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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饿人数创历史新高
全球挨饿人数有史以来首次超过10亿，比去年
增加1亿左右，达到10.2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六分

与其部分重叠，致使贫困者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减少，
大大削弱了贫困者获取粮食的手段。

之一。
挨饿人数的增加，并非国际粮食供应有限所
除非立即采取重大、持续的纠正行动，否则

致。粮农组织的《粮食展望》最近提供的数据表明，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的在2015年之前将饥饿者人

2009年世界谷物生产强劲，产量将仅仅略低于去年创

数减少一半，降至不超过4.20亿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下的22.87亿吨的纪录。

（图1）。
收入的下降使贫困者买粮的能力下降，国内市
图1. 全世界饥饿者人数（百万）

场价格居高不下时尤其如此。世界粮食价格虽已从其
2008年年中的顶峰回落，但按照历史标准衡量，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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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很高。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价格的回落速
度较慢（图2）。2008年底，国内主要粮食实际价格
比两年前平均高出24%；这是对一系列重要食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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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客观结论。
经济危机造成收入下降，粮食价格持续高涨，
业已证明，这两者对世界最易受害群体产生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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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首脑会议指标路径

图2. 若干国家国内小麦价格和国际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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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对饥饿人数
作出的最新估计表明，过去十年中显现的已经令人失
望的趋势大大恶化。2009年，粮食不安全人数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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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了迅速有效消除饥饿根源的紧迫性。

美国出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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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是核心
当前全球经济放缓，是世界饥饿人数激增的核心
原因。全球经济的放缓发生于粮食和燃料危机之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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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危机为何特别严重?

挨饿人数创历史新高
官方发展援助

从几个方面来看，当前危机史无前例。首先，

2008年，全球外来援助大幅度增加，成为许多

经济危机发生在全球粮食安全危机之后，而粮食安全

最贫困国家主要的资本输入来源。然而，由于全球经

危机的主要原因是2006-2008年期间，主要粮食价格

济的衰退对捐助国的预算产生了影响，国际货币基金

迅速大幅度上涨，超出了许许多多贫困人口的购买能

组织预计最贫困的71个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将下降

力。因此，家庭通常用来抵御经济冲击的机制已经负

25%左右。

荷过度。

金融市场
其次，危机同时影响世界众多地区。当经济危机

随着危机的蔓延，发展中国家面临来自私营和

局限于个别国家，或局限于特定地区的几个国家时，

公共部门的外来信贷成本的上升。向发展中国家贷款

政府可能借助于货币贬值、借款或增加使用官方援助

的风险溢价已提高了1/4个百分点。在许多情况下，

等手段来应对危机的影响。而在出现全球危机的情况

可能根本得不到信贷，因为银行对其金融储备实行配

下，这些手段的应用范围比较有限。

给，仅仅向那些被视为最可靠的借款人放贷。

第三，随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贸易上进一步

国际贸易

融入世界经济，其受国际市场变化影响的风险大大增

贸易量预计将因当前的经济危机下降5%（国际货

加。全球需求或供应的下降，或危机对信贷供应的限

币基金组织预测）至9%（世贸组织预测）。2009年发

制，都会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直接反响。

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预计也将下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预测发展中国家出口额的下跌幅度更大。对那

经济危机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
全球经济的放缓，通过金融和贸易渠道影响了发

些依靠出口作为其主要外汇来源的经济体的破坏尤其
严重。

展中国家，对其粮食安全和总体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
国际资本流量缩小，信贷条件收紧，汇款下降，

响。主要传递渠道如下。

出口机遇减少，导致投资萎缩，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

外来直接投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9年投向发展中
国家的外来投资将减少32%。虽然大部分投资投向采

增长前景。除非采取具体措施增加投资，否则这可能
对贫困国家产生长期不利影响，甚至延续到全球衰退
浪潮之后。

矿、工业和服务行业，农业部门也将受到影响。就业
减少将对整个经济产生波及效应，找不到工作的人可

哪些地区受影响最严重?
饥饿增加是一种全球现象。实际上，世界所有地

能不得不返回农村。

区都受到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的影响（图3）。

汇款

•

饿者（6.42亿）居住在这一地区。

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收到的侨民汇
款将下降5% - 8%左右。以前汇款年增长率高达20%，

•
•

次不大可能出现汇款的反周期效应。

近东和北非是发展中世界饥饿人数增长幅度最大
的地区（增加13.5%）。

通常能够抵御冲击，在收汇国家遇到经济危机时，汇
款往往增加。然而，由于当前衰退的全球性质，这一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相对其人口规模而言食物
不足发生率最高（32%）的地区。

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资本来源。例如，在低收
入国家，汇款占经济总产出的6%。更重要的是，汇款

亚洲及太平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大多数饥

•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是近几年来出现改善迹
象的唯一地区，但饥饿者也明显增加（增加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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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饿人数创历史新高
此外，居民改变了消费模式，与食品和其他必需

即使在发达国家，食物不足也已成为令人日益关

品相比，人们减少了耐用品开支。就食品而言，人们

注的问题。

也开始转向购买如谷物这类更便宜、卡路里含量高的
图3.估计的2009年饥饿人数区域分布（百万人）

高能量食品，而不再购买价格高且富含蛋白质和营养

以及与2008年相比增加的％

物质的食品，如肉类、奶制品或水果蔬菜。

(+13.5%) 42 15 (+15.4%)
(+12.8%) 53

因此应对机制包括人们不情愿但通常不可避免的
妥协方案，如：贫困的职业母亲不再为自己或孩子进
行医疗保健；移民迁居可能会削弱社区凝聚力；让孩
子退学破坏了长期人力资本；出售资产减少了物质或
财政资源储备且往往难以逆转；转而消费低营养食品

265
(+11.8%)

或是简单地减少食量，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并降低儿童
的认知潜能。
642
(+10.5%)

世界粮食计划署进行的国别案例研究表明，居民
采取了多种办法来应对汇款、出口、外来直接投资的

亚洲及太平洋

减少以及经济危机的其他影响（参见表1）。

非洲撒蛤拉以南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近东及北非

当然是贫困家庭受到预算紧张的冲击更严重。特

发达国家

别是农村地区无地农户和城市贫困人口，由于无法实
现自给自足农业生产，因此受危机影响最严重。其他
脆弱群体包括主劳力是妇女的家庭，由于要从事抚育

贫困人口如何应对危机？
面临失业状况不断恶化、工资不断下降以及对劳
务需求的不断减少，人们试图通过迁居、出售牲畜等

孩子、照顾老人、捡拾薪柴等家务劳动而无法将大部
分时间用来挣钱。

资产、借债或参与新型经济活动来维持收入。国际迹
尽管城市地区面临的冲击特别严重，但农村地区

象显示，妇女寻求进入劳动力市场来应对经济衰退，
同时也可能会要求儿童参加雇佣劳动来挣钱。

也遭受到了负面影响。从城市地区回迁给现有就业机
会带来压力并使通常十分有限的家庭收入愈发紧张。

表1. 举例说明经济危机的主要影响和居民反应
亚美尼亚

孟加拉国

加纳

尼加拉瓜

赞比亚

危机影响

下降领域：
汇款

下降领域：
汇款、外来直接
投资、官方发展
援助

下降领域：
汇款、外来直接
投资、贸易、官
方发展援助

下降领域：
汇款、外来直接
投资、官方发展
援助

下降领域：
汇款、外来直接
投资、贸易、官
方发展援助

居民反应

改变膳食、减
少医疗开支、
借债、卖牲畜

减餐、购买廉价
食品、减少医疗
开支、借债

改变膳食、减少
医疗和教育开
支、卖牲畜

改变膳食、借
债、卖牲畜

减餐、购买廉价
食品、减少医疗
和教育开支、
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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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政策响应？

挨饿人数创历史新高
现代化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

2006至2008年的粮食和石油危机以及当前接踵而

得到适当机制及国际、国内和地方层面良好治理的援

来的金融和经济衰退，都对粮食不安全人口造成了破

助。机制重建以及对现有机制的适度改革必须要建立

坏性影响。他们需要得到紧急援助来避免情况进一步

在“充足食物权”原则基础上。“新型”机制必须建

恶化。

立在以往经验之上，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赋权于贫
困人口并让其参与相关决策。在国家层面上落实“实

但营养不足人数在这场危机前就已在不断增加，
揭示了当前粮食系统的脆弱性，亟需进行体制改革。
短期而言，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网和社保计划来

现食物权自愿准则”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
一步。

把农业保留在政策议程中

帮助最急需帮助的人群。同时，小型农户必须获得良

全球粮食危机威胁着世界安全与和平，并把粮食

种、肥料、饲料和农具等必需的生产手段和技术来促

安全和农业重新推回到决策者议程的首要位置。随着

进生产。这样也能为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贫困消费者带

世界市场粮食商品价格的逐步回落并鉴于当前全球金

来低粮价。

融和经济危机，有风险表明人们可能不再会注意那些
难以养活自身人口的贫困国家所遭受的苦难。国际社

中长期而言，要根本解决饥饿问题就要提高产
量，特别是在低收入缺粮国。这些国家必须获得必要

会在同全球衰退全力作斗争的同时，绝对不能忘记对
全球10亿饥饿人口所做出的承诺。

的技术和财政支援以及政策手段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
抵御危机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稳定有效的政策、监

经济危机通常都会导致对农业公共投资的减少，

管和制度机制以及能促进农业投资的合理有效的市场

对贫困和饥饿人口造成毁灭性影响。以往的经验和实

基础设施。同时要加大对粮食和农业科技的投资力

证研究表明，特别是在这种危机关头，对农业的支持

度。没有健全的农业体系和更为强大的全球粮食安全

不应被削减，反而应该得到加强。只有一个健全的农

机制，许多国家还是难以提高产量满足需求，难以找

业部门，再加上不断增长的非农经济以及有效的安全

到外汇来满足粮食进口需求。

网和社保计划，才能按照国际既定目标可持续地消除
粮食不安全和贫困现象。

采取因循守旧的办法不可能把营养不足现象消
除到一定程度。人们要消除自身饥饿，就必须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