬菜的热烫或干燥过程中会出现损失。
对食品进行加工可能是为保存食品的量而必需采取的办法，从方便的角度出发
是较好的选择，但加工食品的营养价值可能低于十分新鲜的产品，却仍高于保存不
当的新鲜产品，这说明加工条件对于避免营养素损失十分重要。
最后，在粮食贸易中普遍采用的做法，如食品掺假行为，也可能因为营养素浓
度下降或营养素破坏而降低食品质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添加可食用/不可
食用的物质、禁止使用的添加剂、过量添加剂或某种成分被取走。要测算粮食质量
损失与浪费可能有各种方法，具体取决于涉及哪种营养变量或质量，这是需要开展
进一步研究的新领域。
货币价值（粮食损失与浪费以及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
有些作者还采用货币价值作为测算粮食损失与浪费以及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 5的
指标，尤其是在食品链层面。物理意义上的粮食损失与浪费以及粮食质量损失与浪
费会导致经济价值的降低。在食品链中，从生产到最终销售环节，价值通常会随最
终成品的逐步成形不断呈累加趋势。对于不断升级、加工的产品而言，这是一个显
而易见的过程，对于食品链较短的新鲜产品而言，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在食品链
各环节中，由于随着产品变质（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或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出现，
经济价值都可能会出现下降趋势。正如上文所述，时间可以是决定粮食质量损失与
浪费的一项关键因素，因此也是决定货币价值损失的一项关键因素。
在食品链中，随着产品不断增值，一旦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所造成的价值损
失也在相应增加，甚至可能导致消费者花钱买到的产品最后被损失或变质，完全失
去经济价值。
有时，食品链中的代理商、加工商、零售商和市场经营方会采取措施，防止食
品质量下降（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包括新鲜度、形状、颜色、均匀度、味道等方
面）到“即将被损失”（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地步，从而使经济价值全部损失。食
品链中的各行为方为避免经济价值完全损失，可能会接受经济价值部分损失：也就
是说，他们好像预见到会出现粮食损失，只是想努力减轻损失而已。加工商会将此
类产品用于非食品用途，或用作饲料，以保留部分价值。在食品市场上，当出售的
产品临近保质日期出现质量下降或更易变质时，价格可能会下降。这种策略也被一
些超市采用（NRDC ，即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13），它们会在商品临近
“此日期前最佳”日期时，对其进行打折处理。这种方法会降低零售商的经济损失，
5

在本节，我们将货币损失严格限定为生产过程中的经济价值损失，包括各环节的投入物成本（市场价），
包括劳动力等。有些作者还进一步考虑到一些非市场要素（自然资源利用等）或机会成本（被损失的产品
原本可以用来做什么用途）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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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不会延缓产品的物理“变质”速度，最终可能导致给消费者层面带来实际损失
的风险。
正如第 3 章将指出的那样，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经济指标对于设计减少粮食损失
与浪费的战略而言的确非常有用，这些战略应考虑粮食损失与浪费造成的总经济损
失如何分布在食品链各环节，同时考虑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成本，即有些行为方
可能因此获益，也有些行为方可能因此受损。

1.1.3

对当前粮食损失与浪费程度的评价

如上文所述，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研究可归为两大类：一类研究某一特定产
品的损失或收获后损失，目的通常在于提高某一特定食品链的经济效率；另一类则
研究浪费或与粮食相关的浪费（包括包装），往往侧重地方或国家层面，目的在于
减少浪费，改进相关管理。
一些研究则侧重于食品供应链特定环节中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其中包括生产、
加工、批发、物流、零售、市场、再分配、餐饮和其它食品服务或家庭等环节（如
Hansen 和 Møller，2013）。这些研究各自针对自己的特定目标，相互之间往往很难
比较和汇总。
有关收获后损失已经开展了各种研究和项目，主要从农学或工程学角度出发分
析生产各环节造成损失的各种根源。其中一个例子是“非洲收获后损失信息系统
（APHLIS）”，它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7种谷类作物在国家和省层面的收获后重
量损失进行了估算（APHLIS，2014）。该系统包括负责提供数据和验证损失估计
数的当地专家、一个中心数据库以及一个用来计算该地区各国所有省份损失数字的
损失计算工具。这些损失估计数是根据收获后每个环节中最准确的已知估计数得出
的，期间充分考虑到了作物类型、气候和种植规模等因素。随后又根据一系列其它
因素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修正。据APHLIS称，在该地区收获、干燥、处理、农场
储存、运输和市场储存等过程中，2003－2013年间谷物的收获后损失总量占总产量
的14.3%至15.8%不等。 6
有一项筹备性的全面研究曾对欧盟 27 国的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数量、环境
影响、最佳规范、预测和政策制定工作开展了调查（EC，即欧盟，2011）。研究在欧洲
统计局和其它国家的数据和估计数基础上，估计欧盟 27 国每年粮食损失与浪费总量
为 8 900 万吨，相当于人均 179 公斤。有人指出，由于在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定义和
测算方法上缺乏明确标准，采用欧洲统计局数据这一做法的可靠性可能存在严重缺
陷。此外，有些欧盟成员国中一些部门的数据存在空白。同时还无法确认副产品没
有被纳入生产部门的数据中。在 FUSIONS 项目（参见第 3.3.3 节）中，对欧洲统计
6

www.aphli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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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系统的进一步评价显示，目前由于方式、方法方面的因素，很难利用此类统计数
据得出可靠的粮食损失与浪费时间序列（Hanssen 和 Møller，2013）。
澳大利亚曾做过一次全国性评估研究，就 1262 项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研究项
目的质量和性质进行了整理和回顾，其中包括从区域废弃物管理部门的报告和研究
论文到全国性研究项目。本报告注意到，虽然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现有研究数量
很多，但它们之间在地理相关度和方法上均存在巨大差别。出于对隐私权和保密的
考虑，要想获取其中的数据，必须与大量数据所有人协商。有些环节的数据也不够
完整。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需要建立更广泛的理解，才能提高废弃物管理系统的
环保绩效，或提高日益稀缺资源的利用率（Mason 等，2011）。
在美国，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已创建了一个“粮食可供量数据系统” 7，其中
包括扣除损失后粮食可供量（LAFA）数据系列。该数据系列被认为是一个滚动项
目，因为美国农业部会不断调整项目背后的损失相关假设和估计数。依据这一系统，
美国的粮食损失与浪费量在 2010 年估计约占粮食总供应量的 30－40%，有 31%的
零售层面食品最终在零售或消费者层面被损失或浪费，相当于 6 000 万吨（Buzby、
Wells 和 Hyman，2014）。
在全球层面，Gustavsson 等（FAO，2011a）题为“全球粮食损失与粮食浪费”
的研究一直是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程度的参考资料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该研究采
用的方法在插文 1 中有所介绍，其研究成果列在图 2 和图 3 中。研究采用不完整数
据来源，试图通过将现有研究的结果扩大至同一国家和/或可比国家中的可比商品，
从而填补知识空白。该项研究估计全球粮食损失与浪费水平大约为供人类食用的可
食用产品的三分之一，每年约 13 亿吨。这在欧洲及北美地区相当于人均 280－300
公斤/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相当于人均 120－170 公斤/年。
Kummu 等（2012）曾使用粮农组织（2011a）该项研究中的原始数据，通过计
算得出结果，认为按量计算损失三分之一，等于按卡路里计算全球粮食损失与浪费
比例为 25%。
损失与浪费在不同产品之间和不同区域同类产品之间均存在巨大差异（FAO，
2011a；Kummu 等，2012）。例如，谷物损失与浪费在欧洲要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高一倍。而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奶类损失与浪费则比欧洲高一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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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food-availability-(per-capita)-data-system.aspx#26705

图2

世界各区人均粮食损失与浪费情况

北美，大洋洲
拉丁美洲

人均粮食损失与浪费

欧洲，包括
俄罗斯联邦
日本，韩国，
中国

296

北非，西亚
和中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281
南亚和东南亚

236

223

216
167
126

100
公斤/人/年

115

94
73
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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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口
10 亿

X 轴代表某个区域或国家组的人口。Y 轴代表该区域人均粮食损失与浪费量。灰色部分代表区域粮食损失
与浪费中属于消费者浪费的部分，与收获后损失（其余白色部分）相区分。每个区域的矩形面积代表该区域的
粮食损失与浪费总量。资料来源：根据 Gustavsson 等（FAO，2011a）编制。

图3

世界各区粮食损失与浪费在食品链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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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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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代表食品链各环节损失或浪费在原产量（原本供人类食用的可食用部分，见图 1）中所占比例。资料
来源：根据 Gustavsson 等（FAO，2011a）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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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

粮农组织（2011a）研究采用的方法：《全球粮食损失与粮食浪费－
程度、根源和预防》（Gustavsson 等，2013）

该项研究利用粮食损失与浪费比例和各国、各区域食物平衡表中的数据，以 2007
年作为基准，计算出了粮食损失与浪费绝对值。产量数据则来自《FAO2009 年统计年
鉴》。世界上不同区域、不同商品组和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损失与浪费比例均通过全
面文献搜索和专家磋商后确定。对以下每种商品组均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模型：谷物；
块根作物；油料和豆类；水果和蔬菜；肉类；鱼及海产品；奶类和蛋类。
Gustavsson 等（2013）在研究中介绍的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在损失与浪费两种
比例上均遇到了相关数据严重缺失的问题。一旦遇到知识空白，则参考可比区域、
商品组和/或供应链各环节的数据，采用假设和估计数。
例如，研究假设欧洲消费者层面谷物组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平均水平为 25%，这
一假设的依据是“浪费与资源行动计划”（2008a）对英国家庭开展的一项研究，
其结果表明家庭层面的面包浪费比例估计为 29%，其它主粮则为 16%。以此为基
础，欧洲消费者层面的谷物浪费总量为 2 260 万吨，相当于欧洲消费者层面粮食浪
费总量的 32%。因此，欧盟的消费者粮食浪费中有三分之一是按照单点估计、以面
包浪费为基础的英国家庭数据得出的。
这一例子以及利用单点估计数来估算全球浪费比例的其他类似做法表明，我们
应采用谨慎的态度看待 Gustavsson 等（FAO，2011a）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也得到
了几位作者的认同。

按不同产品和区域看，损失与浪费在食品链各环节中的分布情况存在巨大差异。
在全球范围内（FAO，2011a；Kummu 等，2012；Parfitt、Barthel 和 Macnaughton，
2010；Hodges 等，2010），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粮食损失与浪费大多出现在销售
和消费环节，而在低收入国家则出现在农业生产和收获后环节（见图 3）。例如，
在非洲，谷物损失出现在食品链的最初环节，而在欧洲则主要出现在消费者环节：
其中 25%出现在消费环节，而相比之下非洲则为 1%。对水果和蔬菜而言，不同区
域之间的差异同样惊人。在非洲，加工和销售是薄弱环节，而在欧洲，多数损失与
浪费都出现在消费环节。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世界各区的收获环节损失均十分可观。但从第 2 章中将可
以看到，造成这些损失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在发达国家，此类损失大多因产品无法
达到质量标准被拒收而造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食品链中较后环节”
和消费者。
而粮农组织（2011a）的研究是目前唯一一项具备从生产到消费所有环节粮食损
失与浪费相关数据并涵盖包括渔业在内的所有粮食生产部门的全球性研究。尽管在
现有数据上存在一定缺陷，但该项研究得出的全球性结果以及粮食损失与浪费比例
为三分之一（以及损失与浪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呈下降趋势）的发现与区
域/国家层面开展的现有研究以及部门性研究的结果完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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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指出，在粮农组织（2011a）研究后发表的所有提出全球粮食损失与
浪费估计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研究，都采用了粮农组织（2011a）的同一套原始数据。
因此，这些研究，如 Kummu 等（2012）、世界资源研究所（Lipinski 等，2013）、
粮农组织 2013 年工具套件（FAO，2013a）或 IMechE2013 年报告（IMechE，2013）
等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就粮食损失与浪费程度提供任何独立的估计数。

1.1.4

努力统一用于描述和测算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方法和规范

很多人（如 Parfitt，2013）已发现，（依赖 FAO (2011a) 的同一套数据来源开
展的）所有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全球性研究都不隐瞒自己对粮食损失与浪费估计
数准确性的担忧（见插文 2）。
首先，对现有原始数据和二级数据的可靠性、不完整性和质量有所担忧。例如，
很多情况下，各国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估计数往往是不同年份子数据的累计结果，
这些数据实际上会随着背景形势的变化在不同时间表示出差异（Hodges 等，2010）。
总体而言，全球范围内有关食品供应链中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数据十分缺乏，无论是
原始数据还是二级数据。
第二，目前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数字的不确定性或误差范围缺乏估计。
第三，报告中的数据几乎全都不是定期、连续数据，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演化
过程也缺乏证据。目前除了部分例外，如英国的研究（WRAP，即浪费与资源行动
计划，2014）或挪威的研究（Hanssen 和 Møller，2013），尚未有任何一项估计数
涉及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以往和当前趋势，这无疑会使各方很难确立一条明确的基线，
作为衡量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方面进展的参照。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即经合组织，2014）指出的那样，“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趋势的数据收集工作都是
有限时间段内的一次性项目，而不是作为一个连续项目实施的”。使用过时数据会
掩盖已经取得的进展（Parfitt、Barthel 和 Macnaughton，2010；Liu，2014）。
不同定义、不同指标、不同测算方法以及对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采用的数据收
集方法缺乏标准化，使得人们很难在不同研究项目、系统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有
时甚至根本不可能比较。如果不能把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任何数字与产生这一数
字时所采用的方法明确、直接挂起钩来，那它可能永远都是一个错误的数字。此外，
对数据、方法和数字的质量也缺乏统一的评价方法。
这种情况已构成严重障碍，不利于各方了解真实情况（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
已知原因是什么？它们具体会造成多大程度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可能的解决方
案、“需采取哪些行动”和监测相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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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很多组织（FAO、OECD、EC、FUSIONS 项目、WRI、UNEP 等）
目前正在强烈呼吁为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测算制定全球性规范，要考虑大量变量和各国
实际情况，最终实现定义和测算方法上的全球协调统一，努力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可比性和透明度。高专组将专门就此提出具体建议（第 4 章）。

1.2

何为可持续粮食系统？
在本报告中，有关粮食系统我们采用在各种其它定义 （如 Ericksen，2008；

Ericksen 等，2010；Ingram，2011；IPCC，2014）基础上进行调整后得出的定义如下
（定义 2）：
定义 2 粮食系统
粮食系统包括与粮食的生产、加工、销售、烹制和消费相关的所有因素（环境、
人、投入物、流程、基础设施、机构等）和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产出，包括社会经济
和环境成果。

因此，粮食系统就是促成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多个组成部分及活动的总和以及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还与各种其它系统（能源、运输等）有着互动关系，并面临
多重局限因素。粮食系统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其定义并非“规范性”，并不一
定预示着粮食系统一定会运行良好，或为粮食安全做出适当贡献，并带来一系列其
它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果。
粮食系统的概念，或粮食与营养系统的概念（Sobal、Khan 和 Bisogni，1998）
已经具备众多定义和概念化说明。还有人在尝试为粮食系统构建分类法。其中很多
分类法从历史视角出发，将粮食系统分为从“传统”到“工业化”系统（Malassis，
1996）。多数人采用的标准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有着关联：生产者和消费者之
间的差别，一部分消费产品为“内部”生产，粮食的运输距离（Esnouf、Russel 和
Bricas，2013）。规模当然是此处的关键，很多研究都侧重于当地和全球情况之间
的差别（Gaull 和 Goldberg，1993；Goodman，1997；Feenstra，1997；Hinrichs，
2000；Kneafsey 等，2013）。在一定程度上，多数粮食系统，甚至所有粮食系统，
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的总和就是“全球粮食系统”。
粮食系统包含能产生一系列粮食安全成果的一系列活动。粮食系统本身也受到
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影响（Ingram 2011）。对于
“可持续”粮食系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可持续性”一词涉及什么范围，各方存
在多种不同观点。
从历史上看，可持续性概念源自于国际科学与发展界就可持续发展概念开展的
早期工作。随后这一概念被应用到农业中，或一部分粮食系统中。我们将首先简要
回顾这方面的相关尝试，然后就“可持续粮食系统”提出全面观点，既考虑其完整
性，又考虑它们与粮食安全及营养目标之间有着何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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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出现大量有关可持续性的著作。这方面的讨论源自
于围绕环境与发展开展的国际性讨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于 1983 年设立的由布伦特兰
夫人担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开展的工作和该委员会于 1987 年发表的报
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在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的
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WCED，即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1987）。可持续性从本质上一直与发展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讨论，本身
就包含了一种时间视角。正如 Lang 和 Barling（2013）解释的那样，布伦特兰报告
用一种多代人的视角来界定可持续性，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给予同等重视，认为它
们同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柱”。
将可持续性与粮食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尝试也同样源自于布伦特兰报告（WCED，
1987），该份报告的其中一章题为“粮食安全：维持生产潜力”。但在这一章中，
可持续性仅侧重于全球层面的生产和全球粮食可供量，关注重点是“无论在地球上
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都对未来的生产
基础造成了破坏”。
一些最新著作（如 Pinstrup-Andersen 和 Herforth，2008）表明，可持续性和粮
食安全之间的关联已超越了单纯为全球各地保障未来粮食供应这一问题，还应该考
虑家庭层面的粮食获取。
过去，围绕可持续性和粮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粮食系统中某些环节，如生产环节，
关注可持续农业或可持续生产，或者从最近开始集中于消费环节，关注“可持续膳食”
（FAO，2012c）。 8此外，多数研究也都倾向于强调可持续性中的环境因素，认为
它比其他两项，即经济和社会因素更重要。2001－2011年全球环境变化与粮食系统
（GECAFS 9）项目之所以启动，就是为了进一步探索方法，在不进一步破坏生态环
境服务的前提下加强粮食安全。这一项目在粮食系统概念以及它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Ingram、Ericksen和Liverman，2010）。里约+20峰会的筹备
过程促成了各方就如何将粮食安全与粮食系统可持续性联系起来开展讨论，并强调
粮食系统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粮农组织题为《走向我们期望
的未来：消除饥饿，向可持续粮农系统过渡》的出版物（FAO，2012b）。
因此，在分析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及其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联时，必须在三个
方面拓宽研究视角：
8

从纯生产性视角到更全面的粮食系统视角；
从环境视角到同时还能包含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视角；
2010 年，粮农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国际在共同举办的一次研讨会提出了“可持续膳食”的定义：“可持续膳
食是有利于粮食与营养安全以及当地人和后代人的健康生活、对环境影响较低的膳食结构。可持续膳食能
在优化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础上，保护和尊重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文化可接受度高，容易实
现，具有经济公平性，价格平易近人，同时还能提供充足营养，安全，健康。”

9

http://www.geca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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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粮食安全的“全球可供量”视角转向将粮食安全的可获性、营养和稳定各方
面进行综合考虑，直至家庭和个人层面。

-

拓宽视角反映的正是我们面临的挑战，那就是要为粮食系统可持续性制定出一
套测算标准（参见如 Esnouf、Russel 和 Bricas，2013；Garnett，2013，2014）。
遵循可持续性原有的广阔视角，我们在本报告中界定“可持续粮食系统”时，
考虑的是这些系统保障粮食系统产生积极成果、保障当地人和后代人粮食安全的能
力。实际上，可持续性的原有概念就带有时间性，即“可持续粮食系统”的运行不
应危及当代人和后代人粮食安全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相反，它应该起
到巩固这些基础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可持续性的三个方面将与粮食安全的四个
方面（可供性、获取、利用和稳定）产生互动作用。
综上所述，本报告对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定义如下（定义 3）：
定义 3 可持续粮食系统
可持续粮食系统指在不牺牲子孙后代保障粮食安全及营养所必需的经济、社会、
环境基础的前提下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全及营养的粮食系统。

按照这一定义，可持续粮食系统的最重要标准是保障当今和未来的粮食安全。
换句话说，不能保障粮食安全和充足营养的粮食系统就不能被称为可持续。
但要想被称为可持续粮食系统，仅仅能够保障当今粮食安全与营养是不够的。
实际上，“有必要确保用于保障后代人粮食安全及营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都
不受到破坏”，就意味着有必要在不以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为代价的前提下，在
不同地理和时间层级上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各方面的众多问题。
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其中很多因素存在与粮食
系统内部，但部分因素已超出了粮食系统的范畴（如社会保护）。
因此，确定哪些是可持续粮食系统，哪些不是，将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或子系统
的具体背景：资源短缺情况、农业作为收入来源和/或工作机会的重要性等。“粮食
系统如何利用不同资源”是评估其可持续性的关键标准之一。系统层面对资源的过
度利用常常会破坏粮食安全的环境基础，同时也会破坏其经济和社会基础，其影响
可能会涉及粮食安全的所有方面。可持续性的不同方面之间可能会存在权衡关系，
而这种权衡关系可能在不同层次会有不同体现。
将粮食安全与营养作为衡量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首要标准，会带来一个重要理
念，即充足/完善地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是帮助我们对各种权衡关系进行优先排序的
一条参考原则。粮食安全本身不能作为其中一个权衡变量。

1.3

粮食损失与浪费、可持续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

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是确保当今和未来长期粮食安全的条件
（第 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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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及粮食损失与浪费时，我们往往将它与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联系起来，更
确切地说，是将它与粮食系统的不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不可持续的粮食系
统所造成的结果，或者是导致粮食系统不可持续的根源。因此，粮食损失与浪费会
阻碍我们实现保障可持续粮食安全的最高目标（图 4）。在本节，我们将在粮食损
失与浪费和粮食系统可持续性之间建立起联系，作为了解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食安
全之间关系的基础。

1.3.1

粮食损失与浪费和可持续粮食系统

生产出来的粮食，无论是因为在生产和加工环节中被损失或在消费环节被浪费
而最终没有成为人们的食物，都等于是经济或自然资源的一种“浪费”。它还会带
来社会影响。在本节中，我们将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对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体现在三个层面（表 1），即：家庭
和企业个体层面（微观层面）、生产链层面（中观层面）和更广义的社会层面（宏
观层面）。
我们所说的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影响，到底指什么？首先，要想了解当今粮食损
失与浪费的影响，就只能先假设有一种粮食损失与浪费“较少”的情景，然后对影
响进行比较。因此，影响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必须参照某个参照点来
评估。此外还要区分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明确”影响（往往与粮食损失与浪费实际
流量及其最终流向目的地有关）和“机会”影响（通过与以往较理想的一种替代情
景以及粮食损失与浪费较少的情景相比较测算出经济、社会或环境价值）。 10
图4

可持续粮食系统、粮食安全与营养、粮食损失与浪费之间的概念性关系图

可持续
粮食系统

粮食安全
与营养

粮食损失
与浪费

从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定义（见定义 3）可以看出，可持续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有着密切关联。
粮食损失与浪费既对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不利，也对粮食安全与营养不利。

10

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实现可持续性的最佳途径并非完全消灭粮食损失，而是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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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层面/方面

粮食损失与浪费对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潜在影响范例
经济

社会

环境

 薪酬降低
微观
 企业与消费者将很大一
 大量垃圾和废弃物
部分预算花费在最终未能  消费者的购买资金减少
（家庭或企
 对城乡居民造成污染
销售或消费的食品上
业个体）
 商品短缺
 产量不均衡，需要加大
投资，如建设粮仓和粮
库，用于储备粮食。
中观
（食品链）  利润下滑
 供应链低效率
 垃圾处理成本

 劳动生产率低下
 公司很难开展规划

 未能获得经济回报
 对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公共
宏观
投资所产生的成效降低，  粮价上涨，导致粮食
（粮食系统
成为一种机会成本
获取难
及以外）
 用于其它领域投资的财政  贫困人口增多
资源减少

 垃圾填埋场增多








自然资源面临压力：水、土壤
温室气体排放
森林和保护区被占用
渔业资源枯竭
野生动物面临压力
在不可再生能源上的支出增加

目前，多数分析一致认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有利于使粮食系统更可持续，
能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效，其行动成效大于行动成本（并且可能做到无
成本）。
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实现可持续性的最佳途径并非完全消灭粮食损失，而是
与当前相比大幅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确，如果花费大量成本一味追求在某一点
上将粮食损失与浪费降至极低水平，可能反而导致成本过大（包括社会和环境成
本），超过了它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效。
但目前仍很少有人在考虑全球情况的前提下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所产生的经济
影响。有一项研究采用为价值链各环节每个商品组确定一个代表性价格的方式，对
南非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成本进行了评价，估计南非的粮食损失与浪费总价值为 77 亿
美元，相当于南非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1%（Nahman 和 de Lange，2013）。
粮农组织将粮食损失与浪费视作一项全球经济负面外部因素（FAO，2013b），
并启动了相关工作，以便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完全成本核算分析。它利用统计数
据库中 2012 年贸易价格和粮食损失与浪费数量相关数据，初步估计每年 13 亿吨粮
食损失与浪费造成的直接经济成本接近 1 万亿美元。这一计算结果中并不包括外部
因素和其它社会和环境成本与损失，粮农组织估计这部分成本分别为 9 000 亿美元
和 7 000 亿美元（FAO，2014a）。
在对食品链行为方和消费者的经济影响方面，不同行为方/行动者所承受的经济
影响和净成本（甚至收益）都各不相同，取决于他们在粮食系统中的所处地位。除
了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经济成本外（见上文），其它分析还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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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浪费会推高需求，从而推高价格（Stuart，2009；高专组，2011）。因粮食损失
与浪费而导致的价格上涨，对粮食净出售方和净购买方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参见高
专组有关粮价上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类似分析（2011，2013a）。同样，由于市场
实力或购买力不同，在生产链中所处地位和协调能力不同，有些行动者受粮食损失
与浪费的影响可能较少，将低效率带来的成本“推给”实力较弱的代理方。在非竞
争性市场中，生产过程中的低效率和经济损失最终很可能要由消费者承担。在竞争
性市场中，经济损失可能由二级代理商承担，他们按照合约规定必须遵循“供应链
协调者”（往往是某个大超市公司、某个贸易商，甚至是某个加工行业）所实施的
标准。但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即便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粮食系统低效率问
题也总会导致粮价上涨。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量粮食损失与浪费会导致公
共资源在农业、能力建设、培训和补贴等生产性项目中的利用效率按比例下降。
在社会影响方面，发展中国家农业中的巨大损失量最后还会影响劳动生产率
（劳动者人均可销售产出），从而影响薪酬，而这又会放慢消费市场的扩大速度，
而本来消费市场的扩大能促进生产者购买新技术。从社会角度看，这是一个恶性循
环，会同时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手中的资源。要想摆脱这种循环并非易事。生产成
本是微观层面的一项重要决定因素。
在环境影响方面，粮食损失与浪费意味着用于生产的资源被白白浪费，还会因
为垃圾处理带来影响，产生强效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
最近一些研究试图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导致的资源“浪费”进行量化统计。多数
研究采用简单的比例计算法来估算粮食生产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再采用同一平均值
来估算粮食损失造成的影响。但按照全球平均值在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环境影响之间
建立这种一对一关系的做法只是非常粗略的一阶估算法，因为粮食的环境影响（所
使用的资源、土地、水、能源等）会因生产方法和地点不同而存在差异，更重要的
是，它还取决于损失或浪费发生的所在环节，尤其就能源而言。
生命周期分析研究中包括粮食的“生命周期终止”部分，包括粮食浪费的各种
处理系统（生命周期终止技术），如对生活和/或工业食物/有机废弃物做堆肥、消
化和填埋处理。多数研究都采用所谓的“足迹”来衡量在单位粮食的生产和丢弃前
的生命周期中资源的各种利用方式，或它所产生的各种外部影响： 11
-

据估计，全球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碳足迹为 3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不包括土
地用途改变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6－10%（Vermeulen、Campbell 和 Ingram，2012）。

11

粮 食 损失与浪费还是 一种水“浪费” （ Lundqvist 、de Fraiture 和 Molden ，
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生命周期或环境足迹的研究案例参见如 Garnett（2011）、Ridoutt 等（2010）、Chapagain
和 James（2013）、Vanham 和 Bidoglio（2013）、Grizetti 等（2013）、Wirsenius、Azar 和 Bernde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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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因为这些被浪费的粮食在生产过程中曾使用了大量的水。从环境角度
看，粮食损失与浪费每年消耗的有限、脆弱的淡水资源超过淡水总消费量的四
分之一，同时还需消耗 3 亿多桶石油。全球范围内，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蓝色水
足迹（即所消耗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约为 250 立方千米，相当于日内瓦湖
总水量的三倍（FAO，2013a）。
-

粮农组织（2013a）资料显示，被损失或浪费的粮食占用了近 14 亿公顷土地，
相当于全世界农业用地总面积的近 30%。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开展的一项全球资
源生产率研究指出（Dobbs 等，2011），在有助于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各项措施
中，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是排名前三的措施之一，说明如能将发展中国家消费
者层面的粮食浪费减少 30%，就能节省约 4 000 万公顷耕地。

-

估算全球层面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是件难事，但粮食损失与浪费显然加剧了
农业集约化和农业扩大再生产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负面影响（Stuart，2009；
FAO，2013a）。
最后，从环境影响看，必须注意到，消费者层面粮食浪费与等量的收获后损失

相比，所产生的碳、温室气体、土地利用、水、氮或能源足迹更大，因为运输、包
装、加工、流通和家庭烹制等环节均会产生足迹，而所有这些足迹最终都将“纳入”
消费者浪费。例如，平均而言，消费者浪费所造成的能源“浪费”要比收获后损失
造成浪费高 8 倍（Dobbs 等，2011）。
效率和抵御能力及公平，是可持续粮食系统的一项关键要素（Place 等，2013）。
有多种方法可以提高粮食系统的效率，其中一些会采用损失与浪费理念，如 Smil，
2004（见插文 2）。对于固定数量的粮食消费而言，粮食损失与浪费会导致自然资
源利用量增加。因此，粮食损失与浪费现象的存在就证明某个粮食系统的资源利用
“效率低”。提高效率是提升粮食系统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的一个关键途径。因此，
考虑到我们要在 2050 年养活全球人口所面临的挑战（Bruinsma，2009）和在气候
变化背景下保障粮食安全所面临的各种挑战（HPLE，2012），粮食损失与浪费就
成为我们的另一条理由，相信提高粮食系统效率是实现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的关键。
插文 2

食品链中的卡路里损失，包括粮食损失与浪费

一些研究（如 Smil，2004）在测算包括粮食损失与浪费在内的食品链效率时，
采用了“卡路里”法，对整个粮食系统的“卡路里损失”进行估算，即(i) 粮食系统
生产可食用卡路里的潜力和(ii) 每日卡路里需求量之间的差。
这意味着要采用“卡路里”法来评估粮食系统的效率，评估粮食系统和动植物
如何将原有卡路里转化成人类食物（植物或动物性食物），人类最终又如何高效利
用这些食物。通过这一方法，Smil（2004）认为，超出每日需求量过量消费卡路里
就相当于浪费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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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食安全

一边是有人在挨饿，另一边粮食却被损失或浪费，这首先就说明，无论原因如
何，全球粮食系统都未能充分履行自身职责。粮食损失与浪费往往被视为当前粮食
系统低效率和不公平的征兆。
然而，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真正根源十分错综复杂，不能单纯归咎于粮食损
失与浪费，也不能归咎于粮食可供性因素。因此，必须采取谨慎态度，避免将全球
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和全球粮食安全进行简单的关联。在粮食安全有保障的国家或
粮食出口国中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不一定能起到改善粮食不安全国家中粮食供应
情况的作用。
相反，粮食损失与浪费本身就证明全球粮食系统在可供性和获取方面存在不均
衡现象：例如，粮食不安全国家中“注定的”粮食损失（虽然不愿看到但却只能容
忍）与粮食安全有保障的国家中的“行为性”粮食浪费（原本可以食用的粮食出于
“故意”被丢弃）相比，更应该引起各方重视。另一个例子是，按照我们对粮食损
失和粮食浪费的定义，生产国和净粮食出口国的粮食损失量较大，而高收入国家由
于消费粮食较多，其粮食浪费比例较高。
粮食损失与浪费对粮食安全会产生何种影响？目前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介绍往
往相对简单，主要有为三种途径：
-

一，减少全球及地方层面的粮食可供量。

-

二，对获取造成负面影响，对消费者而言，会推高粮价，对食品链各行为方而言，
会造成经济损失。

-

三，由于对未来粮食生产所依赖的自然资源进行不可持续的利用而产生长远影响。
此外，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的另外两项关系在以往文献中涉

及较少。其一涉及质量和营养素损失问题，会给营养带来负面影响。其二涉及粮食
安全中的“稳定”一面以及粮食系统应该具备哪些特点才能保证稳定，尤其是因为
粮食产量与消费量极具“多变”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合理的“缓冲”机制来应对产
量和消费量在时空上的极高多变性。
可供量
粮食损失与浪费对地方性粮食可供量以及地方性粮食安全的影响已经是一个老
生常谈的话题。在家庭（或社区）层面，当面临粮食可供量严重短缺时，这就是一
种一对一的数学关系，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就能起到加强粮食安全的作用，相反，
粮食损失与浪费则会对粮食安全带来挑战。
不同的是，人们目前重视的是全球性粮食损失与浪费，认为这是一个会产生地
方性后果的全球性粮食安全问题。简单地说，在全球层面，粮食损失与浪费还会造
成粮食可供量的减少（无论从量、卡路里或营养素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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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

金枪鱼副产品的利用：将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食与营养安全挂钩
的范例

金枪鱼是对鱼身不同部位进行多样化利用的一个范例。罐头行业会产生大量副
产品，而不同地域对这些副产品的利用办法各不相同。泰国是金枪鱼罐头的最大产
地之一，其副产品主要用于制作金枪鱼鱼粉、鱼油和可溶性精饲料。在菲律宾，罐
头行业的大部分副产品被加工成金枪鱼鱼粉，但黑肉也会被加工成罐头出口到一些
邻国。新鲜/冷冻金枪鱼加工业中的头、鳍等可食用副产品被当地用于制作鱼汤，内
脏则用于制作一种当地美食或鱼露。加工时剔下的碎肉也用于供人食用。
资料来源：鱼品市场信息系统，2013。

起初，这一问题是从自然资源的角度出发提出的，表达出人们对全球粮食系统
是否有能力满足不断增长需求的担忧（见下文）。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把它看成是
粮食系统不可持续性、低效率、不公平的一个征兆，因为粮食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
按财富分配。按照只能简单得出规模、不能说明其中因果关系的简单比例计算法，
我们可以看出，每年损失的 13 亿吨粮食完全足以养活 2011－13 年间估计遭受饥饿
的 8.42 亿人（占世界人口 12%）（FAO，2013b）。
要了解粮食损失与浪费最终会如何影响粮食可供量，就不仅应该考虑不同层面
之间的差异，还要考虑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由于文化或经济原因，有些系统会产
生“浪费”，而这对于另一种系统而言就是有用的资源或食物，会给可持续性带来
积极影响。这一点对于动物的某些部位而言尤为明显，如内脏，有些国家认为内脏
不可食用，而另一些国家则恰好相反。事实上，“不可食用”这一概念往往在富裕
消费者身上体现得更加强烈，指因“不受欢迎”而销路不好的部位。将食物的某些
部位或副产品从不习惯食用这些产品的区域运到需要这些产品的区域，是一种有助
于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贸易活动，也是对加强较贫困人口粮食与营养安全的贡献
（见插文 3）。然而，它也可能会对可持续性中的其它方面产生影响，因为我们在
考虑出口国生产者和进口国消费者利益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低价进口对进口国生
产者带来的影响。有时，这还会增加人们对食品安全方面（应该协调统一）的考虑
和对营养的担忧，例如，有关火鸡尾和羊尾的国际贸易导致有些国家集中消费脂肪
含量极高部位的争议。
粮食获取
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富国中的消费者粮食浪费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贫困消
费者的粮食获取，或减少消费者粮食浪费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粮食
损失与浪费会产生何种社会经济影响/后果？粮食损失与浪费量和粮价之间有何种关
系？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政策会造成总有效需求量下降，
从而减轻价格体系（包括非粮食类农业资源）面临的压力吗？这对生产者的收入和
消费者的购买力会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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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 3 章将要介绍的那样，目前就粮食损失与浪费对粮价的影响开展的定量
研究十分有限，仅有少数几篇理论性论文（如 Rutten，2013）。这些论文告诉我们
什么？
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通常认为，在对粮食、饲料、生物燃料的全球
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全球粮食损失与浪费现象会导致农产品市场供应紧张（如
HLPE，2011，2013a），因此也会推高粮价，可能会对贫困人口造成影响。
因此，按照经济理论，粮食损失与浪费增加可能会推高粮价，因此可能会增加
粮食供应量，从而提高粮食可供量。粮食损失与浪费由于推高粮价，也对供应量的
增加做出了贡献。与不存在粮食损失与浪费现象时的情况相比，存在此现象时的供
求平衡将在更高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上实现。
此类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价上涨对粮食获取的净影响最终取决于以下因素：(i)
某个家庭为食品净购买方还是净出售方；(ii) 粮食损失与浪费量多大；(iii) 食品在家
庭预算中的重要性。家庭收入与家庭预算中食品支出之间明显存在一种递减关系，
这种关系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之间或同一国家中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进行比较得出的规
律（Seale、Regmi 和 Bernstein，2003；Hicks，2013）。在发展中国家，食品支出
在家庭预算中占很大比例，损失与浪费就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在较富裕国家，食品
支出不超过家庭收入的 15%，其中约一半为家门以外的食品消费。对这些较富裕国
家以及中国等转型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家庭（Huang，2013）而言，即便食品支出可
能较高，但消费者层面粮食损失与浪费造成的经济损失却不会对生活带来多大影响。
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就完全不同，那里的食品支出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超过 70%，
如缅甸，而印度农村为 53%，阿塞拜疆为 54%。 12
按照这一思路，Trueba 和 MacMillan（2011）提出应设立一个“减少粮食浪费
和过度消费的全球机制”，在该机制下，各国将自愿遵守一组人均粮食消费目标，
同意如无法实现目标就接受罚款，将相关资金用于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营养/利用
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关键问题就是粮食损失与浪费对营养的影响。如上文所述，
一些研究（Kummu 等 ， 2012；Lipinski 等 ， 2013）做出了最初尝试，想要将粮农组
织（2011a）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数字（表示为量）转化成卡路里。但这种分析未
能考虑到其它营养因素，如维生素 A、维生素 B12、铁、锌和碘等微量元素。
水果和蔬菜是微量元素和生物活性成分的重要来源，还是能促进铁吸收的有机
酸和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它们已被证明能起到预防微量元素缺乏症及相关疾病的
作用。水果和蔬菜在粮食损失与浪费中所占比例最高，这说明，最大限度减少水果
蔬菜的损失与浪费具有营养方面的意义。在世界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患有缺铁性贫血
12

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统计数据库（LABORSTA）。缅甸的支出数据为 2001 年数据，印度农村和阿
塞拜疆的数据为 2003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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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情况下，从营养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的食物包括那些铁含量高的食物。这一点
尤为重要，因为目前水果蔬菜以及鱼类的消费量（见 HLPE，2014）在日益迅速增
长，且多为鲜食。同时还要考虑到购买食品的方式在不断变化，如购物次数减少。
同时还必须摆脱单纯注重损失与浪费“数量”（无论是量还是卡路里）的想法，
而是扩大思路，在测算和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过程中，引入“质量”方面的考虑，
这促使我们提出了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的概念（见第 1.1.1 节）。
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是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粮食安全与营养之间关系中的一个
重要因素。首先，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意味着需要安全食品的供应。要确保只有安全
的食品才能供人消费，就必须设立机制，使不安全的食品退出食品链，这就会直接
导致粮食损失与浪费。因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而造成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和不安全、
危险食品必须丢弃的原则，都有利于确保粮食安全中的“食品安全”一面，但却对
可供量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对消费者的获取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出于食品安全
考虑不得不在丢弃后重新购买食物。这还会对价格造成影响。
稳定
从理论上看，要确保粮食安全，就必须确保粮食可供量大于严格的最低营养需
求量。供求关系过于紧张，会导致粮价上涨至令人难以接受的水平，因此有必要确
保产量稍高于需求量。
产量（和消费量）波动性越大，建立此类“超量生产”缓冲机制就越重要，哪
怕其中一部分可能被损失或浪费。允许产量高出需求量，并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损
失与浪费，是一件值得的事，它有助于让这种缓冲机制发挥作用。
接下来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超量部分，如何控制生产、加工、储存和流通能
力的大小，管理好剩余产品，以便使其在其它地方或其它时候得以利用或消费。
考虑粮食安全的“稳定”一面十分重要，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减少粮食损失与浪
费的量化目标，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零损失零浪费”目标。这一目标不能单
纯被理解为在任何环节、任何时间都能实现供求之间的“零差额”。相反，我们应
该将其理解为让缓冲机制（在生产、加工、保存和贸易层面）最大程度发挥作用，
管理好必要数量的剩余产量及其波动性，以便在将损失与浪费降至最低水平的前提
下保障粮食安全的“稳定”一面。
从更广义上看，粮食损失与浪费往往可能是在包括消费在内的食品链各环节中
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某种产品断档而造成的结果。
--在以下章节，我们将深入探讨各项根源及其依赖性（第 2 章）和包括系统性方
法在内的不同层面解决方案（第 3 章），以便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用建议，为保障可
持续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与营养制订出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战略（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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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和驱动因素
要想确定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和行动重点，首先要找到造成粮食损失

与浪费的根源。就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的一些研究（Parfitt、Barthel 和 Macnaughton，
2010；FAO，2011a；Hodges 等，2010；Hodges、Buzby 和 Bennett，2011）已经在以
往经验的基础上，为粮食损失与浪费找出了多达几百种原因。这些以往经验的重要
性因产品、食品链环节和背景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
食品供应链中的损失与浪费往往由相互关联的根源所导致。就如同在一条传送
带上一样，食品链中某个环节的行动会影响到整个食品链，有些可能要追溯到收获
甚至收获前环节。这就提醒我们要将食品供应链当做一个由相互关联的各环节组成的
系统，其中有一些关键控制点，考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行动（无论是造成粮食
损失与浪费的行动或减轻损失与浪费的行动）时，都必须把它作为整体的一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并非所有根源都完全处于“同一层面”。造成粮食损失与
浪费的有些是“直接”根源，涉及到单个行为方如何处理会影响食品链和导致损失
或浪费的各种生物、微生物、化学、生化、机械、物理、生理或心理因素所带来的
各种“首要”影响。但实际上，这些根源都可能是其他次级原因带来的结果，涉及
到这些行为方相互之间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如一些加工活动可能使产品在食品链
较后环节变成毫无用处）、食品链中的经济和市场条件（产品最终无法销售等）或
更据系统性的根源。
本报告提议要破译各种根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它们分成图 5 中显示的三类
不同“层面”。
i.

首先是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微观层面”根源，包括从生产到消费之间每个环节
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由某个环节中单个行为方在应对（或不应对）
外部因素时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

ii.

其次是“中观层面”根源，包括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次级根源或结构性根源。
中观层面根源可能出现在食品链中的同一环节或另一环节，或者由不同行为方
的相互组织方式造成，或由食品链中的各项关系造成，或由基础设施状况造成。
中观层面根源会催生微观层面根源，或决定微观层面根源的范围。

iii. 第三是“宏观层面”根源。这一较高层次的根源能够解释粮食损失与浪费如何
由系统性问题引发，这些系统性问题包括粮食系统运作不良，缺乏能够促进各
行为方之间协调（包括建立合约关系）、促进投资和采用良好操作规范的体制或
政策条件。宏观根源会催生所有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其它根源，包括中观和
微观根源。归根结底，它们是造成全球范围内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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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食品链中各环节损失情况和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结构

生产和
收获前

收获和
初步处理

储存

运输

加工

零售

消费者

1

2

3

微观根源

中观根源

宏观根源

图左为食品链各环节：由于产品、产地等条件不同，各环节的真实顺序排列可能有所不同，可能会形成十分
复杂的链条。食品链中各环节的粮食损失与浪费都可能有着微观、中观和宏观根源。此处介绍的是运输环节的
微观根源。一个中观根源和一个宏观根源也对微观根源产生了影响。而接着中观根源又受到两个不同宏观根源
的影响。例如，在运输中，其中一个微观根源是对原材料的处理过于粗暴。相关的中观根源可能是缺乏受过严
格培训的装运工和/或缺乏合理的包装或物流解决方案。相关的宏观根源可能在于造成装运工低薪酬、缺乏培训
和基础设施落后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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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本章将首先从供应链视角入手分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和驱动
因素，随后顺着食品链（第 2.1 节）去探究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全过程各环节中
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具体”原因，包括指出食品链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微
观根源，指出食品链中哪些具体环节中的作为（或不作为）会导致食品链其它环节
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跨越食品链各环节的中观根源（第 2.2 节）
和宏观根源（第 2.3 节）。
了解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结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还将有助于为在第
3 章中提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和各级相关行动提供支持。

食品链各环节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具体根源

2.1

以下各小节将介绍从收获前/生产、收获、收获后、储存、加工、销售与零售直至
消费的供应链各环节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具体”根源。这些根源种类繁多，
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产品和当地情况。下文介绍的具体根源中，多数是微观
根源，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我们将找出影响它们的中观根源（如市场调节、市场要
求等）。我们还有可能说明某一根源是如何导致食品链中某一环节及后续环节中出
现粮食损失与浪费。

2.1.1

收获前因素和产品被弃收

田地里的作物会因为草害、虫害和疾病等生物因素在收获前遭受损失。这方面的
损失可能达到较高水平，13但却不属于“粮食损失与浪费”范围（见第 1 章定义）。
但田地里的收获前状况和行为会间接导致食品链后面环节出现损失，因为不同
的生产和农作措施会对农产品的收获质量、是否适合运输、储存稳定性和收获后的
保存期产生影响（Florkowski 等，2009）。
导致收获后粮食（质量和数量上）损失的收获前因素可分为四类：为本地和目标
市场选定的作物品种、农作措施（包括施肥/养分管理、水管理、病虫害管理、修枝、
搭架、装袋等）、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无法达到质量标准，出现
高拒收/淘汰率。 14显然，这些因素造成的损失与浪费会因不同品种、不同季节和不
同产地而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环节上存在巨大差异。
合理选择能适应当地条件（产地）并符合目标市场 15 质量和成熟时间要求的品
种，是生产环节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Kader，2002）。品种选择不当会导致产品
质量低下，由此造成产品被淘汰带来的巨大损失。对玉米、小麦、高粱等谷物而言，

13

Oerke（2006）指出，收获前因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大豆、小麦和棉花总产量的 26－29%，玉米 31%，
水稻 37%，马铃薯 40%。

14

例如，质量方面的要求是导致食品链各环节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重要中观根源，参见第 2.2.5 节。

15

这也是导致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重要中观根源，参见第 2.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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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风地区选择易倒伏品种会造成巨大损失。造成谷物类损失的另一项重要根源是
在特定地区种植了不适宜的品种，如成熟期在雨季的作物很容易受真菌感染。
对水果和蔬菜而言，生产环节的农作措施会对产品（视觉和营养）质量产生巨
大影响。措施不当会导致巨大损失。收获前虫害是造成水果收获后损失的已知主要
原因，因为有些潜伏性虫害感染只有在收获后才会显现出来（Thompson，2007）。
水和养分管理不当也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在分级时出现高淘汰率。降雨过多等不
利环境条件会导致高染病率、蔬菜易碎、水果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下降等缺陷。另
据报道，高温会造成生理紊乱，如甜椒和菜花出现日光黄化病，苹果和芒果出现晒
伤（Postharvest Hub，2008）。对粮食作物而言，极端温度会导致黄曲霉素感染，
使产品无法安全食用，从而被丢弃。
有些产品会因为质量（形状、大小、重量）未能达到加工商、零售商或目标市场
规定的标准而导致被弃收（Stuart，2009），导致粮食损失与浪费。例如，2009 年，
意大利有 1 770 万吨农产品被弃收，占总产量的 3.25%（Segrè 和 Falasconi，2011）。
在美国，估计每年平均有 7%耕地上的农产品被弃收。
有时，弃收的决定是中观、经济原因造成的，如收获期市场价格太低，劳动力
成本过高。如果某种作物成熟时，（因供大于求或有其它替代产品）恰逢需求量较
低或大大低于产量，有些生产方就会选择弃收作物，因为回报可能低于收获和运输
成本。反过来，一些生产方有时会选择超量生产，作为一种策略来防备万一出现气
候反常、病虫害、零售商需求波动等情况，同时确保能按收购方的合约规定交货。
有些生产方还会扩大种植面积，期望价格上涨。超量部分就会被弃收，或收获后低
价出售给加工商或饲料生产企业，导致种植者收益下降（FAO，2011a），供过于求
会导致价格下跌，继而导致更多产品被弃收。

2.1.2

收获和初步处理

收获时间安排不当和对产品的粗暴草率处理都是导致食品链中出现粮食损失与
浪费的关键原因。
对玉米、高粱和花生等粮食作物而言，成熟过度和收获时间过晚是导致黄曲霉
素感染的主要原因（Farag，2008；Lewis 等，2005）。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缺
乏干燥设施，农民习惯上将已成熟的玉米等谷物作物留在地里自然干燥。但如果像
一些国家那样，收获季节恰逢第二轮雨季，就会增加腐烂和黄曲霉素感染的几率，
成为导致谷物损失的主要原因（Alakonya、Monda 和 Ajanga，2008）。
对木薯而言，在喀麦隆进行的一项研究（FAO，2014b）指出，导致损失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收获过晚，导致块根在地里长时间“储存”后，出现木质化或被田鼠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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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果和蔬菜而言，收获时的成熟度是决定产品质量和保存期限的主要因素，
特别是易腐败产品。然而，由于贫困、急需食物和现金，或因不放心或害怕被偷
（香蕉往往是这种情况），农民可能会决定在产品未成熟时提前采收。未成熟的水果
更容易受到机械损失和发生缩萎，成熟后口感不佳，出现酸度高、糖度低的现象。
相反，过度成熟的水果保存期限较短，而且粉状口感让人感觉索然无味（Sivakumar、
Jiand 和 Yahia，2011）。这两种情况（未成熟和过度成熟）下，水果都极易出现生
理紊乱。过早采收会导致营养和经济价值降低（Kader，2008）。有时因为产品不
适宜食用，可能导致全部损失（Kitinoja 和 Kader，2003）。
收获技术也可能导致损失。多次处理会增加受损伤几率，特别是对水果和蔬菜
此类易腐败商品（FAO，2013d）。农民在采收过程中或刚刚采收后还可能缺少适当
的容器来盛放所采收的产品。对水果、蔬菜和块根作物而言，收获过程中的机械损
伤是造成损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原因。受损点不仅会成为病原体的入口，还会加剧
产品的水分流失和乙烯生成，使问题不断加重。
温度管理是保证易腐败产品质量的关键，因为这一点对于防止出现微生物生长、
软化和水分流失导致缩萎等其他变质过程十分重要。产品采收后如无法保证马上保
持低温状态，很容易使产品在价值链后面环节中出现变质。对于准备销往远方市场
（国内或国外）的水果、蔬菜、奶类、肉类、鱼类和蘑菇等易腐败产品而言，初步
冷藏是保证质量的关键。因此，采收后如能随即将产品贮藏在冷库或遮阴处，就能
大大延长产品的保存期限。发展中国家的多数生产者都缺乏农场冷藏设施或遮阴设
施，只能将易腐败产品存放在露天或室温条件下。
在一天中哪个时间段采收对产品温度以及降温措施有着重要影响。有些生产者
在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采收产品，这样不仅会导致产品很难在储存期间降温，还使
产品更易出现快速腐败（Kader，2002）。
对马铃薯、红薯和洋葱等块根、球茎类作物而言，预贮 16 被认为能够起到延长
保存期限的作用。但多数生产者会在产品成熟或采收后立即运往市场销售。未经预贮
的产品如不能很快销售，就会因水分流失和变质造成较大损失或浪费（Kader，2002）。
对产品外表的高要求可能导致完全可以供人类食用的产品被用于利润较低的其
它用途（Stuart，2009）。例如，瑞典马铃薯农场有 20%的马铃薯因不符合质量标
准被淘汰（Mattson 等，2001）。被淘汰的产品常常被用于加工/饲料行业，因此其
价值并未全部损失。
对肉类、奶类和鱼类等其它易腐败产品而言，收获措施不当和缺乏适当的收获
和初步处理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大量损失。
16

例如，对马铃薯而言，预贮意味着将其在 7－15 摄氏度和相对湿度较高（85－95%）的条件下存放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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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鱼类而言，导致捕捞环节出现大量损失的部分原因是使用了不带有选择性的
方法和渔具。这会导致捕获到无法出售、没有用处、不可食用的产品，随后只能将
已经死亡或已经濒临死亡的此类鱼白白丢弃，无法派上任何用场。不同渔业部门之
间和渔业部门内部鱼类的丢弃量各不相同，丢弃率在一些小型沿海渔业中极低，如
大西洋鲱鱼捕捞业，而在一些底拖网捕捞业中则高达 70－90%。全球范围的丢弃量
极难估计，任何全球性数据都容易存在极大不确定性（HPLE，2014）。据粮农组
织在 2005 年就此话题公布的最新报告估计，全球捕捞渔业的丢弃率约为 8%，小型
渔业的丢弃率较低，为 3.7%（Kelleher，2005）。Gustavsson 等（FAO，2011）已
采用 Kellerher（2005）有关不同渔具的丢弃率数据，重新调整了自己对鱼类损失的
计算方法，得出了相近的结果。渔船上捕捞后初步贮藏条件不良和处理措施不当也
导致渔获在上岸前质量出现大幅恶化（FAO，2014b，c）。
对奶类而言，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奶类的初步处理、变质、缺乏合理挤奶设
备和挤奶过程卫生条件差等。最后一项可能会造成整批货受到污染，使小农蒙受巨
大损失。造成农场层面损失，尤其是小农损失的原因主要有乳腺炎或掺水，导致在
收奶站或工厂遭到拒收（FAO，2014b，c）。

2.1.3

储存

在收获后处理环节，食品依不同产品和储存条件，可能需要储存几个小时到几个
月不等。储存是一种延长时间的做法，使产品可以在一段时间后销售和消费。这一
目标在储存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否则则会出现大量损失。但应该注意
的是，即便具备最佳储存条件，保存期限也取决于产品的初始质量和储存稳定性，
这些都是供应链前面环节各种决策的结果。
在发达国家，储存设施在从生产环节开始的整个供应链中都十分完善。冷藏加
上先进的收获后辅助技术（如气调、1-甲基环丙烯），能使供应链各行为方大大延
长易腐败产品的保存期限和销售期限。这样一来，造成储存环节损失的原因就可能
是冷藏系统损坏、温度失控导致冻伤等。总之，在储存环节，由于缺乏运输设施和
其它基础设施，各种条件（温度、气体构成、相对湿度）管理不当都可能会导致储
存产品变质或受污染。
在发展中国家，缺乏适当的储存设施是导致收获后损失的主要根源（ FAO，
2011a）。最近一项研究（Liu，2014）认为，储存是导致中国出现各类食品出现收
获后损失的最主要根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根本没有任何冷藏设施，或小农无法
获得任何冷藏设施。高度易腐败产品需要各项条件良好的储存设施，这些条件包括
温度、相对湿度和气体构成。如果缺乏初步处理的基础设施，易腐败产品就可能在
几小时内变质（Rolle，2006；Stuart，2009）。在缺乏储存设施的情况下，无论市
场价格如何，种植者和生产者都只能出售产品（而不是等到价格条件更好时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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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或弃收产品，或在运货商、批发商或零售商推迟收货的情况下面临产品全部
受损失的风险。
据世界食品物流组织（WFLO）开展的收获后损失研究项目称，采用劣质容器
或使用容器不当，因刺伤、震动和挤压造成损失，是 4 个国家中 26 种园艺作物出现
损失的一个关键原因（WFLO，2010），而一些简单的措施，如在粗糙容器（木质
容器或篮子）中使用衬垫物，或将大型容器（麻袋或货箱）的大小缩小一半，都能
将损伤和后续损失量降低 35%之多。
但有时，受技术限制，保障质量的做法可能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例如，虽然
冷藏是保障质量的推荐做法，但将较敏感产品在极低温下进行储存和冷藏会造成冻伤，
最终导致产品被丢弃。另外，发展中国家多数批发和零售网点习惯于将水果蔬菜、
奶类和肉类混合存放在同一冷库中，这可能会由于污染或加速变质产生负面影响。
储存条件不良往往容易产生化学和生化反应，导致产品的颜色、口味、质感和
营养价值变差。储存条件不良还会造成储存产品出现微生物生长和腐烂，最终只能
被丢弃。对块根作物而言，储存条件不良会导致变青和发芽，两者都会降低产品的
质量和营养价值（Stuart，2009）。
在储存前或储存过程中，可采用几种化学品或处理方法来延长水果和蔬菜的保
存期限。这些处理方法（如次氯酸钠、醋酸、辐照、热空气/水浸泡处理）能对产品
进行消毒，从而减少微生物造成的损伤，而另一些方法（如 1-甲基环丙烯）则可以
抑制乙烯等能导致变质的物质。然而，这些处理方法使用不当会导致损坏产品，或
在产品上留下残留，影响食品安全。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使用未经批准的化学品
来延长易腐败产品的保存期限，对健康造成危害。有些化学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如
用于奶类保质的乳过氧化酶系统（LP 系统），特别是在缺乏冷藏设施的农村地区
（Ndambi 等，2008）。但一些不择手段的贸易商往往会使用过氧化氢和福尔马林等
其他化学品，这些化学品虽然能延长奶类的保存期限，却会给消费者带来危害。这
样的奶产品往往会被公共卫生官员扣留，造成巨大浪费。
谷物等保存期限较稳定的食品在储存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可以保存较长时间。发
展中国家小农采用的传统贮藏方法能保护谷物产品不受仓储病虫害的侵扰。但有些
仓储设施十分简陋，或设计/建造不合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很多农民仍在使用
用草、木头和稀泥搭建的传统粮仓。这些结构无法保证产品不受主要仓储病害的影响，
如鼠类、害虫、鸟类和真菌感染（Yusuf 和 He，2011；Kankolongo、Hell 和 Nawa 等，
2009）。有时，由于缺乏仓储设施，农民会直接将谷物贮藏在家中（Bett 和 Nguyo，
2007）。缺乏仓储设施也可能会导致粮食损失和经济损失，因为农民由于缺乏仓储
设施不得不在收获后立即出售产品，会造成市场供过于求，容易出现价格下跌。几
个月后，同样的农民却又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从市场买回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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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谷物进行适当干燥，使湿度降至安全水平（<13%，不同谷物可稍有不同），
是合理贮藏的关键。但由于天气条件不利和农民缺乏知识，谷物经常得不到适当干燥，
容易受到虫害和真菌破坏（IFPRI，即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0）。例如，玉米由于收
获后虫害引起的损失率估计为 30%，主要虫害为玉米象（Sitophiluszeamis）和大谷蠹
（Prostephanustruncatus），据报道，二者造成的损失率分别为 10－20%和 30－90%
（Bett 和 Nguyo，2007）。这些害虫造成的损伤会导致营养价值降低，发芽率上升（对
留种而言），重量减轻，市场价值降低（Yusuf 和 He，2011）。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型储存设施中，人们用来杀死虫害的熏蒸处理方法
通常不够过关，无法杀死所有害虫，还易使害虫对熏蒸剂产生抗药性。虽然尚未对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抗药性发生情况进行过全面调查，但已知摩洛哥已出现此类
问题（Benhalima 等，2004）。

2.1.4

运输和物流

运输可能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根源，它会拉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
时间间隔，尤其对新鲜产品而言，还会带来更多的机械损伤和热损伤风险。
在发达国家，标准的做法是用冷藏车运输易腐败产品，装货和卸货过程均实现
机械化和良好协调。一旦冷藏系统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问题，卡车抛锚或出现事故，
就会导致产品受到损失。有时，如在缺乏冷藏设施的装货点出现拖延，也会导致损失。
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缺乏良好的运输车辆、道路条件差和物流管理落后/低效
率等因素都对易腐败商品在运输过程中的保存带来了障碍（Rolle，2006）。我们经
常发现易腐败产品被放在无冷藏设施的敞开式卡车中运输。此外，水果和蔬菜的装
货和卸货过程也由临时工以手工方式完成，他们处理产品的方式粗暴草率，会对产
品造成大面积机械损伤。为了尽量多装货，易受损产品被塞入卡车，全然不顾这种
做法可能对产品造成机械损伤，或造成变质（Kader，2002）。
多数情况下，这些产品在运输时，包装十分粗糙。有些运输商会使用麻袋、聚乙
烯塑料袋，或直接将“裸露的”产品装上卡车，导致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挤压损伤。
道路条件差，尤其是在产地农村，会进一步加剧运输过程中的损失。道路条件在雨
季时更糟，经常可以看到运输易腐败产品的卡车连续多天抛锚或陷入泥泞。这种情
况下，易腐败产品就会变质，根本无法运至目的地。据估计，由于基础设施落后，
发展中国家每年水果和蔬菜的收获后损失率为 35－50%（IMechE，即英国机械工程
师协会，2013）。
鱼是极易腐败的食品，因此捕捞上岸后，由于运输、储存、加工等环节处置不
当，在运往市场的途中或在市场待售过程中，从数量和质量上均极易出现高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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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E，2014）。同样，发展中国家的乳制品在雨季也会因物流原因出现大量损
失（10%以上）。导致乳制品损失的根源包括雨季乳制品无法销售，缺乏良好的运
输条件和炎热季节的冷链条件，加工商和冷库面临电力供应不稳定等。
物流相关风险也存在于可为人类提供食品的家畜的运输过程中。家畜运输是一个
难度大、容易造成伤害的过程，可能损害动物福利，并造成生产损失。例如，美国
每天猪的运输量约为 8 万头（Greger，2007）。加纳的一项案例研究表明，由于牛
只在从农场到牛交易市场和屠宰场的运输过程中死亡和患病，造成预期收入减少 16%
以上（Frimpong 等，2012）。对埃塞俄比亚中部进行的一项类似案例研究（Bulitta、
Gebresenbet 和 Bosona，2012）表明，从农场到中心市场的运输过程中，45%以上的
家畜受到损失（被偷、死亡或受伤）。
销售环节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整批货物被拒收。进口产品需在出入境口岸接受
检验，确定是否符合动植物检疫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这一检验过程往往会导致货物
滞留，大大缩短易腐败产品的保存期限。有时，货物会因为未达到监管要求或目标
市场设定的市场标准而被拒收。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另外的买家，整批
货物会被丢弃/销毁。

2.1.5

加工和包装

对很多产品而言，加工可能是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延长保存期限的一个方法，
尤其是对易腐败产品而言。
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加工设施缺失或不足的情况。加工企业往往缺乏足够
的加工能力，难以处理送来的农产品。一些加工产品的季节性特征则进一步加重了
这一问题。芒果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它是多数热带国家的季节性水果。在肯尼亚，
加工商在旺季芒果供大于求时（12 月至 3 月）时加工能力远远不足。结果是，送到
加工商那里的大量芒果由于加工商能力不足最终只能被送进垃圾填埋场。因此，将
水果送至加工厂的农民或商贩最终只能看着水果被丢弃或按极低价格收购，从而蒙
受巨大损失。
奶类生产也存在相似的“季节性”特性，其产量在湿季因饲料作物供应充足而
大幅增加。奶源在旺季会出现供过于求，而如果加工企业能力有限，就会造成巨大
损失。
加工环节的粮食损失主要原因在于技术问题和效率问题。加工过程中的差错往往
会导致成品中出现缺陷，如规格、重量、形状、外表不达标或包装受损。虽然这些
缺陷不会影响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但加工好的产品却可能因为不达标而被丢弃。
对于动物性产品而言，加工环节中受到污染是造成损失的一个主要根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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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加工厂完成前一项任务后清洁消毒工作不到位，或由产品的某一部分污
染了整批产品。关键是，一旦某个产品被宣布不适用于人类食用，整批产品都会被
丢弃。造成损失的另一个根源，尤其对园艺产品而言，是为获得特定形状或规格对
产品进行过度修整。虽然（胡萝卜、白菜和生菜等）修整后的边角料完全可以供人
类安全食用，但通常被丢弃。
缺乏合理的流程管理和保障食品安全与质量的标准，会导致有些加工产品出现
不安全和营养价值低等问题。对一些水果蔬菜而言，干燥或冷冻之前需经过热烫，
以抑制酶活性。未经热烫往往会造成加工成品出现异味和变色，可能被丢弃。热烫
条件不合理（如时间和温度不当）往往会导致产品外表和营养质量受损，可能被消
费者拒绝。
包装是延长保存期限、防止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重要手段（FAO，2011a）。

2.1.6

零售

零售商会影响供应链中的各项活动，因为他们会对自己销售点中销售和陈列的
产品做出质量规定。零售网点内的各项条件（温度、相对湿度、照明、气体构成等）
和处理措施都会对产品的质量、保存期限和合格率产生影响。
水果及蔬菜、鱼及海产品、肉类、乳制品、烘焙食品和熟食等易腐败商品会在
零 售 环 节 出 现 高 损 失 率 。 据 估 计 ， 仅 在 美 国 ， 商 店 内 的 粮 食 损 失 率 高 达 10%
（Buzby、Wells 和 Hyman，2014）。据 ForMat17项目估计（参见第 4 章），在挪威，
18%的损失与浪费出现在零售环节。
在零售环节，如果缺乏保护性包装、温度及湿度控制、在货架上合理摆放产品
来减少顾客对产品的移动等措施，损失率则更高。
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露天市场中，商贩们会在蔬菜和水果上喷洒不洁净的水，
以最大程度避免商品在灼热的太阳下出现缩蔫现象。此类做法的本来目的是延缓变
质速度，但消费者却因为食品不安全而拒绝购买，最终只能被丢弃。
似乎在零售环节导致高损失率的主要因素（驱动因素）包括产品陈列方式不合
理，未能达到消费者的各种期望，包括便利性方面的期望。
在多数零售网点，将看起来很新鲜的产品成堆摆放，被认为是一种吸引顾客的
手段，让消费者可以享受在产品堆中任意挑选的感觉。成熟度不同的产品，如水果
和蔬菜，会被堆放在一起供顾客自行挑选。这种做法会在三个方面导致零售环节出
现高损失率：堆在底部的产品会因承受重压而受到损伤；因为乙烯产生和呼吸速度
不同，将成熟度不同的水果堆放在一起会缩短产品的保存期限；顾客在挑拣产品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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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会给其它产品造成损伤。除此以外，成熟度较高的产品更加易受伤害，当它
们被和成熟度较低的产品堆放在一起时，往往更容易受到机械损伤。
店主会定期补充货架上的货物，保证各种产品都有充足的供应，让消费者满意。
当零售商将保质日期不同的同类产品混放在一起时，消费者会舍弃临近保质日期的
产品，选取“较新鲜/较新”产品（SEPA，即瑞典环境保护局，2008）。
对产品的同质性和（在颜色、形状、大小、无瑕疵等方面的）“完美”的追求，
导致多数零售商对产品设立了高标准。这是导致损失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一旦生
产者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产品就会在交货时被拒收，或使陈列的产品被淘汰。
多数零售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开始出售新鲜分切的产品（水果和蔬菜）和
即食新鲜产品或熟制产品。这是一个充分利用那些达不到外表美观标准的产品的好
机会，但即食产品也更容易变质，如果到商店关门时仍未售出，就只能丢弃。新鲜
分切产品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对安全、营养、新鲜、健康、方便食品的需求。新鲜分
切产品由于组织受损、暴露和已除去起保护性作用的外皮，因此很容易出现变色、
腐烂和脱水现象。此外，包装和温度管理不当使得鲜切产品更易变质。即便在包装
和冷链条件完善的发达国家，鲜切产品的丢弃率也极高，当然包装有时能起到延长
保存期限的作用，如袋装色拉。
有时，零售商可能会使用违规化学品或过量使用受管制的化学品，以保持产品
的新鲜度，吸引消费者。在食品上滥用此类化学品可能会被公共卫生官员扣留，导
致食品被丢弃。相反，如果此类行为未被发现，则会造成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零售环节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主要根源都与保存期限、需求量变动和对新鲜
产品的需求上升有关（Mena、Adenso-Diaz 和 Yurt，2011）。在供应链上游，生产者
会按照零售商的半正式需求预测（和供货方自身的预测）开展生产。最终，正式订单
往往在交货几天前才会确定。有时，零售商店会对生产者提出苛刻的数量和质量条件。
这有时会促使生产者过量种植，以确保能够满足收购方的条件。多余产品往往被丢弃
或低价出售给其它收购方。有时，商店可能在最后一刻修改订单（往往是减少数量），
结果导致多余产品出现损失与浪费（Stuart，2009；UK Competition Commission，
即英国竞争委员会，2008）。
最后，食品业的一种常见的自律做法就是所谓的“三分之一法则”，即加工后的
食品在到达供应商手中时，时间不得超过其保存期限的三分之一，这也是造成损失
与浪费的一个主要根源。其本意是使消费者能有机会挑选离最后保质期限较远的最
新鲜产品。但如果产品无法在其保存期限第一个三分之一时段内到货，很多零售商会
拒收，并将产品退回给生产者，导致仍可安全食用的产品被丢弃（NRDC，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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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消费

消费者浪费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问题（见图 2）。但新兴经济体也开始面临
类似的挑战：过去20年来的收入增长和人口变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饮食习惯出现变化，
加工食品的消费量出现爆炸性增长，不同饮食习惯开始相互融合（人均肉类、禽类和
乳制品消费），有时即便是人口中最贫困的群体也开始快速出现肥胖问题 18，同时消费者
浪费问题也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不断加剧。例如在中国，消费者浪费（主要与餐馆和
食堂有关）正随着财富的积累、城市化和餐饮业的增长呈不断增加趋势（Liu，2014）。
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相关研究多数集中在美国和欧洲。“浪费与资源行动计
划”（WRAP）在英国尤为活跃。此类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一现象可以理解，因
为消费者的粮食浪费在发达国家更为严重，也更受关注。然而，考虑到在粮食消费
和对待粮食的态度上存在各种社会和文化驱动因素，要想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果推
广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文化习惯不同的地区，则仍需谨慎。
消费者粮食浪费很难测算：在调查中，消费者通常会低估自己的浪费程度。在
西班牙，消费者估计自己的粮食浪费率为 4%，而实际为 18%（HISPACOOP，即西
班牙全国消费者协会，2012）。抽样分析的办法虽然成本较高，方法上也仍面临具
体挑战，但却相对更可靠（Lebersoger 和 Schneider，2011）。二者的结合可能是最
高效的办法（Hanssen 和 Møller，2013）。
在有关消费者粮食浪费的相关数据中，美国 2010 年（Buzby，Wells 和 Hyman，
2014）和英国 2009 年（WRAP，2009）的数据均显示出高比例的问题：在美国，粮
食浪费总量为人均 370 美元，英国为户均 580 美元。这占美国消费者平均食品开支
的 9%，可支配收入的 1%，占英国户均食品和饮料支出的 15%。
从粮农组织（2011a）的全球数字上可以看出，家庭层面的浪费多数为水果和蔬
菜（39%），随后是谷物（33%），但各区域间存在巨大差异。
“浪费与资源行动计划”（2009）对英国家庭开展的一次调查表明，41%的浪
费是因为烹煮的食物量过多，54%的浪费是因为食品过期。后者需要谨慎解读，因
为相关研究（Evans，2011a,b）表明，消费者往往会等到食物已无法食用或已超过
“保质日期”才将其丢弃（见第 2.2.4 节）。这往往会掩盖更复杂的原因。
人们经常提到的造成消费者层面浪费的根源包括（WRAP，2009；HISPACOOP，
2012；Baptista 等，2012）：
-

购物时规划不当往往会导致超量采购，即冲动采购或提前采购眼前并不需要的
食品；

-

由于无法区分“此日期前最佳”和“此日期前食用”导致食物被丢弃（见第
2.2.4 节）；

18

例如，在巴西，人体测量学结果表明，2003 年非贫困成人人口的肥胖率为 18.8%（贫困成人人口为 3.6%）。
而 2009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为 24.7%和 13.6%（Belik，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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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内储存或存货管理不当；
烹煮食物过量，造成剩余；
食物烹煮技术差往往会导致食物出现剩余或食物质量损失与浪费（粮食质量损
失与浪费及营养素流失）。不了解如何高效食用/利用食物，如利用剩菜剩饭制
作其它食品，而不是简单丢弃。

有四条标准常常被认为会对发达国家家庭内部的浪费水平产生影响：家庭规模与
构成、家庭收入、家庭人口特征和家庭文化（Parfitt、Barthel 和 Macnaughton，2010）。
常住成员较少的家庭丢弃量较大，因为购买和烹煮的食物量通常要大于消费能力；
高收入家庭的食物消费量较大，因而其丢弃量也较大。此外还发现，青少年和儿童
较多的家庭丢弃量也较大，同时文化环境对丢弃量也有影响。这些大致趋势在不同
背景下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HISPACOOP，2012）。
Segrè（2013）对一次开放式调查进行了一项群组分析，找出了 7 类导致浪费的
消费者态度根源，涉及食品偏好、食品消费习惯和各种浪费原因。
Evans（2011a 和 b）通过民族志分析法，对一些英国家庭日常粮食浪费现象背
后的社会和物质背景进行了分析，强调有必要将浪费视为一种由从社会、物质上看
有组织的家庭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他展示了家庭中的食物供应规律、时间安排、口
味和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因素是如何造成日常浪费的，尽管人们对后果已经十分清
楚。此类分析提醒人们进一步关注对包括食物供应方式在内的食物消费习惯与粮食
浪费之间的关系。他还指出，造成粮食浪费的原因往往是日常生活中各项事务繁杂
冲突（Quested 等，2013），包括时间压力（Soyeux，2010）。
另一项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不多的因素就是购物习惯。购物次数减
少、购物量加大的现象可能会造成浪费，因为与由于消费习惯或经济能力的原因人
们只购买当天所需的商品量或购物间隔较短的情况相比，这会使产品质量更容易下
降，产品更容易变质。
对伊朗面包补贴情况下出现的浪费现象开展的一项研究（Shahnoushi 等，2013）
提出了造成浪费的一些常见原因，主要是低价格、变质面包可出售用作家畜饲料、
质量问题和与此相关的消费者对最新鲜面包的偏好。研究还表明，还有其他一些因
素会促使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导致更多浪费，尤其是需要行走较长距离才能到达面
包店，去面包店的次数增加，在面包店等候时间加长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使得
某个家庭浪费更多面包。
瑞典的一项研究（Williams 等，2012）表明，包装及相关功能对粮食浪费的贡献率
为 20－25%。分装和包装规格被认为是导致浪费的主要驱动因素，因为消费者更愿
意购买大包装和量大优惠商品，让自己的钱花的最合算（FUSIONS，2014）。这种
情况下，家庭层面的浪费主要诱因在于零售环节。由于包装规格较大，有些只希望
购买少量产品的消费者被迫超量购买（HISPACOOP，2012）。广告宣传会促使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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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购物，而超市中“买二送一”或“优惠装”等各种产品促销和量大优惠手段也会
带来浪费，因为一旦拆封，产品就很可能在尚未来得及食用之前很快变质。在英国
等国家（WRAP，2011a），花在促销商品上的支出占食品杂货支出的三分之一，且
这一比例仍有上升趋势。“浪费与资源行动计划”还开展了一些研究，以搜集有关
家庭中与包装规格相关的明确定量数据。首要目的是了解公众对市场上出售的特定
商品的包装大小有多大程度的不满意，为何不满意。其次是了解对其它规格包装的
需求有多大。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包装规格是一个问题，多数人抱怨包装规
格过大，超出了他们的需求。来自小型家庭的人对现有包装规格则表示出更大的不
满意。研究指出，消费者不一定不愿意购买单位容量/重量价格稍高的产品，因为这
样可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剩余（WRAP，2008b）。
人们也将食品视为富足的一种象征，因此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阶层会购买大量
食品，用以增加多样性和显示优越感，从而也更容易造成浪费（IMechE，2013）。
餐馆和官方场合丢弃的粮食也十分可观。最近中国的“光盘”行动就呼吁公众关注
政府宴会上的粮食浪费现象（BBC，即英国广播公司，2013）。
在学校食堂和餐馆中，目前的固定价格自助餐（食物不限量）、超大份食物和
软饮料免费续杯等做法都会助长肥胖与浪费（Lipinski 等，2013）。据 Tristram Stuart
（ 2009 ） 估计， 英国 “学校 午餐中 的食物 有 24－35%最后 被 倒进了 垃圾桶 ” 。
Cohen 等（2013）最近针对美国波士顿地区中学生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以卡路里
计算，学生的主菜丢弃率平均约为 19%，水果为 47%，牛奶为 25%，蔬菜为 73%。
芬兰最近的一项研究（Silvennoinen 等，2012）对餐饮业粮食损失与浪费现象
做了更深入的分析。餐饮业中有 20%的食品被浪费，但不同类别餐馆之间存在明显
差异。自助餐浪费率最高（24%），其中最主要的浪费（17%）是服务过程中的浪费，
由过量烹制食物造成。快餐业的浪费率最低（7%）。厨房中的浪费率在学校和快餐
业中最低（2%），在餐馆和托儿所最高（6%）。服务过程中的浪费率在餐馆中最低
（5%）。剩菜剩饭率在快餐业最低（3%），在餐馆（7%）和医院中最高。研究的结论
是，通过规划、良好的管理、食物浪费数据记录等措施可大幅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2.2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中观根源
上一节已介绍造成食品链各环节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这些多数为微观根源。

造成食品链某环节中出现损失或浪费的原因，几乎都不会只是单个微观根源。正如
本章引言部分所述，事实上这些根源构成了一个“分层结构”，分为微观、中观和
宏观三个层面。
例如，由于缺乏设备和/或良好操作规范，温度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失会出现在食
品链各环节。食品链中的集体行为方或其它行为方由于未能提供支持，间接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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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归根结底，缺乏一般性基础设施和仓储设施、电力供应或资金与培训都
可能是其根源。
某种产品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时，背后可能有一些中观根源在共同起作用，喀
麦隆番茄供应链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见插文 4）。
本节将介绍一些中观根源，如：在投资和操作规范改良方面缺乏对行为方的支
持（第 2.2.1 节）、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第 2.2.2 节）、各行为方之间缺乏协调
（第 2.2.3 节）、有关日期标识的困惑（第 2.2.4 节）。
插文 4

喀麦隆番茄供应链中的中观根源

粮农组织（2014c ）对喀麦隆番茄供应 链中造成损失与浪费的根源进行了分
析。番茄是人们几乎每天必吃的新鲜食品，主要由小农户生产。喀麦隆没有任何番
茄加工业。番茄是一种极易受损的产品。通过调查和实地研究，研究人员找到了造
成收获后损失的主要根源：处理、运输（包括路况差）、缺乏适当包装、缺乏适当
储存条件、供求之间缺乏协调等。这些根源导致大量损失与浪费，尤其是质量损失
与浪费，带来严重经济损失。例如，一批番茄从姆布达运到杜阿拉（312 公里）
后，优质番茄的比例就下降了 10%以上。另一个原因是很多番茄采摘时过于成熟，
且货物中已经腐烂的果实会导致其它好果实也开始腐烂。事实上，没有任何激励机
制鼓励生产者在出售前对番茄进行挑拣分类。
研究结论是，该产业组织结构松散，造成损失与浪费的主要原因是供求之间缺
乏协调，运输条件差，基础设施缺乏，缺乏过渡性包装，缺乏对各行为方的培训，
而道路基础设施不足则加剧了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FAO（2014b）。

2.2.1

在投资和良好操作规范方面缺乏对行为方的支持

在食品链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几乎所有环节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微观根源
都与投资不足和/或良好操作规范实施不到位有所关联。
在整个食品行业中，很多行为方都是小规模经营者，在投资方面面临困难。缺乏
投资的原因往往是难以获得资金与信贷。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信贷难是阻碍投
资的首要障碍之一，使得各方难以采用技术来减少整个食品链中的粮食损失与浪费
（HPLE，2013b）。虽然小额信贷计划和社区信贷等做法近年来已取得大幅进展，
但它们依然远远未能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在印度，无法获得正规信贷的比例高达
80%，在中国为 85%（Tang、Guang 和 Jin，2010），在秘鲁、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约为 40%（World Bank，2007）。Doligez 等（2010）收集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年
中，非洲半数以上生产者（南非除外）无法获得信贷，哪怕是非正规信贷。
食品链各环节良好操作规范实施不到位，其原因可能是缺乏初始和后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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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节缺乏集体组织，整个食品链缺乏整合与协调（见第 2.2.3 节），缺乏推广服务，
缺乏合理政策（见第 2.3.2 节）。
此外，在很多关乎产品质量和耐保存性的重要环节中，如产品的收获、装货、
卸货过程中，较粗重的工作往往由低薪酬的不合格劳动力完成，也没有任何奖励措
施促使他们认真对待产品，相反，与繁重的劳动不成比例的低薪酬反而成为一种反
作用力，使得他们粗暴草率地对待产品（FAO，2014c）。这些工作往往为短期型，
劳动者没有提升技能的机会。

2.2.2

缺乏有利于食品链良好运作的私有和公共基础设施

缺乏基础设施，或基础设施与食品链不配套，也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微观根
源背后的一个原因。
食品链中的私有基础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很容易区分，私有基础设施包括仓储、
冷链和加工设施，而公共基础设施则往往有助于支持和帮助人们获取投入物（包括
能源）、物流、运输和销售方面的服务（HPLE，2013b）。
与基础设施相关的粮食损失与浪费情形包括，产量大幅增加，而冷藏库、冷冻
库、冷藏运输链或加工和保存技术等相关基础设施却未能配套发展，如印度的水果
和蔬菜就面临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增产反而带来了更高比例的损失。
市场基础设施
具备物质基础设施的高效市场对于缩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间间隔十分重要，
这一点是控制粮食损失与浪费的重要因素。批发和零售市场中的物质基础设施（如
卸货区、搬运设施、产品陈列、仓储、周边环境、温度等）的质量对于减少市场和
食品链下游各环节的粮食损失与浪费也起着关键作用。
食品链中的仓储基础设施
在很多低收入国家，由于缺乏仓储能力和条件，缺乏在收获后立即将产品运至
加工厂或市场的能力，因而造成大量粮食损失，已有多项研究指出这一点，如粮农
组织（2014c）。此外，能够为食品提供良好的仓储和销售条件的批发、超市和零售
设施也少之又少。发展中国家的批发和零售市场往往规模小，空间拥挤，缺乏冷藏
设备和良好的卫生条件（Kader，2005）。
冷链基础设施
冷链的配备和使用能对粮食损失与浪费产生巨大影响。温度控制是食品保存的
最关键因素，特别是易腐败产品。据估计，在商品的生理温度范围内，温度每升高
10 摄氏度，易腐败产品的变质速度就加快两至三倍。据 Mittal（2007）报告，每年
印度生产的水果和蔬菜中，约 30%由于冷链中断出现损失或浪费。Fonseca 和 N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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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发现，冷链能力有限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各国造成收获后损失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产品从收获到零售之间保持低温（冷链）是保证质量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用冷链保存肉类遇到挑战，包括冷藏车数量不足，
消费区缺乏冷库（除一些超市外），电力供应成本高且不稳定，缺乏管理冷链的物力
人力（FAO 和 IIR，即国际制冷研究所，2014）。在乌干达，肉类、水果和蔬菜对冷
链存在巨大潜在需求。但冷链的发展仍存在巨大障碍，除上文提及的几项外，还包
括从欧洲购买的二手设备很难找到配件，成本高，产业组织松散，很多设备都供单
个企业专用（FAO 和 IIR，2014），产品往往供出口。
缺乏冷链基础设施（包括农场内冷库、可靠的电力供应、冷藏运输设施和设备），
致使食品供应链各行为方无法确保从生产到零售之间为产品提供低温条件，是导致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根源。发达国家由于具备良好的冷链设施，情况要好于
冷链基础设施缺乏、难以获取、维护和利用不当的发展中国家。每吨产品的冷链成本
取决于能源成本加上设施的利用效率。在发展中国家，对冷链的需求在快速上升，很多
公司面临巨额冷链物流投资的困难，北京的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Lan和Tian，2013）。
加工基础设施
很多情况下，食品加工行业加工和保存新鲜农产品的能力有限，难以满足需求，
其中一个原因是生产存在季节性，使得花成本投资添置的加工设施不能常年使用
（FAO，2011a）。同时也存在包装设施缺乏的现象（FAO，2011b）。Choudhury
（2006）强调，印度水果蔬菜的高损失率与包装设施数量不足有关，导致新鲜水果
蔬菜通常只在地里包装，有些甚至在没有任何运输包装的情况下进行运输。

2.2.3

缺乏食品链统筹方法和管理

绝不能将具体损失或浪费的“所在处”与“根源”混淆起来。发生在食品链某
个环节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其根源可能在于另一个环节。例如，在早期的收获、包
装环节中，对水果处理不当（可能与工作条件差有关）可能会缩短其保存期限，导
致后期出现零售层面损失或消费者层面浪费。反之，水果也可能由于某个零售商决
定降低收购价或中止一项合约，导致无人采收，烂在地里。因此，要想减少粮食损
失与浪费，就必须首先确定其最终根源，并将整个食品链视为一个整体。
在缺乏运作良好的食品链统筹管理的情况下，粮食损失会进一步加剧，尤其是
在低收入国家。食品链中出现损失的一个原因是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加
大。除农民外，运输商、食品加工行业、店主和超市等也都是食品链中的参与方。
因此，我们要考虑到食品链不同环节中所有利益相关方和所有驱动因素，分析主要
群体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利益冲突或矛盾。如果其它环节的损失与浪费依然存在，
甚至增加，那么单单提高某个环节的效率，如生产环节，只会是白费功夫。零售商
归根结底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一环，他们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那些零售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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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大型企业的国家中。零售业如何在整个食品链结构中发挥作用是决定粮食损
失与浪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零售商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最终接口，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在零售业主要面
向大型企业的国家中。零售业如何在食品链中发挥作用可能是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
的一项决定因素。例如，英国有少数大型零售商操控着整个零售业中 7 千多家供货
商的市场权。为避免被“挤出名单”，食品加工商往往会超量生产，以应对短时间
内出现订货量大涨的情况。对生产超市自营品牌的厂商而言，已包装完毕的多余产
品无法在其它地方销售，只能遭受损失（C-Tech，2004）。
Parfitt、Barthel 和 Macnaughtons（2010）已确定了造成食品供应链中出现粮食
损失与浪费的各种因素，其中很多与合约相关：
-

支付条件不利于小规模种植者；

-

零售产品质量标准阻碍小农向市场供货；

-

供货方部分或全部违约会面临高违约罚金；

-

供货合约中有关产品退货的规定允许零售商将超过保质期的某种产品退回给供
货方；

-

需求预测和补货系统往往不够完善，食品供应链缺乏透明度；

-

从原先由现货市场价格驱动转向由长期合约驱动的贸易体系转型过程中不可避
免遇到困难。
缺乏横向和纵向联合的结果是食品供应链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粮食损失与浪费。

它会使得集体投资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变得困难，继而无法获得信贷，为冷库、干燥
设备和加工厂等生产和收获后处理设施提供资金（HPLE，2013b）。缺乏有效交流、
基础设施和信息也会带来物流风险，使供应链中出现供求之间的脱节。

2.2.4

有关食品日期标识的困惑

随着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消费加工食品，城市化进程不断继续，食品链不断延长，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日趋弱化，消费者正越来越依赖于日期标识，以此
取代以往直接从生产者那里了解产品新鲜程度和保存期限的做法。
很多种类的日期标识同时存在，有些并非针对消费者，而是用于帮助零售商管
理存货。还有一些日期标识虽针对消费者，但目的却各不相同，有些是为了保证消
费者对某个产品有好感并维护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有些是为了标出某个日
期，提醒消费者为了安全起见，超过这一日期之后不可食用。消费者面对五花八门
的日期标识很容易陷入困惑（见插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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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NRDC，2013）、欧洲（Bio Intelligence Service，2010）、英国（WRAP，
2011）、西班牙（HISPACOOP，2012）的各项研究强调指出，食品日期标识以及
它所引起的困惑，是在零售和消费者层面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间接原因，
因为消费者往往认为日期与食品安全有关，但事实上日期与食品质量有着更加密切
的联系。
一项全国性调查（GfK，2009）表明，英国的家庭粮食浪费中，估计 20%由日期
标识混乱和消费者对日期标识的误读造成。
此外，日期标识也是造成零售层面粮食损失与浪费和经济损失的一个主要根源，
因为零售商往往期望通过日期来维护自身良好形象（MAAF，即西班牙农业、食品
和环境部，2013；NRDC，2013）。欧洲有两类法律规定的针对消费者的日期标识
（2000/13/EC 号指令）：“此日期前最佳”和“此日期前食用”，前者与食品质量
有关，说明“此日期前食品在正确储存条件下能保持其特定品质”，而后者则与食
品安全有关，说明“从微生物角度看，食品极易腐败，因此可能在短时间后即刻对
人体健康带来危险”。带有“此日期前食用”标识的产品不得在过期后出售。生产
厂家、包装厂家或欧盟的销售商有责任提供适当的保存期说明和日期标识。
美国未针对食品日期标识制定任何联邦通用规定（NRDC，2013）。美国食品
药物管理局只针对婴儿配方奶粉类产品提出了明确的日期标识要求。美国农业部就
自身监管的一些食品（肉类、禽类和部分蛋类产品）提出了如何标识日期的技术要
求，供自愿标识日期或按某个州法律的要求强制标识日期的厂家参考。美国国家计
量大会（NCWM）已颁发了一份自愿性指南，要求在易腐败预包装食品上依法使用
“此日期前销售”的日期标识，在较易腐败或保存期限较长的食品上依法使用“此
日期前食用最佳”的日期标识。这一样板法规允许所有食品在超过标识的日期后继
续出售，前提是质量完好，且易腐败食品上明确标明已过期。这一法规还就如何合
理计算标识日期和如何在包装上标明日期做了指导性说明。但据美国自然资源保护
委员会（2013）称，美国只有少数州（8 个）在自己的法规中采纳了这一点。
由于“此日期前出售”等针对零售商的日期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惑，有人提议将
这些标识标在消费者不易察觉的地方（DEFRA，即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2011）。这方面的困惑还表明，有必要建立一种连贯统一、面向消费者的日期标识
制度，将质量相关日期标识与安全相关日期标识明确区分开来。
最后，日期标识只是影响产品质量和安全的一个方面，而因地制宜的产品保存
条件对于保证产品的食品安全与营养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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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5

五花八门的日期标识

《食品法典》中有关预包装食品标识的《通用标准》（1985）将日期标识分成
以下类别：
“生产日期”是指食品成为所说明产品时的日期。
“包装日期”使之食品被置入将直接用于最终销售的包装容器中的日期。
“出售截止日期”是指向消费者出售的最后日期，此日期后仍能在家中存放一
段时间。
“最短保存期”（“此日期前最佳”）是指在规定的任意储存条件下产品将保
持完全适于销售并继续具有所有默示或明示的特定品质的时段的截止日期。超过此
日期后，食品仍可能完全符合食用要求。
“此日期前食用”（建议最后食用日期、有效期）是指在规定的人员储存条件
下产品可能将不再具有消费者通常预期的质量属性的估算时段的截止日期。在此日
期后，食品不再适于销售。
这些食典类别是各国可自愿遵守的国际工具。例如，在欧盟，“此日期前食
用”标准与食品安全有关，而在其它地区，它与生产厂家的质量标准有关。生产厂
家也会使用往往缺乏明确定义的其它日期标识（如“陈列截止日期”或“冷冻截止
日期”等），从而引发更多困惑。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宏观根源

2.3

微观和中观层面根源背后的推力可能是更广义的宏观根源（图 5）。宏观层面
根源包括与政策及监管环境相关的根源以及可能出现在各层面的系统性根源。

2.3.1

政策、法律和法规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影响

食品链各行为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能力取决于相关政策与监管框架。一些
法规会对粮食损失与浪费产生影响，如能推动或阻碍将剩余食品再销售或用作动物
饲料的政策、有关水产品丢弃物的政策或禁令、食品卫生规定、食品标识和包装规
定、有关浪费的规定和政策等（House of Lords，即上议院，2014）。其它法规不一
定会对粮食损失与浪费产生直接影响，但会对将其用于饲料或能源生产产生影响。
食品安全计划
生产安全食品是食品链中所有各方和食品厂家从生产线操作人员到高层管理人
员的责任。安全食品的生产需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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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头控制；

-

产品设计和流程控制；

-

生产、加工、装运、贮藏、销售、烹制和食用过程中的良好卫生操作规范；

-

预防性措施，因为对成品的微生物检测有效性十分有限。

食品安全法规通常涉及食品保存方面的良好操作规范，其中包括“危害分析和
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的实施，以便在生产过程中控制生物、化学和物理危
害因素。这些法规如设计得当，会有利于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提高产品在保存期
限内的质量。相反，正如日期标识方面的案例所示（见第 2.2.3 节），它们也可能成
为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
出于食品安全考虑而丢弃食品的现象在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十分突出。在欧洲，
私有部门的规定被认为是造成餐饮业丢弃食物的主要原因，因为相关卫生规定十分
严格，留出的安全余地也较大（Waarts 等，2001）。据 Fonseca 和 Njie（2009）报道，
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进口到美国的水果蔬菜遭到拒收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安全问
题。食品法规的实施可能导致仍可供人类安全食用的食品被丢弃（FAO，2013d）。
食品生产与贸易活动的快速全球化已加大了发生国际性食品污染事故的可能性。
全球各地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已认识到，确保食品安全不仅要从国家层面开展工作，
还应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国际层面开展密切合作。区域层面各项政策之间缺乏协调
也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重要根源（FAO，2013d）。
农业投资政策，包括培训与推广
多数国家政府都在采取必要措施，以提高粮食产量，保障人口的粮食安全。然而，
在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必须加大力度确保增产部分能够最终到达用户手中
（加工商、出口商、消费者），而且要因地制宜对解决方案进行调整，降低其实施
成本。农业发展规划不合理，会导致增产部分因为基础设施开发不配套、道路条件
差、缺少批量贮藏设施和加工厂家不足等原因最终被损失或浪费。
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在农业发展投方面开展规划和投资，要通过投资来提高产
量和在收获后即刻对产品进行处理。在一点上，推广服务是一个关键，当地人力资
源和基础设施研究能力也是关键。对农业发展感兴趣的私有部门投资方有时因为政
府政策/法规对投资不利而表现得犹豫不决。
动物饲料法规
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禁止用曾与动物副产品接触过的餐饮泔水饲喂动物，如欧盟的
动物副产品法规。这会影响到将餐饮业的“混合”食品废弃物重新用于饲喂动物，
因为要想区分哪些产品与动物副产品有过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欧盟在疯牛病危机
后已禁止使用经加工的动物蛋白（PAP）饲喂多数家畜。禁止用非反刍动物蛋白做
鱼类饲料的禁令于 2013 年被废止。虽然这些限制不会直接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本身，
但它们会对损失与浪费的利用造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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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政策
最后，垃圾处理政策与办法也会对粮食损失与浪费产生影响。将食品类垃圾与
混合垃圾分开收集是关键的一步，可避免将食品类垃圾丢弃，如可将其制成堆肥，
或通过厌氧消化池实现再利用。多数国家都对垃圾收集和填埋处理制定了收费制度，
这些也可以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减少垃圾总量，尽管这些制度不一定能将食品
与其他垃圾区分开来。一些国家甚至已经禁止对垃圾进行填埋处理。

2.3.2

系统性根源

系统性根源会催生所有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其它根源，包括中观和微观根源，
而且本身最终也会成为造成全球范围内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原因。
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系统性根源在低收入与中等/高收入国家之间有所不同。
在低收入国家，系统性根源主要涉及收获技术面临的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限
制、不利气候条件下的仓储和冷藏设施有限、基础设施、包装、运输、物流和销售
体系缺乏等。而在中等/高收入国家，粮食损失与浪费也会出现在同样的环节，但原
因却不同，主要与供应链中不同行为方之间缺乏协调有关，同时也与消费者行为有
关，因为消费者具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去做出浪费粮食的“奢侈行为”，或出于
外表美观或其他标准而丢弃食物。发达国家收获环节损失中有很大一部分与食品链
下游或消费系统有一定的关联。
系统性根源包括在国家层面或食品链层面推广的技术与实际能力及条件之间存
在的差距，包括物流和运输能力及条件。其它系统性根源包括食品安全规定和措施
不足或落实不到位，包括预防、监测和控制方面。系统性根源还包括投资、政策和
机构不足，或政策或监管框架不合理（或缺失），无法促进各行为方之间的协调
（包括保障合约关系）、投资和良好操作规范的采纳。
在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国家，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个主要系统
性根源是，一方面是在超市和大型零售商的影响下产品不断趋向标准化，而另一方
面食品作为自然产品，与工业产品不同，必然存在多样性，难以实现标准化。这样
一来，不达标产品就会在供应链各环节被淘汰和丢弃。消费者往往根本没有机会购
买在大小、颜色甚至新鲜度方面质量较次的产品。
随着超市在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张（Reardon 等 ，2003；McCullough、Pingali 和
Stamoulis，2008），粮食损失与浪费也可能增加，因为小农很难达到超市和大型零
售商提出的各种私有标准（Berdegue 等，2005）。在多数文明中，食物充足代表着
财富、美食、好客和对家人的良好照料。一旦收入条件和食品相对价值允许人们购买
充足的食物，就可能带来浪费的风险。这一趋势在特定情况下尤为突出，如节日、
“无限量自助餐”、宴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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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富裕和中产阶层，食品与其他产品及服务的价格相比相对
便宜，因此导致各家庭放松了对自身食品篮的管理。
在城市日常生活中，食品消费方面的一些选择，如购物频率、烹饪和膳食习惯等，
都往往受到以节约时间为重这一想法的影响（Soyeux，2010），可能造成粮食损失
与浪费。例如，在没有时间或没有可能天天购买新鲜食物时，人们往往会在家里储
存足以维持较长时间的多种食品，从而加大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风险。在家庭层
面，人们的经济选择是宁可浪费，不能匮乏。在城市化、收入增加和全球化的推动
下，粮食系统的转型给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人们开始食用更多的
易腐败产品和新鲜产品（Mena、Adenso-Diaz 和 Yurt，2011）、畜产品、鱼类、水果
和蔬菜，包括食用非应季新鲜食品，这就需要从远处大量输入这些产品，因而需要
高效的运输、物流和良好的保存技术，同时还要在日益加长的食品链中实施良好的
操作规范和食品安全法规。对那些食品需求快速变化而农村地区依然缺乏基础设施
的国家而言，这可能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应当指出，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
尤为突出，因为那里被归类为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正在不断上升。
本地食品链也正在发展（Kneafsey 等 ， 2013），尤其是新鲜、易腐败产品，但
人们对这方面的粮食损失与浪费情况却知之甚少。本地食品链有助于标准化程度较
低产品的商品化，并减少因运输引起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和消费者层面浪费，因为这
能够节约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间，等于为消费者延长了“食品的保质期”。
--本章介绍了食品链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众多根源，确定了三个层面的根源，
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有助于根据具体背景和实际情况对粮食损失与浪
费进行诊断，便于寻求潜在解决方案（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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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各种方案
在前一章中，通过分析食品链上从初级生产到消费环节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

我们看到粮食损失与浪费有诸多根源，它们往往相互关联，但又往往与不同产品的
性质和本地条件密切相关。为明确说明这种复杂性，第二章将根源分成三个不同层
面：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中观和宏观层面根源的重要性在于，粮食损失与浪费
的物理、技术或行为根源往往根植于更为宽泛的经济、社会和制度。
这些不同层面错综复杂的根源需要同样不同层面的多种解决方案。本章将从这
三个层面着手，就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从微观层面解决方案入
手（顺着食品链涵盖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再介绍中观和宏观层面解决方案，具
体结构参见表 2。
表2

各层面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各类解决方案（微观、中观、宏观）
层面

类别

微观（第 3.1 节）

中观（第 3.2 节）

宏观（第 3.3 节）

投资

针对生产、收获后、企业
和食品服务的私人投资
（3.1.2 和 3.1.3）

 资金机制
 集体性私人投资
 公共投资
（3.2.2、3.2.4 和 3.2.3）

 对资金机制的支持
 基础设施
 有利环境
 适当激励
（3.3.1 和 3.3.2）

良好规范

生产过程和收获后的良好
规范
（3.1.1）

 能力建设
 培训
（3.2.5 和 3.2.6）

 对能力建设的支持
 多利益相关方举措
（3.3.2 和 3.3.3）

企业和消费者行为改变
（3.1.4 和 3.1.5）

 企业社会责任
 社区和地方的参与
（3.2.6、3.2.7、3.2.8 和
3.2.9）

 提高认识
 多利益相关方举措
（3.3.3）

食品链
内部协调

 食品链统筹方法
 与食品链中其它行为方
的关系
（3.2.1、3.2.3、3.2.7、
3.2.8 和 3.2.10）

 有利环境（合约规则和
激励机制）
 政策
（3.3.1 和 3.3.2）

食品及
副产品
利用

 食品加工
 剩余食品和副产品利用
（3.2.4、3.2.9 和 3.2.10）

 为多层级利用提供支持
和激励
（3.3.2）

行为改变

政策及行动
的协调

 政策
 多利益相关方举措
（3.3.2 和 3.3.3）

本表介绍某个具体层面（左）解决方案（或一类解决方案）如何受中观和宏观（右）较高层面行动的
支持或促进。表中括号内数字表示本章中有关相关解决方案介绍内容的所在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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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面的解决方案（微观层面）将在第 3.1 节中具体阐述。这些解决方案
是通过对食品链各环节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进行分析后得出的，有助于确定
潜在解决方案以及实施解决方案的行为方，包括从农民到消费者的各行为方。
第 3.2 节介绍中观层面的解决方案。这一层面尤为重要，原因有三。首先，微
观层面解决方案通常涉及（或需要）整个食品链中的变革，且即使是技术性解决方
案也通常需要供应链多个行为方和利益相关方（中观层面）的参与或宏观解决方案
（往往是经济和/或制度性解决方案）。其次，微观层面解决方案往往需要得到中观
层面行动的支持和加强。最后，一个关键原因是食品链统筹思路，因为如果没有采
取协同一致的食品链统筹方法，那么在食品链上某环节所做的努力可能会在另一环
节被白白浪费掉。因此从定义上看，中观层面的解决方案通常需要采取协同一致的
集体行动（第 3.2 节）。
微观或中观层面实施的解决方案可借由宏观层面的行动得到助力、支持和强化
（第 3.3 节）。很多情况下，宏观层面的解决方案需要在国家层面动员实施，包括
在各类政策中考虑粮食损失与浪费，并针对粮食损失与浪费设计具体应对政策。
所有这些将有利于为制定和实施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策略设计更好的路径（第
4 章）。

3.1

由单个行为方、技术或行为驱动下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
在食品链上的每个环节，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具体根源（见第 2.1 节和附录 1）

往往需要整个供应链上单个行为方采取个体的技术性或行为性行动。正如表 2 所示，
这些行动包括三大类：良好规范、私人投资和行为改变。在本节，我们将顺着食品
链，从生产到消费逐一介绍这些行动。收获后解决方案包括从改进农作和畜牧生产
措施（第 3.1.1 节）、投资建设仓储设施（第 3.1.2 节），到在运输、加工和包装环
节引入技术创新（第 3.1.3 节）等各种措施。减少消费者浪费的技术和行为驱动解决
方案包括接待服务业的食品服务解决方案（第 3.1.4 节）和家庭层面的解决方案（第
3.1.5 节）。

3.1.1 作物和畜牧生产中的良好规范
如运用得当，良好农作措施和良好兽医措施可在生产的初始环节保护食物免受
外来物质、有害生物、昆虫或寄生虫的损害或污染，免受霉菌、病菌或病毒造成的
生物污染，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引起变质、作物损失和食源性疾病，甚至会对人体
健康产生长期影响。人类健康风险增加也可能是因为食用了用已遭污染的饲料饲喂
的动物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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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食品加工的食物的质量和安全性可通过在食品加工过程中采用良好操作规范
（GMPs）和良好卫生规范（GHPs）加以保障。如应用得当，这些措施可确保从接收
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其他配料）到最终产品运送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所有加工环节
的质量和安全。良好卫生规范的实施需要采用适当的卫生措施，预防细菌污染，确保
食品加工的最佳卫生条件。

3.1.2

储存解决方案

食品链中一项重要干预措施是改善储存条件。针对谷物和块茎类作物有各种不同
的解决方案：目前已开发出多种收获后技术来保护储存粮食免遭虫害或其他原因造
成的损失，如对哺乳动物毒性较低的有机磷杀虫剂、粮袋和金属粮仓（Tefera 等，
2011）。但对小农而言，获得这些解决方案往往是个挑战，包括对相关费用的考虑
（HPLE，2013 b）。例如，保护储存粮食推荐使用杀虫剂，但杀虫剂对小农而言往往
难以获得或费用太高。获得如何运用这些解决方案的信息也很重要。
研究人员、捐赠机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发展伙伴正在协同努力，共同
推广成功、经济和灵活的储存技术与解决方案。
密封储存技术就是其中一种，它将粮食装进密封的容器中，如金属粮仓（见插文6）
或密封聚乙烯袋，隔绝氧气和水的内外流动，使容器内的粮食（和昆虫）的呼吸活动
逐步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直至达到一定水平（因昆虫数量及容器类型和规格
而异）。当含氧量降到 10%以下时，昆虫就会停止活动，从而减少虫害损失（Baoua等，
2012）。这种方法还可避免农药的使用。
对于易腐败产品的收获后保存而言，温度控制是最重要的问题。冷藏库是最佳
选择，但其购置和运行成本较高，依赖电力供应，因此多数小农无力购置。此外，
多数农村地区的农民无法接入电网，使得引进需要用电力驱动的冷库一事变得更加
复杂。
这就需要开发低成本、不用电的替代方案（见插文 7）。在能够保证供水的条件
下，蒸发冷却器可作为一种替代选择（特别是在干燥、湿度较低的空气条件下），
此类方案已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推广。蒸发冷却器可使温度降低 10－15 摄氏度，
并能维持高湿度，对于园艺产品等的保质十分有利。 19

19

http://ucce.ucdavis.edu/files/datastore/234-21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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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6

使用金属粮仓减少收获后损失

制造和使用金属粮仓是上世纪 80 年代由瑞士发展合作署在 4 个中美洲国家首
先推广，包括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推广活动在
POSTCOSECHA（收获后一词的西语表述）项目中开展，旨在确保对农产品进行储
存，作为个人消费或日后销售所用。POSTCOSECHA 项目中运用了金属粮仓，对
减少主粮（玉米和豆类）作物损失效果显著，从而加强了粮食安全。如运用得当，
作物损失可降至接近为零（Tefera 等，2011）。
1997 年到 2007 年间，粮农组织为 16 个国家配送了 45,000 个金属粮仓，包括
阿富汗、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乍得、厄瓜多尔、几内亚、伊拉克、马
达 加 斯 加 、 马里 、 马 拉维 、 莫 桑 比 克、 纳 米 比亚 、 巴 拿 马 、塞 内 加 尔和 东 帝 汶
（Tefera 等，2011）。这些金属粮仓共储存了约 38,000 吨粮食，估算价值为 800 万
美元（FAO，2008a）。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与肯尼亚农业研究所（KARI）、肯尼亚
Embu 和 Homabay 天主教教区以及马拉维世界展望会合作，于 2008 年至 2010 年间
共同启动了一个粮食有效储存试点项目，旨在减少收获后损失，并在肯尼亚推广相
关技术（Tefera 等，2011）。该项目对肯尼亚农民使用的聚乙烯粮袋和金属粮仓开
展了比较评价。金属粮仓在 6 个月的储存期内效果明显（粮食损失率低于 5%）。
小农使用金属粮仓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初期成本高，视不同的储存量，初期成
本为 40 到 350 美元不等。但由于使用寿命长达 10－20 年，金属粮仓可通过包括粮
食安全和节约剩余粮食在内的累计收效补偿自身成本。
肯尼亚和马拉维试点研究获得的经验教训包括：(i) 推广金属粮仓需要在政府机
构、非政府组织、制造商和农民之间建立伙伴关系；(ii) 在预期会出现粮食剩余的
地区，人们接纳该技术的可能性更高；(iii) 有效沟通和建立相关意识是技术推广的
关键；(iv) 需要采用能涵盖技术（创新性更强的收获后技术）、市场（私有部门参
与收获后技术的市场开发）和政策（采纳技术的政策环境）的综合性方法。
资料来源：http://www.sdc-foodsecurity.ch；FAO（2008a）；Tefera 等（2011）

插文 7

印度的水果储藏改良

水果和蔬菜的预冷却－葡萄预冷却的概念是上世纪 80 年代引进的，主要在印
度最大的葡萄种植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使用。这种技术曾帮助农民将葡萄出口到欧
洲、海湾国家等地。之后，这种技术被用于芒果、石榴和柑橘等其他水果。
控温储存－21 世纪初，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大量采用控温储存设施后，印
度开始认识到需要建立这种设施。在印度北部靠近苹果产区的地方已经建设了多处
控温储存库，储存能力通常在 1,000 到 12,000 吨之间。此外，印度西部和南部地区
也建设了几处小型温控储存设施。
催熟室－近年来，香蕉、芒果等食品的科学催熟和储存受到极大关注，催熟设施
在多地开始建设。印度南部以及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在这方面发展势头良好。
蒸发冷却储存－蒸发冷却储存系统将温度维持在比田间温度低 10－15 摄氏度
的水平，相对湿度保持在 90%左右。针对不同果蔬商品，其保质期限可延长 3 到
90 天不等。由于蒸发冷却储存系统无需电力维持，因此被称作零电力储存设施，适
用于偏远农村地区，在马铃薯、山药、木薯、苹果、柑橘、青柠和番茄等产品的储
存方面有广泛应用。中央食品技术研究所（CFTRI）和印度农业研究所（IARI）等
研究机构已开发出诸多适用于农村地区的此类设计。
资料来源：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Yes 银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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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冷却器有多种类型，采用各异的技术、设计和规格，可根据不同的用途和
规模加以调整，包括从冷却罐（如印度的 Janita 罐，苏丹的 Zeer 罐），到木炭冷却
器、砖沙冷却室、Naya 地窖（尼泊尔）等各种设施。规格从只能容纳几公斤的小型
容器到容积超过 4 吨的步入式冷却室不等。这些简单、有效且价格低廉的替代选择
通常可根据本地条件和小规模生产加以调整。但目前这些方法尚未被小农广泛采用，
部分原因是缺乏认识和适当的支持与激励措施。

3.1.3

运输、加工和包装过程中的技术解决方案

运输、加工和包装过程中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根据当地实际加以调整，包括考
虑当地的基础设施、经济和人力资源水平以及食品链其它环境的条件。
例如，需要冷藏的技术可能不适用于冷链服务难以保证的情况，例如能源供应
不足、运输服务不可靠或食品链（市场等）中缺乏综合冷链基础设施等情况。有关
冷链的内容参见第 3.2.3 节。
插文 8

两阶段粮食干燥技术在东南亚的推广

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分别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启动了研发计划，旨在应对潮湿热带气候中粮食干燥相关的损失和质量问题，重点
关注稻米业。在东南亚，特别是越南等主要的稻米出口国，缺乏干燥技术是粮食损
失和稻米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晾晒等传统干燥技术无法把水分含量降至 14%这一
长时间储存所需的安全水平。在雨季，水分含量可达 30%以上，同时也很难找到足
够空间和劳动力对粮食进行合理的干燥处理。
理念和影响
两阶段粮食干燥技术的第一阶段是针对水分含量高（>18%）的粮食使用气流
干燥器或流化床干燥器进行干燥，然后利用缓慢的室内干燥过程，将粮食中的水分
含量降至安全储存所需的水平。
澳大利亚国际农研中心计划的成功之处在于开发出一种干燥技术，使满足一级
标准的稻米比例显著提高。该技术在泰国应用广泛，越南和中国对这种技术的关注度
也在不断提高（Pearce 和 Davis，2004）。经济学分析表明，尽管成本较高，但两
阶段粮食干燥技术仍能对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主要得益于质量改进（Chupungco、
Dumayas 和 John，2008）。
问题
菲律宾尚未采纳两阶段粮食干燥技术，无论是技术整体还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近年来，能源价格的上涨使该技术与开发伊始相比吸引力有所下降。在东南亚很多
地方，稻米交易仍以小型交易商为主体，稻米交易周期短，数量小。两阶段技术需
要在干燥设施方面投入大量初始投资（通常包括棚屋空间），也就是说规模越大，
回报越高。这种技术适合大批量稻米处理，因而需要以小规模交易为特点的稻米业
推行结构化变革。
资料来源：Chupungco、Dumayas 和 John（2008）；Pearce 和 Davi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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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应力求低成本，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包括考虑人力资源和食品链的运
行规模。
很多时候，运输、加工和包装过程中一些经济简单的解决方案就能大幅降低发
展中国家的损失和浪费水平（UN Millennium Project，即联合国千年项目，2005；
FAO，2011b）。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一些简单的措施就能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粮食损失与浪
费，如在运粮卡车上罩上防水布，在运输新鲜食品和活体动物的卡车上留出通气孔
防止中暑，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运输时间最好选在晚间，避免货物快速变质
（Foscaches 等，2012）。
如第二章所述，不充分或不适当的包装会成为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因素。适当的
包装，作为减少损失的一整套技术和过程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可以减少食品链几乎
所有环节中的损失（Olsmats 和 Wallteg，2009）。
插文 9

改进维多利亚湖 omena 鱼的干燥技术

新鲜的 omena鱼保质期最长为两天，之后就完全变质，不再适合人类食用。因此，
omena 鱼通常要进行干燥处理。海滩上进行干燥处理往往需要向渔民租用渔网。妇女
使用扫帚给鱼翻面。海滩的卫生条件较差，各种动物在海滩上四处乱跑，也会吃掉
掉落的鱼。较大的 omena 鱼干燥时间较长，在雨季，商贩可能会遭受高达 80%的
经济损失，特别是在连续两天以上没有充足阳光的情况下。omena鱼用密封袋装好后，
要借由公共交通运送到市场。密封袋无法实现空气流通，可能会造成变质现象，特别是
在鱼尚未充分干燥的情况下。
近期，一个帮助社区出口 omena 鱼的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一种新的干燥设计方案，
在一个围挡区域内支起货架进行干燥处理。货架要罩上聚乙烯网罩，防止刮风、尘
土、下雨和其他损害。聚乙烯网罩可以聚热，使鱼在阴天能干燥得更快。要成为这
种干预措施的受益方，商贩们必须承诺在处理鱼时遵守一定的卫生标准，另外还必
须组成小组。这种技术可以根据本地条件进行调整，并且极具成本效益。
资料来源：FAO（2014c）。

插文 10

巴西的塑料食品容器银行

在该系统中，生产者，或者甚至是中间商，会租用适合待运输产品的不同规格
盒子，将这些已经过清洗消毒的盒子运至农村地区。在食品集散站的交货点，生产
者会收到同等数量的空盒子，用于盛放下次运输的货物。同时，倒空货物后的盒子
都要清洗消毒。盒子的制造商表示，该系统可将损失降低 30%，但到目前为止仍没
有详实数据可以得出确切的降损比例。测算这种收益的难点在于生产者和中间商并
未完全接受该系统，因为原本使用的标准木盒对农民而言成本更低，而中间商也能
靠卖盒子赚到利润。而在新系统中，除了无法靠卖盒子获得收入外，生产者或中间
商还需向食品集散站付费才能使用塑料盒子。另外，随着装货和转运活动的简化，
一大批以此为生的工人生计会受到威胁。
资料来源：Belik（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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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后的包装和包装业在应对粮食损失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也可确保食品
安全，为对交易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储存和运输提供便利。包装解决方案还应考虑
有必 要减 少 一般性 浪 费，并根据 本地生产 者 / 包装商以 及消费 者的需求做 出调整
（FAO，2011b）。
现代化包装的发展有利于节约粮食：具体方案从“便于倒空的”包装，到分包
包装、可呼吸聚合物薄膜、防腐技术、气调包装、密封包装、可再封包装，或智能
包装。智能包装可通过传感器跟踪包装内外的部分物理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会影响
产品质量，或可作为产品质量的标志（成熟度、新鲜度）。因此，智能包装可监测
包装内食品的安全和质量状况，为消费者或食品制造商提供早期预警，以更好地支
持决策，使质量依然完好的产品免遭损失。例如，智能包装可以监测包装内的温度
或含氧量。另一项有用技术是监测二氧化碳水平是否升高，这是包装食品变质的主
要指标。使二氧化碳维持在最佳水平对于避免气调包装条件下出现食品变质非常重
要。因此，在食品包装中置入二氧化碳传感器可有效监测食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
的产品质量（Pradeep，Junho 和 Sanghoon，2012）。在食品包装上注明如何保质和
储存的信息也可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运输、加工或包装环节的很多技术解决方案在为人接受或付诸实施时会面临障
碍，需要在供应链的中观层面，有时甚至是宏观层面，推行相应的变革，因为既得
利益和主流做法会成为采纳解决方案的阻力。这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巴西正在部
分城市的食品物流中心开展塑料食品容器银行试点项目（插文 10）。该案例介绍了
实施中长期解决方案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有必要依靠制度性 20 行动来动员供应链
所有行为方，包括私有方。

3.1.4

酒店服务业的解决方案

酒店服务业（宾馆、饭店、食堂、餐饮等等）中的食品服务在粮食损失与浪费
削减战略中可以发挥双重作用，既能减少自身的损失与浪费，又能使自己成为提高
消费者认识、开展试验和了解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场所。Liu（2014）发现，在中国，
消费者层面的粮食浪费大多出现在餐饮业。为减少食品服务和餐饮企业的粮食损失
与浪费，第一步就要测算和了解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数量、类型和原因，以此作为单
个企业制定浪费削减战略的基础。例如，加泰罗尼亚（西班牙）已编写了一份酒店
服务业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指南，里面具体介绍了从库存管理到菜单设计的各种实
用措施（Alícia/UAB，2012）。
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发了一项免费的食品浪费评估工具， 21 其中包括一整套计算
各种浪费削减方案的成本和收益的表格，如源头削减、剩菜剩饭回收利用、动物饲
料、堆肥等。这套工具还能计算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量。
20

此处指制度性安排或治理，即行为方开展互动和制定自身战略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市场
作为一种制度并非受赐于他人，而是由各社会行为方共同构建。

21

http://www.epa.gov/foodrecovery/tool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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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1

美国的无托盘就餐经验

研究人员曾对一所大学里每日供应约 1 000 份餐食的食堂里由使用托盘转为无
托盘就餐对餐盘中浪费现象的影响开展了一项定量研究。研究人员测量了使用托盘
时一周中液体和固体浪费量，随后在实行新的无托盘做法后，再次进行了同样的测
量。食品服务员工受邀参加一个焦点小组，讨论此项措施对其工作条件的影响。研
究 人 员 观 察 到 ， 在无 托盘 系 统 中 ， 每 位 顾客 的平 均 固 体 食 品 浪 费量 大幅 下 降 了
18%，而液体食品浪费量下降幅度仅为 7%。多数员工表示，只要能够真正减少浪
费，他们就倾向于选择无托盘就餐的做法，但又认为这种转变可能会增加餐具被摔
的风险，也会加大擦桌子的负担。此项研究表明，无托盘就餐的做法能减少餐盘中
的浪费量，且顾客和员工都对这种改变表示支持。
资料来源：Thiagarajah 和 Getty（2012）

更先进的系统可监测餐食制作全过程，拍摄剩菜剩饭照片，对丢弃物进行称重。
当代系统可利用与计算机相连的称具，通过确定被丢弃食物的类型和重量来计算损失
的现金价值。
目前已有实证证明，侧重于预防/行为改变的粮食浪费预防和减缓策略十分见效
（见 插 文 11 ）。此类案例 在食堂和餐饮业 中比比皆是。 相关定量案例研究包括
Getlinger （ 1996 ） 对 小学的 研究 、 Li （ 2003 年） 对航 空餐 饮 的研究 、 McCaffree
（2009）、Thiagarajah（2012）和 Cohen（2013）的食品服务系统比较研究，还有
Whitehair（2013）对书面信息对就餐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研究。
酒店服务业为减少食物浪费所采取的单一措施的效果往往难以评估，因为粮食
损失与浪费受多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证据表明，最佳方案是组合使用各种面向
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在巴西和葡萄牙，相对于“无限量自助餐”式的餐馆，“一
公斤”餐馆（即消费者吃多少，付多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能让消费者更近距
离地体会食物的经济价值和浪费的成本（Generalitat de Catalunya，2011）。在一家
“按重量付费”的饭店，消费者有经济动力“避免浪费”，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调整
餐食量，因为浪费的食物本可以通过餐食费用的形式节约下来，因此“减少浪费”
的行为便成为节约餐食成本的一种手段。在葡萄牙，很多餐馆在常规菜单的基础上，
还提供减价的小份菜。

3.1.5

家庭解决方案

正如第 1 章中所述，消费者浪费往往被视为是疏忽的结果，完全可以避免。第 2 章
中详细提及的各项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更加复杂的画面。多数时间里，消费者不愿意
丢弃食物，正因为如此，他们会一直等到产品过期才将其丢弃，甚至明知自己不会
再食用剩下的食物（Evans，2011a）也会如此。在丢弃前，他们会将剩菜剩饭存放
在冰箱或冷冻柜里（HISPACOOP，2012），尽管知道自己可能不会再食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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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MAAF，2013）和葡萄牙（Baptista 等，2012）开展的最近几次调
查中，要求消费者回答的问题是经济危机是否已经减少了他们的粮食浪费。在西班
牙，4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已经减少了粮食浪费，1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对一些
产品进行重复利用，如油。
据 Baptista 等（2012）所做的开放式访谈,这些改变似乎在更大程度上出于道德
方面的考虑，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考虑。有研究人员（Evans，2011a）指出，在
就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研究这一事实本身就往往能在参与研究的家庭中有效减少粮
食损失与浪费。
换句话说，消费者并不希望浪费，他们往往在浪费时会感到内疚，且多数时候
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浪费程度（见上文）。这首先表明，家庭层面的粮食损失与浪费
在很大程度上往往由一些不一定会直接造成损失与浪费的行为引起，且这些行为较
难改变，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复杂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正因为消费者不
希望浪费，因此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浪费程度就可以成为推动改变的一种有效方法。
几项研究（Quested et al.，2013）已具体提出了消费者可用于减少自身粮食浪
费的措施，包括：
-

做好购物规划，避免超量采购。

-

避免冲动购物或提前购买眼下不需要的食品；

-

更好地理解“此日期前最佳”和“此日期前食用”之间的区别（见第 2.2.4节）；

-

在家庭中做好储存和存货管理；

-

准确判断需要烹制多少分量的食品；

-

采用更好的食物烹饪技术，避免由于烹饪方法造成食物无法食用和出现质量
损失与浪费（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以及营养成分含量下降）；

-

充分利用水果和蔬菜，汲取全部营养成分；

-

更好地了解如何通过其他的烹饪方式利用剩菜剩饭，而不是直接丢弃。

3.2

协同一致和集体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由技术或行为驱动的单一行为方解决方案需要克服特定

的障碍才能得以实施。我们在第 2 章中看到，这些障碍通常存在于中观层面，事实
上，这些障碍就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中观根源。
如表 2 所示，中观层面解决方案能在食品链各环节促进投资、良好规范和行为
改变。另外两大类中观层面解决方案则与改进食品链内部协调和食品及副产品再利
用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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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具体介绍克服这些中观层面障碍和应对中观层面根源的解决方案，并将
其分为 10 大类：
1. 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行动中引入食品链统筹方法（3.2.1）；
2. 投资建设基础设施（3.2.2）；
3. 投资于因地制宜的冷链发展（3.2.3）。
4. 发展食品加工（3.2.4）；
5. 确保适当的能力建设、教育、培训和推广服务（3.2.5）；
6. 发挥女性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中的关键作用（3.2.6）；
7. 让公司社会责任发挥作用（3.2.7）；
8. 促进消费者行为改变（3.2.8）；
9. 为“节约下来的”剩余食物赋予价值（3.2.9）；
10. 充分利用副产品、淘汰产品和未食用食品（3.2.10）。

3.2.1

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行动中采取食品链统筹方法

粮食损失与浪费沿着食品链从生产到消费逐步“累积”。要减少一种产品的粮食
损失与浪费总量，就要考虑采用食品链统筹方法，实现整个食品链中各环节的削减。
采用这种方法有 3 个主要理由。
第一是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诸多根源都与食品链中缺乏协调有关（见第2章）。
第二，如第 2 章所述，损失的根源与损失的实际发生可能出现在不同环节。如
把整个食品链纳入考虑，则在食品链上某一环节看似合理的行为或经济选择可能会
导致粮食损失与浪费。
第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食品链某环节所做出的努力，如在食品链早期尽力
保持产品质量，到后续环节中总是会“前功尽弃”。例如，香蕉供应链被认定为是
肯尼亚的一个优先重点。很多着眼于农场层面能力建设的举措都显著改进了收获后
处理，提高了农场输出产品的质量。但供应链早期的这些良好做法并未延续到交易
商身上，因为交易商处理货物数量大、时间长，且在集中交货、运输、熟化和在城
市地区销售过程中承担着最高的风险。采用食品链统筹方法就体现了能力建设活动
要侧重这些交易商的重要性（FAO，2014c）。
对很多细菌污染风险较高的产品来说，确保质量、食品安全和减少粮食损失与
浪费需要整个食品链通力行动。牛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插文 12），因为它是极易
腐败的产品，容易受细菌污染，因此其质量很容易受供应链上各项操作的影响。此
外，劣质牛奶会很快污染整批货物，导致全部被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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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2

肯尼亚减少乳业损失的食品链统筹方法

肯尼亚乳业近年来的发展（FAO，2014b）是供应链上各行为方和不同侧面相
互作用、共同确保质量的典范。随着肯尼亚对乳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主要采购方/加
工商开始支持反向联系，以确保从农民和农民团体那里得到奶源供应。这一趋势也
推动了乳业这个小规模行业不断正规化。
2004 年，肯尼亚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小规模牛奶交易商的参与实现正规
化。国家公布了规章制度，支持肯尼亚乳业管理局为小规模牛奶交易商发放执照。
获得执照的条件之一是配置牛奶冷却系统。此外，还开发了多个培训模块（牛奶处
理、加工和销售），并针对经营收奶中心和加工厂的小规模牛奶交易商制定了良好
操作规范（GMP）。乳业卫生操作规范也相应出台，让整个价值链上所有参与方都
了解符合卫生要求的牛奶处理方法。肯尼亚乳品交易商协会于 2009 年 9 月正式成
立，其目的和活动包括根据培训和认证进行自我监管。肯尼亚乳业管理局通过协会
为 4,000 多个小规模牛奶供应商提供了培训和认证，并发放了执照，而这些供应商
为 10,000 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还有一些项目在世界银行（东非农业生产力项目）、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东非乳业发展计划）、美国国际开发署（肯尼亚乳业竞争力计划）、农发基金
（以下简称为 IFAD）（小规模乳业商业化计划）的支持下推动乳业发展。这些项
目通常是多管齐下，包括支持生产者形成组织以及通过联合批量交付牛奶便于营销
和实现规模经济，此外还包括采取措施提高乳品质量、减少牛奶被拒收现象。
牛奶质量和拒收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奶过程的具体操作细节。例如，在
Mathira 奶农协会中，凌晨 4:30 挤奶，5:00 开始收奶，每辆运奶车每天行驶 3 到 4
小时。每辆运奶车都配备一位质控人员，负责牛奶称量，用检乳器检查质量，偶尔
也进行酒精检测。晚间挤的牛奶需单独检测。
资料来源：FAO（2014b）

3.2.2

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如上所述，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通常需要改进基础设施，尤其是运输、能源和
市场设施。这就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同时还往往需要地方主管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参
与。例如，坦桑尼亚政府项目（MIVARF）正在投资建设市场基础设施、道路、增
值中心（包装厂和食品加工）以及农村金融。
农产品物流涉及供应链上的所有活动，旨在将农场的产品供应与这些产品的市场
需求衔接起来（van der Vorst 和 Snels，2014）。该项目的目的是按照最低成本和适当
的规格（包括质量和可持续性要求），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找到适当的产品。
此类链条上的行为方明白，本来质量过关的产品可能会因为另一行为方的轻率行动而
出现质量下降。因此，需要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来减少供应链上的粮食损失与浪费。
建设适当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仓储设施，是集体层面应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另
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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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3

中国的担保试验：为减少收获后损失而开展的金融创新

中国国家粮食局 2009 年的调查显示，农户的储粮平均损失率超过 8%。损失的
主要原因是储存设施落后。在各种以减少收获后损失为目的的行动中，担保试验最
为引人注目（在中国也叫“粮食银行”）。这是一种准金融机制，农民将粮食“储
存”在一家粮食购销企业，农民拥有粮食的所有权，企业拥有使用权。企业通过购
销粮食获得利润，再将部分利润以“利息”的形式返还给农民。
担保试验最初出现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山东省广饶县。广饶县法院开创了名为
“两代一换”的业务，即法院帮农民代为保存、加工和交换粮食。2007 年，第一家
由官方担保的“粮食银行”在江苏省太仓县成立。该系统为农户提供干燥、加工和
储存设施，从而减少损失。
近年来，该系统不断发展壮大。黑龙江、河南、四川和湖北等产粮大省都已启
动了担保试验。2011 年，据江苏省太仓县测算，担保制度为该县每年节约 3,900 吨
粮食。
但这种做法的推广目前正面临挑战。例如，由于粮价大起大落，山东省昌乐县
超过 90%的担保都遭受了亏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尝试将担保制度作为一项新的
安排加以推广，以期保护粮食，增加农产品市场的灵活性。但是，由于该制度的试
验性质，有很多法律和金融问题仍待解决，需要进一步厘清。
资料来源：http://www.ebdoing.com/Html/News26.htm；Liu 和 He（2012）。

集体仓储可包括收获后损失的风险共担，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的效果
取决于地方的制度环境，如地方机构、合作社或生产者组织的存在。在中国，50%以
上的粮食由农户储存，25%由商业企业储存，25%由当地或中央政府储存，农户储存
粮食的损失率高于公共部门储存的粮食，基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Liu，2014）。
集体仓储可配合“担保”系统，发挥向农民提供信贷的优势。
过去 30 年中，中国在减少粮食损失方面的努力一直以政府储粮为主。近年来，
通过粮食银行（见插文 13）和仓储基础设施，已启动了农户储粮试验。这项补贴计
划于 2007 年在 3 个产粮大省试点，计划将于 2016 年推广到 24 个省份。该计划目标
是覆盖 800 万农民，据测算农户储粮能力将达 550 万吨。与该计划配套实施的还有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农业部共同制定的《蔬菜产业发展规划》，计划从 2011 年到
2020 年大幅减少蔬菜的收获后损失。
肯尼亚有多项举措正在推广和支持玉米的集体仓储，包括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
“采购促发展（P4P）”举措。

3.2.3

投资于因地制宜的冷链发展

很多情况下，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效率取决于更为宽泛的干预，涉及整个食
品链上的私有行为方和/或公有行为方，在以改进物流为主要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尤为
如此。易腐败食物供应链上的冷链管理是潜在解决方案以及实施解决方案所需措施
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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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是指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将温度维持在特定范围之内的一系列不间断活动。
有效的冷链管理从预冷却开始，包括冷库储存、冷藏运输以及销售过程中的冷藏陈
列。根据国际制冷研究所（IIR）的计算，发展中国家 23%的易腐败食物损失都是由
于没有使用冷藏设施（IIR，2009）。
投资支持冷链发展的策略也可从政府和发展伙伴开展的干预措施开始，通过引入
集体冷藏设施来改进发展中国家的冷链基础设施，正如印度的范例所示（插文 14）。
此类干预措施有利于引入集体冷库设施。在肯尼亚，近十年前，日本国际合作署
（JICA）曾与肯尼亚园艺作物发展局（HCDA）合作，联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
引入传统冷库，满足小农的需求。
这些设施的受益者往往是中间商和代理商，而非目标用户（小农）。另一项旨
在支持小农群体的举措是推广相关设施，通过使用标准空调设备达到更低温度，以
取代原有的霜控机制。这项技术在一些国家已广泛采用，如印度、美国和孟加拉国，
目前正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国开展试点。
在突尼斯，冷链开发是粮食安全战略中的一部分内容，战略中同时还包括加强
食品安全和质量监控，与国际标准接轨。此类活动得到了国家冷链计划的支持，为
投资提供了各种激励措施。该项战略十年间已将冷库能力提高了 65%，配备了 3 000
辆冷藏车和 1 500 辆恒温车。其中 70%用于水果蔬菜，主要供出口。87%的冷库能
力由私有部门管理。突尼斯目前还在开发太阳能制冷。然而，冷链的快速发展也遇
到了一些挑战，如由于生产的季节性，部分能力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冷链能力在各
地分布不均衡，缺乏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在出口和国内服务的设施之间存在巨大
差异（FAO 和 IIR，2014）。
插文 14

印度的冷链干预

根据产业界的多项建议，印度政府于 2012 年 7 月设立了一个自治机构－国家
冷链发展中心（NCCD），针对印度的易腐败农产品和园艺产品推广和开发一体化
冷链。该中心的主要目标是就冷链基础设施的标准和规范、人力资源开发准则以及
适当的冷链开发政策框架提出建议。该中心将作为印度冷链开发的节点机构，是该
领域所有未来支持干预措施的中心。作为节点机构，该中心要提出政策干预建议，
开展能力建设和技能开发活动，提出标准和认证建议，并对冷链行业发挥引导和监
督的作用。另外，政府还组建了供应链和物流委员会（侧重收获后的销售）。
国家园艺管理局是农业部农业与合作司下设的一个自治协会，已在制定冷链项
目技术标准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国家园艺管理局、国家园艺委员会和食品加工行业
部等政府机构为新项目以及现有设施的扩展提供经济激励机制，但这些项目必须基
于符合技术标准的当代高效技术。
资料来源：http://www.nccd.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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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发展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指将原材料和中间成分转化为可供人类食用产品的过程，旨在改善可
消化性、营养成分和能量的生物可供性、味道、外观、安全性、耐储存性和配送。
食品加工是稳定和保存易腐败产品的一种有效途径。保存工艺，如罐装、巴氏灭菌
和杀菌以及包装技术都会延长产品的保存期限，从而减少食物链上的损失和浪费
（Langelaan 等，2013）。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开展努力，鼓励将水果蔬菜加工成干制/脱水产品、果蔬汁、
浓缩汁、果酱和果泥，作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项措施，尤其是在旺季或丰收
时（见第 3.2.5 节插文 18）。
发展食品加工需要以一种协同一致的食品链统筹方法开发适当的加工技术和基
础设施（如气调包装，见插文 15），还需要更好地获得和了解食品链上的各项技术
（FAO，2013d）。
投资建设食品加工基础设施（包括包装）也可被视作一个巨大的机遇，能推动
改善粮食安全状况，特别是以可持续方式满足都市地区不断增长的需求。
要制定食品加工业发展战略，应先把握市场需求和预测情况，了解需要克服的
瓶颈问题，开展行业特点分析。将对这些行业与市场的了解与供应链结构信息组合
起来就可以找出市场潜力，因为这正是制定商业计划以及让投资、技术供应方、机
构和企业家参与进来的重要驱动因素。这种方法的一个范例是埃塞俄比亚一项关于
食品加工和商业机会的研究。此项研究通过分析当前的市场情况和瓶颈问题，试图
找到可以改进各层面食品加工与保存的潜在干预措施（Soethoudtdeng，2013）。这
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食品加工基础设施的结构性投资若要成功，除了应对技术挑战
外，还必须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建立合理的联系和采取合理的行动。

插文 15

鲜肉供应链中的气调包装

过去 10 年中，荷兰鲜肉产业的重大转变对整个肉类产业都产生了影响。1995
年，95%以上面向消费者的鲜肉产品都以散装或放到白色的泡沫塑料盘上，上面覆
上一层拉伸膜的包装方式出售。10 年后，约半数肉类产业都转而采用气调包装技
术。令人惊讶的是，1964 年荷兰就已经首次试用此项技术，但此项技术却用了 40
年时间才征服荷兰的肉类产业。此项技术大幅减少了鲜肉销售中的产品损失。
资料来源：Thoden van Velzen 和 Linneman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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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确保适当的能力建设、教育、培训和推广服务

通过教育、培训和推广服务等形式为农民和食品链上所有行为方提供能力建设，
是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一项重要工具。食品链上各环节都需要开展能力建设。能力
建设包括通过社区层面的信息共享和农民田间学校改进生产实践。应设计实施相关
计划，提高食品链改良、增值、包装、HACCP 系统、质量和安全、良好规范、分类
与分级、运输、可追溯性以及储存方面的能力。
这些主题可纳入关于收获后问题的专门研究计划（FAO，2013d）。例如，世界
蔬菜中心 22 在坦桑尼亚设立的收获后培训和服务中心为农民、交易商、加工商和销
售商提出了一整套适合本地的收获后技术和营销方案。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专业人员操作、保养和维修机械设备以及物流链上司
机和工人合理处理产品的能力。此类行动可建立在其他行业和国家的经验和良好规
范基础上。
能力建设可采取多种形式（见插文 16）。有必要设立正式和非正式机构为所有
行为方，尤其是小规模行为方提供服务，其中也包括师资培训（见插文 17）。
知识获取被认为是一个关键领域（FAO，2013d），其中建立网络联系有助于
共享知识能力、创新和良好规范（见插文 18）。

插文 16

拉丁美洲预防粮食损失的能力建设举措

美洲间农业合作研究所（以下称 IICA）通过调查发现，主要国内消费品中存在
丢弃率高的问题，安第斯山脉区域马铃薯的丢弃率高达 40%，海地的蔬菜丢弃率为
35%。出口作物损失水平也很高，如厄瓜多尔的香蕉或加勒比国家的南瓜。缺少冷
链设施，处理和包装措施不当，生产者因缺乏市场和气候信息而对种什么、在哪
种、何时种而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都是研究中发现的主要原因。研究提出的解决
方案是在培训、设备和市场信息方面进行投资。在美洲 间农业合作研究所的倡议
下，多所美洲大学和当地组织签订了伙伴关系协议，同时也为这些项目获得国际赠
款提供了可能（IICA，2013）。
另一方面，利用同样的诊断结果但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拉美的基层组织也在
推动在生产者之间开展信息交流。“农民对农民项目”等活动推动了生产者之间的
技术交流以及农民的考察和培训。该项目运用农民祖传知识在简单技术的应用方面
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IFAD，2010）。依据同样的理念，农民知识传播也得到
了粮食第一研究所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推广。其他重要组织，如“农民之路”和国
际行动援助组织，也都在为类似举措提供支持。
资料来源：IICA（2013）；IFAD（2010）

22

www.avr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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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7

有关易腐败产品收获后处理的师资培训

收获后教育基金会（PEF）是一项私有部门举措和一个非政府组织，就包括水
果、蔬菜和块根作物在内的易腐败商品收获后处理的方方面面为发展中国家的年轻
人提供培训。该项目的培训对象包括收获后处理各方面涉及的利益相关方群体。培
训主题包括何时收获，如何保证食物安全可食，如何清洗、包装和储存新鲜食品，
如何将易腐败食品加工成具有较长保质期的产品。通过培训，培训学员可以 与农
民、食品交易商和销售商直接合作，解决各自国家的收获后问题，此外还可以用自
己的本地语言提供信息和开展示范和教育。自 2011 年起，收获后教育基金会已为
17 个国家的学员（本文称其为骨干培训师）提供了长期强化培训。这些培训师随后
将在各自国家再度组织培训，将所学知识和技能继续传播出去。培训方法包括一本
书面培训手册（Kitinoja 和 Kader，2003）和一些田间作业安排，确保学员能够掌
握第一手实践经验。
资料来源：www.postharvest.org

插文 18

共享减少收获后损失的知识和技能：卓越网络项目

“收获后粮食损失卓越网络（NoE）”倡议是由荷兰牵头实施的一个公私合作
项目，在非洲、亚洲和拉美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发并应用有关易腐败食品
收获后事务的知识。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减少食品供应链上的损失，提高供应链的总
体效能。NoE 项目的预期使命包括：促进目标国家食品链各行为方和利益相关方获
得有关各种收获后问题的知识，提高供应链效率；充分运用这些国家中公共和私有
组织的经验；对收获后开发和粮食损失减少进行统筹考虑；针对各行为方提出的收
获后问题采用需求驱动的方法启动相关行动；与发展中国家较活跃的网络建立联
系，包括知识研究所、推广服务提供方、食品链各行为方、非政府组织。其中一项
重要活动是与区域应用研究所建立能力网络，共享框架、工具、方法和最佳规范。
资料来源：van Gogh 等（2013）。

3.2.6

发挥女性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中的关键作用

在多数农村社区中，女性占农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在粮食生产劳动力中占比
最高达 80%（如 Humera 等，2009 有关巴基斯坦的案例研究）。
女性在收获后处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包括粮食的干燥、脱粒、去壳、
去皮、分级、清洗、初加工和储存工作（如 Sidhu，2007）。这些任务辛苦乏味，
据记录，这些收获后活动中损失比例很高。
除粮食作物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负责种植和加工高度易腐败作物，如
水果、蔬菜和块根作物。此外，女性还负责保存和储存诸如奶、肉、鱼等食物。
发展中国家女性虽然在从生产到食品加工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收
获后处理活动中仍面临众多阻力。她们多数缺乏知识，也难以获得良好加工方法和
有效的加工工具。此外，她们往往得不到培训机会，因为负责开展此类能力建设活
动的多数生产者组织都由男性主导。因此，女农民最终只能生产质量下乘的加工产
品，无法达到市场标准，因而或被丢弃，或以低价卖到其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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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9

肯尼亚 Ukambani 地区的女性通过加工水果获得利润

芒果是肯尼亚东部省出产的主要水果，生产季节为 12 月到 3 月，旺季会出现产
量过剩的情况，加之市场有限，导致芒果损失严重。果农向交易商出售的价格是 4 个
芒果 10 先令（0.1 美元），而交易商把芒果运到城里的市场，售价是 20 先令（0.25
美元）一个。贫瘠土地资源管理项目（ALRMP）与欧盟合作，启动了一个旨在为该
地区低价值产品增值的项目，意在为社区和女性赋权，使其通过水果加工获得最大利
润，减少损失。果农们意识到，以前烂在地里的芒果和木瓜从此不会再被浪费了。
Migwani 地区一家叫做“Kithethesyo 妇女自助小组”的本地非政府组织已从中
获益，ALRMP 项目为该小组提供了培训，并为 40 名小组成员预支了 315,000 先令
（4,200 美元），用于购买水果加工设备。
这对于妇女小组来说是个转折点。小组组长 Phoebe Kasee 表示，“这台机器不
到 1 小时就能挤出 100 升芒果汁和木瓜酱”。她解释道，果汁中加入防腐剂、热水
和柠檬酸就可制成丰富美味的天然果汁，可与市场上的其他产品媲美。 Kasee 表
示，“芒果汁的保质期是 18 个月，木瓜酱保质期是 36 个月”。她承认，由于芒果
汁每升售价 80 先令（1 美元），木瓜酱每升售价 120 到 150 先令（1－2 美元），
因而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Kasee 说：“通过果汁产品，我自己有能力建一所体面的房子，让我的孩子接
受教育”，而过去一个人靠种植芒果和木瓜要得到 2,000 先令（约合 30 美元）的收
入都很难。
资料来源：www.coastweek.com。出版日期：5/3/2010。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发展合作伙伴实施了很多举措，希望通过水果和蔬菜等易
腐败食用农作物的增值和销售活动改善女农民的生计。这些举措可以带来双重收效，
既实现农村女性的经济赋权，又减少易腐败商品的收获后损失。
在肯尼亚，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与肯尼亚农业部联手开展的活动已为农
民（尤其是女性）提供了相关培训，帮助他们对水果和蔬菜进行日晒干燥处理以及
用水果和蔬菜生产果汁、果浆、果酱和酸辣酱等产品（见插文 19）。

3.2.7

让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作用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年度业务报告中添加了一个章节，用于详细阐述企业活动所
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有利于建设更加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企业社会责任（CSR）方法可以对利益相关方和股票市场的投资决定起到引导
作用，有利于被划定为“绿色”企业的市场价值。在制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目标
时，被定位为“食品链协调点”的企业可在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削减过程中发挥特殊
作用，其影响可能超越国界。
在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方面，企业可以承诺提高透明度（见插文 20）并汇报以
下内容：(i) 业务活动中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监测；(ii) 在业务活动中粮食损失与浪
费的削减情况；(iii) 与供应商在消费者层面或其他层面合作开展的、有利于推动粮
食损失与浪费削减的其他活动。

85

插文 20

零售商在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方面的透明度及行动

2013 年 10 月，英国零售巨头乐购宣布将公布自身业务和整个供应链中的粮食
损失与浪费相关数字。这些数字的透明公布被认为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乐购承
认，仅 2012 年上半年，其卖场和配送中心就产生了 28,500 吨的粮食损失与浪费，
随后英国其他零售商就面临着很大的行动压力。为响应此举，零售行业的组织“英
国零售协会”于 2014 年 1 月宣布，乐购、阿斯达、塞恩斯伯里和莫里森四大超级
市场以及玛莎百货、维特罗斯和 Co-op 将定期公开旗下门店的粮食损失与浪费情
况。首批数据将于 2015 年初发布。
荷兰最大的零售商阿霍德集团自 2011 年起便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公布粮食
损失与浪费数据。2012 年，粮食损失与浪费占食品销售总量的 1%到 2%之间，新鲜
食品的损失和浪费率介于 2%到 3%之间，干制食品的损失和浪费率在 0 到 1%之间。
资料来源：乐购（2014）。

阿根廷的 CANALE 集团正在支持一项计划，通过在 90 多所学校开展培训活动
来促进可持续粮食消费。在 3 年时间内，共有 2 000 名儿童和 100 名教师接受了培
训。MONDELEZ 公司与阿根廷红十字会合作，针对适于食用但由于外观缺陷而滞
销的新鲜果蔬共同实施了一个再分配计划。2009 年到 2012 年，该计划为超过 23 万
人提供了 360 万吨以上的新鲜果蔬。

3.2.8

促进消费者的行为改变

对消费者的调查研究表明，消费者基本上不了解自己的粮食浪费水平。第一步
应该是提高人们对家庭层面粮食损失与浪费量及其相关成本的认识。消费者行为错
综复杂、相互关联又自我强化，而自我认识可以成为改变行为结果的一个强有力驱
动因素（Bond 等，2013）。
要想减少家庭层面粮食损失与浪费，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影响人们的行动，
二是对出售的食品进行调整，如改变包装或延长保存期限（Quested 等，2013）。
减少发达国家的粮食浪费挑战尤大，因为这与个人行为和对食物的文化态度密切
相关。可通过提醒消费者注意问题的严重性和了解减少食物丢弃的家庭策略来减少
浪费。宣传、教育以及可能的立法也有助于减少食品服务和零售业中的丢弃和浪费
现象。推动被认为是在面临复杂行为挑战的背景下能有效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一种潜在
工具，其字面意思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推动（轻推）某人。推动能通过改变选择的外部
环境，以非胁迫方式刺激做出特定的产品或行为选择。目前，有关如何创建将消费者
朝着健康可持续食物选择的方向推动的社会环境，我们仍需要更多依据（Bond 等，
2013）。当前的一些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举措（见第 3.3.3 节）广泛采纳了这些方
法，如西伦敦的“爱惜粮食，拒绝浪费”行动和荷兰的“粮食战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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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1

“巴西厨房”：充分利用水果和蔬菜及其营养成分

粮农组织目前支持的一项举措值得关注，该项目名为“巴西厨房”，由巴西企
业界利益相关方组成的 SESI 组织负责开发。该项目的目的是让巴西的贫困家庭以
及各地工人和学生餐厅的厨师了解如何充分利用食物。“巴西厨房”项目于 2008
年启动，拥有一支由 33 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车上配有试验厨房、营养师和一个可
向公众和粮食及营养培训师和教员免费讲授课程的教室。这些卡车会开到偏远的农
村地区和大城市里的贫困小区，并在这些地方驻扎 4 或 5 天，讲授如何将橘子皮添
加到木瓜汁中，做粉色意大利烩饭（使用甜菜根、茎和胡萝卜皮），用剩饭做披
萨，做通心粉派，用香蕉皮做香蕉派等等。通过交流和培训，“巴西厨房”项目已
在乌拉圭、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莫桑比克实施了类似项目。
资料来源：http://www.sesipr.org.br/cozinhabrasil

减少食物浪费的重要意义、影响全球消费者粮食浪费的因素以及相关的行为方
层面解决方案（见第 3.1.5 节）都往往需要在消费者群体中进行宣传，也需要沟通和
提高认识。零售商由于最接近消费者，因而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消费者减少粮食
损失与浪费，倡导可持续消费。例如，2012 年全欧洲的零售商和零售商协会签订了
一项自愿协议，参与减少消费者浪费的认识提高活动（欧洲商业，2013）。媒体、
网络和电视节目，如美食节目，也可成为这方面的有效媒介。培训计划可教授如何
利用剩饭剩菜、蔬菜根茎和果皮制作酱汁、香料和果汁（见插文 21）。
其他解决方案则包括为消费者引入智能包装等各种技术方案，或在餐馆引入或
开发“打包”的做法。
减少消费者浪费可能需要政府干预和食品行业本身的支持与配合，如改进食品
日期标识的清晰度和食品储存建议，或确保提供不同规格的包装或份量，以满足不
同家庭的需要（Parfitt、Barthel 和 Macnaughton，2010 年；Kessova，2013 年）。
最后，减少消费者浪费有助于重新分配食品支出。例如，英国的实证（WRAP，
2014）表明，消费者会利用减少损失与浪费节约下来的一部分钱去“花更多钱购买”
高价值食品。因此，这种方法有助于动员零售商与生产商参与行动，让他们能在维
持销售额的同时，为减少消费者食品浪费提供支持。

3.2.9

为“节约下来的”剩余食物赋予价值

如上所述，向消费者提供标准化产品是当代零售系统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
一个主要原因。按照第 1 章中有关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的定义，在传统系统中，产品
会随着质量变化逐步丧失经济和交换价值。通常情况下，产品仍在出售或交换，只
不过价格在逐步下调。例如，据粮农组织在肯尼亚就多个产品开展的研究显示，不同
销售价格反映出不同水平的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FAO，2014c）。在现代化、标准
化体系中，产品被定义为可出售或不可出售。当产品不再具有可出售所需的质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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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与其可食性无关），就会“瞬间”失去所有经济价值，正如日期标识相关困惑所展
示的那样。临近过期日期的产品会打折出售。但如果商店或零售企业的运作模式以强
调质量和新鲜度为基础，那么这种打折制度就不可行（Silvennoinen 等，2012）。
其它替代型分配系统可为此类产品赋予某种价值。在美国，一些零售商会打折出售
这些产品（NRDC，2013）。据西班牙的一项调查（MAAF，2013），半数以上的
消费者回答说自己愿意购买此类产品。本地市场可协助销售那些保质期较短或未能
满足大型零售商外观标准的产品。
一直以来，剩余食物再分配都是作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方式加以推广。以
往研究侧重于剩余食物的用途，仿佛这些食物已经脱离了市场机制。近期的研究对
此提出了质疑，强调实践永远无法独立于其市场属性、环境和社会关系。再分配链
条上市场权力的不对等、产权以及其他法律问题均会影响再分配的效率和公平性
（如 Midgley，2013）。
有时，如果节约粮食的行动成本并不很高，且节约下粮食的用途较为简单（如
粮食可存留供日后食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会带来明显的收效。
但有时，再次分配节约下的食物可能会带来食品质量、运输和保存成本方面的
新风险，并可能对本地食品价格带来潜在影响。食物再分配需要额外的劳动力、储存、
检验和监测能力。如果节约下的食物过于分散、难以判断质量或难以运给需要的人，
那么就应当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节约食物。
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起初是一项非政府举措，它以一种协会的形式收集食物，分发给有需
要的人（Schneider，2013a，b）。
在食物银行的传统模式下，加工商、批发商和超市会将商业价值所剩无几但仍
可供人类安全食用的食品（生产过剩、供应过剩、超出保质期或滞销的库存）捐赠
出来。促使食品链中各行为方向食物银行捐赠食品的原因多种多样。生产者可能会
将已经成熟待采收但市场价格不足以收回生产成本的产品捐赠出来。加工商可能将
在包装、标签方面存在问题的食品或由于采购方取消合约造成的剩余产品捐赠出来。
流通零售经营方可能将失去或即将失去商业价值而无法出售的产品捐赠出来，如临
近保质期或受损伤的水果和蔬菜。它们还可能将因对销售量预测不准确而导致的积
压产品捐赠出来。
不同国家的食物银行模式相互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在该系统
的设计、支持和监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相关含义方面。因地方实际和历史不同，
赋予食物银行的作用也各有不同，从较传统的为社区提供扶持，到为社会保护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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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规化的贡献。这些功能需要公共部门的参与，包括为食物银行提供支持和制定
具体规则和激励机制，同时确保将免费食品分发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食物银行的良好运作离不开食品链各行为方之间的联手合作（共享有关剩余食
物的相关信息，并将这些食品分类和运送到统一再分配点），离不开食物银行协会
工作人员（往往是无偿提供服务）的共同努力。它还离不开在食品链中发挥辅助作
用的其它专业的自愿参与，如物流、信息技术和法律服务。
国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在税收优惠方面确保提供有利于捐赠的制度环境
（Aiello、Eneo 和 Muriana，2014），并提倡公民责任。《仁慈的撒玛利亚法》
（见第 3.3.2 节）也可能会减少捐赠方的责任，鼓励捐赠食品。公共部门也可以在此
类系统的监管中发挥作用，例如确保在食物银行的运行中防止免费食品重新流入市
场。近年来，私有化和政府补贴（直接和间接）的例子已不断涌现，如在南非。
食物银行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及饥饿的认识（Segrè，2013），并
示范说明个人和企业社会责任如何能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并帮助有需要的人实现
粮食和营养安全。食物银行并不会对零售业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或造成饥
饿的根源产生作用。其目的并非是为零售业遇到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些问
题包括零售商将系统成本转嫁给供应商和消费者，或零售商不愿放弃在店内囤积超
出消费者实际需求的大量货物的做法（Riches 和 Silvasti，2014）。食物银行通过为
可食用的食物赋予一种原本可能会丧失的价值，从而成为在零售业可食用食物大量
损失而同时部分人口却无钱购买食物背景下的一种“次佳”解决方案。
食物银行的巨大规模及其在部分国家保障很大一部分人群获得食物方面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如美国的“养活美国”项目为 3 700 万人提供支持，欧洲的欧洲食物
银行联合会覆盖了 520 万人 (Schneider，2013a，b) ），让食物银行发挥了事实上的
社会保护作用，这一作用得到了零售商与消费者的支持，往往还会获得公共资金的
扶持，最终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促进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这凸显了食物银行良
好治理的重要意义。公共部门对食物银行表示出来的兴趣和提供的支持就足以证明
食物银行的作用。一旦食物银行能够得以合理管理和治理，它就能通过为有需要的
人提供食物和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为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3.2.10 充分利用副产品、废弃产品和未食用的食品
在食品加工业中，进入工厂的很大一部分原材料最终被作为副产品。与食品链上
的主要产品相比，这些副产品的利用需要不同（且往往技术上更加复杂）的加工方式。
因此，这些废弃产品中很大一部分仅能得到有限的回收利用，如用作动物饲料、
技术应用和肥料生产（通过制作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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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果、蔬菜和块根作物的生产分为多个环节：预冷却、清洗和消毒、去皮、
修整、去籽、分切成特定规格、挑拣残次品、浸渍、干燥、储存、包装、贴标识和
配送（James 和 Nagramsak，2011）。各环节的产业化可为更好地回收利用副产品
创造机遇，包括用副产品生产果汁和果酱（Verghese 等，2013），制作饲料，用于
生物能源生产和（或）制作堆肥，特别应在农村地区实现本地化生产。这样一来，
这种方法还能降低运输成本，减少城市垃圾。
畜牧业可以更多地吸收无法通过再分配或食物银行重新供人类食用的工业或餐
饮业回收食品，前提条件是这些食品用作饲料时不会产生任何健康风险。此类食品
包括面包、碎饼干、残次但安全的加工食品、包装不当的产品（包装内容错误、包
装受损）以及大型活动的剩余食物。是否成功取决于各类做法、过程和政策参数，
如安全性、可追溯性、材料和经营方清晰的法律地位以及成本。 23
技术创新有助于充分利用副产品和废弃产品作为食物或饲料（插文 22）。
闭环供应链模式（全球环境基金，2010，2014）的发展是协调所有行为方齐心
协力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另外一种途径。在这种模式里，各种形式的损失或浪费
都尽可能地被返还到价值链中（如包装垃圾得到重复使用）。由于外观原因被划为
较低质量等级的食品以及零售商或制造商的剩余食品将通过替代途径（成本更低的
途径）得到利用，而食物浪费将作为副产品得到利用，如运用适当技术将废弃物转
化为能源。粮食浪费部分还可用来喂养昆虫，这些昆虫中有一部分能用于制作富含
营养的饲料或食品（见插文 23）。
图6

农产品生产与最终用途图示

生产
其它用途

饲料

不可食用

堆肥

能源

粮食损失与浪费

丢弃或填埋

已消费

膳食

最终用途
农产品的用途包括用作食物或非食物。非食物用途包括饲料、堆肥和能源。作为食物的农产品可分为三个
部分：已作为膳食成分食用；不可食用部分被用于生产饲料、制作堆肥、生产能源或送进填埋场；粮食损失与
浪费，最终可能进入填埋场，但也可能被用作饲料、堆肥或能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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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相关的废弃物（包括可食用和不可食用部分）是浪费总量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农村地区，食物性垃圾很容易被用作饲料，或直接或通过堆肥的方式变成有
机肥。在城市地区，食物性垃圾无法充分回收，是浪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人
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在进行填埋处理时，有机废弃物还是甲烷的重要源头之一。经
过分类和处理后，有机废弃物可再度利用转化为堆肥，甲烷可作为能源，这两种方
式都能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带来的环境影响，且能产生经济效益。例如，很多公司
目前正在生产厌氧发酵池，可用于厌氧发酵产生可燃气体，能回收部分经济成本。
插文 22

废弃产品回收利用实例

印度的米糠利用
印度是一个稻米生产大国，脱粒厂和传统稻米加工厂产出大量米糠，但由于脂
肪酸含量较高，米糠质量较差。产出的米糠不纯并混有稻壳颗粒，主要用作锅炉填
料以及肥皂制造业的原料。国家实验室和其他机构已开展了研发工作，旨在稳定米
糠质量，以提炼价值较高、富含抗氧化物的可食用米糠油。从米糠中提炼可食用油
的过程通过溶解萃取完成，此过程中可产生大量有价值的副产品。这极大促进了国
内的米糠增值活动，目前稻米加工厂产出的大部分米糠都用来萃取。食用级米糠油
目前被用作烹饪用油，也与其他食用油混合制成“健康油”出售。
荷兰的明胶生产
疯牛病的暴发严重破坏了人们对传统明胶来源（包括牛皮和牛骨等）的信心。
明胶价格走高催生了替代性生产流程。荷兰企业 Ten Kate Vetten 就是一个成功的范
例；他们在生产过程（主要是从生猪屠宰的副产品中提取脂肪）中引入创新，可从
加工废水中分离出高质量明胶。（温和的）脂肪提取过程进一步有助于将其他蛋白
质产品用于宠物饲料。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开发出获得专利的创新工艺，能支持高质
量明胶的回收，另一项外部原因是疯牛病的爆发刺激了对安全明胶的市场需求。
荷兰淀粉行业的蛋白质回收
近年来，荷兰的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 AVEBE 开始（通过一家名为 Solanic 的新
公司）从以往的废水中回收蛋白质。按年均生产能力（250 万吨马铃薯，相应种植
面积为 55,000 公顷，生产淀粉 700,000 吨）计算，AVEBE/Solanic 能生产 25,000
到 30,000 吨优质马铃薯蛋白质（FoodChain，2009）。这种以副产品为主的原料新
来源可替代 15,000 公顷蛋白质作物种植面积（蛋白质的平均生产率为 2 吨/公顷）
（Vereijken 和 Linnemann，2006）。

插文 23

将废弃物变成富含营养的食品和饲料：蠕虫和昆虫的潜力

世界上被人类食用的昆虫约有 1 900 种，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昆虫是优质
食物和饲料，具有极高的饲料转换率，其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极低。利用蚯蚓和微生
物等腐生物将有机废弃物制成堆肥是一种常见做法。一些昆虫物种，如黑水虻和家
蝇的幼虫以及某些粉虫物种可以利用有机废弃物喂养，这种做法可减少环境污染，
并将废弃物转化成高蛋白饲料，用于替代鱼粉等较昂贵的混合饲料成分。多数试验
均局限在实验室范围内。开发大规模工业化养虫技术并使之标准化可能成为一种全
新的经济产业。然而，面前还面临着尚未解决的生物和非生物双重挑战，如饲养、
自动化以及与病原、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等相关的安全性问题。
资料来源：van Hui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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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动和扶持个体和集体变革
我们在前几节中已经看到，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多种多样，来自不同行

为方，处于不同层面。如第 3.1 节所述，其中部分根源可通过行为方层面的技术解
决方案得以解决，而其他解决方案则处于中观层面，需要协同一致的集体行动才能
解决。为确保具体落实，这些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解决方案往往需要一个
有利环境。
我们已经看到，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多种根源以及合理的解决方案都与行为或
经济选择相关，它们在食品链某一环节看似合理，但却会对食品链其它环节造成粮
食损失与浪费。例如，农民决定扩大耕种面积，却可能因市场状况原因不一定采收
所有作物；食品链代理商可能在考虑销售潜力以及市场变化的前提下做出囤积食品
的决定；超市希望表现出货源充足以吸引客户，等等。
在考虑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时，应为粮食损失与浪费行为最初针对不同行为方
“保证”的不同“功能”找到“替代方案”。
还有必要考虑粮食损失削减措施对整个粮食系统产生的影响。例如，生产链初
始环节出现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可能会给直至消费者的其它一些环节带来“间接”影
响，并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一些研究（Rutten，2013；Godfray 等，2010）指出，
在生产环节减少损失会给下游环节供应更多粮食，这可能会增加粮食系统下游环节
的浪费，而消费者由于受到产品品种丰富、价格可能下跌的诱惑，购买更多粮食，
导致浪费的可能性加大。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在食品链全过程落实配套措施，改变
“心态”，那么说不定在收获后层面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反而会导致消费者层面浪
费加大。
本节中，我们将说明中观层面解决方案将如何有助于解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个
体和集体根源。
首先，要解决可能导致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内在经济行为因素，并找出粮食损失
与浪费削减行动中的赢家和输家，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分摊成本，或解决“赢家输
家”局限问题。这一点将在第 3.3.1 节中具体探讨。
其次，可在政策层面针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采取适当的宣传、支持或激励措
施。政策中可采用激励机制（包括税收）、规章制度以及行动协调等方法，同时也
可提供总体方向或远景，确定各项行动的优先重点。涉及粮食损失与浪费（或能刺
激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政策措施可采取多种形式，并纳入不同领域和各类政策
中，有时甚至纳入其它行业的政策中。还可采用为粮食损失与浪费制定专项政策的
形式。这一点将在第 3.3.2 节中具体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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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第 3.3.3 节将要说明的那样，多利益相关方举措可发挥重要作用，以
提高认识，倡导和动员所有行为方共同从国家到国际层面确定和实施粮食损失与浪
费削减行动。

3.3.1

考虑成本效益，克服“赢家输家”局限

粮食损失与浪费对各行为方而言都意味着成本，从遭受收入损失的生产者，到
浪费开支的消费者均是如此。考虑成本效益十分重要，这样才能克服“赢家输家”
心态对个体和集体行动造成的障碍。
然而，个体和集体层面存在减少损失的潜力以及应对损失的解决方案（技术、
各种措施的组合），如第 3.1 节和第 3.2 节中提出的方案，这一事实本身仍不足以成
为实施的动机。不同层面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行动并非没有成本。此外，如果将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情景和粮食损失与浪费减少的情景相比，就会出现赢家和输家。
最后，粮食损失与浪费减少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相关的成本）会沿着食品链逐步扩
大，对某些人带来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对另一些人则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任何决策者在采取旨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或措施时，相关
成本和收益往往不仅仅由决策者本身承担，同时也会波及到食品链上其他利益相关
方以及与食品市场相关的其他产业。
对每个行为方以及对整个社会而言，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收益是否大于削减
措施的成本是重要问题。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边际成本超过其边际收益，保
持损失状态反而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因而，总是会有一定数量的粮食损失与浪费
（Stuart，2009），同时我们也从第 1 章中看到，确保粮食供应的“稳定性”也可能
导致人们容忍一定程度的粮食损失与浪费。
从社会和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数量多少才是“最佳状态”？
是不是在某一点上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措施的成本会远远高于收益？在把握最佳机
遇的前提下，需要采取哪些重点行动？成本会出现在哪些环节？收益又会出现在哪
些环节？
要回答这些问题，实施粮食损失与浪费解决方案，制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政
策，首先就要开展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影响，提出各种情境，评价赢家和输
家状况，以确保落实合理的激励机制或补救措施。影响模型对于评价事后变革以及
向新的组织或技术模式转型都非常有用（HPLE，2013）。
一些问题增加了粮食损失与浪费成本效益分析的复杂性：
1.

行动成本（如，旨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投资，包括收获、处理、储存、配送、
销售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或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措施带来的成本可能直接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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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行为方身上，或落在某个群体身上，而相应的收益却为他人享受。损失和浪
费的减少对某些行为方和整个社会可能有积极影响，但如何为承担大部分成本的
行为方设立适当的行动激励措施，如何补偿受到削减行动不利影响的行为方？
2.

食物链上的行为方会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的结果做出反应，并调整他们的行
为。 24 例如，市场供给和市场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会改变对于成本和
收益的最初假设。生产者、供应链中游（如加工商和批发商）和下游的各行为
方、零售商和消费者究竟会如何反应？在推理论证中如何考虑这一点？

3.

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措施的很多收益都具有积极的外部影响（如减少对环境的
压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定价体系（综合考虑负面外部影响），那么在分析中
如何考虑这些因素才能确保定价体系不被扭曲？

4.

社会、文化和健康（食品安全）负面的局限因素可能会限制行为方实际可能减
少的粮食损失与浪费量。如何考虑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措施的社会、文化和健
康成本与收益？

5.

成本和收益都很难确定，包括宏观层面行动的成本和收益，例如政策干预。在
斟酌该在哪个层面开展行动时，应如何考虑不确定性？

6.

粮食损失与浪费不是需要优化的单一变量：它涉及各种食物，涵盖供应链各环
节，可能还包含不同环节和层面（微观－中观－宏观）的各类措施。理想的情
况下需要大量信息和数据，而当前可用的信息则极为有限。

7.

最后，还需考虑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的经济方面，因为质量损失往往同产品价值
的损失挂钩；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行动往往也会减少粮食质量损失与浪费，
因而会提高产品价值。
所有这些内容都说明为什么关于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成本效益分析挑战性极大。

它也解释了为什么现有研究数量很少，且多数都是在特定的地方背景中针对某个产
品和技术开展的案例研究。 25 这些案例研究都是基于点的研究，未能反映出“规模
扩大”后可能会降低成本的重要影响。很明显，这些案例研究也无法复制到其他迥
然不同的区域和国家环境中。此外，这些研究有失全面，未能将所有措施、所有产
品以及所有行为方都纳入考虑范围。近期有些研究尝试在英国开展综合全面的成本
效益测算，分析实际节约情况；另外还尝试在欧盟开展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情境
做全面成本效益测算（见插文 24），但研究结果仍有待充实。目前甚至尚无可以参
考的全球性研究。
同样，粮食损失与浪费与粮价之间的关系也缺乏定量证据支持，粮价作为一个
重要的粮食安全变量，对贫困人口尤为重要。这些关系非常复杂，影响可以是正面
的，也可以是负面的。
24

有关消费者行为方面的内容，参见第 3.2.9 节。

25

在微观层面，对成本方面的技术和做法仅有少数记录，如利用蒸发冷却器延长食物保质期，使用塑料储存
袋和小型金属粮仓减少储存损失，在装卸和储存中使用塑料货箱（Lipinski 等，2013）。

94

插文 24

减少食品链中粮食损失与浪费所产生的影响：经济建模分析

Rutten 等（2013）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欧盟家庭和零售业减少粮食浪费的
可能影响。此项分析基于一个简化的理论经济框架，侧重于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及
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的福利影响。模拟分析表明，如果消费者粮食浪费减少
40%（假设减少成本为零），将使家庭福利增加，每人年均可节约 123 欧元，相当
于欧盟家庭平均食品预算的 7%。非食品行业将受益于节约下的食品支出的再次分
配，而食品行业则会遭受损失。但是，粮食浪费削减零成本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模型
分析高估了实际影响。
需要谨慎看待这些结果，因为运用当前的经济建模工具组合（如，市场模拟模
型、部分均衡模型、一般均衡模型）开展此类分析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局限：难以
有效捕捉技术和行为方行为的变化，未能考虑食品链上的“实际”食物流量，难以
顾 及 物 流 和 空 间 问题 ，难 以 处 理 某 一 行 业不 完全 竞 争 的 情 况 或 “巨 头” 的 存 在
（HPLE，2013）。

首先，粮价可能会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水平；粮价越高，人们就会越注意避
免损失或浪费。低粮价会抑制农民生产，也不利于消费者减少浪费。
其次，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水平可通过多种机制影响粮价。在微观层面，粮食损
失与浪费削减措施与投资的初期投资和单位成本可推动粮价上涨。
在宏观层面，减少收获后损失有利于增加粮食的市场供给，也有利于食品链上
各行为方提高资源效率，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价
格。在往往由中间商主导的不完善或传统市场中，生产和配送环节减少损失（通过
降低价格）带来的粮食安全成效无法传导给居民家庭，因为不完善的价格传导以及
损失减少最终带来的经济收益将会集中在少数几个中间代理商身上，对于终端消费
者没有任何惠益（Vavra 和 Goodwin，2005）。粮价走低也可能会导致消费者浪费
得更多，给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措施带来不利的“抵消”回路。
因此，总体效果和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与粮价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无
法确定，最终将取决于技术、市场和消费者行为因素之间的平衡，包括农场和消费
者层面的产品/食品替代问题。
理想情况下，对于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措施的分析应考虑整个粮食系统中的潜
在赢家和输家，考虑贫困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否能从削减措施中受益。分析还应考虑
如何利用或处置粮食损失与浪费（如用作动物饲料）。最后，分析还应考虑为减少
粮食损失与浪费而提出的变革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可参见巴西食品容器变革的范例
（插文 10）。
鉴于上文提出的不确定性，实施前一种稳妥的方法是努力降低粮食损失与浪费
削减措施的成本（或提高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措施的效率）。要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首先要提供有关解决方案的信息和知识。提供信息和知识本身也会产生成本，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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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知识会提高采纳措施的成本，阻碍获得技术和其他措施的能力。政府、公有
和私有机构可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影响个人决策的近期市场信息和其他信息。

3.3.2

将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关切纳入政策

将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关切纳入政策可以采取互补的两种方法：(i) 将粮食损失
与浪费关切纳入所有可能对此产生影响的政策；(ii) 制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专项
政策，以应对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各种行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农业、食品链、消费是很多公共政策相互交织的领域，如：农业发展政策、投资
政策、对粮食系统各行为方的扶持、食品链监管、财政政策、贸易法规、食品安全和
消费者保护法规、社会保护与粮食安全政策、可持续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等，
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主要政策。这些政策的取向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尽相同。政策通
常也对数据收集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已经看到（第 2.2.3 节），目前各方对粮食
系统各种相关政策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可能产生的影响仍然考虑甚少。相反，从国家
层面看，在各种政策中仍缺乏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综合考虑。最后，专门针对
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的政策少之又少。
本节中，我们将介绍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各项政策的现状。我们将侧重介绍
垃圾相关政策以及已经推出的旨在预防粮食损失和浪费的专门政策（或政策内容）。
垃圾相关政策是首先与粮食损失与浪费有着直接影响的政策。在经合组织国家
（OECD，2014），包含粮食损失与浪费内容的当前法律框架大多侧重于垃圾管理
和宽泛的环保关切，同时侧重预防浪费和改进垃圾再利用（包括所有垃圾），而垃
圾中的食物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政策的作用之一是确定优先重点，或协调各行为方或各部门的行动。此类优先
重点的一个侧重点是就剩余食物“相互竞争的”不同用途指出明确方向。文献资料
中已开发出诸多“食物用途分层架构图”。 26 按照垃圾管理的总体模式，这些政策
或多或少地遵从了同样的架构（图 7），着眼于：第一，对预防粮食损失与浪费的
支持；第二，将仍可食用但无法销售的食物进行再分配，如通过食物银行或具有此
种效果的其他制度（见第 3.2.8 节）；第三，将剩余食物用作动物饲料；第四，用于
生产堆肥和/或能源（见第 3.2.10 节），填埋处理是最后的选择。

26

如伦敦的“粮食浪费金字塔”，按优先程度将应对粮食浪费的各种方法进行分层排列
（ http://www.feeding5k.org ） ， 或 美 国 环 境 保 护 署 开 发 的 食 物 回 收 分 层 架 构 。 其 他 例 子 包 括 荷 兰 的
“Moerman 阶梯”、OVAM（弗兰德省公共浪费管理局）的粮食浪费分层架构、欧洲食品饮料协会的粮食
浪费分层架构。这种方法侧重源头削减，并提出了一个利用、再利用、循环利用和垃圾处理的优选清单。
美国环保署和伦敦的分层架构都对食物剩余的流向进行了粗略的简化处理，以便于向公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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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旨在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粮食利用无浪费”分层架构图

预防粮食损失与浪费

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解决方案，
包括通过慈善活动和食品银行将
食物再度分配给有需要的人

粮食再分配

不适于人类食用的食物用作动物饲料

饲料

堆肥和可再生能源

丢弃

食物类垃圾（包括不可食用部分）用于
堆肥，以生产肥料或作为能源原料

最后的选择

资料来源：改编自 www.feeding5k.org

粮食损失与浪费作为垃圾相关政策的部分内容
在设定目标和确定重点优先排序时，垃圾相关政策往往倾向于把适用于所有其
他垃圾的“逻辑”运用到食品上。尽管各国情况存在细微差异，但此类垃圾相关政
策目标的分层架构上仍存在一个共同模式：(i) 避免产生垃圾；(ii) 将垃圾作为资源
进行管理；(iii) 确保垃圾得到高效、安全和环保的处理和再利用，必要时最终只能
做丢弃处置（见图 7）。
然而，垃圾相关政策往往不会专门单独针对食品。例如，对所有垃圾一律征税
就不利于鼓励减少粮食浪费。
鼓励垃圾分类的政策会对粮食损失与浪费产生一定影响，如苏格兰自 2014 年起
规定要将食物类垃圾与其他垃圾分离，便于通过厌氧发酵池和/或堆肥的方法利用垃
圾生产能源。这些政策通常与填埋禁令（如韩国、挪威、瑞典）或针对有机或可生
物降解垃圾的填埋征税（如英国）等做法相配套。
韩国在垃圾相关政策中加入了具体有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措施和规定。自1995年起，
政府开始实行食物类垃圾与其他市政垃圾分离收集的措施。1998 年，政府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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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垃圾转化为资源计划》，计划到 2002 年，将食物类垃圾量减少 10%以上，
将超过 60%的食物类垃圾作为资源实现回收利用。
自 2005 年起，已全面禁止对食物类垃圾做填埋处置（OECD，2014）。2010 年，
《粮食浪费削减总规划》出台，此项全国性政策引入了食物类垃圾按量收费制度，
根据丢弃的食物重量向居民收费，官方目标是最终将全国的粮食浪费减少 20%，从
而削减垃圾处理成本。此项政策包括投资开发高科技公共垃圾箱，这种垃圾箱通过
含有用户姓名和地址在内的无线电频率识别卡（RFID）进行身份识别后方能开启。
垃圾箱能够数字化读取垃圾重量，并计算处理成本，居民每月都会收到处理费用账
单。韩国环境部表示，根据 2012 年 1 月到 5 月对试点 RFID 系统效能的监测，食物
类垃圾平均减少 25%。政府计划将这一系统扩大推广至全国，过渡期由国家出资支
持地方政府（OECD，2014）。
日本已出台有关促进食物资源循环回收利用及其相关活动的法律，旨在预防粮
食浪费，促进将食物类垃圾转化为动物饲料、肥料以及用于生产能源。此项法律规
定了食物类垃圾处理的分层架构：首先在源头削减，然后用作饲料，之后用于热回
收，最后通过干燥处理减轻重量（OECD，2014）。
爱尔兰通过《家庭粮食浪费条例》促进家庭食物类垃圾的分类和回收，将分离出
的食物类垃圾用于堆肥，并规定了垃圾收集方和各家庭的义务。此外，根据 2009 年的
《垃圾管理规定》，餐饮业有义务对食物类垃圾进行分离和处理（OECD，2014）。
正如德国的范例所示（插文 25），垃圾相关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权力下放：
总体框架和目标通常在国家层面制定，但管理、供资和实施通常是地方和市政部门
的职责，由他们负责监督垃圾收集、管理和回收利用服务。
插文 25

2013 年德国国家垃圾削减计划

旨在减少浪费的 2013 年德国“国家垃圾削减计划”
（“Abfallvermeidungsprogramm des Bundes unter Beteiligung der Länder ”）建议
利益相关方启动 32 条措施，这些相关方包括地方当局、州政府、联邦政府、公共
主管部门和私营企业。该计划中包含了专门针对粮食损失和浪费的内容（措施 17
和 28）以及“当垃圾太可惜”（“Zu gut für die Tonne”）专门计划，强调整个食
物链要协同一致采取行动。具体措施包括有关损失削减过程的研究、基准比较指标
的制定、认识提高和信息宣传、针对企业的咨询服务、企业间在减少损失与浪费方
面的合作、利益相关方签署的自愿协议、食品行业和零售商之间的协调合作等。
资料来源：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设与核能安全部（http://www.bmub.bun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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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内容纳入食品政策：食品标识规定、食品安全规定、食品标准
规定、食品再分配政策和食品补贴
由于缺乏正式定义，且各种日期标识相关政策与做法之间缺乏统一标准（见第
2.2.4 节），日期标识向消费者传递不可靠信息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而食品标签法典
委员会根据新西兰的提议正在考虑修订《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的可能，以期
应对日期标识的问题。欧盟委员会提出要在包装上更加清楚地注明“此日期前最佳”
和“此日期前食用”（见第 2.1.4 节），并制定了更加明确的消费者标识规定，希望
借此帮助消费者减少粮食浪费，因为由于人们不了解“此日期前最佳”（质量标准）
和“此日期前食用”（安全问题）之间的差别，两者常常被误读。
食品安全规定和程序的良好设计与实施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减少粮食损失与浪
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部分国家需要更新和修订当前的食品质量与安全法律框架。
简化监管与程序十分重要。有关食品标准的规定常常缺位或过时。良好的食品管理
政策和体制有利于支持行为方实施最佳规范，降低安全风险，改进质量。随着国家
和国际层面食品安全制度和实践的可靠性不断提高，管控滞后现象有望减少，也有
利于增强所有行为方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的信任，促进贸易，减少浪费。完善区域内
贸易规定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减少因时间延误、冷链失效或过度搬动导致的粮食损
失与浪费（FAO，2013d）。
2008 年，欧盟委员会批准逐步取消关于果蔬规格与形状销售标准的规定（EC，
即欧盟委员会，2008）。此项决定能减少对多种果蔬的外观要求，给消费者提供了
更多选择，防止有轻微外观破损的果蔬被丢弃。
在国家层面，食品安全考虑有时候会妨碍食物的捐赠，因为捐赠方可能担心会
因为食物最终变质或伤害受益人而承担责任。美国和意大利在食物捐赠法中都有
“仁慈的撒玛利亚”条款。例如，1996 年美国《仁慈的撒玛利亚食物捐赠法》鼓励
向非营利组织捐赠食物，用于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如果善意捐赠的食物最终伤害到
受益人，这项法律能保护捐赠方免于责任，将其与主动、有意的不端行为造成的
“重大疏忽”区分开来。
某些主管部门已将相关安排纳入其财政政策，从而鼓励将食物再分配给有需要
的人。欧盟允许成员对为慈善目的捐赠的食物免征增值税（增值税法令，第 16 款和
第 74 款）。美国的食物再分配体系非常健全，《国内税收法规》170(e)(3)为企业提
供更多税收优惠，鼓励它们将安全、卫生的食物捐赠给为穷人和有需要人群服务的
合格的非营利性组织。合格的企业纳税人可减抵捐赠食物的生产成本和该成本与公
平市场价值全额之差额的一半。美国 2008 年《联邦食物捐赠法》对采购合同相关语
言做出了规定，鼓励联邦机构以及联邦机构合同方向合格的非营利组织捐赠过剩且
本要丢弃的卫生食物，以满足美国粮食不安全人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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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政策中，人们特别关注面包补贴中存在的粮食损失与浪费现象，如埃及和
伊朗（World Bank，2010 年，FAO，2013d；Shahnoushi 等，2013 年）以及如何通过
调整政策本身来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如何开展监控和干预，埃及巴拉迪政府复杂
的面包供应链改革就是一个范例（USDA，即美国农业部，2014）。
预防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专项政策
部分国家政府已开始制定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具体目标 ，其中包括英国
（ 2000 年 ） 、 韩 国 （ 2008 年 ） 、 日 本 （ 2001 年 《 食 物 再 生 利 用 法 》 ） 、 荷 兰
（2009 年）、法国（2013 年）、西班牙（2013 年）和奥地利（2012 年）。瑞典已
提出国家目标，即家庭、商店和餐馆一半的食物类垃圾要分离并进行生物处理，40%
要进行能源回收处理（OECD，2014）。
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专项”政策可以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如垃圾处置和处理
（填埋和焚烧）税、垃圾丢弃付费系统、生产者责任制度，或宣传沟通和认识提高
等“软”措施，或建立行为方之间对话平台（部分范例见第 3.3.2 节）。
这些政策也可以采取为收获后环节提供支持的形式。有关收获后损失综合削减的
政策少之又少，表明该领域是农业发展方面的主要政策空白。在中国，有几项旨在
提高农业产业效率的政策专门提到了收获后损失问题，尤其是储存问题（Liu，2014）。
另一项范例是卢旺达 2011 年的《国家收获后主粮作物战略和行动计划》，该战略旨在
协调多个部委和机构，以便更有效应对收获后主粮作物损失问题。该战略 27 提供了
一个政策框架，有助于加强卢旺达主粮作物价值链上的收获、收获后处理、贸易、
储存和销售活动，从而完善市场，加强与农民的联系，减少收获后损失。此项干预
活动的战略性领域包括：
1. 提供信息，作为公共和私有部门决策工作的依据。
2. 在主粮产区建立高效公平的运输系统。
3. 减少生产者和首个集中收购者层面的主粮作物收获后损失。
4. 强化主粮作物价值链中的私有企业。
5. 加大私有部门的收获后投资力度。
6. 加强结构化主粮贸易。
7. 透明的战略粮储备，为粮食应急需求和自由化市场提供支持。
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政策往往是更宽泛战略中的一部分内容，如资源效率、可
持续生产和消费以及粮食系统可持续性等战略。在此背景下，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削
减目标会受到很多目标的驱动，如减少一般性垃圾总量或提高资源效率等目标（与
能源领域的“以少换多”相似）。
27

http://www.minagri.gov.rw/fileadmin/user_upload/documents/Publications/National%20Post%20Harvest%20Strategy%20%20Nov%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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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欧盟委员会（2011）在其旗舰倡议“资源高效型欧洲”中，提出到 2020 年
将粮食损失与浪费减少 50%的目标。该倡议隶属于《欧洲 2020 年战略》（EC，
2011），呼吁“探索新途径，减少投入，削减垃圾，改进资源存量管理，改变消费模
式，优化生产过程、管理和业务方法，改进物流”，并提出一个“路线图”，突出
强调将食品行业作为一个重点行动领域，呼吁“制定激励机制，鼓励更健康、更可
持续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到 2020 年将食物类垃圾的处置量削减一半”。倡议鼓励欧
盟成员国将粮食浪费预防政策和目标纳入各自的《国家预防浪费计划》中。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4 年 3 月发布的通知。
Vermeulen（2014）指出，“中国人与食物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关系…（而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餐馆里的食物浪费恰恰反映出人们赋予食物的价值，多点菜招待客人才能
反映出对客人的尊重）。对此，国家开始认真采取行动减少浪费”（Vermeulen，
2014）。通知着眼于消除官方活动中的浪费现象，提倡所有食堂精简餐食，减少政
府和公立机构在官方和商务餐饮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宴请和招待，追求健康的食物
消费模式，加强食品供应链各环节削减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力度，推进丢弃食物的再
利用，深入开展认识提高和教育活动，加快制定反对粮食损失与浪费新法律法规的
法制化进程，强化粮食损失与浪费方面的监督和检查。
这些针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政策往往仅侧重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的某些具体方
面（食品链中的某个部分，或某一层面的解决方案），虽针对性强，但有失全面。
旨在预防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专项政策常常与国家多利益相关方举措结合实施
（见下节）。

3.3.3

动员所有行为方和消费者的力量，提高认识，采取行动

全球范围内着眼于国家、区域和地方层面削减粮食损失与浪费的举措正在日益
增多。本节中，我们将列举其中部分举措，它们范围迥异，或多利益相关方特点不同，
或与当前政策框架的关系各异。这些举措包括：挪威的 ForMat 项目（见插文 26）、
荷 兰 的 “ 可 持 续 食 物 联 盟 ” （ 见 插 文 27 ） 、 法 国 的 “ 反 粮 食 浪 费 国 家 公 约 ”
（MAAF，即法国农业部，2013）、美国的“食物浪费挑战”、英国国家层面的
“Courtauld 承诺”，区域层面的有欧洲的 FUSIONS 研究项目，全球层面的有“节
约粮食”举措。
这些举措通常都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下聚合公共和私有行为方，私有部门的参
与程度往往较高。
美国的“食物浪费挑战”项目由美国农业部和美国环保署于 2013 年 6 月启动，
呼吁食品链各实体减少美国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回收健康食物用于人类消费，实现
垃圾循环利用，用作动物饲料、堆肥和生产能源。“食物浪费挑战”项目旨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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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食物和食物类垃圾的管理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为加入此项目，参与方
需列出他们将在减少、回收和循环利用自身业务中产生的食物类垃圾方面采取哪些
行动。该项目提出的目标是到 2015 年吸收 400 个合作伙伴，2020 年达到 1 000 个。
这一项目已得到环保署“食物回收挑战”项目的支持，后者将帮助参与方获得数据
管理软件和技术援助，帮助他们进行量化分析，完善各自的可持续食物管理做法。
美国还于 2011 年成立了“食物类垃圾削减联盟”，汇集了来自食品行业、食品
零售业和食品服务业的 30 个商业团体，旨在减少食物浪费，增加食物捐赠，循环利
用食物类垃圾，并减少填埋量（OECD，2014）。
插文 26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合作项目

ForMat 项目是挪威一项旨在减少粮食浪费的企业驱动举措。项目由食品饮料行
业的私有部门与国家机构、零售商和供应商以及环保组织共同出资。项目为期 3 年
（2010－2013 年），其目标是由行业参与方和终端消费者共同努力，将粮食损失与
浪费减少 25%。
ForMat 项目包括 4 个部分：(1) 定量分析；(2) 食品业企业网络合作；(3) 宣传
与推广；(4) 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行动。
量化分析已于 2013 年完成。数据收集采用了系统化的统一方法，旨在确保在
时间上实现纵向最大可比性。ForMat 项目在这方面独树一帜，针对粮食损失与浪费
纵向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该项目还展示了粮食浪费相关的消费者行为和态度如何
随时间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如何有助于在挪威减少粮食浪费（Hanssen 和 Møller，
2013）。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目前仍在采用协作方法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并已得到北欧
部长理事会的支持（Marthinsen 等，2012；Stenmarck 等，2011）。

插文 27

为供应链协作、联合战略、行动计划和研发工作建立联盟

“可持续食物联盟”于 2012 年启动，是一个旨在加强荷兰农业食品链可持续性
的伙伴联盟。联盟成员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主要组织，如荷兰农业园艺联合会、荷兰
食品业联合会、皇家荷兰酒店服务业、荷兰餐饮组织联合会以及荷兰食品零售协会。
“可持续食物联盟”与经济事务部共同制定了《2013－2016 年可持续食物议
程》（SFA，即可持续食物联盟，2013），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优化垃圾处理是
其中一个重点领域，目的是希望推动实现 2015 年将粮食损失与浪费减少 20%的政
府目标。联盟将 2014 年作为“反对食物浪费年”。主要活动围绕提高消费者的认
识，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它们优化废弃物管理，最终目标是通过收集粮食损
失与浪费方面的可靠数据，提高食品链的透明度。
2012－2017 年，零售和食品行业投资制定了竞争前研究计划，针对综合全面的
成本效益分析设计和开发“决策支持系统”，主要目标是促进落实有关供应链合作
的解决方案。该支持系统将模拟各项解决方案和干预措施对于减少易腐败产品（如
沙拉、鲜肉、面包和乳制品）损失与浪费的影响和效果。
资料来源：SFA，（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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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包装浪费方面一个成功的典范是英国的“Courtauld 承诺” 28，该项目于
2005 年启动，是食物浪费方面的第一批举措。“Courtauld 承诺”是政府供资的自愿
协议，旨在帮助英国食品行业（包括食品和包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损失与
浪费。该项目支持英国政府提出的“零浪费经济”的政策目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气候变化目标。英国一家就浪费问题开展工作的非营利企业“浪费与资源行动计划”
（WRAP）负责与签署协议的大型零售商、品牌所有人、制造商和供应商一道支持
目标实现，包括帮助制造商、食品行业和家庭减少损失与浪费，如通过改进包装设
计和回收利用。为估算家庭层面的浪费，WRAP 公司使用了地方当局和各项食物浪
费构成研究项目收集的家庭食物浪费数据。一期（2005－2009 年）项目结束后，全
英国的食物（包括包装）相关浪费减少了 13% 29，从 830 万吨降到 720 万吨。二期
（2010－2012 年）项目将包装造成的影响再次减少了 10%，家庭层面的食物浪费减
少了 3.7%，供应链损失减少了 7.4%。三期项目于 2013 年启动，计划到 2015 年将
家庭层面的损失与浪费再减少 5%（食品供应链的损失与浪费再减少 3%）。这一结
果背后有很多因素，如“Courtauld 承诺”的成功，还有粮价上涨、经济不景气、食
物类垃圾收集系统的改变等。要想确定各项因素发挥的实际作用是一件极富挑战性
的工作。Parry（2013）开展的一项定量建模研究分析了各项宏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这些因素包括食物价格、经济状况和对于食物浪费认识的提高。研究表明，提
高有关食物浪费的认识（利用媒体提及次数代理指标测算）对减少损失与浪费的贡
献为 29%－40%之间，而为此做出贡献的其余两个因素为实际食品价格走高和实际
收入增长迟滞。
近年，很多国家和举措都侧重于提高消费者认识，帮助消费者了解减少粮食损失
与浪费的重要意义（见第 3.2.9 节）。我们将在插文 28 中列举几个范例。
其它国家层面多利益相关方举措也在各国实施：日本让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
组成工作团队，共同评估和改进自身的业务，旨在减少粮食浪费；西班牙让零售商
和食物银行经营者共同参与，推动食品的回收和循环使用（MAGRAMA，即西班牙
农业、食品和环境部，2013）；法国正在制定反对粮食浪费的国家公约（MAAF，
2013）。

28

来源：http://www.wrap.org.uk

29

这些数据包括包装以及“不可避免的”丢弃物（如骨头、蛋壳、菠萝皮、茶包等不可食用部分），这两类
都未被纳入本报告中使用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定义。食物可食用部分的浪费减少了 18%。这表明，从严格意
义上说，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会产生协同效益，使包装垃圾以及产品其他不可食用部分丢弃物一并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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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8

反对粮食浪费行动

中国：“光盘”行动－该项行动引起了人们对粮食浪费的关注。该行动最初针
对公共粮食消费、招待和宴请。实例证据表明，自 2013 年 1 月光盘行动开始后，
餐馆饭店的食物类垃圾大幅减少。该行动包括动员公共媒体和国有的国家级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以及众多省级电视台播放一系列反对粮食浪费的公益广告。
韩国：“半碗”行动和新容器－韩国推出了一项类似行动－“半碗”行动，鼓
励公众在餐馆中点半碗米饭，以减少粮食浪费。预期到年底，该行动将使餐馆饭店
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减少 20%。一些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食物容器，里面多了一个隔
层，可以隔离空气和湿气，减缓食物的变质过程。
日本：交货日期延长试验－日本曾试验延长交货日期，以减少粮食损失与浪
费。日本食品行业有个约定俗成的“1/3 规则”，即超过有效期 1/3 时间的食品不得
交付零售商。参加项目的企业将食品交货期延长到超过有效期 1/2 的时间。
英国：爱惜粮食，拒绝浪费 － 该行动实施后，仅在 6 个月的时间内就使可避免
的粮食浪费减少了 14%。该行动和方法的开发运用了“4E”行为改变模型：促使人
们做出改变；鼓励采取行动；让社区参与进来；将他人的行动为榜样。对于那些表
示了解该行动内容以及其他食物浪费相关宣传信息并宣称自身已做出改变的家庭而
言，可避免的粮食浪费减少了 43%，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WRAP，2013）。
荷兰：粮食战役－该行动着眼于应对家庭中的粮食浪费。该理念认识到光靠提供
信息本身是不够的，因此鼓励人们亲身体验家庭中丢弃食物的数量。行动要求人们
要在三周的时间内每天记录有多少食物被浪费，同时配合实用建议和具体干预措施。
社会环境（邻居、社会群体、购物地点等）的作用是“粮食战役”干预行动的一个
具体方面。自荷兰开展了第一次“粮食战役”行动后，参与家庭在 3 周时间内的浪费
减少了 20%（Bos-Brouwers，2013）。2014 年，国家级妇女组织 Vrouwen van Nu 参
与共同实施了第二次“粮食战役”行动，将粮食浪费减少了 30%。
丹麦：停止粮食浪费－这是丹麦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一次消费者反粮食浪费运
动，由消费者自主组织，面向消费者。此项运动通过组织宣传活动、动员媒体、鼓
励各类讨论、辩论和活动来提高公众认识，达到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目的。它为
消费者赋权，鼓励他们采取行动，如利用剩菜剩饭，理性购物，捐出剩余食物。此
项运动为由丹麦环境部长牵头的反粮食浪费创始小组做出了贡献。
资料来源：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21711928； 2 http://ejen.net/html/newpage.html?code=1；
http://intl.ce.cn/sjjj/qy/201307/15/t20130715_566223.shtml；
http://www.stopspildafmad.dk/inenglish.html

在区域层面，欧委会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总司建立了当前欧盟各层面粮食损失与
浪费相关举措的数据库，包括从个体企业到多利益相关方举措。 30 在多利益相关方
举措中，“每粒面包屑都要珍惜”举措由食品供应链上的企业自愿参与，承诺开展
工作预防食物浪费，并采取生命周期的方法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另一项重要的欧
洲举措是 2012－2016 年欧盟研究项目 FUSIONS31，该项目汇聚了大学、知识机构、
消费者组织和企业的力量，共同完善知识基础，旨在改进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监督，
30

http://ec.europa.eu/food/food/sustainability/good_practices_en.htm

31

www.eu-fusi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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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社会创新措施优化食品链中的利用率，并制定准则，以推动制定支持欧盟粮食
损失与浪费削减目标的覆盖欧盟全境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应对政策。
2013 年，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合作伙伴发起了“思前、食后、厉行
节约：减少你耗粮足迹”行动 32 ，以在粮食浪费预防和削减方面支持“节约粮食”
倡议（见插文 29）。该行动也是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粮食系统计划33
的一部分内容，强调对粮食损失和浪费实行管理与循环利用的重要意义以及动员工
业化、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必要性。
最后，全球层面的重要举措之一是联合国秘书长的“零饥饿挑战”，于 2012 年
6 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也称里约+20 峰会）上启动。该项挑战中包括应对所有
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和实现粮食零损失零浪费目标。该举措已得到全球粮食安全高
级别工作组（HLTF） 3422 个多边机构成员的采纳，作为粮食和营养安全系统方法的
一项指南。这些多利益相关方举措可服务于多个目的：提高认识；启动各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对话；成为不同层面分享信息和最佳规范的一个途径，促进就粮食损失与
浪费的驱动因素和主要根源形成共同认识；激发各行为方兴趣，以期采取更有条理
的方法来减少食物损失与浪费。
其中一项挑战往往是将认识提高和初步对话转化成更加具体的行动。公共主管
部门（包括国际层面）可发挥牵头作用，在私有行为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组织
以行动为导向的对话。
插文 29

“节约食物”：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全球倡议

全球层面的一项重要倡议是“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全球倡议”（也称为“节约
粮食倡议”），由粮农组织和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有限公司于 2011 年共同启动。
“节约粮食”倡议与捐赠方、双边和多边机构、金融机构、公有和私有部门以及民
间社会一道，促进和支持：(i) 认识的提高；(ii) 全球范围内各举措之间的协作与协
调，在粮食损失与浪费方面表现积极的公共和私有部门组织与企业之间建立全球伙
伴关系；(iii) 制定以实证为依据的政策、战略与计划；(iv) 为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
实施的投资计划和项目提供技术支持。这包括为参与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活动的食
品供应链行为方和组织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以及能力建设（培训），无论是在食品
行业层面或政策层面。“节约粮食”倡议目前正在开展一系列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实
地研究，将损失评估的食品链方法与成本效益分析结合起来，以确定哪些粮食损失
削减干预措施能够带来最大投资回报。此外，该倡议还针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了
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并研究了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已就谷物、
果蔬、块根作物、奶类和鱼类在肯尼亚和喀麦隆开展了相关研究，还将涵盖几个其
它国家（FAO，2014c，d）。
资料来源：http://www.fao.org/save-food/savefood/en/；http://www.save-food.org

32

http://www.thinkeatsave.org

33

http://www.fao.org/ag/ags/sustainable-food-consumption-and-production/en/

34

http://www.un-foodsecurity.org/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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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想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就需要找出根源（见第 2 章），并选择适合
地方和产品特性的潜在解决方案，包括评价针对食品链上各行为方的各种方案的潜
在成本和收益。这些解决方案的实施可能需要食品链上或更宽泛层面其他行为方的
支持或参与。这往往需要多个利益相关方协调行动，也需要在政策层面采取行动。
对于收获后损失而言，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构成，特别是中观和宏观层
面根源的构成（第 2 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和集体在农业与食品链投资、
最佳规范和总体农业发展等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与障碍。因此，要想找到方法来实
施减少收获后损失的解决方案，往往必须先重新审视总体农业发展提出的各种大且
往往抽象的问题。
对于零售和消费者层面浪费而言，粮食损失与浪费和更宽泛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也可以建立起类似的联系：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所面临的障碍，往往正是阻碍资源
效率提高和流通和消费系统可持续性的障碍。因此，在考虑粮食损失与浪费解决方
案时，应将其放在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大背景下，并将其作为能推动更可持续粮食系
统的行动之一。
我们在下一章将针对如何设计因地制宜的合理战略提出建议，以减少粮食损失
与浪费，打造更加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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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成变革：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战略的前行道路
本报告确认，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是提高粮食系统可持续性、实现粮食与营养

安全的具体途径之一。因此，要想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光靠优化粮食系统的运作
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它可能需要我们从更广义的系统性变革入手，以提高粮食系统
的可持续性，实现全球粮食安全。
为此，本报告先厘清了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定义问题，包括引入了粮食质量损失
与浪费（FQLW）的理念，并突出强调合理数据收集方法的重要性，因为目前现有
的估计数往往不够让人信服。高专组在界定可持续粮食系统时，将其与粮食安全与
营养联系起来。报告还介绍了粮食损失与浪费对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各方面的影响
（第 1 章）。“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可能成为一种简明的信息，容易为粮食系统
中众多行为方所接受，帮助他们了解可持续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与营养，并采用可
操作的工具加以应对。
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多种多样。本报告指出，为了在对情况进行诊断后找
出解决方案，必须先确定导致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因果关系和实施解决方案时面临的障
碍。为此，报告的主要创新做法之一就是提出了粮食损失与浪费根源的“分层架构”
（第 2 章），这对于指导行动和了解不同层面解决方案起着重要作用（第 3 章）。
各层面都存在能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本报告介绍了其中
的一部分。报告指出，制定解决方案时，必须考虑到各层面根源和相关因果关系。
这往往需要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本报告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解决方案。
但这些方案的实施却并非易事。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与具体背景相关，就意味着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削减解决
方案也必须做到因地制宜。粮食系统的特征、当地农业、渔业和畜牧业条件、基础
设施、运输和零售、“文化”习惯和消费方式等因素，都会影响具体解决方案。在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斗争中，根本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
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国迥异的国情确定在个体和集体层面采用哪种战略，就必须
对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并考虑赢家和输家问题，考虑相关各方的成本效益问题。同
时还应鼓励食品链众多行为方采取个体和集体行动，并为这些行动提供支持。
要解决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必须加大对粮食价值和保护该价值的重视，还应
该通过变革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全面考虑资源利用实际价值的经济学意义。关键
的一点是，要承认食物在失去某些预期质量特性后仍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可用作
食物、饲料或能源生产。此外，副产品和食物类垃圾也能得以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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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战略的前行道路

1 收集信息和数据
就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定义达成共识（全球层面）
就计量标准达成共识（所有层面）
收集数据，提高透明度和企业社会责任感（所有层面）

2 诊断和制定战略
确定损失与浪费热点（所有层面）
确定各层面根源（所有层面，见附录 1）
确定解决方案（所有层面，见附录 2）
确定各行为方的成本和收益（所有层面）
确定实施途径和行动计划，在行为方层面如何有效采取行动，如何采取集体行动

3 个体和集体行动
提高认识，支持多利益相关方行动（所有层面）
为所有行为方、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推出单方和集体行动计划（见表 2）：
-

投资

-

良好规范

-

行为改变

-

食品链内部协调

-

食品及副产品再利用

考虑系统性演化过程，包括导致变革的驱动因素（经济、社会和文化）
开展试验和吸取教训

4 协调各项政策，为实现可持续粮食系统和
粮食安全及营养而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营造有利环境
支持能力建设
将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考虑和食品链统筹做法纳入农业政策和发展计划
调整其它政策
制定粮食损失与浪费专项政策
设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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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专组就此提出“前行道路”，以推动国家层面所有行为方共同努力，
制定因地制宜、合理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战略。前行道路的目的不是提供最佳解
决方案组合，因为解决方案必须根据国家、产业、企业、家庭或个人层面的实际情
况做进一步调整。相反，我们在此处提出的建议只是推动变革的一种方法。

4.1

在不同背景下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前行道路
我们提出的前行道路尊重以下事实，那就是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任何行为方

层面的解决方案要想有效发挥作用，都必须首先在不同行为方之间实现协同合作，
并配套有效的政策改革。在各步骤中，要确保三个基本方面的协调：政府部门之间、
多个行为方之间以及公共和私有部门之间。
需要协调一致的理由是，发生在食品链某个环节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其根源往
往在于其它行为方的行动（见第 2 章）。同样，在微观层面，单个行为方也可以通
过具体技术解决方案来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或改善自身做法，但前提是要有充足
的投资保障，或能够实现行为上的改变。
其中的难点在于，行动的成本可能由某个行为方承担，而行动带来的收益却落到了
另一个行为方身上。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手段，让食品链中所有行为方共同分摊成本
和分享收益，力求所有各方都能获得积极成效，包括社会、经济和环保方面的成效。
这项工作还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支持或激励所有行为方与粮食损失与浪费作斗争。
高专组提出的变革前行道路包括四个主要阶段：(i) 信息和数据；(ii) 确定和制
定战略；(iii) 行动；(iv) 政策协调（见图 8）。第 2 章中对粮食损失与浪费根源的分
类与分级可以为特定背景下粮食损失与浪费情况的诊断与分析提供指导。第 3 章中
对不同层面根源潜在解决方案的介绍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最适宜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其实施将涉及多个层面和多个行为方。
任何措施都不是事先就能确定的。我们提出的建议不过是一种方法和行动范围，
借此解决食品链各环节可能发生的粮食损失与浪费现象，解决各级根源，包括微观、
中观和宏观根源。
这一“秘诀”的前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层面：它们可以由单个行为方、企业
或家庭实施，还可以在国家层面集体实施，其间要让食品链各行为方都能坐到同一
张桌子前，促进各行为方之间的协调，促进公私联手行动，促进部门政策之间的协
调一致。

4.2

如何建设前行道路？
本节详细介绍如何建设前行道路，包括如何利用本报告中的各项内容，并为所

有行为方提出相关建议。 35
35

本报告的“概要和建议”一节针对“前行道路”每个阶段中的各类行为方都提出了建议：各条建议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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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加强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数据收集和知识共享

本报告就粮食损失与浪费提出了一项定义。要解决粮食损失与浪费，首先要让
各方了解什么是粮食损失与浪费。因此：
所有利益相关方应就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理解、定义和范围达成共识(1a)。
有必要对供应链中不同商品和不同环节的粮食损失与浪费计量框架进行协调统
一，以便就各国国内和全球范围内的粮食损失与浪费量获取可靠、可比的结构性数
据，便于信息和经验的交流。采用规范化的标准是测算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关键，也
是决定如何采取行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关键。这些标准必须具有科学依据，并
经过各利益相关方的验证，这样才能调和区域内不同情景和不同阶段的情况。目前
已存在各种不同举措，但有必要实现测算标准的协调统一。为此：
粮农组织可考虑制定统一的协议和方法来测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并分析
其根源。应通过包容性、参与式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过程，并充分考虑产品、
国家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具体实际情况，借鉴粮农组织的相关经验(1c)。
此项工作应具备科学依据，确保包容性，并适用于粮食系统中所有行为方。此
项工作中应包括对评估和预测过程中所采用的数据和方法的可靠性进行评判。这种
做法还应着眼于为认证程序确定相关条件。
收集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可靠数据，对于确定热点和行动重点十分关键。各
公司内部往往具备详细数据，但除了少数大型零售和食品加工公司外，食品链中各
公司目前都不愿透露自身的损失与浪费情况。数据透明度可通过政策来促进，也可
以通过与统计部门（统一数据报告工作）、私有部门（食品链各方、贸易商等）、
各组织（以收集有关具体商品和供应链的具体信息）和学术界（保证过程的独立和
透明）合作来实施。各公司和私有部门组织应采用标准、透明的方法，对自身业务
中的粮食损失与浪费情况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参与这一过程。此处，统一的测算
方法和针对特定用户群体的简便操作指南是一个关键因素。为此：
各利益相关方应加强对食品链各环节与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的数据、经验
和良好操作规范的收集汇总工作，提高透明度，共享信息(1b)。粮农组织还
应邀请所有利益相关方、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在食品链
各环节通过连贯、透明的方式收集和共享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相关数据(1d)。
应通过各国统计部门、非政府组织、公司、研究界等，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
收集有关各层面、各环节实际粮食损失与浪费情况的原始数据。应以上文提及的统
一协调的方法工具为基础，并与改善农业及农村统计工作的全球战略密切挂钩，将
用斜体列出，具体编号显示在括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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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损失与浪费视为一项数据重点领域。粮农组织可负责保管收集到的相关数据，
并向各方公开此类数据。

4.2.2

开展诊断，制定有效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战略

确定粮食损失与浪费热点、不同层次根源、相关解决方案以及方案的实施方法
时，应采取一种多阶段方法，其中包括：(i) 由单个行为方实施的微观层面解决方案
（物质和技术方案）；(ii) 由供应链中多个行为方协调一致、以跨专业方式实施的
解决方案；(iii) 系统性解决方案，需要所有相关方共同采取行动，往往还需要得到
政府及各机构在政策层面的支持和激励。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实施方面的紧迫性都应
该因具体背景而异，要考虑各种障碍（包括系统性障碍）、成本和潜在直接、间接
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各种各样，且相互关联，其中包括技术障碍、措施不
合理、基础设施落后、供应链各方之间缺乏联络和治理不力等。粮食损失与浪费往
往表明，食品链/系统内部缺乏相互联络和沟通，未能认识到某一环节的努力有助于
在另一环节（下游甚至上游）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这就要求我们加强食品链的内部治理，让所有行为方（包括公共和私有行为方）
都能充分参与，实现相互了解，采取共同行动，并合理分担为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所需的努力，合理分享收益。有必要确定由哪些行为方直接实施解决方案、它们要
承担的成本、可能获得的收益和受益群体，还要确定在实施解决方案时可能会遇到
的障碍和克服障碍的干预措施。有必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尚未就减少粮食
损失与浪费的现有措施/投资开展大型普查式研究，因此难以针对食品供应链中不同
产品和行为方确定这些措施/投资的详细成本收益情况，也难以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不同地区的详细情况。
因此，为针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合理诊断工作，并制定合理战略：
各国应确立一项包容性进程，便于确定热点、各层面损失与浪费根源
（见本报告附件 1）、潜在解决方案（见附件 2）和干预层面。这就要求确定
哪些行为方作为单方或集体会直接影响解决方案的实施，确定不同解决方案
的相关成本以及潜在成效与受益群体。还要求确定存在哪些障碍（包括系统
性障碍）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障碍（基础设施、技术、食品链/系统中的组织结
构变动、能力建设、政策及机构）(2a)。
在此基础上：
各国应制定一项能涵盖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行动计划(2b)。粮农组织应与
伙伴方合作为这些国家进程提供支持，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不同行为方需
求和侧重点的方法，为各方提供指导(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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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每个行为方，无论是单方还是与它方合作，都应采取行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各国应在推动采取行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所有行为方都应投资于收获后综合管理基础设施，私有部门可能需要得到支
持，包括使产品达到贸易和出口动植物检疫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应该为各机构提供
支持，为物流公共基础设施、推广服务、各级专业人员教育（包括采用为培训师提
供培训）、海关及植检部门、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研究和开发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
支持。加强收获后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是一项关键。应在政府部门、私有部门、
供资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知识机构之间开展合作。减少收获后损失的实用解决方
案往往来自知识转让和良好规范的横向传播，应将其与当地农民和食品链行为方的
知识相互结合起来，以确保使最终的解决方案有良好的适应性、接受度和经济可行
性。为了支持生产者和食品链各方减少收获后损失，应特别注重以下几点：
各国应投资于能够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保障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基础设
施与公共产品，如储存和加工设施、可靠的能源供应、运输、适用技术以及
帮助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和市场建立起更好的连接(3a)。各国应采取措施，
支持小型经营者通过某种组织方式实现规模经营和转型从事食品链中高增值
活动，从而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3c)。各国和包括国际组织、私有部门和民
间社会在内的其它利益相关方应投资于研究与开发活动，最大程度减少粮食
损失与浪费(3l)，特别要设计充足的研究和推广服务，包括面向小型运输、加
工和销售企业(4e)。国家及国际研究与开发组织应加大对收获后环节和消费
环节技术创新的投资，以有效减少整个食品价值链中的损失与浪费，实现农
产品增值，例如在保护营养价值的前提下延长保质期(3r)。
粮食损失与浪费会出现在私有部门中，出现在食品供应链中，出现在消费者中。
因此，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其中一项主要职责就落在私有部门组织身上。各国政府
的确应该发挥作用，推动和支持相关战略。它们可以就议程的制定组织辩论和对话，
不仅侧重于食品供应链中的各方，还应包括该部门的各供货商（如技术供应商、金
融机构、减少障碍的干预措施）。此外，为支持私有部门（从全球性跨国公司到中
小型企业）、零售商和消费者采取共同行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打造一个合理的
有利环境是关键，其中包括对食品链中的合约安排进行监管，包括解决季节性问题
(HPLE，2011）。为实现这一目的，促进食品链中的共同行动：
各国应实施一项包括监管、激励和便利化在内的完善框架，确保私有部
门（如批发商、零售商、餐饮及其它食品服务企业）和消费者共同采取积极
措施，解决消费方式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一框架还应确保私有部门能更好地
认识到自身活动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对自然资源的破坏(3b)。各国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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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营造一个有利环境，具体方法包括鼓励公众采纳可持续
的消费方式，鼓励开展有利于粮食安全的粮食或非粮食领域投资(3d)。各国
应鼓励就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部门审计(3e)，并设计和采用各种程序，确保
各单位制定与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的高标准问责制度，并监测食品加工和零
售行业的粮食损失与浪费减少情况(3g)。最后，各国应改革公共粮食采购政
策，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3h)。
如第 3 章所述，协调一致的行动是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关键。做到这一点离
不开具体的有利措施。因此：
各国和包括国际组织、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其它利益相关方应开
展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加强适用技术的协调利用(3h)。因此，各利益相关方
应加强沟通与协调，认识到某一环节的努力有助于在另一环节（下游或上游）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4i)。
对于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而言，试验性创新或试点项目可能是关键。但它们需
要得到支持。有时，各国可以成为“带头人”，率先改变业务模式和行为（如公共
采购、可持续餐饮标准、高效垃圾管理）。各国还应打造试验性环境，如临时降低
各种限制，以促进干预措施的实施（如颗粒归仓网络、食品卫生规则）。因此：
各国应推动就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各种试验，并交流良好操作规范(3i)。
宏观或系统层面根源（第 2 章）往往需要系统性方法才能实现减少粮食损失与
浪费的目的。首先第一步就应该承认粮食系统的多样性以及粮食系统与粮食损失与
浪费的关系。因此：
各国和包括国际组织、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其它利益相关方应认
识到不同粮食系统在粮食损失与浪费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减少损失与浪费
的不同潜在措施(3j)。它们还应推动和支持多利益相关方通过各种举措改善食
品链的治理，并共同提高认识和开展集体行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3k)。
消费者应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造成家庭内浪费的驱动因素
多种多样，如收入水平、家庭规模、城市化程度、基础设施、食品供应链的结构、
食品文化、对企业和机构的信任（包括对食品安全规定的信任）和认识水平等等。
减少消费者层面的浪费需要更加可持续的购物、烹饪和饮食行为。可通过不同类型的
干预措施来支持这项工作，如旨在提高认识的宣传活动、试验性干预措施、社会措
施、教育城乡青年和为妇女赋权。如能努力恢复食品的真正价值，让消费者重新了
解食品是如何在供应链中生产和增值，就能减少消费者浪费，正如“慢食运动”等
城乡运动或“按自选食物量付款”等自选活动所展示的那样。为了减少消费者浪费：
各国和包括国际组织、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其它利益相关方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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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向消费者提供准确的信息与建议，帮助他们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3m)，
并鼓励所有行为方，包括消费者，共同采取具体行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尤其是通过大众宣传活动、对年轻人和儿童的教育等手段(3n)。
很多情况下，一旦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如收获后系统中），私有部门就是首当
其冲的输家，但事实上私有部门的做法和标准往往是导致食品链和消费者层面出现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间接原因（见第 2 章）。为促成所有各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找到能惠及各方的解决方案：
私有部门应制定和实施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企业责任政策，具体措施包
括收集和共享有关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数据，确保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时实
现合理的成本分摊，利益共享(3o)。它还应参与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相关
集体行动和举措，具体措施包括动员各公司改变自身做法，以减少家庭层面
的粮食损失与浪费(3p)。最后，私有部门应改革超市和食品零售商的做法，
如农产品验收或拒收标准（如水果、蔬菜、畜产品的大小与形状），例如，
可通过差异化定价法来避免经济和营养价值方面的损失(3q)。

4.2.4

更好地协调各项政策与战略，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各种类型的政策都会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第 2 章），如粮食及农业、发展、
工商法规、食品安全、生物能源、垃圾相关政策、研究和教育、社会事务、可持续
消费和生产、健康和饮食指南等政策。因此，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很大
程度上可以利用其它政策（第 3 章）。例如，要解决消费者层面的粮食浪费需要采
取多种措施，并与各类政策相关联，如从食品安全到可持续消费政策、与企业的关
系、垃圾再利用政策等。在全球层面，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已着手考虑根据各项标准
对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影响来重新调整自身的标准制定导向。在国家层面，减少粮食
损失与浪费的各项战略应尽力在不同部门和部门政策之间实现协调，包括由不同部委
管理的内容。农业和粮食政策（如涉及能力建设、培训、推广、食品安全管理、发展
项目等）往往缺乏对综合食品链统筹方法的考虑。为制定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战略，
克服目前粮食、农业及其它相关政策中对粮食损失与浪费因素考虑不足的问题：
各国应确保采取全食品链统筹法(4e)，将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关切和解决
方案以及食品链视角纳入到农业及粮食政策和发展计划以及可能会影响粮食
损失与浪费的其他政策中(4a)。它们应加强不同行业、不同目标（如可持续粮
食消费、膳食指南、食品安全、能源、浪费等）之间的政策连贯性(4b)。最后，
各国应支持采取措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实现食品日期标识在内容和使用方
法上的连贯性、清晰度和标准化，同时考虑《食品法典》相关原则(4d)。
农产品及食品有着多种多样的潜在用途（第 3.2.10 节）。“粮食利用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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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2 节）分层架构可以作为一种通用导向。
据此，为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优化资源利用，并为粮食损失与浪费
削减政策的协调统一提供指导：
各国应通过一个“粮食利用无浪费”分层架构（各层级分别为：防止浪
费、将食物作为饲料实现再利用、通过厌氧消化实现能源循环、作为堆肥实
现再利用、丢弃处理，如果没有其它处理方法，最终做填埋处理），制定有
利于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经济政策与激励机制(4c)。
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方面设定宏大目标，可能是提升行动级别、加强紧迫感
和相关承诺（包括奖罚程序）的有效方式，如联合国秘书长就在“零饥饿挑战”中
提出了实现零损失零浪费和百分之百可持续粮食系统的目标。设定目标还有助于提
高认识。因此：
各国应设定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目标(4c)。
相互学习，分享经验，是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关键。宣传活动也有助于改变
消费者对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的认识与态度。很多自下而上、草根式社会创新方法
也可能对态度带来积极影响。部门协会/组织也已开展各项举措，在成员间交流信息。
目前，在全球、各大洲、各国、各部门或各区域层面都已经出现越来越多旨在减少
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各种举措，其具体方式各不相同（见第 3 章）。我们依然需要：
(i) 在这些举措之间开展对话；(ii) 开展协调；(iii) 确定协同合作的着力点，等等。
为了支持这一目标，并推动采用集体解决方案，应在各方之间促进协调与合作，包
括在食品消费方面提高认识、改变态度与行为：
通过多利益相关方举措，如全球性的“节约粮食”举措，为协同合作提供
支持(4f)。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应因地制宜，但全球范围内仍存在巨大空间，可以相互学习
和交流方法与经验。例如，发展中国家可从其它发展中国家学习如何减少收获后损
失的经验。同样，在消费者层面浪费问题上，有人提出要防止一些国家在学习西方
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出现粮食浪费加剧的问题。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可以相互学习，
以便从全球层面汇总不同分析结果和解决方案。为便于学习和交流方法与经验：
粮安委应提高各方对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重要性的认识，并将高专组的
本份报告分发给各国际组织和机构(4j)。它还应制定准则，保证各国政府对自身
的粮食系统开展评估，旨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4i)，并考虑召开一次包容性
会议，就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举措的成功经验、面临的挑战和相关教训开展
交流沟通(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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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食品链各环节中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根源

要想确定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决方案和行动重点，首先要找到造成粮食损失
与浪费的根源。造成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从生物、微生物、化学、
生化、机械、物理、生理、技术、物流、组织原因到心理、行为原因，包括营销等
造成的原因。在确定根源时，必须针对食品链采取一种统筹视角。以下为造成粮食
损失与浪费的部分常见根源，按食品链不同环节排列：
收获前36
 外部因素（洪灾、旱灾、持续降雨、病虫害）。
 为本地和目标市场选择的品种。
 农作及栽培措施落后（水/养分/病虫害管理、打顶、搭架等），因农业推广服务
落后导致普遍缺乏有关生产、收获和收获后处理技术的相关信息，尤其是对小
农有用的信息。
 市场准入不足。
 缺乏各种农民组织团体/合作社/协会等，难以获取各种服务和设施，难以将产品
集中起来，更好的进入市场或满足合约条件。
收获和初步处理环节
 因贫困、担心产品被偷、缺乏有关成熟度的相关信息、劳动力缺乏等原因导致
过早或过晚收获。
 收获技术落后，导致遗洒、机械损伤、热损伤。
 谷物干燥不当，导致储存期间出现真菌感染。
 收获后商品的容器、包装材料选择不当。
 卫生标准落实不到位，尤其是针对用于包装和运输农产品的容器。
 用于收获后处理的农用化学品使用不当，导致对产品造成损伤或留下不安全的
残留；有关安全使用农用化学品的现行法规落实不到位。
 价值链中各行为方（生产者、贸易商、运输商）缺乏有关良好收获后处理规范
和应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
 产区缺乏加工设施，迫使农民将产品运往远处的加工商。
 缺少能充分利用不适合销售的食品的安排，如捐赠、产区的农家加工企业、农民
集市等。
 道路、能源和市场基础设施落后。
储存
 缺少针对谷物等耐储存食品的良好仓储设施，导致遭受虫害、黄曲霉素等真菌
感染。
 缺少针对水果、蔬菜、鱼、肉、乳制品等易腐败产品的冷藏设施。
 未采用收获后处理方法/农药/药剂来预防仓储虫害（缺乏信息）。
36

（潜在）产品收获前的损失并不包括在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定义范围内（见第 1 章）。但收获前条件或操作
也可能会间接（中观效应）导致收获过程中或食品链后面各环节出现粮食损失与浪费（见第 2 章），因此
在此处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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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条件差：通风、卫生、气体、照明条件差。
不同产品混合在一起，容易出现变质和/或污染。对块根作物缺乏处理。
块根作物的仓储条件差，导致变青发芽。
未采用合理的收获后技术在储存期延缓产品变质速度。

加工
 加工过程失误导致瑕疵（食品链）。
 对产品进行切割修型，以获得理想的形状和大小规格。
 加工线上的污染。
 加工设施不足；现有加工厂能力不足，特别是对季节性商品而言。
 缺乏包装。
配送和运输
 在包装和运输车辆装卸货过程中粗暴对待产品。
 运输过程中采用不合理容器/包装，如麻袋、聚乙烯塑料袋。
 运输过程中通风不良。
 运输基础设施差：道路、冷藏车。
 在缺乏冷藏设施的卸货点出现延误。
 进口产品由于接受动植物检疫或食品安全检验，在入境口岸出现延误。
 不符合动植物检疫或食品安全规范。
零售网点
 储备/陈列“完美”、新鲜产品的压力。
 为保持产品新鲜的外表违规使用受监管的化学品，导致残留水平超标。
 使用不受监管的化学品，如用碳化钙催熟。
 易导致浪费的陈列方式：（不同成熟度的）产品成堆混合摆放。
 定时补充货架，导致消费者只挑选日期最新的产品。
 零售商对即食/加工食品的管理。
 包装不足。
 大包装，迫使消费者超需购买。
 销售策略、产品促销和量大打折等做法吸引消费者超量购物，如“买一得二”、
“买一送一”。
 库存管理效率低下、过量生产、（由农民和食品加工厂家引起的）产品和包装
损伤。
 缺乏需求预测能力，难以预测顾客人数（餐饮业）。
 对外表不完美或临近“保质期”的产品，缺乏替代性市场。
 缺少捐赠可能性。
消费
 态度。
 缺乏认识。
 缺乏购物规划。
 不知如何区分“此日期前最佳”和“此日期前食用”等日期标识。
 缺乏如何烹制剩菜剩饭的相关知识（家庭）。
 储存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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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食品链各环节中的解决方案
确定根源，了解微观、中观、宏观根源之间的关系（见第 2 章），有助于为所有

利益相关方指明方向，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寻求和实施能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解
决方案。下文为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潜在解决方案，分为三大类：(i) 可以由单个行为
方实施的解决方案（微观解决方案），通常为技术性方案；(ii) 需要通过同一环节
或整个食品链不同行为方采取集体行动实施的解决方案； (iii) 需要在更广范围内
（国家或国家以下层级）采取集体行动实施的解决方案，通常涉及公共主管部门。

I) 可以由单个行为方实施的解决方案（微观层面）
收获/生产环节


挑选合适品种时要考虑本地（以获取最佳质量）和目标市场（成熟期与市场需
求相吻合）。



选择抗病、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



采用合理的农作栽培方法，确保产品高质量，减少淘汰造成的损失。



针对目标市场合理安排收获时间。



收获后正确分类/分级：按大小、损伤和病虫害感染情况、水果不同成熟度分类，
便于包装后送往不同市场或用于不同用途。



改善易腐败产品在农场中的仓储设施。



使用洁净、合适的容器。

收获后处理和储存环节


通过管理好相关因素（温度失控、乙烯、微生物量、日晒、发芽、污染物）延缓
收获后变质速度。



因地制宜对低成本适用收获后技术进行调整，并在食品链各行为方中加以推广。



推广创新型仓储方案，如仓单系统（WRS）。

加工和包装


推动和支持在产地开展农家加工，减少运输成本和将产品长途运输至较远加工
厂家过程中的损失。



鼓励和支持创建适合当地条件的加工单位。



重新调整加工流程，确保高效利用资源。



改进包装，延长保存期。



改进库存管理、浪费情况审计和计量。



根据采购方要求和进口国消费者需求选择包装材料、标识和包装类型。



为发展中国家开发低成本、可再利用和/或可降解包装材料。



在发展中国家里创建适合当地条件的包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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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销售和市场


出口海外市场的冷藏货物物流运输。



在批发/零售商场和超市中配置良好的仓储设施。



推动在零售网点对产品进行合理摆放和陈列（避免将产品混合成堆摆放，避免
将对温度要求不同的产品混合堆放在同一间公用冷库中致使温度失控）。



改变会鼓励人们冲动/浪费型购物的店内促销方式。



改进店内库存、库存管理、浪费量审计和计量工作。

零售


鼓励应季消费。



缩小包装规格。



餐饮服务机构，如宾馆、餐厅、餐饮店等，要在遵守食品安全要求的前提下，
按照消费者需求和要求重新调整餐食份量。



对临近保质日期或质量受损（包括新鲜度、形状、颜色、均匀度、口味方面）
的产品实行差异化定价，避免损失。



将多余食品送至慈善机构。

消费


改善三餐规划。



吃完再买。



按需购买。



合理储存食品。



正确理解“此日期前出售”“此日期前最佳”等日期标识。



有效利用剩菜剩饭和超过“此日期前最佳”所示日期的食品。

II) 齐心协力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中观层面）
收获前37/生产环节


加强（包括通过能力建设）有关良好农作规范、良好收获规范、良好储存规范、
良好加工规范和预防粮食损失等方面的初级生产者组织/农民协会。



为小农提供更好的农业推广服务，以便为他们提供有关生产和收获后处理良好
规范的所需信息。



良好收获规范：培训农民了解成熟度指数及其对营养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性。



多样化经营，防止农民因贫困在产品未成熟之前采收。



横向联合（农民组织/合作社），借此获得信贷或产品预付款，而避免因贫困在
产品未成熟之前采收。小农可通过组织来扩大生产与营销。

37

收获前环节采取的行动能间接（中观效应）促使在收获或食品链后面各环节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见第 2
章），因此被视为属于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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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价值链各行为方之间的联系（纵向和横向联合），以提高效率；减少农民
为避免无法满足合约规定数量。



推动充分利用不适合销售的食品，如捐赠、在产区进行农家加工。

处理和储存环节


更好地获取低成本处理和储存技术（如蒸发冷却器、储存袋、金属粮仓、货箱）。



为生产者、贸易商、运输商提供良好收获后处理规范及技术方面的培训。



为食品链中各行为方提供有关良好储存规范方面的培训，如乙烯和微生物管理。



确保在食品价值链全程遵守病虫害防治规定。



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来改进储存设施（包括冷库、筒仓、仓库）和运输设施，如
易腐败产品冷藏车。



促进无力单独购置设施的小农联合/集体购置储存设施。



遵循农用化学品安全使用规定。



为供应链经营方提供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合理的收获后处理 、通用卫生规范等
方面的培训，提高各方认识，以确保保护消费者，最大程度减少由于不安全食
品被丢弃而造成的损失。

加工和包装


在农民和加工商之间建立和/或加强联系，如通过合约的方式。



改善加工设施的供求平衡，包括通过将设施用于其它用途，避免因加工能力缺
乏而造成季节性产品损失。



为加工商打造有利环境，鼓励私有部门加大对加工业的投资。



改善供应链管理。



鼓励和/或确保加工商遵循加工食品相关标准，保证消费者获得优质安全的食品，
并减少由于产品不达标造成的损失。

运输、销售和市场


推动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联系。



促进建立商品协会/组织/合作社，以加强市场准入，提高经营效率。



明确说明食品日期标识的各种做法，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



为消费者提供有关食品储存和烹制方面的指导意见。



为不达标产品开发市场。



增加未能销售出去的食品的捐赠力度。

消费


就餐食规划、良好的储存措施、食品烹制、剩菜剩饭的再利用、正确理解“在此
日期前出售、此日期前最佳”等日期标识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培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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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告和企业口号等，宣传预防食品浪费、废弃物和包装材料循环再利用等
内容。



教育消费者规划好自己的购物计划，做到吃完再买，按照规划好的餐食购物。



抵制浪费食品的做法和宣传口号，如买二送一，点菜送免费菜品。



城市食品消费者应重新审视自己的食品购买习惯。

跨部门措施


提高供应链各方识别关键控制点的能力，以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为供应链各方提供有关良好规范的培训和能力建设。



探索食品废弃物的再利用，制作堆肥。

系统性解决方案


将所有行为方相互联系起来。



与农民组织、行业协会联手打造国家/区域粮食损失预防平台。



对不同产品供应链中的损失关键点进行识别和监测。



在国家和/部门层面制定粮食损失与浪费预防准则和协议。



食品链效率。



提高有组织和无组织食品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鼓励食品生产者
和加工商以及食品链中参与生产/加工活动的其它行为方搞好库存管理（如先进
先出，或先过期先出）。



鼓励在生产规划、分类、分级、物流等方面开展组织、管理创新。



在各级对废弃物或副产品进行充分利用。



制定充分利用食品废弃物和食品相关废弃物的方法/制度，包括对现有制度进行
调整。



在将食品供应链中的副产品用于食品或非食品用途方面推动/鼓励技术创新。



推动短链和当地解决方案。



推动原材料当地采购和当地加工。



推动预防食品损失的传统/当地技术创新。

III) 促进变革：通过宏观或系统层面的解决方案，制定粮食损失与浪费相关
政策以及在其它政策中考虑粮食损失与浪费因素
收获前38/生产环节


改善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建立农民小组、合作社、协会等，并将其与市场联
系起来，鼓励生产者和加工商之间开展合同农业和签订长期合约。

38

收获前环节采取的行动能间接（中观效应）促使在收获时或食品链后面各环节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见第
2 章），因此被视为属于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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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遭拒收/淘汰产品创建替代性市场，如靠近消费者的正规农产品集市/商店。

处理和储存环节


改善道路、能源和市场基础设施，尤其在农产品生产较为集中的农村地区。

加工和包装


推动当地加工，包括鼓励投资。

运输、销售和市场


开发高效的市场体系，尤其是易腐败产品市场。

消费


加强有关粮食浪费的教育，如有可能，将其纳入有关粮食利用和营养相关的广
义内容中。



确保在学校、大学和社区中开展家庭经济学教育，帮助人们更好地利用粮食。



在学校、大学、教育机构、医院和其它商务机构中提高人们对预防粮食浪费、
“粮食浪费足迹”、绿色理念等的认识。

跨部门措施


加强发展中国家中各机构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研究能力，以便开发出能
减少收获后损失的合理（本地）解决方案。



加强推广单位（在收获后处理方面的）能力建设，推动他们更好地为小农服务。



有关良好规范和食品安全的专业教育和发展。如有可能，应将粮食浪费相关教
育纳入有关粮食利用和营养的广义内容中去。

系统性解决方案


将所有行为方相互联系起来。



提高各方对粮食损失与浪费所造成的影响及相关解决方案的认识。



就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开展全球性合作协调活动。



制定旨在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政策、战略和计划。



为私有和公共部门实施的、与粮食损失与浪费削减工作相关的投资项目提供支持。



促进小农和食品链中其它行为方/利益相关方获取信贷。



组织开展食品价值链/供应链绘图工作，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些链的结构、关键方
及其作用、产品及服务、销售渠道等。



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测算标准和框架。



建立收集原始测算方法和数据的网络。



质量/标准相关内容。



为多层分级的商品/产品开发市场。

135



促进各方遵循园艺作物、肉类、鱼类和禽类等易腐败产品的相关质量标准。



重新审视粮食法规及标准，以预防和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食品链效率。



在农业开发项目中采取一种食品链统筹视角（产品将在何处被消费，将如何运
输、加工等）。



促进各方遵循国际标准和进口国食品标准，包括有关食品进口的动植物检疫标准。



在各级充分利用废弃物或副产品。



选择性垃圾收集。



为易腐败产品开发冷链。



为决策工作提供依据。



为研究项目提供支持，以便对粮食损失与浪费进行定量分析，为决策提供依据。



支持开展成本效益分析，以便就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提出干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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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高专组项目周期

高专组成立于2009年，是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
是最主要的、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供广泛的、做出承诺的利益相关者
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展开合作，以支持国家牵头的各项旨在为全人类消除饥饿并确保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进程。 39
高专组的主要职能包括：评估分析当前的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及其内在成因；
运用现有的高质量调研、数据和技术研究，就具体的政策相关问题提供科学的、基于
知识的分析和建议；提出新出现问题，并帮助各成员对未来行动以及对重点领域的
关注安排先后次序。
高专组从粮安委接受其职责任务，并向粮安委报告。高专组独立于政府立场编写
报告，提出建议和咨询，以期通过综合分析与咨询为辩论提供素材和依据。
高专组设有二级架构：




指导委员会，由 15 名来自不同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组成，专家
由粮安委主席团任命。高专组指导委员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相关工作，而
不作为各自政府、机构或组织的代表。
项目组，由指导委员会选聘和管理，以具体项目为依托，针对具体问题进行
分析/报告。

为确保具体过程的科学合理性和可信度，以及各种形式知识的透明公开，高专组
依据粮安委商定的具体规则运作。
尽管时间受到严格限制，但编制报告的项目周期仍包括了清晰定义的阶段。高
专组从粮安委提出的政治问题和请求出发，组织一次以政策为导向的科学对话。这
包括通过一个设定时限的主题项目小组开展工作，该小组受到指导委员会在科学和
方法上的指导和监督。也包括就批准前的一稿展开一次外部公开磋商和一次外部科
学同行评审。指导委员会在一次面对面会议上最终完成并通过报告（图 9）。
高专组针对每份报告都要安排两次公开磋商：第一，针对研究范围；第二，针
对零版“工作稿”草案。通过这种安排，该过程可向高专组名册上的专家（目前有
2000 多名）、所有相关的专家以及所有同时也作为知识所有者的利益相关者开放。
磋商能够使高专组更好地了解各种问题和关切，并丰富知识库，包括社会知识，从
而争取把不同的科学观点和意见综合在一起。
已批准的最终报告转交给粮安委，翻译成其他 5 种联合国官方语文（阿拉伯文、
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并出版，为粮安委的各种讨论和辩论提供信息。
高专组、其工作流程以及所有以往报告的所有相关信息都可见高专组网站：
www.fao.org/cfs/cfs-hlpe。

39

粮安委改革文件，参见 www.fao.org/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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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高专组项目周期

CFS

粮安委在全会上确定高专组使命

StC

指导委员会确定项目的
监督方式，并提出研究范围
通过公开电子磋商就研究范围初步方案
征求意见

StC
PT

指导委员会指定项目组，并确定
其职责范围

项目组完成报告零草案（V0）

零草案通过公开电子磋商征求意见

PT

项目组确定报告一稿（V1）

高专组将一稿提交给
外部评审人，接受学术和实证评审

PT

项目组准备报告批准前的二稿（V2）

StC

二稿正式提交给指导委员会批准

CFS

获得批准的定稿提交给粮安委
公布于众

CFS

高专组将报告提交给
粮安委，供讨论和政策辩论

CFS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HLPE 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组
StC 高专组指导委员会
PT 高专组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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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粮农组织的资料，全球供人类消费的粮食产量中近
三分之一，即每年约13亿吨粮食被损失或浪费掉。粮食
损失与浪费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及粮食系统确保为当代
和子孙后代可持续提供充足优质食物的能力。
该报告系统地分析了粮食损失与浪费对粮食系统可持续
性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审议了造成粮食损失与浪
费的各种原因，确定了这些原因的大致类别和程度。该
报告特别针对要采取的行动，介绍了所有相关行动者确
定其本身和集体的一套可能解决办法的实际要素。该报
告列举了许多实例，指明了行动者在各种背景和情况下
制定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战略的“未来方向”。

粮安委

Secretariat HLPE c/o FAO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
00153 Rome,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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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 cfs-hlpe@fao.org

I3901Ch/1/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