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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引言
2021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以下简称“峰会”）的总体目标是，呼吁各国粮食系统尽最大努
力，为满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述的各国人民和全球粮食需求做出贡献。此次峰会的
特使，艾格尼丝·卡里巴塔博士鼓励各方广泛参与峰会的筹备工作。同时她还邀请各方参加涉
及多方利益的协商对话，为塑造各国粮食系统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此次粮食系统峰会对话（FSSD）（以下简称“对话”）为广大利益相关方提供了难得的机
会，使他们能够在塑造未来粮食系统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在峰会的筹备阶段，对话召集
人将对成员国对话、独立对话及全球对话进行有序组织，此外他还会负责对话设计、实施和报
告等工作。

对话召集人应将充足食物权、其
他人权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作为对话的重点讨论对象。对话
召集人同时要确保参与各方以峰
会参与原则为指导进行对话：时
刻保持紧迫感；致力于召开一次
成功的峰会；尊重不同的看法；
充分认识粮食系统的复杂性，包
括利益相关方的多样性；对话应
建立在现有政策和倡议的基础
上；为促进相互信任，确保对话
中发表的言论并非出自个人之
口。成员国对话召集人由各国政
府提名，支持团队负责提供相关

数据来源：粮食系统峰会成员国对话会议正式反馈表及
行动路线
•

第二部分，参会者分析，基于92个国家截至2021年
8月15日在入口上发表的405份成员国对话正式反
馈表。

•

第三部分，对话成果分析，基于105个国家截至
2021年8月23日在入口上发表的446份成员国对话
正式反馈表。

•

第四部分，行动路线聚焦，基于截止2021年9月
6日上传至入口的8条行动路线和19份发表前共享
的行动路线文件草案。

协助，联合国峰会秘书处及位于瑞士的社会企业4SD共同组成的伙伴关系则主要提供指导和支
持。
对话支持服务团队在2021年8月15日前收到了多份成员国对话会议正式反馈表，本报告对这些
表格中的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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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综合了各个对话会议取得的成果，从中识别出不同的模式。并在国家、地区、全球需求和
机遇大背景下，反思了这些模式的重要性。在成员国对话会议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阐述了各自
的行动路线，介绍了他们希望通过何种方式在2030年前打造可持续、公平合理、富有弹性的
粮食系统。本报告还描述了各国在制定行动路线方面取得的进展。

行动路线的总体目标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利益相关方提供的协助下，实现整个粮食系统的大
规模转型。各国在推进本国粮食系统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制定符合各自国情的行动路线。我们
希望各国能够携手前行，共同推进系统转型，与本区域内其他国家建立经常性联系，并充分利
用每个机会，分享和学习彼此的集体经验。

这种以成员国对话、国家行动路线和区域立场为基石，并且由多国和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合
作，将在2021年至2023年的两年时间里得到显著增强。在支持机制的协助下，这种合作关系
有助于满足各个国家在以下五个行动领域的需求：1）让所有人都能得到良好的营养；2）促进基
于自然的生产解决方案；3）促进公平生计、体面工作和赋能社区；4）建立抵御脆弱性、冲
击和压力的韧性；5）支持实施手段，包括通过地方、区域和全球联盟。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正在探讨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

此外，支持强化、验证、实施国家和区域两级行动路线以及保持两级行动路线间联系所需要
的安排也得到了各方的重视。同时，各方也考虑了在未来两年内保持多个利益相关方工作活力
和热情的提议，以便利用信息共享带来的优势，尽快打造适应未来需求的粮食系统。

组成部分
这份综合报告分为六个部分，将引导读者逐步理解报告在编写过程中采用的大量数据。

1. 成员国对话进展
此部分介绍了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对话进展情况。解释了这些对话奏效的原因以及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对话安排。此外，还向读者介绍了成员国对话召集人和成员国
对话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如何转化为“行动路线”。在独立对话进程、成员国
间开展对话沟通的方式，以及UNFSS对话支持服务团队提供的支持间建立起联系。

2. 参会者分析
此部分描述了对话参会者的数量、属性和从属关系，探讨了参与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出现的趋势。按性别、年龄、行业和利益有关者群体探讨了总体和相对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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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表明，在许多国家性对话进程中，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并
且还重点介绍了一些值得留意的情况。

3. 确保粮食系统适合未来的需求，梳理对话成果
此部分将成员国召集人在对话后分享的正式反馈表作为内容来源，形成综合性的对话
成果。确定趋同领域，将它们有条理地组织起来。成员国识别和预期使用变化杠杆的
方式，是粮食系统转型的重要触发因素。各方在未来十年制定决策和权衡取舍时，将
把共同的分歧领域作为重要指标。

4. 成员国粮食系统转型的行动路线
此部分解释了对话进展如何促进各国制定“行动路线”，并将入口上发布的行动路线
作为参考资料。这些行动路线作为正式反馈表的附件进行分享，或以草稿形式分享给
UNFSS对话支持服务团队。它展示了成员国如何描述其对粮食系统未来的愿景，如何围
绕峰会目标制定行动路线，以及如何针对行动路线采取行动、做出决定和承诺，进而
稳步迈向宏伟目标。

5. 合作实施
此部分重点介绍了成员国如何借助高效管理和合作关系，充分利用通过对话进展和制
定行动路线创造的发展势头。重点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在
这种机制中，粮食系统是所有管辖区重点关注的问题。除了需要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
系外，不断学习管理粮食系统的需求也在进一步扩大。基于以上原因，与独立对话的
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6. 对实施的影响
通过从促进对话项目中汲取经验，本节列出了在峰会召开后的两年内十分重要的六项
职能。这六项职能是：
I.

各国政府和国内利益相关方将需要寻机反思峰会取得的成果，并表明他们在峰
会后的下一步计划

II.

各国政府将继续开展对话，为面向未来的粮食系统制定行动路线，确保行动路
线经过验证，将其作为实施方案的基础并进行定期回顾（和调整）

III.

各国政府将积极参与峰会后举行的对话、行动路线、实施和回顾

IV.

作为峰会后管理支持机制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将能够获取以科学为基础的专门
知识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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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各国政府将利用变革杠杆推动转型

VI.

各国政府将探索其他粮食系统治理方案

结论
去年参与成员国对话的各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通过粮食系统开展工作能够带来诸多好处。
成员国对话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让许多与未来粮食系统息息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团体能够参与其
中。峰会筹备过程中针对粮食系统开展的广泛交流，表明了跨学科和多部门办法的重要性。许
多参与对话的利益相关方从食物权的普遍性和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探讨了粮食问
题。各方还针对应该优先考虑哪些粮食系统成果进行了讨论和辩论。对话期间的互动凸显了对
优先事项开展明确辩论的价值，以及它们所暗示的权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各方在互动过程
中认识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后续工作，并且不回避这种工作方式所固有的复杂性。

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对话开展共同协作，阐明对未来粮食系统的愿景，确定分歧并加以解决，探
索目前的粮食系统可以进行哪些改变，并为利益相关方设计实现这些改变的行动路线。对于粮
食系统的运作方式，以及粮食系统在面临潜在压力时该如何适应并保持弹性，不同的利益相关
方群体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在粮食系统表象和感觉上的感知差异，影响了不同利益相关方看
待其系统内优势和弱点的方式。

借助FSS对话提供的机会，利益相关方不仅可以分享、检验和讨论各自不同的观点，还能够从
彼此间的紧密联系受益。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好地协调各方努力，进而提高影响力。

FSS对话中涌现的行动路线将有助于协调粮食系统转型方面的努力。这些行动路线以现有的国
家粮食战略和国家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项目的成果为基础。大多数行动路线都是高层次、富有
战略性的，结合了对未来（以2030年为重点）需要什么样的粮食系统的愿景，描述了实现这
些愿景的最佳方式，以及强调了支持和管理系统变革的最佳途径。在峰会后的六个月内，对话
支持服务团队将继续为各国对话召集人和区域组织制定行动路线、确定优先事项，以及寻求与
其他组织建立联系。

更新 — 截至本综合报告发布之时，共开展了601次成员国的对话，上传至入口的国家行动路线
文件共计8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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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食系统峰会成员国对话综合报告概要
本综合报告总结了在峰会前后成员国对话的成果。对话为各方提供了广泛参与未来粮食系统塑
造的机会。众多召集人在系统领导能力方面都树立了典范，并力求继续以这种方式做出贡献。
本综合报告以峰会前发表的成员国对话综合报告 2 号报告为基础，大大扩充了其所依据的对话
范围，包括行动路线和政府间对话概要。

数据来源：粮食系统峰会成员国对话会议正式反馈表
及行动路线
•

第二部分，参会者分析，基于92个国家截至
2021年8月15日在入口上发表的405份成员国对
话正式反馈表。

•

第三部分，对话成果分析，基于105个国家截
至2021年8月23日在入口上发表的446份成员国
对话正式反馈表。

•

第四部分，行动路线聚焦，基于截止2021年9月
6日上传至入口的8条行动路线和19份发表前共
享的行动路线文件草案。

本综合报告概述了成员国对话的参
与人员以及他们所发起的流程。我
们向大家展示了对话的进展如何打
通国家行动路线，助力全球各国在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粮食
系统。

我们向外界进行了展示，该等地区
和国家拧成一股绳，在广泛转型上
表现出勃勃雄心。本综合报告将以
短文集锦形式介绍各国的例证，这
些例证源于就召集人交流和官方反
馈表展开的分析。

短文将以两种形式呈现。“国家之窗”1阐述了与国家对话进展步调一致的当下流程，以及出
现的情况。“国家之窗”不会始终与其所附带的特定文本部分直接相关。插入该等内容旨在说
明发生对话的背景，以及从中可以看出的模式。“专题聚焦”版块通过国家进程来阐述文本的
特定部分。

这一综合报告为在峰会上启动一项宏大议程奠定了根基，以便在多个层面上实现粮食系统的转
型。因此各国、各行各业和多方利益相关者需齐心协力，以反映全球当务之急的方式推动粮食
系统转型，同时应对当地的现实问题。两年后的总结将成为保持紧迫性和推动力的契机，同时

本综合报告旨在反映各参与国在成员国粮食系统峰会对话上所表达的内容。本综合报告中的“国
家之窗”只是成员国对话中众多见解的冰山一角。如欲深入了解对话结果，请前往峰会对话入口
7
查看官方反馈表，网址为 https://summitdialogues.org/explore-feedback/。
1

也让所有成员国和利益相关者可以共同参与，团结一致。此举将突出 2030 年议程本身的无国
界特质，并为所有国家打造一个继续参与其中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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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峰会所传达的信息，罗马，2021 年 7 月
在预备峰会的部长级声明2、讨论和发言中，我们总结了三大重要信息。
1. 由于新冠疫情、卫生服务崩溃、饥饿问题加剧、营养不良、气候变化影响、自然破坏、
生物多样性流失、不平等问题加剧以及国际背景下的信任危机，许多人正面临着日益
加剧的重重危机。我们明确表示，采取行动刻不容缓，是解决众多问题的必经之路。

2. 通过将人类和地球互通，粮食系统定然能创造更光明的未来。粮食系统是各行各界赖
以生存的基础，是繁荣昌盛的根基，可以帮助各国应对冲击和危机。然而，若稍有差
池，便会让问题雪上加霜。

3. 粮食系统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情况不断调整。粮食系统发展方式的影响空间要多
大，才能在迫在眉睫的氛围下变得更加惠民、顺应自然环境且更能促进各国以平等方
式实现繁荣？在 2030 年之前为全人类打造可持续性、公平化和有韧性的未来这一进程
中，它们是否能够做出独特且深远的贡献？

对话的进展：大惊喜、大热门
在对话的帮助下，众多粮食系统相关者能够通过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建立联系，深入探索和扩
大参与范围来为塑造未来的粮食系统尽一份力。目前我们正在将对话结果整合成相关行动路
线，并通过立法机构和利益相关者进行验证。这些途径将用于鼓励群体作出承诺。

国家决策者已经积极接受各类 FFS 对话所带来的机会，其中包括独立组织的对话。他们逐渐融
入这一进程，预计在峰会之后这一对话会证明其行之有效，成为后续行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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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48 个已提名国家召集人的成员国中，有 108 个国家在预备峰会上发表了部长级声明。

1.

成员国对话进展

1.1.

成员国对话进入行动路线阶段和粮食系统峰会

在 2021 年联合国秘书处粮食系统峰会的预备阶段，各成员国始终关注其国家粮食系统如何在
未来十年内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目标 (SDG) 保持一致步调并在实现的过程中做出贡
献。作为峰会进程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每个成员国均受邀召开跨行业和跨利益相关者的对
话，并阐明用来实现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国家行动路线。这可以作为实现粮食系统的一种方法，
该方法反映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联系，而且尤其关注那些可能落后于人的朋友们。

为在 2030 年实现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国家行动路线，我们鼓励成员国发起跨行业和跨利益相关
者的粮食系统峰会对话，以此作为支持。对话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次国家环境下和国家范
围内进行。就对人类、地球和繁荣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人士，以及参与国家粮食系统的各大利
益相关群体来说，对话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对话参与者同意在工作中体现出峰会参与原则，与此同时，他们探讨了有待改变的必要事项以
及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粮食系统
的行动选项。许多无法参加成员国对话
进程的个人利益相关者都组织或参加了
独立对话。

鉴于新冠疫情导致集会方面有所限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已安排好与对话
相关的线上活动。这样确实限制了可以
前来参加的人员数量，而且那些偏远地
区或资源有限的人士可能无法参加。

国家之窗
尽管面临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斐济依然排除万难组
织了五次跨利益相关者对话，重点讨论了每条行动轨
道，随后进行了为期数天的国家对话，总理也积极参
与其中。在所有对话中，都强调了妇女和青年的重要
作用。斐济目前正在准备一条国家行动路线，用于明
确能够改变斐济的粮食系统并有助于实现 2030 年议
程的解决方案。斐济政府表示，粮食系统峰会参与原
则在策划对话方案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指导，尤其是
在筹备过程和促进讨论阶段反映出了多样性和包容性
的重要影响。

随着对话进程逐渐在每个成员国展开，
对话朝着国家行动路线的方向迈进，以
便在 2030 年实现可持续粮食系统3。在衔接的过程中并无固定形式；我们鼓励成员国以促进其
粮食系统在峰会后和未来十年内持续发展的方式制定其行动路线。因此，当下的行动路线必然
处于相当高的层次，与此同时，我们鼓励成员国把重心放在阐明 2030 年国家粮食系统的预期

“整合粮食系统转型的国家途径，以此支持 2030 年议程愿景：战略性国家行动路线文件方面的考
10
量因素”文件的指导说明，语言版本：| 中文 | English | Français | Português | Русский | Español
3

成果、做出必要决定以便收获预期成果、说明带来预期成果的活动以及制定这些活动的协调计
划上，包括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范围、他们的承诺以及用于划分活动的里程碑。

1.2.

为何对话能在复杂系统中起作用

粮食系统本质上是复杂的。粮食系统涉及数百万人，其中包括农民、劳工、渔民、加工商、运
输商、仓库工人、店主、营销人员、监管人员和消费者等等。粮食系统与金融系统、土地所有
权、自然环境、健康和文化规范挂钩。

这种由人类、地区和其政治组成的复杂网络正是地球粮食系统所面临的混乱现实。一个领域的
简单变化可能会对其他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变革远非易事。好的技术
解决方案可能会因为诸多原因而未被采纳；在不同的环境中它们可能并无意义，抑或会扰乱太
多的现有利益，又或者无法轻易解开在几
个世纪的聚居过程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人
际关系。

改造这种复杂的系统需要采取适应性强的
方法，即能够与时俱进的方法，以便不断
适应日新月异的当地背景和环境。在复杂
系统转型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使用让多方
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并建立联系的方法，
并在其可能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时让他们
汇聚一堂。转型需要众多流程，通过这些
流程鼓励人们迎难而上，面对争议仍然以

国家之窗
在召集人互动会议上，摩洛哥的助理召集人分享了
在对话过程中体现出的兴趣和热情。“人们对这样
的对话已期待许久！对话开始后大家都舍 不得结
束。”他还分享了对话如何成为提高对关键问题认
识的契机。例如，餐厅老板分享了其对扔掉大量剩
饭剩菜的担忧，而那些为遭遇粮食不安全问题家庭
工作的人士听到这个消息则感到十分震惊。但这些
利益相关者也发现了尚待开发的合作潜力，减少食
物垃圾成为了后续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

诚实的态度参与其中。
这就是粮食系统峰会对话的目的：让多方利益相关者在安全的环境中汇聚一堂，进行坦诚的交
流和沟通。由此，我们得以建立新的关系，开拓新的思维方式，发掘您的解决方案。粮食系统
峰会对话在为变革创造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强调了广大人民眼中的重要事项，粮食
系统若要走向公平和可持续道路，则可能需要的各种解决方案，以及人们可能准备采用的相关
解决方案。

多方利益相关者若能切实抱着开放的态度进行双向对话，这种行之有效的参与形式就会显现。
创建标准化方法便是为了促进这种做法。在其他以“咨询”或小组讨论（参与者聆听演讲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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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物之间的沟通交流）为基础的参与形式组织活动时，较少提及所有权。当所有参与者都能
积极贡献，而非被动接受时，大家就能感受到对话的力量。
国家行动路线汇集了对话的成果，并将活动、意图和能量引至激发转型的方向。粮食系统中的
多方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参与其中，就共同的未来存在的一致意见和分歧进行探讨。对话展现
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求以及实现这一渴求的方式。在行动路线文件中，这与现行政策、方案和计
划有关。我们将意图和承诺纳入计划的活动中，突出未来几年的关键决策点。

因此，粮食系统峰会对话围绕粮食系统对人类和地球的有益和无效的方面，让广大参与者都能
进行深入探讨。这些对话将促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在未来十年内更好
地改造粮食系统，以满足人类、地球和繁荣的需要。在所到之处，对话几乎都给参与者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它们有助于加深参与者对相互冲突利益的理解，建立全新和惊人的联系，并提供
了一种围绕复杂问题的参与方式，围绕国家行
动路线中阐明的新方向树立团结和承诺意识。
所有这些要素都能加快和扩展实现可持续粮食
系统的行动和创新。

许多参与对话的召集人和利益相关者计划在峰
会后继续推动进程，他们认为对话是做出适应
性决策和进行灵活战略规划的工具，这在日益
变化的环境中至关重要，对参与粮食系统的变
革者来说，对话也可作为问责机制。

1.3.

国家之窗
拉脱维亚组织了一次国家对话，重点是为后代
建立强健的农村地区和粮食系统。这类对话尚
属首次，汇集了各方利益相关者。拉脱维亚总
统担任主宾。对话的主要成果是明确为实现粮
食系统转型而必须达成的行为转变，尤其强调
了继续对话的重要性，以全方位和多行业的方
式迎接挑战。

粮食系统峰会对话计划

粮食系统峰会对话分为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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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对话：由粮食系统峰会特使与合
作伙伴结合其他全球进程（如金融或
气候）共同召开
2. 成员国对话：由各国政府提名的国家
召集人召开，就该国的粮食系统问题
展开讨论
3. 独立对话：由任何对粮食系统感兴趣
的人士召开

国家之窗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国家对话召集人及其工作
团队鼓励国家将不同类型的对话结合起来。该国
在各大农业生态区举行了次国家对话，青年或公
民社团还进行了专题对话以及针对利益相关者的
对话。在两个城市的独立对话中，参与者们重点
讨论了非洲的城市粮食系统，并在另一个独立对
话中就妇女的土地权利展开了辩论。在坦桑尼亚
的整个粮食系统峰会对话过程中，总共约有 800 名
参与者亲临现场，650 名参与者则选择了线上对话。

截至 2021 年 8 月 23 日，对话入口已公布
1400 多次对话：
•

10 次全球对话

•

在 120 个国家进行了 549 次成员国对话

•

853 次独立对话

一些成员国与政府间组织合作，召开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区域对话。截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已
经举行了六次政府间对话。本综合报告的分析也涵盖该等政府间对话的官方反馈表。另有许
多地区的对话以独立形式展开：我们在独立对话的综合报告中分析了其结果。

此外，该国还举行了几次有议员参与的独立对话，与会议员来自西班牙、葡萄牙、中美洲和南
美洲，我们在本综合报告中考量了相关的反馈意见。

1.4.

成员国对话召集人

成员国对话的启动方式因国家而异，但一般模式如下所示：
•

联合国副秘书长 (DSG) 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向每个国家发出信函，邀请他们提名一位国
家对话召集人。邀请函将送往位于纽约的常驻代表团，然后送往位于首都的外交部。

•

收到邀请函后，各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在提名前以最佳方式处理提名程序进行讨论。

•

在设有联合国办事处的国家，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国家工作队将始终参与其中并就这
一进程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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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全世界 148 个成员国4 承诺通过其政府提名的国家对话召集人参与粮
食系统峰会的对话进程。

东欧
西欧
北美洲

亚太地区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

非洲

对话召集人已从下图所示的各部委或组织中任命。
注：各国政府根据其具体情况组织各部委展开工作，因此召集人在说明最适合其职位的部委时，
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图 1 ‒ 按部委划分的成员国对话召集人
部门
农业
副首相或副总统
经济
环境
食品
外国
卫生
国家委员会
首相或总统

•

半数以上的国家召集人来自农业部或相当的部门。

国家召集人名单请参见 https://summitdialogues.org/overview/member-state-food-systems- summit14
dialogues/convenors/。
4

•

其次是来自总统或总理办公室或其副总理办公室的召集人，其中一位是该共和国的第一夫人。

•
•

粮食部和外交部也派出了多名代表。
国家机构和委员会（通常负责食品、福祉或规划）也派出了几名召集人。

•

一些国家任命了两三名召集人。这可能会带来两个不同部委的所有权，或实现政治和技术
领导之间取得平衡。

专题聚焦
荷兰提名了三位国家对话共同召集人，分别来自农业、自然和食品质量部、卫生、福利和体育部以
及外交部。乌干达则由总理担任召集人的职能，由两位共同召集人，即农业部部长和国家规划局局
长提供支持。东帝汶政府提名了两名来自总理办公室和农业及渔业部的召集人。巴拿马和危地马拉
各提名了两名召集人：巴拿马的召集人来自农业发展部和社会发展部；危地马拉的召集人来自外交
部和食品与营养安全秘书处。哥伦比亚的第一夫人和对话召集人已经开始与领导哥伦比亚家庭福利
研究所的候补召集人一起工作。

在筹备国家对话的过程中，政府对召集人的当选和入围做出决定是关键时刻。它促使人们反思
国家粮食系统如何组成并得以运作。也就是说，大家都准备好开始探究粮食系统与人民的生
计，以及与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公共卫生和福利、贸易惯例、经济、生态系统服务等领域关
联的方式。在同意这一提名时进行讨论和反思是发展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国家已
经投入了精力确保提名得到正式同意且资源充足。

在一些国家，尽管在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中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但经证实，跨部门委员会在塑
造行动路线的过程中会面临挑战。在某些情况下，不同部委之间的意见分歧带来了挑战，例如，
一些部委支持农工业和大型私营企业，而另一些部委则支持生态农业和小型生产者。

专题聚焦
虽然道路不易，但各部委之间的合作往往对于对话的包容性和全面性至关重要。
在几内亚，在总统办公室召集人的领导下，部际技术委员会全程积极参与了该进程（包括主题确
定、协调者委派和行动路线制定），该委员会由来自 10 个部委的协调人（农业和畜牧业、渔业、商
业、地区管理和地方分权、工业和中小型企业、预算、卫生、运输、经济和金融、规划）组成。
埃及启动了粮食系统峰会对话进程，20 个政府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此外还围绕五个行动轨道成
立了工作小组，组织国家层面的技术工作，其中包括各大联合国组织。在最后的对话中，参与者提出
了约 40 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同时组织方邀请了更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就解决
关键问题的提案进行探讨，问题包括缺水、食品安全、加重的营养不良负担、不健康消费模式的盛
行以及获得营养食物的渠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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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成员国对话进程

成员国对话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发起国家参与峰会

•

第二阶段 ‒ 各地的广泛探索

•

第三阶段 ‒ 整合、意向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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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合报告中所示的数据来源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之前收到的 405 份官方反馈表。其中，召集
人认为他们的官方反馈表代表了以下阶段的对话：
•

第一阶段 ‒ 51 份官方反馈表

•

第二阶段 ‒ 153 份官方反馈表

•

第一阶段 ‒ 93 份官方反馈表

•

未确定阶段 ‒ 108 份官方反馈表

本报告所含的成员国对话阶段分解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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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按阶段纳入综合报告的对话
在一个复杂的系统环境中我们可以预
料，并非所有的国家召集人都会以所
述方式遵循三个阶段进行对话。我们
鼓励召集人按照当地的需求和情况调
整标准方法，做到因地制宜。这意味
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各种
情况。

16 个国家提交了对话进程三个阶段的
官方反馈表。这些国家是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柬埔寨、危地马拉、爱尔兰、日
本、科威特、墨西哥、尼泊尔、巴拿马、菲律宾、大韩民国、瑞士、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国家之窗
日本开展了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进程，与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进行了 57 次对话，与地方和城市当
局进行了 5 次对话，并与 500 人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整合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利益相关者
纷纷参与其中。日本宣布了“日本可持续粮食系统愿景”和 67 个利益相关者的承诺，这就是对话进
程的成果。该愿景显示出了对减少农业投入的高度重视，以便实现环境和气候相关的目标。其他优
先考虑的领域包括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促进原材料的可持续采购，以及加强水产品的可持续生产
系统。

国家之窗
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国家对话，随后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了两次国家对话，并进行了一
次整合国家对话。这个过程让粮食系统的各大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其中并进行互动，将次国际和国
家层面相关联。参与者在对话过程中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要点，以应对粮食系统转型的各种挑战，包
括改善营养和促进健康饮食，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尤其是水资源），以及为中小型企业提
供支持。政府打算在粮食系统峰会之后继续开展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许多国家已经广泛参与其中，尤其是在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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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马拉维的粮食系统对话由农业部主持，政府成立了国家工作小组，在广泛程度上促进了利益相关者
的领导和承诺。成员国对话进程采用参与性设计， 550 多位相关人员参与了国家、区域和地区层面
的 17 次面对面对话。为了确保家庭和社区人员也能加入，我们用当地语言举行了 10 次区域对话，
并在地区对话结果的基础上举行了 4 次地区对话。

国家之窗
智利已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国家对话。在考虑到国家的地理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沙漠、森林、大陆/
岛屿、大山脉、冰川、火山等）后，这一进程得以扩展，除了最初的国家对话外，最终共展开了 16 次
国家对话。国家行动路线开发也将涵盖由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为主导召集的几次独立对话，该行动路
线将在 2022 年 7 月前得到验证，明年上任的新政府将共同创建该行动路线。

尤其是柬埔寨、日本和尼日利亚这三个国家，它们已经举行了多次对话，提交了 97 份官方反
馈表。
阿富汗、喀麦隆、冈比亚、摩洛哥、塞拉利昂、突尼斯和英国等国家则将几次对话的反馈意
见总结成了一份官方反馈表。
108 次对话并不限于某个特定阶段。这可能涉及诸多原因，包括国家只进行了涵盖特定阶段的
一次对话（或一系列对话），或用于参与过程报告的官方反馈表不符合阶段说明，以及在填写
官方反馈表时遗漏了数据。

一些国家仍在展开对话进程，因此报告了到目前的阶段为止所完成的对话情况。
尽管面临着极其复杂且数量众多的挑战，许多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依旧参与了对话进程。
国家之窗
阿富汗的第一副总统办公室在喀布尔领导了一次高级部委际初步磋商，以确定对话的优先主题。在
代表阿富汗农业生态、文化和经济多样性的各省组织了 7 次国家级别的对话。尽管有安全方面的限
制，但 5 次对话仍采用面对面形式，而另外 2 次对话则因新冠疫情不得已转为在线活动。该小组整
合了对话结果，并按时为预备峰会起草了一份行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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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在政治和社会动荡、破坏性地震和多次严重热带风暴的威胁下，海地依旧领导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对
话进程，开展了 9 场次国家对话和多场专题研讨会。

1.6.

对话迈向行动路线

随着国家召集人逐渐完成其第三阶段的对话，对话进程与行动路线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行动
路线旨在实现国家可持续和公平的食物系统。
在整个“对话”进程中，参与者将：
•

认识到当前粮食系统的目的

•

阐明并就未来十年对国家粮食系统的期望达成一致

•

明确可以做出的改变和需要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

确定利益相关者如何良好协作，采取集体行动。

将对话的这些成果与现有的计划和政策联系起来，并确定关键的里程碑，构成国家行动路线的
基础。
将这些内容记录在一份简短的战略文件中，使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能够在峰会上提出用于实现
2030 年美好愿景的战略性行动路线。此举让其他国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协同作用变得清晰明
朗，并加快了行动联盟的形成。

国家之窗
基里巴斯在一周的时间里组织了一系列国家对话。一个技术工作组组织开展了对话，该工作组包括
所有政府部委、私营部门、公民社团和宗教组织。对话重点反映了这个环礁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挑
战：营养和饮食（非传染性疾病和幼儿死亡率）、自然和复原力（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恶劣的环礁条
件）以及生计。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是，所有部委在制定新计划和政策时需要透过营养视角，教会
领袖作为健康食品倡导者起着特殊作用，渔业和鱼类养殖业（还有海藻生产）也有着重要作用。基
里巴斯正在制定一个以现有框架为基础的国家途径。峰会后该国将成立一个新的粮食系统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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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在多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开放包容的协商过程后，其中 3 次国家对话（包含次国家级的高度代表对
话）是关键的里程碑，塞内加尔团队制定了一个可持续粮食系统的综合行动路线，定义了愿景、战
略行动领域、相应的投资领域、投资需求估计、政策措施（包括财政环境），并在用于实施、监测
和评估的机构设置方面提出了建议。战略行动领域涉及改善多样化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消
费；加强粮食系统的立法和监管框架；以及粮食系统的复原力。机构设置以《农林牧指导法》 (Loi
d'Orientation Agro-Sylvo-Pastoral, LOASP) 为基础。
国家之窗
沙特阿拉伯举行了一次对话，作为制定粮食系统行动路线的一部分。对话旨在制定有效的解决方
案，对该国的粮食系统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为在未来的食品链中采用农业和食品创新技术铺好道
路，并发展可持续且高效的粮食系统。

1.7.

与独立对话相连

独立对话被视为扩大成员国对话进程覆盖面和参与度的一种重要方式。成员国召集人认为这是
一个强大且丰富的过程。在受新冠疫情影响较重的地区，召集人能够通过独立对话完成更为全
面的第二阶段进程，让更多参与者加入进来，包括来自该国更偏远地区的参与者。

独立对话和成员国对话之间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形成了联系。下面是相关运作模式的一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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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
•

孟加拉国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专题性的独立对话，作为第二阶段的次国
家对话的补充。

•

加拿大在各大地区进行了独立对话，这些对话涉及多个主题，关乎特定的利益相关群体，
如土著人民或青年，这些对话让国家对话进程更为充实。

•

多米尼加共和国农业部与私营部门（多米尼加农业企业委员会）组织的独立对话建立了
联系。

•

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的国家召集人和议员们均参与了独立对话。

•

匈牙利举行的成员国对话将涵盖由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倡导者 Judith Varga 组织的独立对话
带来的成果。

•

印度的粮食系统对话进程由国家对话和众多独立对话组成。独立对话涉及的问题包括农民
生计、粮食系统中妇女和儿童的营养、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和粮食本地化。

•

为了扩大印度尼西亚的对话进程并确保利益相关群体的广泛参与，国家召集人支持参与者
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独立对话。独立对话探讨了青年在粮食系统中的作用、传统食品和城市
食品环境等问题。

•

爱尔兰的国家对话召集人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独立对话，以期丰富国家对话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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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意大利成员国对话的召集人鼓励在第二阶段召开独立对话，以补充第一阶段的国家对话。
许多独立召集人纷纷响应这一号召，在独立对话中讨论多方面的问题。

•

肯尼亚的国家进程包括在 8 个农业生态区进行的对话，然后是整合性的国家对话。独立对话
充实了国家进程。其中几次独立对话重点关注了粮食系统中青年参与度的问题。

•

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对话进程获得了联合国的支持，政府组织了两次独立对话，包括一次青
年圆桌会议和一次科学会议，这有助于扩大利益相关者在金融安全对话进程中的参与度。

•

尼日尔政府鼓励非政府组织召开独立对话，并以能够明确区分政府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观
点的方式安排成员国对话，以此形成对比。

•

尼日利亚的国家对话召集人积极鼓励各组织举行独立对话，以补充政府召开的活动。

•

巴基斯坦举行了一些独立对话，丰富了国家和次国家粮食系统对话的进程。

•

卢旺达的国家对话召集人组织了一次独立对话，探索基加利和周边地区的城市粮食系统。

•

西班牙的国家召集人参加了由 Interporc 和 Foretica 举办的两次独立对话，对话旨在制定国家
对话的目标框架。

•

斯里兰卡举行了大约 12 次省级独立对话，主题关于气候行动和弹性粮食系统中青年的参与
度。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在线调查，根据五大行动轨道逐一收集了九个省的相关数据。
他们会将收集到的信息与国家对话召集人分享，目的是将其纳入制定正式国家报告的协商
进程中。

•

交流对话的信息
在英国，英格兰的独立对话进程（受政府委托在 2019-2020 年进行）正在与该国其他地区

（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的进程衔接。
粮食系统这一话题及其固有的复杂性使得有效的大众传播缺乏合理性，但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与
粮食息息相关，涉及到他们吃什么，如何选择，可以获得什么，是否承担得起。
• 美国的农业部在其网站上列出了美国独立对话的信息，政府还鼓励受邀参加国家对话的与
会者在参加之前阅读这些独立对话的反馈。

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在粮食系统中的作用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如果世界要塑造可持续、公平和
• 菲律宾和匈牙利的国家召集人表示，独立对话的成果将被纳入成员国对话之中。
有弹性的粮食系统，此举势在必行。对许多联合国成员国来说，在开始实施对话计划时，都尽
最大努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他们积极吸引公民参与对话，确保公民了解峰会，并努力让全
• 智利派政府代表参加了所有收到邀请的独立对话。
世界了解最为迫切的粮食问题。一些国家与媒体展开积极合作，让公民参与对话进程。
•

贝宁的国家召集人（食品与营养委员会常务秘书）和 GIZ 共同召开了一次关于农业新模式的
独立对话。

23

专题聚焦
由于新冠疫情限制了面对面集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旺达通过广播电视谈话节目来丰富其在线对
话。塞拉利昂的区域策划师则组织了同步广播讨论节目，以此收集各地区的意见。马拉维利用电
视、广播、社会媒体和报纸来分享对话进程，主要由当地领导人与当地媒体分享对话结果。 15 个对
话均逐一系统性进行了该流程。爱尔兰选择通过多个渠道进行对话直播，目前的观看量已超过 8,000
次。

为了让公众了解对话进程，社交媒体平台在一些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巴拿马、危地马拉、厄
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圭亚那和萨尔瓦多、乌兹别克斯坦、布隆迪、毛里塔尼亚、蒙古、瑙鲁、刚
果民主共和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加蓬还为此创建了一个专门的 Twitter 账户。阿根廷、萨尔瓦
多、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毛里求斯、哥斯达黎加、加蓬、危地马拉、尼日利亚、乌拉圭
和塞内加尔等国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和/或发布了新闻稿。科威特通过一个专门的新闻栏目报道了其
对话计划，加纳的对话启动仪式因第一夫人的专题演讲而受到了特别关注。

在提高人们对粮食系统的认识方面，巴哈马根据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粮食系统峰会官方视频制作了一
个公益广告，汤加也就其召开的太平洋共同体 (SPC) 政府间对话发布了一篇题为《波和米里的粮食系
统一日行》(“A day in the life of Po and Miri ’s food system”) 的报道。大众传播（电视、广播、手
机、社交媒体）作为社会和行为改变的手段，对消费者进行营养食品和健康、可持续饮食的教育，
许多国家将其纳入行动领域，尤其是马拉维、日本、马耳他、柬埔寨、巴拿马、突尼斯、玻利维
亚、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泰国和加蓬。一些国家已经重点强调了正在开展的运动，
如土耳其的“拯救您的食物 - Gidani Koru”（“Save Your Food – Gidani Koru”）食物损失和浪费运
动，以及名为“以色列厨房”（“The Israeli Kitchen”）的国家运动，这些运动是以色列传播和社交
营销战略的一部分。以色列还将打造一个汇聚科学家和媒体专业人士的新闻媒体论坛，目的是在新
闻发布议程中提出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

1.9.

对话进程与我同行

粮食系统峰会对话支持服务通过开放包容的对话设计了参与过程，该服务以社会企业 4SD（可
持续发展的技能、系统和协同作用）为基础。由于国家召集人的对话成果将有助于可持续粮食
系统行动路线的形成，因此 4SD 将继续陪伴他们同行。4SD 与非洲联盟发展署建立了伙伴关
系，后者为来自各成员国的召集人提供了广泛支持。

从 2020 年初开始，它精心设计了成员国对话进程，在联合国成员国就如何让来自不同部门和
国家不同层面的参与者加入的决策过程中给予支持。此外还制定了一个标准化方法，以便为那
些计划召开对话的人士提供一个有用的起点，帮助他们进行有目的、有成效的讨论。标准化方
法涵盖全方位建议，从理想的参与者数量和对话活动的持续时间，到如何在讨论小组中使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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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问题，从而确保所有人的观点都能受到重视。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鼓励召集人根据当地情况
使用标准化方法中的合适要素，并在需要时调整方法。这意味着在定义或进行对话方面的限制
很小。

标准化方法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召集人参考手册》，手册有 6 种联合国工作语言和葡萄牙语版
本 ‒ (English | Français | Português | Русский | Español |  | العربية中文)，辅之以一整套随取随用的模板以及
针对各成员国程序的手册。由于新冠疫情所造成的限制，标准化方法已经过调整，目前的版本
适用于在线和面对面对话。粮食系统峰会对话支持小组在 2020 年 10 月推出了峰会对话入口
（Summitdialogues.org），以此分享有关峰会筹备工作的信息，以及为组织和协助粮食峰会提
供的支持。该入口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于正式宣布对话活动并在活动结束后公布官方反馈表。
该网站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版本，目前有超过 1,500 个对话的详情，独
立访问量已超 50 万次。

为了向参与对话的人士提供进一步的支持，我们在 10 月至 6 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在线直播培
训和指导课程。课程旨在帮助进行召集和对话的人士（策划人、主持人、支持人员）做好准
备，协助他们掌握标准化方法的相关概念和工具。我们欢迎知悉峰会和对话的广大参与者观看
这些会议：他们可以提出问题，分享关注点，并从其他人的成功和挑战经历中学习经验。在入
口进行点播，即可观看会议。尤其对于国家召集人而言，他们可以借助指导会议探讨和确定在
国家和全球范围内推进对话的下一步行动。目前，我们会邀请国家召集人参加预备峰会的“召
集人互动”会议，该会议由指导会议演变而来，将继续为大家提供学习和知识交流的宝贵论
坛。总共有 3414 人参加了所有在线会议。

成员国对话召集人和每个成员国的支持者都得到了粮食系统峰会支持小组专员的支持。如您对
对话进程、国家行动路线塑造、峰会和其他方面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联系他们。该小组确保
召集人能够源源不断地收到信息，并与其他召集人进行沟通交流。就峰会的筹备进程和工作流
程的相关进展，小组与粮食系统峰会秘书处保持着经常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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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会者分析

本综合报告第二部分的内容来自各国召集人公布的 405 份官方反馈表中的数据，详情请参见附
件 A 和 B。并非所有召集人都能完整地填写反馈表中的所有内容。这里提到的每类数字均反映
了官方反馈表上该部分所提供的数据。因此，各部分的总数将有所不同。

并非所有官方反馈表均包括参与者的总数。如果缺少这个数据，其他部分的统计数字（例如，
按年龄或性别划分的参与者人数）可以显示更完整的情况。由此可以确定，至少有 46,000 人
参加了成员国的对话。实际数字必然更高。第一个综合报告中（2021 年 5 月），这个数字是
1,000 人，预备峰会综合报告中（2021 年 7 月），这个数字是 15,000 人。这表明参与成员国对
话进程的速度明显加快。随着成员国继续展开对话进程，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对话代表了
在 2021 年 8 月 15 日之前提交正式反馈表的 92 个国家的各个阶段情况。数据按对话阶段分别
列出。

国家之窗
萨尔瓦多拥有 650 万人口，该国开展了一个广泛开放的进程，在其 25 次对话（2 次为全国性，4 次
为次全国性，还有线上磋商和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特别对话：儿童和青年、农村妇女、老年人、
残障人士、土著群体、私营部门和消费者组织）中，参与人数达 600 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建议
在最后的高级别政治对话中进行了验证。该国在一次公共活动中启动了对话计划，并为所有参与对
话的策划人和主持人组织了一次会议，以确保他们对目标和方法的理解一致。

2.1.

性别

据报告，在所有参加成员国对话的人员中，有 18,422 名男性和 17,888 名女性，另有 729 人性
别认同有异或不愿透露相关信息。这意味着大约 48% 的参与者是女性，与预备峰会的综合报
告相比，该比例略有提高。

图 3 ‒ 对话参与者的性别分布
女性
男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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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龄

在所有阶段中，大多数参与者都在 31-50 岁之间，51-65 岁的人士是第二大群体。召集人已经
特别在一些国家做出了努力，让更多的青年参与到对话之中。大约五分之一的参与者在 30 岁
以下。在各成员国的对话进程中，参与者按年龄划分的情况仍然相当稳定。

图 4 ‒ 对话参与者的年龄分布

国家之窗
为庆祝国际青年日，尼日利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关于未来粮食系统的青年对话。粮食系统对话促
进或加强的一些重要联系即青年与国家和地方当局之间的联系，以及青年之间的联系。目前，青年
在对话的后续行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将在项目设计中占主导作用，这些项目将就有关青年的
对话中提出的建议进行试验。

国家之窗
在爱尔兰，大众认为青年是“变革的驱动力”，青年人的积极性，尤其是他们以直接和以公民为本
的方式看待地球问题的能力，将成为向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过渡的重要部分，尤其重要的是让决策
者和粮食系统的利益相关方承担责任。

国家之窗
科威特召开了两次全国性对话和两次专题对话，重点是食物损失和浪费管理以及改善学校儿童的营
养状况。召集人邀请了具有学童健康和学术相关背景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对话。与
会者包括来自各部委、学术界、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但最重要的是学校儿童、家长
和食品行业的从业者。除了解决儿童体重超标的高发问题外，对话进程还重点关注了减少国家对粮
食进口的依赖和有效利用水资源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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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卢旺达的全国对话早前就强调了一个特殊挑战，即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青年所赋予的权利有
限。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该国召开了一次具体对话，以此收集青年对健康和可持续粮食系统
的看法。这次对话旨在为青年提供一个平台，以便他们可以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和明确解决方案。

图 5 ‒ 各阶段对话参与者的年龄分布（占各阶段的百分比）。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3 阶段

未设阶段

国家之窗
柬埔寨举行了两次以青年为重点的成员国对话，以及一次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对话。此外，召集
人团结一致，全力确保青年也能充分参与其他国家对话。对话中专门针对青年的一个关键成果是青
年赋权和社会转型：柬埔寨将努力在粮食系统中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旨在实现性别平等、体面就
业、消除童工并助力青年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2.3.

行业

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最大的单一参与群体来自“国家或地方政府”，主要参与者群体来自“农
业和农作物”行业。到了第三阶段，最大的单一参与群体来自“农业和农作物”行业。来自
“教育”和“健康”行业的群体贯穿始终。在第三阶段，来自“环境与生态”和“畜牧业”的
参与人数明显增加。在这个阶段，“食品加工”业的参与人数也大幅增加。然后，除了这些行
业的参与者外，其他各行各界的人士也广泛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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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孟加拉国举行了两次国家对话，在生态脆弱的地区六次举行次国家对话，并举行了一系列的独立对
话。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限制，孟加拉国还是举行了一次包容开放的对话，参与者包括农民、食品
加工商、供应商、餐厅老板、零售商、消费者协会、公民社团以及各大部委、政府部门和地方当
局。国家行动路线文件考量了国家和独立对话的结果，并将在验证研讨会上讨论。

在第一阶段，来自“通信”行业的参与者占比较大，但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参与人数却在成
比例减少。这是由于该行业的人士多数出席了一次马来西亚的对话。“其他”行业的参与者占
总数的比例不到 13%。

国家之窗
德国举行了为期 3 天的首次粮食系统国家对话，汇聚了来自 16 个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 400 多名参与
者。这一广泛而开放的对话带来了超过 13 个行业从业人员的观点，包括卫生、教育、环境、金融、
通信、零售、贸易、农林、水产养殖行业等。对话大多基于科学发现，引发了各种有趣抑或带点争
议的观点，并以相互尊重和富有成效的互动方式进行。来自各大行业的大多数与会者得出的共同结
论是，我们的粮食系统需要透明公开，这一点迫在眉睫，这次对话将作为开场，引领 2022 年展开更
多对话。

国家之窗
通过他们的对话进程，土耳其已经广泛地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包括政府部门及相关机
构，并通过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让企业广泛参与其中。其中已经涵盖了初级生产者、加工者、营
销者、食品服务公司和零售商。此外，在多个治理层面上，这些参与者还确保了广泛的地理参与
度。在其努力发展自身行动路线时，他们还通过与妇女、青年、残障群体和小型农户及农民工进行
专门接触以确保更广泛的协商范围。总共有 1300 多个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进程参与其中。峰会结束
后，该行动路线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保持开放，以便将其制成一份动态文件。土耳其还热衷于通过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进行跨国界的互动。

下图 6 和图 7 展示了按对话阶段划分的行业参与率和百分比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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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按对话阶段划分的行业参与率
第 1 阶段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3 阶段
未设阶段

第 2 阶段

第 3 阶段

未设阶段

农业/
农作物

农林业

通讯

教育

环境和
生态

金融服务

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

食品业

食品
加工业

食品
零售业，
市场

医疗保健

工业

畜牧业

国家或
地方政府

营养

其他

贸易和
商务

公共事业

图 7 ‒ 按对话阶段划分的行业参与百分比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3 阶段

2.4.

公共事业

贸易和
商务

其他

营养

国家或
地方政府

畜牧业

工业

医疗保健

食品零售业，
市场

食品
加工业

食品业

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

金融服务

环境和
生态

教育

通讯

农林业

农业/
农作物

未设阶段

利益相关群体

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情况显示了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进展情况。这反映了召集人为扩大其
参与范围所做的积极努力。召集人确定了在第一阶段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并制定了战略，从而
确保在第二阶段更好地让他们更好地参与对话并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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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为使对话进程尽可能地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刚果共和国召集小组做出了创造性的努力。小组首先
使用以下标准/参数来定义区域：偏远程度、农业生态和环境状况、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人口集中
程度和土著人民的存在。在此之后，该国举行了 5 次区域对话，并以 “微观咨询”作为补充：小组
前往市场或小村庄，采访农民和土著居民等特定群体。由于具体子群体（例如年轻的土著妇女、成
年男子等）的需求和关注点经证实相当多样，因此一些微观咨询甚至催生了“纳米级咨询”。

国家之窗
瑞典的对话进程包括一次国家对话，两场次国家对话（在城市和农村展开）以及四次专题对话。对
话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土著人士和有移民背景的人士。这些对话明确了国家粮食系
统的相关挑战、权衡取舍和解决方案，并在国际层面上就粮食系统展开了讨论，并思考了人权、冲
突和复原力方面的问题。

以下图表按利益相关群体说明了参加了成员国对话的人员。许多成员国召集人还加入了独立对话，
明确表示要扩大参与范围。因此，预计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实际参与情况会比图示情况更广泛。
如图 8 所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小型农户、大型农户、工人和工会以及当地非政府
组织的数量和比例都有明显增加。进入第三阶段，即整合阶段后，这种情况略有减少。
图 8 ‒ 按对话阶段划分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人数
未设阶段

第 3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1 阶段

消费者

第 1 阶段

政府和国家机构

第 2 阶段

土著人民

第 3 阶段

国际金融机构

未设阶段

国际非政府组织
大型国家企业
大型农户
当地机构
当地非政府机构
中型农户
国会议员
多国协作
私人基金会/合作伙伴/联盟
区域经济体
科学与学术界
小型农户
小型/中型企业/手工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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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在农业部召开的两次国家对话之间，厄瓜多尔政府发生了变化。近 1300 名与会者聚集在一起，讨论
粮食系统峰会提出的 5 个行动轨道和 4 个变革杠杆，并确立了 2030 年的愿景以及如何达成这一目
标。尽管多方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其中，但主要焦点是生产者。为了保证这一群体的地域代表性，
我们联系了每个地区的 24 个生产商协会。那些有网络连接问题的人可以改用能够参与在线对话的设
施。该国目前正在制定一个行动路线，以丰富其面向 2030 年的农业计划。

国家之窗
南非使用了 11 种当地语言的同声传译，以确保自给自足和小型农户能够参与其中，他们是其粮食系
统转型的中心。在新冠疫情中期，该国转向了一个线上进程，其中包括 2 个国家级和 9 个省级的对
话，参与人数超 3000 名。其中，1000 多名农民用自己的语言讨论了诸如土地、水和能源供应等主要
问题。此外，推广人员和政府官员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借给无法上网的农民使用。

专题聚焦
巴拿马组织了一场专门针对土著社区次国家级别的协商。这是一次由土著问题副部级单位
组织的线上交流会，有来自土著地区和城镇的 23 名代表参加。
尽管土著人民参加了在玻利维亚进行的大部分对话，他们还专门为该国的 36 个土著民族和
社区召开了一次对话，讨论粮食系统如何与他们的习俗、知识和传统相关。
在智利的 16 个次国家级别的协商中，有 3 个来自土著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他们
特别参加了专门讨论祖传食物在粮食系统中的作用、老年人的健康食物和营养以及食品安
全和减少非传染性疾病的对话。
萨尔瓦多组织了 3 次具体协商，谈论该国土著社区的挑战和机会，参与人数达 80 人。墨西
哥组织了一次关于土著和非裔墨西哥社区的具体国家对话，这次对话由国家土著社区研究
所（西班牙语为 INPI）共同召集，该等社区的人士也加入了这次对话。
土著代表参加了委内瑞拉组织的各种对话。芬兰、挪威和瑞典的土著代表参加了国家对
话，以及与北欧部长理事会共同组织的政府间对话。同样，加拿大、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家之窗
国、菲律宾、南非和美国等国家的土著人民也参加了国家对话。
菲律宾的粮食系统对话进程有 2000 多名人士参与其中，通过 12 场次国家级别对话与不同的利益相
关者展开合作，对话既有独立召开型，也有政府主导型。由 10 位农民和渔民组织召开的独立对话引
发了重要讨论，探究如何让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发展伙伴参与实操提议和政策建议。因此，我们与
成员国召集人共同组织了一次成员国对话，以此共同确定具体的前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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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在 7 月提名农业部长为召集人后，博茨瓦纳迅速举行了与五个行动轨道相一致的 5 次对话和1 次国家
对话，从而汇聚所有相关成果，并为预备峰会做出充分贡献。对话认可了本土食品和知识的特点，
强调本土食品应在当地的粮食系统占有一席之地，同时需要向公众普及和推广本土食品，并使本土
文化系统政策得以实施。

在整个对话进程中，土著人民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国家之窗
在萨摩亚，全国对话确定了振兴和促进使用传统和本土知识的措施，他们认为这一点尤为重要。传
统知识应与常规生产方法“并行”。

国家之窗
卢旺达已经组织了一些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国还开展了两次跨领域对话，
重点是青年和妇女在实现可持续、公平和有弹性的粮食系统中的作用。该国还召开了一次关于基加
利市和周边地区粮食系统转型的独立对话。对话确定了挑战和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解决方案，这
一过程重申了他们对实现国家、非洲大陆和 2030 年议程的承诺，同时承诺从新冠疫情中更好地恢
复。对话特别强调了私营行业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改善各方之间协调性的必要。国家行动路线将
包括具体的指标和里程碑来衡量进展。

国家之窗
塞尔维亚已经举行了最初两个阶段的国家对话，重点是明确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建立更加可持
续的国家粮食系统上所面临的挑战。透明度、包容性和所有权是参与对话的根本，人们认识到，这
一进程的一个关键成果将是粮食系统转型行动计划，该计划用于激发新想法的诞生和各方共同努
力，释放潜在机会，助力国家开发现代粮食系统。会议强调了政府和私营行业之间的合作，并认为
农业领域的现代数字化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还可以确保小型市场
参与者能够加入到价值链之中，并保证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危机时刻保持贸易渠道畅通的潜力。

参与对话的大型全国性企业的数量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有所下降，但在第三阶段又有所增
长。这表明第二阶段的对话对次国家地域的影响相当广泛。
在第三阶段，国会议员的参与度要高得多。这是一个整合阶段，随后将形成用于指示行动路
线的意图和承诺。因此，在这个阶段，政治系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成员国的对话进程中，这一
点意义重大，值得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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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塞舌尔决定与关键利益相关群体共同组织 11 次面对面的对话，参与者包括农民、青年、食品加工者、
当地家庭、妇女、厨师、商业协会和国会议员。国民大会三分之一的人士（33 名议员中的 11 名）参
加了一次对话，探讨如何将粮食和营养安全政策提升到法律文书的层面。结论中强调了考虑增加分
配给年轻农民的总承包农场投资预算，成立创新基金，修订具体法律，以及在 2021 年 10 月中旬之
前向国民议会提交粮食系统转型政策和战略，以便进行最终讨论、调整和整合。

对于所有阶段，最大的单一参与群体来自政府和国家机构。最大的单一总群体仍然来自公民
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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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按对话阶段划分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率
未设阶段
第 3 阶段
第 2 阶段

其他

工人和工会

联合国

小型/中型企业/
手工业者

小型农户

科学与学术界

区域经济体

私人基金会/
合作伙伴/联盟

多国协作

国会议员

中型农户

当地非政府
机构

当地机构

大型农户

大型国家企业

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金融机构

土著人民

政府和
国家机构

消费者

第 1 阶段

国家之窗
喀麦隆召开了众多粮食系统对话，包括 12 次成员国对话和 27 次独立对话，其中许多对话是由青年
领导的公民社团举办的。 6 月，农业和农村发展业、公民社团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联手举办了关于
青年、妇女、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对话。这些结果被记录在一份公报中，并纳入成员国对话
的结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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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在以色列，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参加了 15 次国家对话，参与者数量超 450 人。
在对话过程结束时，参与者认识到他们能够使用彼此的术语并形成共同的语言，然而在对话过程中
还有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观点和分歧尚待解决。为了鼓励大家提出不同意见，参与者在认为其观点没
有充分反映在全体会议的反馈环节时，可以向国家召集人发送一页声明。因此，成员国对话反馈表
中纳入了 10 多份书面意见。

有些国家的一些公民社团组织反对峰会，为了让这一进程失去合法性，他们拒绝参加成员国对
话。不过，一些召集人还是对这些团体进行了非正式的采访，在制定国家行动路线时，已经将
结果纳入其中，以使文件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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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粮食系统适合未来的需求：梳理对话成果

本综合报告的这一章节重点在于对话成果，总结了 2021 年 8 月 15 日或之后不久提交的 446 份
成员国对话的官方反馈表，记录了相关证明。所有对话反馈表详情请参见附件。如果在特定主
题上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我们将在这里列出并探讨这些主题。本节还包括如何通过“变革杠
杆”来解决这些主题。最后，官方反馈表明确指出，尚未达成协议的分歧领域仍然相当多，因
此可能需要作出取舍。本节也涵盖了这些内容。

大多数成员国的对话都以粮食系统峰会的五个目标为出发点。在对话的进程中，参与者纳入了
当地的利益问题和关注点，这些都为对话带来了新的成果。在不同的对话中术语和重点会有所
不同。本综合报告仅分享那些大家反复提及的主题。

在对话的进程中，粮食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也变得更加清晰。在人类生存的整个过
程中，粮食系统一直在不断形成，不断演变。当关注点集中在单一的挑战上时，要想理解其原
因和后果可能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分析。例如，增加食品生产者收入的付出将与消费者为其支付
的价格挂钩。因此，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粮食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但这并非易事，众多
官方反馈表都显示出了相互关联性所带来的挑战。由于粮食系统复杂多变，人们对挑战的看法
也不尽相同，对话中必然会有不易解决的分歧。变革杠杆往往是在对话中确定的：激活和管理
这些杠杆的手段通常并不直接。

这些综合多样的相互联系丰富了召集人在官方反馈表中分享的信息。从整体上看，它们代表了
一个非凡杰出的过程，超过 46,000 人在国家对话中汇聚一堂，探讨如何进行粮食系统转型，
以便在 2030 年前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粮食系统。

专题聚焦
国家对话召集人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确定国家对话的范围和重点，并确定讨论的主题。许多国家决定
使用五个粮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来指导国家层面的工作和讨论（例如：博茨瓦纳、巴西、喀麦隆、
厄瓜多尔、埃及、斐济、加纳、印度尼西亚、马拉维、缅甸、瑙鲁、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曼、菲
律宾、卡塔尔、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塔吉克斯坦、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津巴布韦）。通常每个行动轨道都会设立工作小组，政府、联合国
和其他组织的技术专家都会参与其中。通过提供背景材料和分析当前的国家粮食系统，这些技术工
作组为国家对话召集人提供支持，并就对话讨论议题的框架提出建议。阿尔巴尼亚、冈比亚、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越南等国家重新组合了五条行动轨道，以确定对话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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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危地马拉、匈牙利和波兰的整个对话过程以行动轨道 1 为中心，进行了一次或几次国家对
话。印度的重点在于行动轨道 4，马耳他的重点则在行动轨道 1 和 2 上。在对话进程开始时，孟加
拉国和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则侧重于一个具体的行动轨道，然后随着对话的进展扩大范围。阿富
汗、哥斯达黎加、丹麦、赤道几内亚、爱尔兰、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瑞典和乌拉圭就几条行动
轨道开展了具体的专题对话。

一些国家对话召集人将行动轨道和国家优先事项相结合，以此构建相关对话。柬埔寨和美国利用五
个粮食系统峰会的行动轨道确定了首次对话的讨论主题。在对话的进程中，框架转向了首次对话中
出现的主题，这些主题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国家背景（信息、不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 ‒ 美国）。瑞士
和尼日尔利用 5 条行动轨道以及与粮食系统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现有国家战略，确定了国家对话进
程中的讨论主题和愿景声明。

亚美尼亚将行动轨道和国家挑战相结合，确定了讨论议题。科威特在首次国家对话中确定了两个关
键的优先领域，然后在第二阶段为每个优先领域专门组织了整场对话。同样，洪都拉斯在首次国家
对话中确定了优先领域，并决定为行动轨道 4 和 5 专门展开第二次对话。

格鲁吉亚、约旦、蒙古国和大韩民国使用了一些行动轨道和其他国家的优先主题，这些主题构成了
对话的讨论主题。例如，格鲁吉亚提出的主题为有效的食品安全、兽医和植物保护系统；约旦的为
水源、难民和新冠疫情问题；蒙古的是市场和增值主题；大韩民国则为食品安全和国际合作主题。
帕劳将粮食系统峰会的参与原则进行了本地化，以适应当地的文化。该国修改了材料，以便融入并
尊重社会和文化规范。此外帕劳还进行了行动轨道本地化，以反映当地的情况和优先事项，并通过
行动轨道具体化提出了具体独立的目标，从而让对话更易执行并带来了可实操成果。

巴林、加拿大、中国、法国、巴拿马、俄罗斯联邦、突尼斯和乌克兰根据国家背景和国家优先事项
确定了对话的讨论主题。

在不同的环境中，大家可以通过许多潜在方式来参与对话，讨论独特又复杂的粮食系统。通过
不同的切入点，在粮食系统如何运作、如何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服务，以及如何调整系统以便
其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更大的价值的问题上，参与者有了深入的理解。

在下文的表格中，左栏为一条线索，它将引导读者进行综合分析。右栏则为官方反馈表上的综
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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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成果是什么...
众多对话的出发点是
食物权...

食物权
在确保所有人不仅能够获得食物，而且食物的营养要让人们能
够在生活中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方面，各国反馈表的信息明显一
致。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对解决贫困和健康不良问题至关重
要，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并未获得这项权利。由于新冠疫情
对人们获得营养物质的渠道造成了多重影响，因此这一点显得
尤为突出。大众注意到依赖进口粮食带来的挑战，贸易和当地
农业生产多样化的重要性，以及依赖进口的社区会面临的具体
风险。

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营养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
获得自身负担得起的营养

在人们营养不良的方面必
须采取行动...

国家对话强调，我们有必要对着重增加特定产品产量的政策进
行补充，更加强调获得良好营养的渠道。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两
个目标的重要性。对话反复强调需要增加获得所需食物（和营
养物质）的渠道，以确保大众的食物权。期间提及了许多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法，包括进行食品强化，探索获得蛋白质途径的
改善，鼓励当地的食品生产，以及获得和运输旨在满足特定营
养需求的营养食品。这包括生产并获取更多的多样化食品，例
如“蓝色食品”。

采取行动，消除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现象
人们应该能够享受到良好的营养，这是所有食品政策的一个核
心特点。对某些人来说，消除营养不良应该是所有粮食政策的
一个核心特点。还有人建议要增加具体的举措，从而满足营养
不良风险最大的群体的需求。这些群体包括孕妇、幼儿和老年
人，以及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包括残障人士），特别是在较贫
困的家庭和社区的人士。参与者一再承认需要采取多行业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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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让负责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机构以及与食品生产、加
工和销售相关的官方机构参与进来。

然而，不健康的饮食也是
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食品消费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
据反馈表所示，大众日益认识到，早年养成的饮食习惯和日后
因饮食而患非传染性疾病 (NCD) 的风险存在联系。世界各地的
众多人士渐渐从传统饮食转向更现代的饮食方式，这种趋势已
经有所增长。反馈表中反复提到的主题包括限制超加工食品的
进口和消费机会，监管不健康产品的广告和营销。反馈表还指
出，许多国家都存在非传染性疾病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国家粮
食政策应正视这种双重负担。

对话强调有必要鼓励大家选择更健康的食物，并减少不健康食
物的消费，这些食物可能会导致人类晚年患上非传染性疾病。
在反馈表中，人们鼓励各地人民食用有营养和对其健康有益的
食物，并就此举的价值达成了共识。干预措施应以就鼓励健康
饮食的挑战所做出的分析为基础，包括对“消费者要购买的健
康和营养食品往往比较昂贵”这一观点的看法。事实上，据反
馈表所示，健康食品必须是低收入的民众可以获得且负担得
起的。

我们需要评估鼓励消费营养物质的现有策略，包括媒体宣传和
知识普及计划，以便大家能够了解在不同的环境下哪些方法可
以行之有效。尽管有些警告表明，大范围食用超加工食品往往
与肥胖有关，但一些反馈表仍反映出超加工食品所具备的巨大
优势，这类食品容易获得，所需的制备时间短。对于超加工食
品所带来的风险而言，大众应提高意识并减少此类食品的消
费，对话中参与者提出了相关战略：包括加强此类食品广告和
营销的监管。

对话还明确了通过学校菜园和食堂菜品增加健康选项，以及在
食堂使用小型生产商生产的本地食品所带来的潜在价值。此
外，还有人提到了学校的体育教育，鼓励学生强身健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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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包括改善食品标签，更清晰地认识营养更佳的食品有何成
本，以及提高非营养食品的价格。

人们对粮食系统的关注更
为宽泛...

粮食系统的复原力
即使在危机时期，粮食系统也需要适合所有人。但实际上，在
大多数危机时期，往往是较贫穷的人士（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缺乏食物和营养。较贫穷的粮食生产者制造的产品无法上市。
据反馈表显示，各国都将新冠疫情、恶劣天气事件、暴力冲突
和其他危机作为宝贵机会，认真学习促进粮食系统复原力的方
法。他们强调，面对冲击和压力，农民生计、粮食安全和获取
营养物质的渠道必须要有复原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们反映
了国际政策和实践框架对支持国家复原力的重要性，并确定了
为加强当下国家复原力框架所需的投入。

因地制宜...

粮食系统的本地化
就通过增加当地产量来提升国家粮食系统复原力的方法，反馈
表进行了评论。大众应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而且通常情况
下，要支持小农生产者并在当地生产、加工、储存和运输方面
进行投资。大家认为，加强当地的能力和减少对漫长供应链的
依赖是降低脆弱性的一种方式。参与者认为粮食系统的本地化
会带来其他好处，包括发展再生和循环粮食系统的机会，以及
多样化的潜力（例如，在区域层面或城市周围进行多样化，从
而减少对当地单一作物的依赖，进而改善在受到冲击后的复原
力）。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各国在混乱和艰苦环境中进行
峰会的筹备工作。反馈表显示，无论是从生产者、消费者还是
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看，复原力都是所有粮食系统的一个必要
属性。

而这能增加环境的
可持续性...

气候智能和有益自然
缩短供应链的长度和进行本地化生产也有可能带来环境效益。
在这一领域，反馈表指出，国家需要建立政策框架，在农作
物、畜牧、水产品和森林产品方面鼓励气候智能型、节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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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型的粮食生产系统。具体提到了在土壤和水管理方面需要
制定适当的政策和采取相应的做法；有效利用土地；减少畜牧
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好处；以及需要制定适当的政策来保护和养
护森林，例如关注砍伐林木对土著人民食物来源的影响。各国
认为进行对自然有利的食品生产是有价值的，参与者还提出了
或正在考虑中的各种具体行动。相关措施包括环保型农业生
产；向对自然和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人士支付报酬；将农
业支持（包括补贴）与环境成果挂钩；将保护措施记录在案；
制定和宣传适当的区域法规和协议；适当修改土地使用法规。

许多对话成果显示，农业投入（除草剂、杀虫剂、化肥）的使
用要更加精确。他们还鼓励扩大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种子库
开发的应用，以及食用素食来减少肉类和乳制品的摄入。

这意味着对环境影响的
认可...

粮食系统带来的环境影响
各国普遍认为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是粮食系统的首要挑战。理
想情况下，与这些变化相关的成本应适当计入食品价格中，由
消费者买单。如果没有进一步认识到未来的粮食系统需要反映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那以上的设想无论是从地方、国家还是国
际角度来看，都不可能实现。我们应该适当地呵护大自然并采
用可持续方式进行管理，恰到好处地结合保护和再生措施，并
保持生物多样性。反馈表还显示了出台相应国际政策和监管制
度的必要性。

各国人民，特别是小型农
户，必须能够过上公平的
生活...

确保小农生产者和粮食系统相关的工作人员充分参与粮食系统
的转型。
反馈表证实，数以亿计的家庭生计以参与粮食系统为基础，其
生计直接受到每个系统的基本价值和原则的影响。反馈表强
调，小型粮食生产商每年只生产家庭所需的一部分食物，因此
他们试图通过劳动来弥补收入缺口，还因负债而感受到了严重
的困扰。反馈表显示，人们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粮食系统的
运作，为粮食生产者创造可持续、报酬合适的就业机会，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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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贫困做出贡献。参与者表示，有必要制定和促进新的计
划，使权利和收入较低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粮食系统转型之
中。他们呼吁国家建立对所有人都公正的粮食系统，通过加强
合作，在价值链上进行更公平的分配，以及建立目的明确的公
共/私人伙伴关系来鼓励系统转型。

如果要让小农户受益，
变革势在必行...

让小农户从增产中受益
反馈表格记录了多种方法，通过改革小农（农民、渔民、禽畜
饲养人、森林居民等）工作所在的法律和经济环境，并根据他
们的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加强小农的参与感。其中包括
围绕税收、补贴和立法的政策变革。其他反馈表显示出了确保
足够的实物基础设施以促进小农户参与粮食系统的重要性，包
括以公平方式获得灌溉和运输路线来满足他们需求。其中特别
强调了为来自弱势社区的小农户提供支持，尤其是那些少数民
族和土著群体的小农户。这可能包括有针对性的社会保护和优
惠的市场准入政策。人们普遍认识到，重要的是要让妇女参与
其中，并支持她们作为食品生产者的工作，让粮食系统方面的
工作能够吸引年轻人。

这意味着要解决不平等
问题...

获得生产资源和市场机会。
反馈表还指出了潜在和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
会阻碍穷人参与粮食系统进程，例如在保障土地或水供应方面
的困难。表中还提到了粮食系统中的系统性不平等，并确定了
土著人民和其他可能被系统性排除在外的人士所面临的越来越
多的挑战。反馈表强调，我们需要加强社区参与度，自主制定
粮食系统战略，此外反馈还强调了重建粮食系统基础设施的紧
迫性，以便将小农和粮食系统劳动者的利益囊括在内并给予关
注；以及可能导致其利益被忽略的权力差异。

穷人面临的风险最大...

保险计划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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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气候、气象或安全危机出现时，小型生产者就会面临风险，
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反馈表提到了保险计划和其他社会保护
措施的重要性，该计划使生产者能够获得特别资金，以帮助他
们缓解紧急情况，其中包括通过注重营养的社会安全网方案保
护脆弱和弱势群体。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需要
增长...

中小型企业增长
根据反馈表显示，中小型企业在粮食系统中的重要性十分关
键，在试着增加当地生产量和在农村地区建造加工设施以促进
当地小农户发展时这一点尤为明显。重点是确保这些小农户在
需要时能以合理的条件获得贷款。

同时要减少浪费...

食物损失和浪费：
人们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减少国家粮食系统中的浪费。对话
的反馈意见表明，国家需要在当地建立和维持一个可持续的食
品生产基础设施，包括现代食品加工设备和储存方法，并通过
公共/私人伙伴关系予以支持。反馈表指出，我们需要制定有法
律支撑的国际和国家政策，以便回收剩余的粮食和回收利用未
消耗的粮食。表中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帮助中小型企
业更好地保存当地生产的水果和蔬菜，以及鼓励采用现代食品
加工和包装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并且我们必须信赖入口的
食物...

食品安全
众多对话的反馈表表示，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国家法律、政策
和监管制度来改善并确保持续的食品安全和保障。具体而言，
这包括食品生产用水的安全性；食品中脂肪、糖和盐的含量
（和类型）；包装和标签；以及限制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的
必要性。反馈表还强调了以下几点的重要性：a) 相关的食品安
全法规，b) 具体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性，c) 遵守安
全标准，以及 d) 在整个粮食系统中保持动物福利标准。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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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重点表明，我们需要统一工业化生产食品的适用规范和标
准，并在相关情况下对街头商贩等非正规食品供应商进行监管。

那么，系统将如何变化？
粮食系统中的杠杆点在哪里，我们的努力将在何处得到最大回报？
反馈表确定了变革的多个杠杆。在反馈表中，这些内容本身都不够充分。这就好像要将它
们组合在一起，从而开启食物系统，令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人类和地球的需求。

人权再次成为一个
出发点...

人权
在许多对话的反馈中，为实现健康和福祉每个人能够获得必要
营养食物的权利被视为国家粮食系统未来的重要基础。许多对
话的出发点是要确保每个人都有获得足够食物的基本权利。人
们反复强调粮食安全的核心重要性，以及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
健康食品的必要性。反馈表还谈到了比食物权更广泛的权利有
何重要性。具体提到的是职场权利，以及提高收入和重新分配
风险保护的必要性。会议强调了实现全体家庭成员食物权的重
要性，此外据报告显示，有时一个家庭会优先考虑给男人和男
孩提供食物，因此妇女和女孩面临的营养不良风险更高。大家
认为基于权利的治理方法是官方发展援助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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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系统的变化可能源于
治理的变化...

治理
治理在反馈表中通常被称为变革杠杆。治理在这些反馈表中涵
盖了多方面的信息。大众认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国家计划的能力
是最具价值的。对于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人们提出了许多具体
和本地化的建议。政府也有召开会议的权利。人们时常会确认
召集各部委、机构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反馈中也经常提及
公私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政府的监管和
立法权力也被视为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反馈表
中还有关于具体如何使用这些权利的建议，还多次提到了现有
规定的必要性。

此处还提出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包括并特别承认了土著
人民的权利，以及他们在治理过程中发挥适当作用的必要性。
参与者认为土地保有权以及土地所有者、佃农和牧民之间的关
系问题复杂繁琐，但仍然需要我们加以解决，这一点至关重要。

反馈表中大家反复提出了治理的方式，力求让对话成为治理过
程中的制度化元素。对话共同的主题是：统一标准和所有层面
（从全球、国家到地方）的治理实践变化的重要性。

从增加公平性开始...

边缘化群体的平等
大众通常认为妇女在粮食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她们的代
表性不足，报酬低，而且经常受到剥削。人们还反复提到，粮
食系统需要吸引和留下青年人。老年人时常被提及，他们的需
求应该得到满足。我们需要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和促进青年在
粮食系统进程中的参与感，这是贯穿国际对话反馈表的永恒主
题。所需的变化是具体的，包括提升妇女和青年在粮食生产领
域的参与感，通过土地权的制度化赋予妇女权力，以及为青年
创造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工作机会。反馈认为小农生产者（农民
和渔民）、妇女和青年的价值链发展是变革杠杆，与家庭农业
相关的学校供餐亦是如此。在向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过
渡期间，大众认为支持青年和妇女是关键的变革驱动力。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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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认为激励措施是改善公平的一种方式，大家提议将其作为
鼓励青年留在农业社区的一种手段。
反馈表中反复承认尊重土著人民的权利以及与粮食系统相关的
土著人民知识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据反馈表显示，人们普遍认
识到尊重和保护食物系统、种子和植物相关的祖传、传统和土
著知识十分重要，并由此认识到获得土地的重要性。要确保这
种祖传知识能够代代相承，我们需要相应的资源，并将其与创
新和现代发现联系起来。

反馈表提到，人们在能够获得反映民族文化的食物方面有需
求，这些食物还要让他们能够履行宗教义务。

知识和创新将塑造未来...

知识和创新
技术和社会创新被认为是确保粮食系统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的关
键。在对话中，参与者往往概括性地提到了创新，但也给出了
许多需要创新的具体例子。其中包括提高复原力的创新方法，
减少价值链中森林砍伐的创新解决方案，以及鼓励再生和循环
食物系统的创新手段。小农户能否更好地参与其中，对未来粮
食系统做出贡献，将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和使用
创新技术。其中特别提到的是，我们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获
得技术，并在整个粮食系统中扩大可持续技术的使用范围（例
如在冷链中使用）。

反馈表也明显地反映了更好地了解粮食系统工作的必要性。对
话上提出了创新的监测框架来跟踪系统性能的改善情况。许多
反馈表表示，各国需要更好地分析国家粮食系统，并着重审查
和制定粮食系统知识库的计划。大家提出了整合各种现有食品
工业数据库和提升实验室能力等建议，展示了雄心抱负。反馈
表中提到的一个特殊知识领域涉及监测粮食系统表现和评估政
策举措的机制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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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反馈表表示，各国需要更好地分析国家粮食系统，并着重
审查和制定粮食系统知识库的计划。大家提出了整合各种现有
食品工业数据库和提升实验室能力等建议，展示了雄心抱负。
反馈表中提到的一个特殊知识领域涉及监测粮食系统表现和评
估政策举措的机制和数据。

反馈表表示，我们需要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增进创新和最佳做
法的研究和开发，参与者还建议各国应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简
化探究和分享专业技术和知识的流程。他们还指出，国家内部
应该承担更多的工作，向农民传播知识和经验。反馈表中有人
具体评论了有关社区参与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妇女和
青年的参与，还提及了（如上所述）更新和丰富本土知识的情
况。反馈表还强调了其他一些具体的研究兴趣，例如，替代蛋
白质来源、改善作物和牲畜可持续性的合成化学品以及人畜共
通病的预警系统。

而财务是关键所在...

财务
在许多对话的反馈中，大家认为使用公共和私人资金的战略是一
个关键杠杆。人们提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获得资
金和信贷，尤其是在中小型企业。对小农户来说，更好地获得资
金和保险也很重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打造可持续粮食系统的
复原力，例如以目的为驱动的开发基金和开发银行。反馈表还提
到使用资金来促进系统转型，如改变补贴的使用形式，为改善食
品质量和可持续生产方式提供支持，而非与增加生产量挂钩。

尤其是进行基础设施
投资...

基础设施
反馈表反复提出加强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大众认为，基础设
施主要是增加生产量并以可预测的方式进入市场（包括本地和
全球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通过直接投资或刺激发展
来实现。提倡不同类别的投资：例如灌溉系统和排水系统、国
家物流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和船只）、储存系统（和相
关冷链）以及食品加工和包装的基础设施。其中还包括开发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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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产者协会和合作社价值链发展的基础设施，以及应对灾害
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创新和提高复
原力，旨在让粮食价值链变得更加有效和可持续，同时减少粮
食损失和浪费。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如市政当局）都需要改善
基础设施。反馈表显示，尽管可能要从国家或国际范围内获得
资金，但许多基础设施的改善都需要在当地进行。

培养变革能力也至关
重要。

人类
在反馈表中还强调了人类的能力发展，从而改变现有的粮食系
统。反馈表反复提及儿童自幼开始接受的教育，这表明我们可
以在学校做更多的工作来提高大家对食品和粮食系统的认识。
参与者反复提及和农民展开合作，向他们学习经验，同时了解
他们对采用全新实践的兴趣。和生产者建立这些联系使所有相
关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地情况，包括水、农药和化肥使用以
及土壤科学方面的情况。反馈表还显示出了一个共同点，即强
调在粮食系统转型中与人合作的重要性，而不是试图在远离他
们的地方强加变革。反馈表说明了直接与小农户、土著人民、
妇女和青年等各大群体合作的重要性，还强调了在国家层面推
动和支持大规模变革进程能力的重要性。一些反馈表强调，政
府内部协调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机构能力有限。他们还指
出，在可用于推进转型的娴熟专才数量和资金数额极其有限的
情况下，让各大政府部委和部门参与粮食系统的转型是一个
挑战。

差异领域仍然存在，而且至关重要
粮食系统的全面性及其对健康、财富、环境、土地所有权和个人生存的影响，使粮食系统
的转型成为了一个有争议且深刻的政治范畴。答案不一定非黑即白。参与者认为对话本身
便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人们想要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扩大对系统转型的支
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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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馈表中有很多趋同意见，但许多表中也清楚地说明了分歧意见。这种分歧可能关乎
粮食系统未来发展方向的愿景，或与如何通过实践达成这一愿景有关。

反馈表说明了分歧的领域并无简单答案。事实上，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并不意味着每
个人都会获利，没有人受损。成员国对话的方案强调了这种差异，并指出了必须做出艰难
抉择的领域。权衡利弊可能需要进行重新评估。

优先领域有哪些？

国家优先事项各有不同
对话的报告表明，将使用单一的转型方法达成所有粮食系统方
面的目标是一个挑战。鉴于可持续性在经济、环境和人类层面
之间的不相容性，大家在优先事项方面存在分歧。如何在同一
时间内优先考虑所有事项？许多反馈表指出了为制定一种平衡
的方法而必须进行的权衡。政治团体会围绕具体的优先事项结
盟，这一点不可避免，这可能会导致紧张局势加剧。我们需要
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揭开这些事项并展开辩论。

我们何时必须采取行动？

长期改革或紧急需求
一些对话将土地改革或贸易作为重要的变革杠杆，同时强调改
革期间的谈判和实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不符合紧迫性这一需
求。参与这样复杂又有争议的问题意味着置身于权力结构之
中。选举周期、立法机构的运作、维持服务水平的需求，以及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渊源，这些因素甚至会使人们难以就转型
过程和决策时间达成一致。新冠疫情吸引了大众的关注并降低
了对非功能性机构和流程的容忍度。

这种变革将如何发生？

政府监管与个人行为的改变
为帮助群众解决与饮食有关疾病，许多国家正在处理与之相关
的成本问题。其中包括长期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肥
胖症，往往是由于过度消费高能量的食物造成的，该疾病与健
康和生命风险有关。此外，还有食物浪费的相关问题，这些问
题是由生产和消费营养成分低的廉价和高能量食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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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话的反馈表反映了在鼓励健康饮食行动的责任上展开的
持续辩论。反馈表上涵盖许多问题和一些答案，但解决粮食系
统中的问题时，我们都必须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其当地环
境中的利益。在广泛的范围内鼓励大众消费营养食物的方面，
政府在教育普及时的正确作用是什么？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进
行干预（例如，限制营养低下的食品进口）？是否应该对致胖
和营养不良的食物征税从而阻止大众消费？是否应该限制营养
价值较低食品的广告和宣传？随着饮食习惯的养成，是否应该
特别关注青年的饮食环境？有很多人表示，我们需要教育和告
知每个人，首先是学校里的青年，让他们了解营养饮食和健康
生活方式的好处。

少数反馈表表明，消费者有权自行选择生活方式，政府应尽量
减少干预。

变革必须在哪里展开？

当地生产或开放贸易
许多对话的报告强调了增加当地粮食生产和缩短供应链的重要
性，从而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让当地经济受益。当地食品生产
为推广营养丰富的食品、增加当地就业机会、职业发展以及成
立长久发展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带来了宝贵的机会。

同时，参与对话的大多数成员国都签署了协议，承诺在全球、
区域或双边范围内进行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活动。这些举措限制
了国家政府为保护新兴的当地生产系统而设的进口限度。在政
府限制某些食品的进口时，这些举措还能抑制政府的能力，政
府的行为是为了促进特定食品的消费（不提倡消费其他食品），
以及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

许多反馈表显示，在国家对话期间，浮现的一个问题是希望在
遵守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为增加本地生产提供支持。

谁来为价格买单？

为农民提供更好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负担得起的营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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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以可持续方式生产营养丰富的食物比生产主食的成
本更高。一些反馈表强调，这种高额的生产成本必须反映在消
费者的付款中，这不仅仅是为了确保生产者获得适当的回报，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可能意味着社会中较贫穷和较脆弱的群
体买不起这种食品。

在许多对话的反馈中，大家都提到了确保生产者得到适当的报
酬和消费者能够买得起营养食品之间的这种矛盾。

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粮食和营养安全与营养和可持续饮食的关系
这些对话反映了在饮食对健康造成的影响方面，全世界的关注
度正在日益增长，例如，与饮食有关的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
形式。然而，与此同时，由于无法获得所需的食物，许多国家
的人民普遍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问题。他们面临着全年粮食供应
保障的挑战，以及极端饥饿期的风险。

反馈表强调了政策制定中的紧张问题，一方面要确保每个人都
能获得健康的食物，另一方面要关注食品加工和运输，以便经
济上切实可行的食品业为国家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农业生产模式的选择
在国家对话期间，人们认识到，粮食生产可能在几个方面对环
境有害，例如，土壤退化、水资源枯竭，还会造成温室气体排
放。同时，农业实践往往发展缓慢，因此，如果要在 2030 年之
前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通过转型走向更可持续性的生产方
式。国家对话的反馈证实了实行环境可持续农业生产的必要
性，包括转向生态农业的做法。各国的反馈表，尤其是农业出
口国的国家对话反馈表显示，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人类需要获
得足够的营养和能源，这就需要自由公平的贸易来给予支持。
一些人士发出质疑，如果广泛采用对自然有利的做法并进行
“绿色交易”，那是否可以实现足够的获取途径。许多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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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现代化生产与传统方法之间，或农业生态与高投入生产
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植物性饮食与动物制品生产
一些对话的反馈表阐明了增加植物性蛋白质摄入比例对人类、
环境和经济的好处，植物性蛋白质可以替代富含蛋白质的动物
制品（尤其是红肉）。一些对话的反馈表明，加强畜牧业生产
是改善小农经济状况和福祉的重要战略。这表明，我们需要通
过更好的办法来加强可持续的畜牧业生产实践，高度重视动物
福利，同时鼓励消费者转变消费模式，不再过度依赖动物性蛋
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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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员国粮食系统转型的行动路线

4.1.

概要

在对话进程中不断向前推进的成员国发现，能源和意
愿正在发生转变，其将调整粮食系统，以便到 2030 年更
好地满足人类、地球和繁荣的需求。在人们和组织团
结一致，共同探索本国粮食系统本质的过程中，即刻
采取行动推动更可持续的未来发展的集体意识变得更
加清晰。这种行动动力的自然表现体现于建立和阐明至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粮食系统的行动路线。国家行
动路线的内容远不止所需的政策方向；其将政策与行
动者广泛伙伴关系中的所有权和参与承诺相结合。这
些伙伴关系对任何付诸实施的行动路线皆至关重要。

综合报告的该部分内容引用了入口中发布的前 8 份行动
路线（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以及作为其发展内容
与对话支持服务共享的另外 19 份行动路线草案。总共约
有 100 位召集人表示，其目前正在制定行动路线，大多
数人的目标是在峰会前及时发布这些行动路线。

已在入口中上传行动路线的 8 个国家：阿尔巴尼亚、柬
埔寨、约旦、科威特、莫桑比克、尼日尔、南非、汤加。
已上传草案的 19 个国家：阿富汗、阿塞拜疆、玻利维
亚、布隆迪、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格鲁吉
亚、圭亚那、洪都拉 斯、日本、老挝 人 民民主共和
国、马来西亚、墨西哥、俄罗斯联邦、卢旺达、萨摩
亚、塞内加尔、瑞士、塔吉克斯坦。

成员国的行动路线
（2021 年 9 月 6 日）
在入口上传行动路线的国家：
•

阿尔巴尼亚、

•
•

柬埔寨、
约旦、

•
•
•

科威特、
莫桑比克、
尼日尔、

•
•

南非、
汤加。

分享行动路线草案的国家：
•
•
•

阿富汗、
阿塞拜疆、
玻利维亚、

•
•
•

布隆迪、
多米尼加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

格鲁吉亚、

•

圭亚那、

•
•
•

洪都拉斯、
日本、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马来西亚、

•
•

墨西哥、
俄罗斯联邦、

•

卢旺达、

本章节介绍了成员国在制定行动路线以实现其全新粮

• 萨摩亚、
食系统转型战略方面的进展。这些行动路线文件的风格和内容各不相同，阐明了各成员国的具
• 塞内加尔、
体情况及其粮食系统面临的特殊挑战。然而，通常情况下，行动路线包括对以下事项的分析和
• 瑞士、
评论：
• 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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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国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等）

•

国家粮食系统的具体挑战

•

对粮食系统未来发展的展望

•

转型计划的具体目标

•

行动和责任

•

时间范围

•

监测和评价过程。

行动路线文件制定了概述峰会和 2030 年议程新主题的行动计划。
•

人类 ‒ 解决食物获取、可负担性、安全和营养问题

•

地球 ‒ 考虑可持续性和复原力的问题

•

繁荣 ‒ 解决生产者和其他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

•

和平 ‒ 提供转型所需的稳定性

•

伙伴关系 ‒ 探索新的联系、联盟和分组如何推动目前棘手问题的解决。

最重要的是，行动路线文件阐明了 如何实现转型，介绍了粮食系统在未来 5-10 年及以后实现
改变和发展所需的关键要素。行动路线文件的上述要素表明，人们对粮食系统的复杂性和互联
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以及对话过程对成员国内部和之间正在形成的共同认识所作出的贡献。

因此，“行动路线”文件为粮食系统峰会的举办提供了信息，也为峰会预期达成的承诺和行动
提供了参考。其赋予承诺以实质性意义，并明确意图，为今后十年规划了一条已然成形并可以
遵循的路线。

国家之窗
约旦收容了大约 130 万叙利亚难民。面临水和能源匮乏的主要挑战，约旦对 2030 年粮食系统的愿景
是到 2030 年，改善所有居民随时获得营养食品和健康饮食的可获得性和自力更生能力。对话参与者
确定了数项集体行动战略，包括简化雇佣难民的程序，以及建立合作社来组织小农、生产者和消费
者的集体行动。政府在国家行动路线中确定的解决方案侧重于改善包括难民在内的所有居民的生计
和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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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埃塞俄比亚根据国家协商进程，编制了一份立场文件（国家行动路线），以及技术综合报告，该进
程包括一次高级别圆桌会议和背景文件及随后的三次连续国家对话。关键利益相关者在最后的高级
别对话中齐聚一堂，以确定埃塞俄比亚粮食系统愿景。对话过程对两方面的挑战和一套 22 个重大解
决方案都进行了重点强调，这些解决方案对加速该国粮食系统的转型至关重要，其中 6 个解决方案
需要特别强有力的政策承诺支持。这些解决方案旨在支持和发展现有的国家政策和方案。

国家之窗
柬埔寨领导了一个全面的对话计划，制定了柬埔寨实现 2030 年粮食系统的发展路线图。其始于一份
愿景草案，并在 30 多次对话中不断完善，这些对话涉及 2000 多名参与者，推动了地方对粮食系统
的理解和重视。鉴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理事会 (CARD) 前几年开展的重要协调工作，加之利益相关者已
做好万全准备，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多领域的参与取得了巨大成功。政府与合作伙伴齐心协力，共同
努力，在社区层面上参与进来，确保在相应过程中听取不同意见。

4.2.

展望未来

以下部分强调了从目前已发布的行动路线中所摘取的示例，从行动路线愿景、目标和行动机制
方面阐明了这条通往未来的路线。以下行动路线文件中的愿景宣言示例阐明了成员国对其粮食
系统的目标范围。

“洪都拉斯建立了一个全面和强化的粮食系统，利用现有潜力，尽量减少人口中的不平等差距。”
“进行粮食系统转型，建立一个惠及全民、强壮健康的萨摩亚。”
“我们的愿景是实现埃塞俄比亚粮食系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体转型，加强食品安全、营养和
饮食；改善生计；加强土地保护和恢复；提高面对冲击和压力时的韧性。”
在预备峰会会议上，成员国代表谈及了自己国家的粮食系统目标，同样反映出上述雄心壮志。
例如：
“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现有计划和战略，制定国家行动路线，纳入国家对话成果之
中，以加快粮食系统的转型，使其更健康、更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 乌拉圭
“在向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强调以下人士的作用：(i) 家庭农场主
（包括男性和女性），其可帮助我们缓解许多社会经济问题；(ii) 妇女，其可为家庭经济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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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教育做出贡献；(iii) 青年，对于变革的实现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iv) 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
弱势群体、农村和土著群体”‒ 多米尼加共和国。
综合来看，根据行动路线文件和部长级声明，我们坚信粮食系统峰会将推动国家和全球粮食系
统的转型，造福世界人民和地球本身。

4.3.

围绕峰会目标制定行动路线

一些行动路线文件草案提出的目标与峰会的主要目标相吻合，在本综合报告的前几部分中已对
此进行过探讨。一些行动路线文件则遵循不同的轨迹。
例如，萨摩亚的行动路线文件以峰会目标为框架，记录了其具体目标。例如，在获得安全和营
养食物方面，该文件建议采取以下行动：(i) 改革农业部门以促进当地生产，(ii) 加强有利于可
持续生产的环境，(iii) 发展循证粮食系统知识。

例如，玻利维亚的行动路线文件着重于恢复和促进当地传统粮食生产系统的重要性，将此作
为实现峰会目标的手段，如获得和提供营养食物、环境稳定、繁荣和粮食系统复原力。
行动路线文件制定方面的变化表明，借助峰会筹备期，特别是对话过程，成员国可根据峰会目
标的总体框架，灵活应对其具体的国家情况。这种变化具有积极性和预期性。这表明成员国拥
有真正的自主权，可抓住峰会这一绝佳机遇，将广泛多样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聚集在一起，确定
其粮食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

行动路线实现其目标的方式

4.4

行动路线中特别强调了各成员国实现其目标的方式。创建行动路线文件的优势在于众多行动者
所感受到的自主权和参与度，以此推动国家对话的进展。由此可知，较之政策意图的声明，行
动路线更加行之有效。行动路线阐明了 2030 年粮食系统的调整方式以及此项工作的积极参与
者，因而具有非凡意义。

尽管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行动路线在实现粮食系统转型宏伟计划所需的机制方面显示出相
当大的共性。这可以有效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人民（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利益）：权利和能力

•
•

治理
知识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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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

•

财务

人民：权利和能力
一些成员国的行动路线文件指出，在发展改进的粮食系统时，必须承认和解决人权问题和弱势
群体的需求。这包括许多方面，包括妇女在当前粮食系统中的待遇，以及让妇女和青年参与发
展未来粮食系统并增强其能力的重要性（柬埔寨、卢旺达、布隆迪、萨摩亚、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阿尔巴尼亚、马来西亚）。

同样，行动路线中时常提及将包括老人和残障人士在内的弱势群体以及土著群体纳入其中并确
保其充分参与改进粮食系统的方式（例如，洪都拉斯）。
所有行动路线都提出了实施宏伟粮食系统计划的能力问题。还频繁提及教育所有公民了解健康
饮食的性质和重要性以及与食品有关的健康不良风险的重要性。同样地，人们一致明确地认识
到对粮食生产和分配的所有参与者进行培训和发展的重要性，包括小农和粮食价值链上的其他
行动者。

治理
行动路线文件反复强调了国家和国际粮食系统治理框架的重要性。
阿富汗和阿塞拜疆等成员国则需注意本国粮食系统法律框架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创造
全新法律环境来实施必要变革的需求。
各国还认识到，仅仅制定法律并非万全之策：在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内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
必须承诺执行相关法律要求。此种情况尤其适用于柬埔寨、科威特和尼日尔等国家。
行动路线还进一步指出，将粮食系统计划和战略与更广泛的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目标相联系至
关重要。
约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行动路线都强调了这一点。
而日本和俄罗斯联邦等成员国，强调了针对粮食系统不同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与协作的必要性，
包括环境和可持续性因素；贸易和研究、知识及创新分享。

知识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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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路线文件的不变主题在于知识和创新技术的关键作用（阿富汗、马来西亚、玻利维亚、
约旦、塔吉克斯坦）。这包括：

•

对国家粮食系统目前运作的基本了解和数据。许多行动路线文件都阐明了一项目标，
即大大提升对其当前系统的理解

•

从国家和国际角度出发进行持续研究的需求，以对粮食系统的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

•

在整个粮食系统中开发和应用新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需求，包括了解土壤条件
和保存、灌溉系统、收获技术、加工流程、强化工程、存储和运输。

•

各国对获取和保存传统/祖传和本土知识和经验有着浓厚兴趣。

•

各国已经认识到在国际上进行知识、研究和创新分享的价值和重要性。

基础设施
成员国内部和之间必要的基础设施与粮食系统治理问题息息相关。其涵盖了众多方面，在以下
方面尤为显著：

•

在基本层面上，为确保土壤和用水供应（尤为重要）以实现可持续粮食生产（特别是
小农户）而实施的措施（阿富汗、科威特、阿塞拜疆、约旦）。这与使用杀虫剂和其
他化学方法的政策和做法有关（日本、阿塞拜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发展粮食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分配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例如，埃塞俄比亚
的行动路线强调了电气化的必要性

•

至少针对一个成员国，尤其是传统食品生产者（玻利维亚），发展和维护其粮食生产
的整个价值链，特别是对小农户（格鲁吉亚）造成影响的价值链。

•

为生产者创建和发展商业生态系统，包括商业咨询、金融、财政和相关制度（萨摩
亚、塞内加尔）。

•

实施和维护粮食系统监管制度，特别是安全食品生产和消费的相关制度（俄罗斯联邦）。

财务
一些行动路线文件详述了国家行动路线的财务影响。其介绍了投资决策以及该类投资的资金来
源。同时还提出了支持具体活动的财政激励措施，并确定了通过信贷计划和社会支持来降低风
险的办法。

•

塞内加尔确定了 11 个投资领域，总投资需求为 40 亿美元，这表明需要多个参与者建立
创新伙伴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其还确定了改变税收基础设施以刺激所需活动等其他
财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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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指出了公私伙伴关系在实现必要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

玻利维亚计划在 2024 年之前，通过联合国机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以预算案和/或
司法支持的方式加强传统粮食系统。

•

埃塞俄比亚旨在建立一个金融系统，为农民提供信贷、保险服务和金融知识。

•

圭亚那指出了农民获得资金的问题，确保现有选择能满足其当下的需求。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确定了加强私营领域发展，并创造有利于吸引私人投资的商业环
境的必要性。

•

卢旺达和南非也表明，资金是粮食系统转型的关键。

4.5.

结论

行动路线文件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国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国家背景而采取不同方法来制
定行动路线。尽管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行动路线是对话进程的宝贵创新成果：

•

其表明了各国在国内和国际对粮食系统进行转型的愿景和志向。

•

对话表现出了各国对粮食系统复杂性和互联性的清晰理解日益加深，与峰会的目标和
宗旨保持一致。

•

此外，各国对变革的关键机制和杠杆也了如指掌，并且

•

即使在此阶段，数个国家也制定了未来 6 至 12 个月的详细行动时间表，而其他国家则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类似的时间表。

因此，这些行动路线文件充分证明了各国思维和行动的转变。如果说对话进程在确保粮食系统
峰会为“人民”服务方面发挥了宝贵作用，那么，对于确保峰会实现有效“行动”而言，行动
路线的制定也发挥了同样重大的作用。行动路线远胜于意向声明。其由已参与并致力于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粮食系统的行动者合作创立，从而可确保自身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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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作实施

官方反馈表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多层面（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协
调和伙伴关系在努力创建适合未来的粮食系统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评论。人际关系存在多种
形式，但在国家对话中对粮食系统复杂性的分析表明，对话参与者充分认识到，在努力推动系
统转型时，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至关重要。

这种参与需要治理，但目前的治理机制集中于确保足够的粮食生产以为所有人提供粮食保障，
以及粮食供应不稳定时可能导致的粮食危机。这与侧重于粮食系统功能的治理有所不同。此
外，目前的粮食系统治理往往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复杂情况。现有的治理过程往往具有权力和
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并且不适应复杂性和快速变化。这种不对称性和僵化性也往往也存在于机
构间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安排的治理过程之中。通过成员国对话进展，适应粮食系统复杂性迅速
变化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多层次治理的一些共同特征正在显现。细节通常针对具体环境而言。

5.1.

以人为本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

5.1.1. 人们对粮食系统及其治理的包容性参与
事实上，所有人都作为消费者和公民参与到粮食系统中。以人为本的治理需要人们包容性地参
与粮食系统治理机制。人们可以选择正式和非正式代表。
国会议员是民主国家人民的正式代表。许多国家对话都强调让议员、市长、地方议员、工人代
表和其他当选官员参与其中。

专题聚焦
根据阿塞拜疆、埃及、欧洲联盟、斐济、芬兰、德国、约旦、马拉维、马耳他、蒙古、俄罗斯联
邦、塞舌尔、苏丹、坦桑尼亚、乌拉圭和津巴布韦的报告，国会议员都参加了国家对话。

消费者团体、公民社团组织、问题关注团体和贸易协会等非正式组织也可代表人民的利益。
5.1.2. 特定利益相关者群体主动参与
国家对话召集人认识到社会中普遍存在（尤其是粮食系统中）的权力不对称现象，因此利用这
一机会深化了特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参与，并建立了相关机构。其鼓励妇女组织、学童、青
年、食品生产者（特别是小农户）、食品工人、科学家、土著人民、中小型企业等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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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话召集人有时会主动让上述群体参与更广泛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讨论。官方反馈表强调了
保持和继续加强上述特定利益相关者群体参与对话程度的重要性。那些了解到其想法的人很快
意识到，该群体始终担心自己会远远落于人后。

国家之窗
除了就 5 条峰会行动轨道中的每一条举行专题国家对话外，加蓬政府和合作伙伴还组织了与特定利
益相关者群体的对话。其中一次对话的重点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并与其进行了对话。其标题
为：“食物：艾滋病毒/艾滋病弱势群体的健康和福祉来源”。

5.1.3.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人们普遍认识到对话的价值，其为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理解、合作和共同创造开辟了
全新可能性。许多召集人及其支持团队和参加不同国家对话的人员表示希望继续这种相互作用
和联系的方式。大家普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它是否会自行演变？在不同环境下，
需要何种体制和治理机制来推动演变？

5.2.

所有司法管辖区皆关注粮食系统治理问题

在大多数国家对话计划中，特别是那些对地方进行广泛探索的计划，对话有助于将粮食问题视
为地方管辖范围内（如城市和地区）的关切问题。
5.2.1. 地方政府在粮食系统中的作用
对话有助于地方政府在分析战略选择时认识到粮食系统观点的价值。一些对话，特别是由葡萄
牙语国家共同体 （CPLP） 组织的政府间对话，明确探讨了粮食系统方法在地区和城市（地区
治理）中的潜力。一些独立对话则由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一场旨在增强城市和地方政府能力
以改善全球粮食系统的全球粮食系统峰会对话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举行。这些都揭示了地方政
府采取行动的变革潜力。在若干成员国对话成果中指出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地方政府之间开
展学习和分享。联邦当局正在探索如何建立关系网络来观察不同省份和州所采用的创新方法。

63

国家之窗
尽管尼泊尔是 2021 年初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尼泊尔国家计划委员
齐心协力在全国各省举行了 3 次全国性对话和 7 次地方对话，共有 1300 多人参加。以宪法中的《食
物权和粮食主权法》作为全国行动的法律框架，其期望在峰会前得到各领域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重
大承诺，支持尼泊尔建立包容、有韧性和可持续的粮食系统。人们认识到，联邦、省、地方三个政
府部门之间的强有力协调对国家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国家之窗
爱尔兰举行的四次国家对话之一得出结论，城市和城市周边粮食系统作为地方、区域和全球粮食系
统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城市，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而带来挑战，对
话就此进行了探讨。对话提出促进参与式方法的应用，其将在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
系，如社区花园、食材公园和农贸市场。

5.2.2. 国家治理和伙伴关系
独立对话的成果综述一致指出，政府在推动粮食政策实施的行动领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
此，采取系统方法制定粮食政策行之有效 ‒ 这种方法明确承认粮食工作需要跨学科的科学，以
及整个政府和全社会的参与。这意味着，农业、卫生、经济和环境等多个政府部门将寻求合作
途径，以解决国家粮食系统中的特定问题及其对国家和人口的更广泛影响。在建立有助于社会
走向未来粮食系统的治理方法时，决策者希望采取 全新的思维方式，转向集体规划 和同步实
施：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但国家对话的经验表明，这确实是值得的。

国家之窗
瑞士以全国性对话启动了这一进程，接着是三次城市对话，最后以全国性整合对话结束。城市对话
涉及地方当局和利益相关者，重点关注当地粮食系统，确定适合其环境的具体行动和解决方案。对
话进程的成果有助于瑞士在 2021 年 6 月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一项为期三年的行动
计划中，瑞士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继续就粮食系统开展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

这些新的思维和工作方式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涉及到与那些可能无法立即展现协同作用的
群体进行合作。然而，确定新机会以改变叙事和追求新战略方向的关键在于建立非同寻常的联
系。在国家对话中，公私伙伴关系是投资改善基础设施的一种方式，以扩大灌溉、脱盐或食品
加工等粮食系统的覆盖面和影响。与学术界建立伙伴关系，更广泛地提供创新和技术，以驱动
粮食安全的提升和生计的改善。通过学校和学院、社交媒体、制造商和政府所采取的联合措
施，提高人们对健康饮食或粮食损失和浪费等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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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窗
印度尼西亚领导了一项包容性进程，举行了一次全国性对话和六次地方性对话，有超过 1550 人参
加，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群体、多个领域和地理区域。上述对话涵盖了印度尼西亚粮食系统的多样
性，对该群岛国家当地情况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了讨论。鉴于粮食系统对话的经验，全国性及地
方性对话可视作粮食治理领域的制度创新，便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有效地参与到粮食系
统的转型中。

5.2.3. 区域治理和伙伴关系
地理位置相似、气候模式通常相同的国家在其粮食系统中往往面临类似问题。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国家可能已习惯于展开合作，并通过区域组织进行会谈。通过这些政府间组织，各国可对
其国家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利用现有结构来转型其粮食系统的方式进行探索。各国已在区域范围
内举行了多次政府间对话（发布于入口的大部分区域对话都属于独立对话）。五个联合国区域
委员会和若干区域共同体（如欧盟5、东盟6，非盟7，中美洲一体化体系8美洲农业部长会议，
加勒比共同体 9，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10，北欧部长理事会，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织
11
，伊斯兰粮食安全组织12等等）已动员其成员并组织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

一些国家召集人抓住了机会，在本国担任区域实体主席期间召集政府间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
（例如，哥斯达黎加在担任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临时主席期间和芬兰担任北欧部长理事会主席期
间皆照此进行）。区域一体化组织秘书处发起了一些区域粮食系统峰会对话。在某些情况下，
数个机构已展开合作，以区域生态系统为重点召开区域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例如，其已召开
两次独立区域对话，探讨“地中海可持续粮食系统的未来之路”，以及由太平洋共同体策划的
以“蓝色太平洋粮食系统”为重点的政府间对话13（由汤加召集）。

这些区域性政府间对话探讨了各国之间的共同点，吸取经验教训，鼓励南南合作，并利用现有
的区域战略和政策，加强对粮食系统转型的支持。
其中一些对话旨在形成共同的区域立场和通向未来粮食系统的行动路线。到目前为止，其包括：
•

由非洲联盟牵头的《非洲粮食系统共同立场》为加快实施改革和发挥影响奠定了基础。

5

EU：欧洲联盟

6

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

7

AU：非洲联盟

8

SICA：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CARICOM：加勒比共同体
10 CPLP：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9

11

OACPS：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织

12

IOFS：伊斯兰粮食安全组织

13

SPC：太平洋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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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呼吁促进领土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发展，并鼓励建立国际联盟，以
“加强可持续粮食系统的领土治理”。

•

北欧各国部长关于粮食系统的声明强调了其对采用全面和包容方式的承诺，这是公正
转型和不落于人后的关键。

此外，官方反馈表强调了通过整合价值链准入来促进贸易的区域方法价值。区域一体化的体制
框架（关税联盟、统一的生产、运输、销售和标签的议定书和条例）可作为促进区域内贸易的
手段。区域治理机制将用于改善政策的一致性，促进国家政策的协调，并支持同行合作。区域
空间也正在成为战略性学习和适应的空间。

许多成员国正在与其邻国接触，探讨如何利用其他区域空间来支持其国家行动路线的实施（例
如印度洋委员会、黑海经济合作组织）。

5.3.

持续治理学习

召集人希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即找出问题，开始行动，反思进展，调整行动以适应新环境。
通过加入鼓励积极和前瞻性学习的空间，其可参与到这些思维和工作方式中来，以审视其心态
和行为，探索是否需要改变。召集人赞成直接、开放的对话，鼓励反思和探索，利用可用于支
持决策的循证分析。这些分析需根据研究、调查、常规统计结果的数据以及评估报告进行，包
括关于结果和影响的定性和定量数据、特定情况下的案例研究，以及合作伙伴和同事的反馈。

制定和执行流程的方式将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是改善过程中的重要一
步。事实上，许多对话得出的结论是，战略学习是实施的基本要素，应纳入治理过程，以推动
持续改进。例如，对那些在实施时未按计划进行或未达成预期贡献和影响改善的事件和过程进
行探索。

国家之窗
作为对话筹备和后续进程的一部分，布基纳法索召集小组从粮食系统的角度组织了一次对约 70 项法
律、政策和战略的全面审查。此项工作得到了技术秘书处、科学小组以及来自各部委、技术和金融
伙伴以及公民社团的专家组的支持。随后，在 180 名与会者参与的对话中讨论了审查结果，并提出
了旨在改进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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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全球伙伴关系

官方反馈表还表明，国家对话对全球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问题可能需采取紧急行动。几乎所
有的官方反馈表都认为气候变化会对粮食系统造成重大影响，并主张全球应对措施与地方活
动并举，以减轻其影响。通常情况下，粮食系统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国家，实现碳排放大
幅减少的能力往往也最低。因其排放量记录通常较低。

官方反馈表也认为需要针对贸易采取全球办法。一些国家希望实现贸易商品的可持续性、质量
和包装的普遍标准。其他国家则主张完全不限制贸易。无论如何定义，各国时常提倡确保“公
平”贸易的行动，这一点在此时尤为重要。

5.5.

与独立对话综述的趋同

从独立对话 3 号综合报告（2021 年 9 月）中获得的启示14

独立对话的结果揭示了各种所需和所设想粮食系统转型的明确方向。在综合报告中进行了如下
总结：

粮食系统需要进行转型，从而带来重大、必要、深刻和广泛的变化。这已不再局限于零碎的改
革、渐进的变化和关注点狭隘的项目和计划。在转型过程中，应确保人类和自然共同繁荣，优
先注重公平，提供惠及全民的粮食系统，提供高包容性的参与和多样性。

对话的结果强调，粮食是一种人权，而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贸易商品，这为粮食系统的转型提供
了一个统一和普遍的框架。各国应始终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提供支持：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减轻
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反，各国应侧重于通过一系列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人类食物消费方法来
促进繁荣、有韧性和有生产力的生态系统。

国家政府往往是推动转型和对话的主要行动者，呼吁在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和网络的支持下建
立改革性伙伴关系、协同作用和联盟，促进所有部门和利益相关者与政府展开合作以实现粮食
系统的转型。过去不被重视的群体，包括妇女、土著人民、小农户和青年，需要并值得特别关
注和参与。

转型应根据系统思维予以实施。这意味着各国要认识到系统不同元素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侧
重于实施因地制宜创新举措和解决方案的本地系统，并认识到应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方案。

独立对话 3 号综合报告 (2021)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fss_independent_dialogue_synthesis_report_3_0.pdf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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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转型中，各国应辨别、保留、整合和发展已生效的内容。根据他人经验进行创新和调整
以作出所需改变。
各国需大力支持转型过程，通过对粮食系统及其影响的广泛宣传来转变观点，修订说明，并鼓
励历经变化的思维方式。

对话成果包括关于如何进行转型的建议。
对话表明了迫切的转型需求，而转型的成功则取决于转型的构建方式（尤其是起始原则）以及
应用不同变革杠杆的方式。高度重视必要财政投资的创造和利用：新兴的行动联盟和其他区域
和全球倡议具有巨大潜力，但需要与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转型措施相互结合。

公开、透明地进行与粮食系统转型有关的所有决策和实施。探索全新的治理形式，以期让政府
各部门、地方当局和其他多方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者组织，特别是小农户及其他）参与进
来。粮食系统转型的紧迫性意味着各国应尽力阻止分歧成为转型的瓶颈和障碍：这突出了冲突
解决的需要以及在这些新的治理安排中审查取舍权衡的能力。

就本质而言，粮食系统转型的潜力必然与气候行动和公共卫生挑战的转变息息相关。因此，新
冠疫情以及不断恶化的气候紧急情况及其伴随的恶劣天气、火灾、干旱和洪水都对粮食系统造
成了一定影响，各国需不断提升其应对能力。无论在对话中讨论何种问题，监测和评估 (M&E)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创新和更传统的评价方法皆可适用。

从对话中得到的反馈也确定了对变革性结果至关重要的因素
•

首先，峰会的参与原则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对开展对话的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

•

其次，对话成果的丰富性反映出对话的构建方式；对话召集人、策划人和促进人的培
训方式；以及认真组织并完成对话反馈报告的方式。

•

第三，峰会提高了人们对大量采用系统方法的粮食系统的兴趣和关注度。利益相关者
希望在实践中深入了解系统思考的意义。例如，承认复杂性并利用这种复杂性意味着
全面关注系统属性，包括适应性、复原力、非线性相互作用、不确定性、动荡和动力学。

•

第四，对系统转型的关注意味着需要确保所谓的转型可称之为转型。这不是一个项
目。相反，其具有多维、多面、多层次性，跨越国界和干预障碍，跨越领域和专门利
益，连接地方和全球，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最后，关键在于透明度：这适用于整个
粮食系统转型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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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基础发展基础设施决定了国家、区域和国际发展项目和计划的规划、设计、资
助、实施、管理和评估的方式。粮食系统的转型需要改变这一架构。

关于峰会后继续参与的反馈
峰会结束后，让对话参与者 (a) 了解峰会的成果和 (b) 讨论其如何在自己的行动领域参与粮食系
统的转型，将带来巨大的收获。任何实体皆无能力或权利单独监测和评估粮食系统转型。各国
可召集一个高层评价联盟，负责对粮食系统转型进行集体评价。

这些来自粮食系统峰会独立对话的反馈总结对国家对话的结果进行了补充，并为峰会后在不同
环境下验证、分享和实施行动路线的方式提供了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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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实施的影响

许多政府已启动了粮食系统峰会对话以探索国家粮食系统未来，打算在峰会后借鉴这一经验，
在地方、国家层面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在本地区的国家之间推进这些系统的大胆转型。一些国家
将利用各种新兴的合作机会，包括各国政府在 2021 年 7 月罗马预备峰会前制定的多方利益相
关者倡议。

峰会后的发展势头将至少在两个方面相互关联。首先，其应反映从科学地球发展角度来看所必
需的紧迫变更。第二，这一势头还将对地方和国家的当务之急作出反应，同时反映每种情况的
现实情况。因此，对实施过程的注重既能反映出全球目标，又能适应当地情况。

根据促进对话方案的经验，下列因素可推动峰会后的势头及其影响。
1. 峰会结束后，利益相关者立即进行的反思 ： 这是为政府和利益相关者专设的时刻和空
间，便于其思考峰会上出现的问题，并在六个月和和两年这两个时间范围内规划相关
活动。这些反思可提供一种机遇，以探讨国家行动路线中设定的优先合作对象，包括
但不限于新兴联盟。建议至少形成三种类型的反思：a) 峰会结束后不久的全球利益相
关者反思，所有峰会工作流皆参与其中，因而常驻代表、选区领导人、对话召集人和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可获得关于所有峰会工作流成果的更详细信息。包括强调在此过程
中出现的倡议和联盟，了解该倡议和联盟的参与者以及参与方式。此时此刻，筹备过
程中的不同要素与峰会成果相互交织；b) 由区域组织（如非洲联盟）召集的区域利益
相关者反思，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围绕其优先事项齐聚一堂，探讨如何以最佳
方式组织后续行动；c) 通过国家对话和独立对话召集人在峰会期间和 2021 年底组织的
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而展开的国家级利益相关者反思。在土著人民、粮食生产者、公
民社团、私营领域、倡议组织等不同群体中进行有组织的反思同样颇具价值。

2. 继续开展对话和制定行动路线：国家召集人将继续负责组织对话，以及相应的制定、
完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跟进行动路线的实施。预计在峰会后期，行动路线将日益
反映出各国政府、不同领域和各方粮食系统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目标，并表明其自身期
望共同参与到这一系统中的方式。召集人及其支持团队将开发和加强行动路线，寻求
政府内部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政治进程的认可。行动路线作为实施的基
础，将被定期审查，以确保其与目的相一致。凭借在粮食系统转型方面形成的区域立
场，国家行动路线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国家召集人将应邀参加每周一次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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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会议，以及至少截至 2022 年 3 月为止的定期区域和专题交流机会。区域会议将为
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提供相互联系的机会，区域组织将加深其参与程度。此外，相
关网络正在构建，便于独立对话和成员国对话的召集人相互联系和分享经验。对话入
口网站将继续收集对话和行动路线的发展成果：在 2022 年 3 月之前再编制一份综合报
告，旨在将对国家对话和独立对话的反思相结合。通过与国家召集人的讨论来对长期
对话支持的潜在需求进行评估，特别是与国家行动路线实施的协调支持相关的需求。

3. 将优先群体纳入并参与到对话和行动路线中：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在确保粮食系统即
便在紧张时期也可以为所有人提供营养食品方面，来自不同群体的重要工作人员发挥
重要作用。如果在进行粮食系统转型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并听取其意见，这将获益良
多。在峰会后期阶段，重要的是确保提供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的机会，努力让
优先群体参与进来，并期待其参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合作行动、审查和学习
（如其未出席，进行原因调查）。优先群体因地而异，但可能包括妇女（粮食系统中
的劳动力大军）、土著人民、小农生产者、粮食工人（通常是移民）以及中小企业员
工。还需考虑到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包括残障人士、儿童和难民。

我们希望在峰会后期阶段对国家对话的指导包括确定这些支持者并使其积极主动参与
进来的各种选择。由副秘书长担任主席的全新多方利益相关者咨询委员会所发挥的作
用是推动此项工作的潜在重要因素。

4. 获得以科学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不断获得科学
的跨学科专业知识（注重传统知识和新技术的结合），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生态
和社会背景下获得探索政策取舍权衡的援助。各级都需要建立反应灵敏的科学政策入
口。在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全球范围内（适用于跨大洲和区域的分享和学习）鼓励
通过“实践社区”进行国家间的学习和共同创造。技术支持机制至关重要，最好由联
合国系统进行协调，并通过潜在的峰会后续安排进行整合，这些安排可体现联合国系
统的整体能力，让粮安委参与其中，并由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发挥国内的领导作用。我
们需要对峰会后进程的进展予以跟进、为盘点做好准备、促进共同学习和确认差距。

5. 利用变革杠杆：在系统转型中使用杠杆时，所应用的价值和原则应：a) 反映所有人的
利益；b) 明确并接受广泛讨论。最初侧重的四个杠杆在峰会筹备过程中就已确定。国
家政府不妨将重点放在通过利用其他潜在杠杆来动员行动，包括发展推动系统转型的
从业人员的能力，确保公平获得水、土地、基础设施、运输、能源、机械和农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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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质资源的措施，以及集体管理的手段。各国还需制定鼓励其他群体参与转型的手
段，包括土著人民和残障人士。

6. 粮食系统的治理：国家对话的关注重点在于如何确定和选择更优先的事项，如何在实
践中应用不同的变革杠杆，以及相关负责人如何对其行动负责。因而对话反复建议以
跨学科、跨领域和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方式加强对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治理。在对话
中，国家、地方当局、地区、生产者组织、合作社、外部种植者计划等新型治理的范
例浮出水面：未来几个月将对这些范例进行探讨，并对分享经验的机会予以重用。对
话还确定了理想粮食系统治理的特征。这包括系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议员）的
包容性参与，鼓励过去未覆盖的特定群体参与进来的积极措施；避免利益冲突的一致
程序；跨领域治理；与区域机制（如非盟、欧盟）和国际进程，包括气候、生物多样
性和荒漠化缔约方会议 (COP)、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等的适当互动。若不对上述治理予
以关注，粮食系统转型就无法顺利实现。

许多联合国成员国的部长们在预备峰会中的发言表明，其普遍支持在峰会后实施一段
时间的强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未来粮食系统为 2030 年议程的全面进展做出充分
贡献的可能性，并将进展评估与年度高级别政治论坛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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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束语，展望未来

粮食系统峰会对话进展
对话是一种新颖的参与形式，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和支持。截至 2021 年 8 月 23 日，已有
148 个成员国提名了国家对话召集人。总的来说，成员国已在入口发布了 1400 个不同形式的
对话。105 个成员国公布了 446 份官方反馈表，本报告对此进行了综述。随着对话的进展，官
方反馈表也将日益增多。许多国家打算在峰会之后继续进行对话。

总的来说，有近 10 万人参与了粮食系统峰会的对话进程，成员国对话和独立对话人数大致各
占一半。与会者代表来自不同领域和利益相关者群体。男性和女性参与者的数量几乎相同，而
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土著人民、工人和工会以及当地公民社团组织参与到对话中来。

粮食系统峰会对话进程为峰会举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建立一个“人
民峰会”，而对话的进展则为确保这一愿望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报告所述内容只是冰山
一角。每一次与对话召集人的接触，都能深入了解其发挥充分作用所创造的对话进程的广度和
深度。

粮食系统峰会对话作为一个参与过程，其重要性远超峰会本身。参与对话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
出协商的作用。由于参与者帮助创建了官方反馈表中公布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直接作用于国
家行动路线，因此对话参与者参与了该行动路线的制定，并由此产生了一种主人翁意识。

这将成为 2021 年粮食系统峰会的宝贵成果；一个由政治家、官员、活动家、农民、生产者、
消费者和所有其他对话参与者组成的、决心在 2030 年前实现其国家可持续粮食系统之路的全
球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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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成员国召集人公布的官方反馈表
▪

本附件列出了截至 2021 年 8 月 23 日已提名召集人的 148 个成员国以及已公布
的正式反馈表数量。

已提名粮食系统峰会召集人的成员国

第一阶段
对话

第二阶段
对话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比利时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博茨瓦纳
巴西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捷克共和国（捷克）
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丹麦
吉布提

1

2

第三阶段
对话

未设阶段
对话

官方反馈表
总数

1

1

1

4
不适用
不适用
3

1

3
2
6
2
2
1
8
不适用

1
6

1
1

1

1

7

1
1

1
1

2

6
5
3

1

24

2
1
1

7

1

1
不适用
8
5
4
不适用
不适用

1

28
1
8
不适用
不适用
16
1
3

17
1
5
不适用
不适用

4

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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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埃斯瓦蒂尼
埃塞俄比亚
欧洲联盟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乔治亚州
德国
加纳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朝鲜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莱索托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里

1

1

3
2

9

9

1
1
12
2

2
1
12
2
不适用
不适用

5

5
9
2
1
6
1
2
1
2
3
1
1
3
5
1
1
2
不适用

6
1
6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3
3
1

1
1

1

1

1

39

5

2
11

4
15
1
45
4
不适用

4
1

1
4

1

1
1
不适用

1
1

2

2

1
1
3

1

4
1
1
1

4
1

3
1
1
不适用
不适用
1
5
5
不适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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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
摩尔多瓦
蒙古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帕劳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卡塔尔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萨摩亚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1
1

1
1
10
不适用

1
3

6

1

不适用
9
1
1

1

1
1

9
1
4
1
不适用

1

1
1

1
8

1

10
1
不适用

1
2
1

2

4
25
1
1
不适用

24
1
2

1

7

1

2

2

3
1

5

1

1
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12
1

1
1
1

1
6
1
5
1
1

5
1
1
1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1
不适用

1

2

1

1

1

4

5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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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苏丹
南苏丹
瑞典
瑞士
塔吉克斯坦
泰国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火鸡
图瓦卢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GB&NI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2

2
1
不适用

1
1
1

6
5
1
1

7
7
1
1
不适用
不适用

1

1

1
2
不适用
不适用

2

1

2

1
1

2

1

2

3
不适用
2

2
1
4
3
4
不适用

8
2

10
2
不适用
不适用

1
3
1
2

1

1

*不适用 = 在进行此分析时，在入口中未公布官方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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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 综合报告中涉及的官方反馈表
本附件按国家、对话名称和阶段列出了综合报告中的 446 份官方反馈表。
▪

深绿色阴影的对话被纳入成员国对话 2 号综合报告中。

▪

浅绿色阴影的对话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截止日期前收到，已被纳入第二部分“参会者分析”。

▪

本附件中列出的所有对话（包括未加任何阴影的对话）都已被纳入第三部分“确保食品系统适用于未来”中。

国家

对话标题

对话阶段

阿富汗

Consolidated Report of Afghanistan's Dialogues for Food Systems Summit

阶段 3

阿尔巴尼亚

From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to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Albania

阶段 1

阿尔巴尼亚

Sustainable Food &amp; Tourism Value Chain and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 Lowland &amp; Coastal
area
Sustainable Food &amp; Tourism Value Chain and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 Mountain area

阶段 2

阶段 3

阿根廷

Final National Dialogue: From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to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Albania
Fortalecer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para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I)

阿根廷

Fortalecer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para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II)

不 阶段

阿根廷

Fortalecer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para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III)

不 阶段

亚美尼亚

BUILDING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THROUGH INCLUSIVE VALUE CHAINS

阶段 1

亚美尼亚

Reshaping National Food Systems: Recommendations for Effective Actions and Policies

阶段 3

澳大利亚

Australian Food Systems - Addressing Shared Challenges

不 阶段

澳大利亚

Eating for our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 balancing nutrition and sustainability

不 阶段

澳大利亚

Future proofing our food systems - boosting resilience

不 阶段

澳大利亚

Growing Greener – food production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不 阶段

澳大利亚

Achieving healthy diets from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by 2030 – what science, innovation, and actions
are needed in Australia?

不 阶段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阶段 2

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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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哈马

What role does food labelling play in helping to shift consumers towards healthier, safe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FIRST NATIONAL 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 MEETING IN AZERBAIJAN

不 阶段

2nd MULTI-STAKEHOLDERS MEETING/Agri-food systems transformation for sustainable national food
systems: scientific approaches from Strategy to Action
Making nutritious foods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throughout the Bahamian Family Islands. How can we
support our Family Islands local food systems?
Food Safety for Improved Health and Consumption

阶段 2

 التحديات والفرص:استراتيجيات تحقيق األمن الغذائي

巴林

阶段 1

不 阶段
阶段 1
不 阶段

孟加拉国

First National Dialogu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UN Food Systems Summit 2021

阶段 1

孟加拉国

First Sub-National Dialogue in Satkhira

阶段 2

孟加拉国

Second Sub-National Dialogue in Barguna

阶段 2

孟加拉国

Third Sub-National Dialogue in Jamalpur

阶段 2

孟加拉国

Fourth Sub-National Dialogue in Bandarban

阶段 2

孟加拉国

Fifth Sub-National Dialogue in Sunamganj

阶段 2

孟加拉国

Sixth Sub-National Dialogue in Kurigram

阶段 2

孟加拉国

Second National Dialogu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UN Food Systems Summit 2021

阶段 2

贝宁

Transformations dans l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au Bénin

阶段 2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阶段 1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DIÁLOGO NACIONAL DE EXPERTAS Y EXPERTOS RUMBO A LA CUMBRE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Diálogo Regional del Altiplano de Bolivia rumbo a la Cumbre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Diálogo Regional del Valle de Bolivia rumbo a la Cumbre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阶段 2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Diálogo Regional del Llano y la Amazonía de Bolivia rumbo a la Cumbre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阶段 2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Diálogo Nacional: Academia e Instituciones de Investigación

阶段 2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Diálogo de las Naciones y Pueblos Indígenas de Bolivia

阶段 2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Diálogo Nacional de la Industria en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de Bolivia

阶段 2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GRAN DIÁLOGO NACIONAL DE BOLIVIA RUMBO A LA CUMBRE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阶段 3

阶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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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

Ensuring Access to Safe and Nutritious Food for All - How Have we Fared?

阶段 2

博茨瓦纳

How Sustainable are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Botswana

阶段 2

博茨瓦纳

What Processes are in Place to Reduce Biodiversity Loss and Promote Conservation

阶段 2

博茨瓦纳

How Inclusive are Botswana Food Systems?

阶段 2

博茨瓦纳

Are Botswana Food Systems Resilient?

阶段 2

巴西

Promoting Food Security and Ensuring Equitable Inclusion

阶段 2

巴西

Building Resilient Food Systems

阶段 2

巴西

Foster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Healthy Foods

阶段 2

巴西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Proposals from Brazil

阶段 3

柬埔寨

Strengthening Food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ambodia

阶段 1

柬埔寨

阶段 1

柬埔寨

Introducing Food Systems at a technical level to the ministri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Royal Government of
Cambodia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for moving forward with food fortification in Cambodia

柬埔寨

The voice of youth in strengthening food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阶段 2

柬埔寨

SUN Civil Society Alliance Cambodia’s food system dialogues

阶段 2

柬埔寨

A Roadmap for Ac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Wasting in Cambodia

阶段 2

柬埔寨

The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Food Fortification

阶段 2

柬埔寨

Agroecology and Safe Food Systems Transition

阶段 2

柬埔寨

Innovation Showcase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to-Market Programme

阶段 2

柬埔寨

Commercialization of Food Fortification Roundtable

阶段 2

柬埔寨

Exploring what it means for Cambodia’s food system to ‘Build Back/Forward Better’ from COVID-19

阶段 2

柬埔寨

Exploring National Commitments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for Cambodia in 2030

阶段 2

柬埔寨

Youth’s Vital Role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Cambodia

阶段 2

柬埔寨

Food systems dialogues with school-ag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阶段 2

柬埔寨

Enhancing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Private Sector in Improving Nutrition

阶段 2

柬埔寨

Food Systems and WASH and Nutrition

阶段 2

柬埔寨

Fostering Food Safety through Partnership

阶段 2

柬埔寨

Fish to Fork: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isheries sector in Cambodia

阶段 2

柬埔寨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s: Food Safety and the Role of Private Sector

阶段 2

阶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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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In-depth exploration for food fortification –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阶段 2

柬埔寨

A commune perspective on factors that shape local food systems

阶段 2

柬埔寨

Provincial multi-sectoral coordination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阶段 2

柬埔寨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Home-Grown School Feeding as a Platform to Enhance Local Food Systems

阶段 2

柬埔寨

Shock Responsive Social Protection and Food Systems

阶段 2

柬埔寨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 for agriculture: Consultation Meeting on MetKasekor

阶段 2

柬埔寨

Dialogue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on Cambodia’s food systems roadmap

阶段 2

柬埔寨

Developing consensus for the vision and key themes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for Cambodia in 2030

阶段 3

柬埔寨

Cambodia’s Roadmap for Food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2030

阶段 3

喀麦隆

Cameroon on Move Towards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3

加拿大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on Food Loss and Waste / Collaboration sur la perte et le gaspillage d’aliments

阶段 2

加拿大

Sustainable Agri-Food Value Chains / Durabilité des chaînes de valeur alimentaires

阶段 2

加拿大

Food Security Data and Measurement / Mesure de l’insécurité alimentaire et données connexes

阶段 2

加拿大

Sustainable Production for Canadian Food Systems / Durabilité de la production dans l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canadiens
Resilient Regional Food Systems / Résilience d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régionaux

阶段 2

Food Environments’ Role in Supporting More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 Rôle des
commerces alimentaires dans le soutien de systèmes alimentaires plus équitables et durables
Climate Adaptation and Food Security / Adaptation aux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et sécurité alimentaire

阶段 2

Toward a more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food system: A call for collective action / Vers un système
alimentaire plus durable et plus équitable : appel à l’action collective
Diálogo Nacional: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que permitan garantizar el acceso a dietas
saludables
Diálogo Regional de Magallanes y la Antártica Chilena: Adopción de modalidades de consumo sostenible

阶段 3

不 阶段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Atacama: Seguridad alimentaria y reducción de enfermedades crónicas no
transmisibles.
Diálogo Regional de Aysén: Alimentación Escolar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Tarapacá: Adoptar modalidades de consumo sostenibles

不 阶段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智利
智利
智利

阶段 2

阶段 2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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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Los Ríos: Las modalidades de consumo y producción sostenible priorizan el cuidado
y aprovechamiento máximo de los recursos naturales, proporcionando una mejor calidad de vida

不 阶段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Valparaíso: Garantizar el acceso a alimentos sanos y nutritivos para todos y todas

不 阶段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La Araucanía: Alimentos ancestrales y su rol en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不 阶段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Coquimbo: Seguridad Alimentaria

不 阶段

智利

不 阶段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Arica y Parinacota: Garantizar el acceso a alimentos sanos y nutritivos para todos y
todas
Diálogo Regional de Biobío: Garantizar el acceso a alimentos sanos y nutritivos para todos y todas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Maule: Derecho a una Alimentación Saludable y Nutritiva

不 阶段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O'Higgins: Sistemas alimentarios de la Región de O´Higgins

不 阶段

智利

Diálogo Región Ñuble: Sistema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que permitan garantizar el acceso a dietas
saludables, promoviendo políticas públicas de producción y consumo, y mediante la creación de entornos
alimentarios escolares y comunitarios más saludables

不 阶段

智利

不 阶段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Los Lagos: Alimentación saludable y nutrición para los adultos mayores de Los
Lagos
Diálogo Regional de la Región Metropolitana: Estrategias y políticas regionales que permitan garantizar
acceso y disponibilidad a alimentos sanos e inocuos, involucrando a todos los actores del sistema
alimentario

智利

Diálogo Regional de Antofagasta: Derecho a la Alimentación

阶段 1

中国

不 阶段

哥伦比亚

Report of China’s National Dialogue on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Systems Summit
Ruta de los diálogos subnacionales y nacionales hacia la Cumbre 2021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
Colombia
Ruta de los diálogos subnacionales y nacionales hacia la Cumbre 2021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
Colombia
Primer Diálogo Subnacional hacia la Cumbre 2021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 Colombia

哥伦比亚

Segundo Diálogo Subnacional de Colombia hacia la Cumbre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不 阶段

哥伦比亚

Primer Diálogo Nacional hacia la Cumbre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 Colombia.

不 阶段

哥斯达黎加

不 阶段

哥斯达黎加

Acciones transformadoras hacia cambios positivos para la producción y el consumo sostenible en Costa
Rica
Soluciones basadas en naturaleza: Pilar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哥斯达黎加

Garantizando el acceso a alimentos sanos y nutritivos para todas y todos

不 阶段

哥斯达黎加

Innovación digital en la agricultura para la transformación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不 阶段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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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Danish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2021

不 阶段

多明尼加共和国

Diálogo Nacional - La dieta y la nutrición de la población dominicana como pilar clave en el desarrollo
humano y social
Diálogo Nacional - Cambio Climático y su impacto en la producción agropecuaria dominicana

不 阶段

Diálogo Nacional - La producción y suministro de alimentos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post pandemia
COVID-19
Diálogo Local - Cambio Climático y su impacto en la producción agropecuaria dominicana

不 阶段

Diálogo Local - La dieta y la nutrición de la población dominicana como pilar clave en el desarrollo
humano y social
Diálogo Local - La producción y suministro de alimentos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post pandemia
COVID-19
Diálogo - Cambio Climático y su impacto en la producción agropecuaria dominicana. Enfoque Global

不 阶段

Diálogo - La dieta y la nutrición de la población dominicana como pilar clave en el desarrollo humano y
social. Enfoque Global
Diálogo - La producción y suministro de alimentos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post pandemia COVID-19.
Enfoque Global
Visión al 2030 del Sistema Alimentario Ecuatoriano

不 阶段

厄瓜多尔
埃及

¿Cómo superar los principales desafíos del sistema agroalimentario ecuatoriano?

阶段 3

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 on Egypt's Food System

不 阶段

萨尔瓦多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Región Occidental

阶段 2

萨尔瓦多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Región Oriental

阶段 2

萨尔瓦多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Región Central

阶段 2

萨尔瓦多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Región Paracentral

阶段 2

萨尔瓦多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Diálogo Nacional

阶段 2

萨尔瓦多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Diálogo Nacional
(virtual)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auditiva, visual, física e intelectual)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Mujeres

阶段 2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Personas adultas
mayores

阶段 2

多明尼加共和国
多明尼加共和国
多明尼加共和国
多明尼加共和国
多明尼加共和国
多明尼加共和国
多明尼加共和国
多明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阶段 2
阶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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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Niñez

阶段 2

萨尔瓦多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Pueblos indígenas

阶段 2

萨尔瓦多

阶段 2

欧洲联盟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El Salvador - Organizaciones de
Consumidores
DIALOGO NACIONAL SOBRE SISTEMAS ALIMENTARIOS: LA ALIMENTACION SANA ASEGURA EL
FUTURO
SEGUNDO DIALOGO NACIONAL SOBRE SISTEMAS ALIMENTARIOS: LA ALIMENTACION SANA
ASEGURA EL FUTURO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opportunities to anticipate and address emerging risks

欧洲联盟

EU dialogue for the 2021 UN Food Systems Summit - Meeting with Stakeholders

不 阶段

欧洲联盟

EU Platform on Animal Welfare

不 阶段

欧洲联盟

EU Citizens Dialogue on Food Systems

不 阶段

欧洲联盟

EU Dialogue for the 2021 UN Food Systems Summit High-Level Event

不 阶段

斐济

Action Track 5 National Dialogue on Building Resilience to Vulnerability, Shocks and Stress

阶段 2

斐济

National Food Systems Summit Dialogue-Day 1

阶段 2

斐济

National Food Systems Summit Day 2

阶段 2

斐济

Action Track 1 Food Systems Stakeholders Dialogue

阶段 3

斐济

Action Track 2- Shift to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atterns

阶段 3

斐济

Action Track 3 - Nature Positive Production

阶段 3

斐济

Action Track 4- Livelihoods and Equity in Fiji

阶段 3

斐济

NATIONAL FOOD SYSTEMS SUMMIT DIALOGUE

阶段 3

斐济

NATIONAL FOOD SYSTEMS SUMMIT DAY 3

阶段 3

芬兰

Towards a resilient food system

阶段 1

芬兰

Towards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阶段 2

法国

Concertation pour l' élaboration de la Stratégie Nationale Protéines

不 阶段

加蓬

Systèmes Alimentaires respectueux de l'Environnement

不 阶段

加蓬

Garantir un l'accès de tous à des aliments sains et nutritifs

不 阶段

加蓬

Stimuler la production respectueuse de la nature

不 阶段

加蓬

Promouvoir des moyens de subsistance équitables

不 阶段

加蓬

Résilience face aux vulnérabilités et aux chocs et stress

不 阶段

赤道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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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

Consultation des Partenaires Techniques et Financiers du Gabon

不 阶段

冈比亚（共和国）

Food System Summit Dialogues , The Gambia

阶段 2

乔治亚州

The First National Dialogue - The Future of Georgian Food Systems

不 阶段

乔治亚州

The Third National Dialogue - The Future of Georgian Food Systems

阶段 3

德国

不 阶段

危地马拉

"Pathways towards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 A German contribution to the UN Food Systems Summit
2021
NATIONAL DIALOGUE ON GHANA'S FOOD SYSTEMS: DEVELOPING A RESILIENT AND EQUITABLE
FOOD SYSTEM FOR IMPROVED NUTRITON SECURITY
SUB-NATIONAL DIALOGUES ON GHANA'S FOOD SYSTEMS: DEVELOPING A RESILIENT AND
EQUITABLE FOOD SYSTEM FOR IMPROVED NUTRITON SECURITY
Primer Diálogo Nacional de Guatemala de cara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2021

危地马拉

Segundo Diálogo Nacional de Guatemala de cara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2021

阶段 2

危地马拉

Tercer Diálogo Nacional par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阶段 3

几内亚

LA CHAINE DE VALEUR AGRICOLE / ELEVAGE / PECHE EN GUINEE

阶段 1

圭亚那

Guyana’s National High-Level Dialogu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UN Food Systems Summit

阶段 1

海地

SAN et les ODD

阶段 2

海地

SAN et les ODD

阶段 2

海地

Systèmes Alimentaires analyse et solutios

阶段 2

洪都拉斯

DIALOGO ACCIONES PARA TRANSFORMAR EL SISTEMA ALIMENTARIO DE HONDURAS AL 2030

阶段 1

洪都拉斯

Segundo Dialogo Nacional para Transformar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de Honduras al 2030

阶段 1

洪都拉斯

Primer Dialogo Sub nacional para transformar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de Honduras al 2030

阶段 2

洪都拉斯

Segundo Dialogo sub nacional para transformar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de Honduras al 2030

阶段 2

洪都拉斯

Tercer Dialogo Sub nacional para Transformar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de Honduras al 2030

阶段 2

匈牙利

不 阶段

印度尼西亚

Dialogue on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in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consumption (economic, environmental,
social impacts)
Food Systems Summit 2021- National Dialogue Agri-Food Systems in India- Advancing Equitable
Livelihoods
INDONESI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S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N SUB-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S

阶段 2

爱尔兰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and Ireland's 2030 Agri-food Strategy

阶段 1

爱尔兰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People and Society

阶段 2

加纳
加纳

印度

阶段 1
阶段 2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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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Promoting an Inclusive Food System for the Future

阶段 3

爱尔兰

Align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owards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阶段 3

以色列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fo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iets policy: Challenges

不 阶段

以色列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fo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iets policy: Vision

不 阶段

以色列

Food security, regulation, industry and cities: Vision

不 阶段

以色列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fo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iets policy: Pathways

不 阶段

以色列

Environmental global changes, local implications: challenges

阶段 3

以色列

Plant food systems: Challenges

阶段 3

以色列

Food security, regulation, industry and cities: Challenges

阶段 3

以色列

Plant food systems: Vision

阶段 3

以色列

Animal food systems: Vision

阶段 3

以色列

Animal food systems: challenges

阶段 3

以色列

Environmental global changes, local implications: Vision

阶段 3

以色列

Plant food systems: Pathways

阶段 3

以色列

Animal Food Systems: Pathways

阶段 3

以色列

Food security, regulation, industry and cities: Pathways

阶段 3

以色列

Environmental global changes, local implications: Pathways

阶段 3

意大利

The culture of food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不 阶段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The Planning Sub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Policie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The Evaluation Expert Committee on Promotion of Food and
Nutrition Education)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Organizations (SHUFUREN))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MeaDRI)with Nihon Hojin-Kyokai (Japan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s Association)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JA-ZENCHU (Central Un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MeaDRI)with farmers (vegetable grown outdoor/Fruits)

阶段 1

日本
日本

阶段 1
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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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MeaDRI)with farmers (Greenhouse horticulture/Flower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MeaDRI)with farmers (paddy rice)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MeaDRI)with farmers (upland farming)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farmers (livestock)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farmers (Young and family-farmer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MeaDRI)with the Norinchukin Bank (the national-level financial institution for
agricultural, fishery and forestry cooperatives in Japan)

阶段 1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pesticide manufacturer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farmers (organic farming)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
(ZEN-NOH)

阶段 1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food industrie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fertilizer manufacturers and a related association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Japan Processed Foods Wholesalers Association (an
association related to food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阶段 1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fisheries stakeholder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aquaculture industrie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Japan Agricultural High school Principals Association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4H Club members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Japan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s Association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the Committee Meeting on New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阶段 1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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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Renewable Energy Businesses and Related Partie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Nougyoujoshi Project (female farmers groups project)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Japanese Consumers’ Cooperative Union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The Planning Sub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Policie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Sustainable Consortium for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ies
and Food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Consumer Goods Forum

阶段 1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Land Improvement Related Partie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on the Measures for achievement of Decarboniz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Innovation (MeaDRI) with Consumer Organization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Consumers Japan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Food-Tech companies (co-hosted by MAFF and OECD)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Japan Food Industry Center Environment Committee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Japan Business Federation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National Chamber of Agriculture

阶段 1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co-hosted by JISNAS-FAO Monthly Joint Seminar)

阶段 1

日本

阶段 2

日本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Hokkaido, Yamanashi, Aichi and Tokushima Prefectural
Government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Municipal Governments (Tsuruoka City, Yokohama City,
Niigata City, Ohnan Town, Maniwa City, Itoman City)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Municipal Governments (Obihiro City, Hanamaki City,
Toyama City, Kyoto City, Toyooka City, Chikuzen Town)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Municipal Governments (Tenei Village, Iwate Town, Shima
City, Yosano Town, Kamikatsu Town, Aya Town)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with Ishikawa, Shiga, Kumamoto and Okinawa Prefectural
Governments
Japan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Plenary Dialogue)

约旦

حوار دون وطني حول النُظُم الغذائية في المملكة االردنية " نحو بناء القدرة المجتمعات المحلية على الصمود في مواجهة االزمات والصدمات والضغوط

不 阶段

约旦

" حوار دون وطني حول النُظُم الغذائية في المملكة االردنية " نحو ضمان حصول الجميع على طعام مآمون ومغذ

不 阶段

约旦

" حوار دون وطني حول النُظُم الغذائية في المملكة االردنية " نحو تعزيز سبل العيش المنصفة

不 阶段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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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

“Transforming to mor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light of crises”

不 阶段

肯尼亚

阶段 2

基里巴斯

Resilient &amp; Inclusive Food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South
Eastern Kenya Economic Block (SEKEB)
Transforming Kiribati Food System in the Atoll Setting

科威特

KUWAIT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阶段 1

科威特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school children in Kuwait

阶段 2

科威特

Food loss and food waste management in Kuwait

阶段 2

科威特

Towards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the State of Kuwait

阶段 3

吉尔吉斯斯坦

不 阶段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Устойчивы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системы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через внедрение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зеле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адаптацию к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м изменениям
Устойчивы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системы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через внедрение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зеле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адаптацию к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м изменениям
Устойчивы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системы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через внедрение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зеле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адаптацию к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м изменениям
Food Systems Summit 2021: Member State Dialogues in Lao PDR

拉脱维亚

Resilient Rural livelihoods for food a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不 阶段

马达加斯加

阶段 1

马拉维

Population malagasy bien nourrie et en bonne santé, grâce à d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performants,
inclusifs, résilients et durables
Building healthier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food systems for a better Malawi

马拉维

Building Healthier,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Food Systems for a Better Malawi

阶段 2

马拉维

Building Healthier,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Food Systems for a Better Malawi

阶段 2

马拉维

Building Healthier,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Food Systems for a Better Malawi

阶段 2

马拉维

Building Healthier,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Food Systems for a Better Malawi

阶段 2

马来西亚

National Food Security Webinar

不 阶段

马来西亚

Food Safety and Nutrition In Ensuring Food Security

阶段 1

马来西亚

Food Safety for Home-based Businesses

阶段 1

马来西亚

Food Systems Summit 2021 - Youth &amp; Food : Do You Care?

阶段 1

马来西亚

NATIONAL SURVEY: Building Resilience to Vulnerabilities, Shocks and Stress in Food Security

阶段 2

马耳他

Lifestyle Changes towards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不 阶段

毛里塔尼亚

Contraintes et défis d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en Mauritanie

阶段 1

毛里求斯

National Dialogue on Food Systems

不 阶段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不 阶段

阶段 1
阶段 1
不 阶段

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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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Primer Diálogo Nacional de México-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阶段 1

墨西哥

Tercer Diálogo Nacional de México camino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Programa de
comunicación de cambio de comportamiento para una alimentación saludable, justa y sostenible.
Segundo Diálogo Nacional de México camino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Cómo evaluar
avances en la política del sistema agroalimentario?
Primer Diálogo Sub-nacional de México camino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阶段 1

阶段 2

墨西哥

Cuarto Diálogo Nacional de México Camino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Mujeres rurales y
productores de pequeña y mediana escala.
Sexto Diálogo Nacional de México Camino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Pueblos Indígenas y
Afromexicanos”
Séptimo Diálogo Nacional de México Camino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Producción y
consumo nacional de verduras y frutas para lograr medios equitativos de vida de productores”
Octavo Diálogo Nacional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Redes de Recursos Genéticos para una
Alimentación Saludable, Justa y Sostenible”
Quinto Diálogo Nacional de México Camino a la Cumbre de Sistemas Alimentarios. “Prevención de la
mala nutrición en los primeros 1000 días de vida”.
Noveno Diálogo Nacional "Retroalimentación"

蒙古

Sub-national dialogue - Western region

不 阶段

蒙古

Sub-national dialogue - Khangai Region

不 阶段

蒙古

Sub-national dialogue - Eastern region

不 阶段

蒙古

Sub-national dialogue - Gobi region

不 阶段

蒙古

Sub-national dialogue - Municipal dialogue

不 阶段

蒙古

Sub-national Dialogue - Central region

不 阶段

蒙古

High level National dialogue

不 阶段

蒙古

Private sector dialogue

不 阶段

蒙古

Member state dialogue

不 阶段

摩洛哥

Dialogue National sur l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au Maroc

阶段 3

莫桑比克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food systems’ value chains

不 阶段

莫桑比克

Contributing to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towards zero hunger

阶段 1

莫桑比克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 to extreme weather events

阶段 2

莫桑比克

Contributing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food and nutricional security in Mozambique

阶段 3

缅甸

Dialogue for Shaping of National Pathway to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of Myanmar on 2021 UN Food
Systems Summit

阶段 1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阶段 1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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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鲁

Nauru's Food System Dialogue- 'A bottoms-up approach to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阶段 1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1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尼泊尔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尼泊尔
荷兰

"Nepal towards an equitabl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3

Dutch Member State Dialogue for the UN Food Systems Summit

不 阶段

尼日尔

Quelles actions pour transformer l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moderniser le monde rural et améliorer l’état
nutritionnel des nigériens en relation avec l’atteinte des ODD ?
Quelles actions pour transformer l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moderniser le monde rural et améliorer l’état
nutritionnel dans le contexte spécifique de la région d'Agadez
Quelles actions pour transformer l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moderniser le monde rural et améliorer l’état
nutritionnel des nigériens en relation avec l’atteinte des Objectifs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ODD) ?

不 阶段

阶段 1

尼日利亚

Quelles actions pour transformer l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moderniser le monde rural et améliorer l’état
nutritionnel des populations dans les régions de Tahoua et Agadez
NIGERIA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S

尼日利亚

Owerri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Ibadan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Lagos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Sokoto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Gombe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BAUCHI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ILORIN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LAFIA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CALABAR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尔
尼日尔

尼日尔

不 阶段
阶段 1

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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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KANO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ASABA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Enugu Food System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IHIE-IYI (ABIA STATE) RURAL COMMUNITY STAKEHOLDERS FOOD SYSTEM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SABAGREIA (BAYELSA STATE) RURAL COMMUNITY STAKEHOLDERS FOOD SYSTEM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ADOGO (KOGI STATE) RURAL COMMUNITY STAKEHOLDERS FOOD SYSTEM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ZAWARO-BIDA (NIGER STATE) RURAL COMMUNITY STAKEHOLDERS FOOD SYSTEM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KOBAPE (OGUN STATE) RURAL COMMUNITY STAKEHOLDERS FOOD SYSTEM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BOLORUNDURO (ONDO STATE) RURAL COMMUNITY STAKEHOLDERS FOOD SYSTEM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阶段 2

尼日利亚

MILE SIX, JALINGO (TARABA STATE) RURAL COMMUNITY STAKEHOLDERS FOOD SYSTEM
DIALOGUE
OMOR (ANAMBRA STATE) RURAL COMMUNITY STAKEHOLDERS FOOD SYSTEM DIALOGUE

尼日利亚

Private Sector National Food Systems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NIGERIA AGRICULTURAL COMMODITY VALUE CHAINS FOOD SYSTEM SUMMIT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Nigeria Women in Food, Agriculture and Nutrition Dialogue

阶段 2

尼日利亚

NIGERIA YOUTH IN FOOD AND AGRICULTURE EXPLORATORY DIALOGUE

阶段 2

挪威

National dialogue o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 NORWAY

不 阶段

阿曼

Creating a safe, healthy and available national food system for all members of society

阶段 2

帕劳

Identifying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Palau

不 阶段

巴拿马

Consulta Nacional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Cerrando Brechas para la Seguridad
Alimentaria”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Provincias de Herrera y Los Santos

阶段 1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Provincias de Panamá Este, Oeste
y Darién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Provincia de Chiriquí

阶段 2

Sesión de Intercambio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Territorios Indígenas
de Panamá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Provincia de Colón

阶段 2

巴拿马
巴拿马
巴拿马
巴拿马
巴拿马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2

阶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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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Provincia de Bocas del Toro

阶段 2

巴拿马

Consulta Hacia la Cumbre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 Provincias de Veraguas y Coclé

阶段 2

巴拿马

阶段 3

菲律宾

Fase 3 - Consulta Nacional sobr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Cerrando Brechas para la
Seguridad Alimentaria”
National Dialogue on Engaging the Youth in Agriculture: The Key to Food Secure Future

菲律宾

Workshop Symposium on Indigenous People Development Programs and Thrusts

不 阶段

菲律宾

Advancing Innovations and Science-based Farm Production Systems: The Role of St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Modernizing, Industrializing, and Professionalizing Philippine Agriculture Food Systems

不 阶段

菲律宾

Women Agribusiness Summit : “Women in Agriculture Break Barriers” A Town Hall Consultation

不 阶段

菲律宾

UNFSS Sub-National Dialogue with Farmers and Fishers’ Groups

不 阶段

菲律宾

阶段 1

菲律宾

National Dialogue on Models of Sustainable Agri-Industrial Business Corridors (ABCs): Promot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urther Innovation
Dynamic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Agro-Biodiversity in Traditional Ecosystems: Empowering
IPs Towards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National Dialogue on Responsibl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菲律宾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IN THE PHILIPPINES

阶段 2

菲律宾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ummit 2021

阶段 3

菲律宾

Consultation Forum on the Demographic Aspect of the Food System

阶段 3

菲律宾

National Dialogue on the Population and Peace Building Towards Food Security

阶段 3

波兰

Developing a food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Poland, which provides actors in the food supply chain with
access to transparent and credible information on how and where food is produced
Qatar Food System National Dialogue

阶段 3

5th National Dialogue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不 阶段

大韩民国

First National Dialogue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阶段 1

大韩民国

Korean National Dialogue on Food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阶段 1

大韩民国

Korean National Dialogue on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阶段 1

大韩民国

Korean National Dialogue on Food for All

阶段 1

大韩民国

Dialogue on the National Food Plan with Related Ministries

阶段 1

俄罗斯联邦

TOWARDS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SYSTEMS SUMMIT: RUSSIAN PRIORITIES,
ACHIEVEMENTS, AND TARGETS

不 阶段

菲律宾

卡塔尔
大韩民国

不 阶段

阶段 1
阶段 2

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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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

Ensuring Access to Safe and Nutritious Food for All in Rwanda: What game changing ac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 increased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safe and nutritious foods?
Game-changing actions for promoting and creating demand fo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iets among
Rwandan population and reducing food waste
Towar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What game changing solution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protect
critical ecosystems, reduce food loss and energy usage?
Towar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Rwanda: Advancing Equitable Livelihoods and Value Distribution

阶段 1

阶段 1

萨摩亚

Toward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Food Systems in Rwanda: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Samoa Food Systems Dialogue

沙特阿拉伯

National Dialogue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阶段 1

塞内加尔

Concertation sur les principales caractéristiques et perspectives d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au Sénégal

阶段 1

塞内加尔

Identification des éléments constitutifs de la position du Sénégal au Sommet mondial sur l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durables.
FIRST NATIONAL DIALOGUE -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THROUGH
INCLUSIVE VALUE CHAINS
The imperative of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activating the bold steps -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ers.
The imperative of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activating the bold steps - The perspective of
the youth.
The imperative of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making the bold steps - The perspective of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e imperative of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activating the bold steps -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fluencers
The imperative of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activating the bold steps -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producers.
Sierra Leone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 Building Consensus on the the Pathway to Attain
Sustainable Access to Safe and Nutritious Food for All
Leverag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owards scaling up food systems solutions in South Africa

阶段 2

不 阶段

西班牙

“DEL MUNDO A LOS TERRITORIOS, Y DE LOS TERRITORIOS AL MUNDO: SISTEMAS
ALIMENTARIOS DIVERSOS QUE PROVEEN A LAS PERSONAS Y RESPETAN EL PLANETA”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necesidad y oportunidad

苏丹

Develop Food system to be more reseilint, equatable and sustainable, leaving no one behind

阶段 2

瑞典

National Dialogue for the Food System Summit

阶段 1

瑞典

Regional dialogue in Södertälje

阶段 2

卢旺达
卢旺达
卢旺达
卢旺达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舌尔
塞舌尔
塞舌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南非
西班牙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1

阶段 3

阶段 2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阶段 2
阶段 3
阶段 1

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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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Regional dialogue in Härnösand

阶段 2

瑞典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food system

阶段 2

瑞典

Boost nature positive food production – for people and planet,

阶段 2

瑞典

Food Systems Dialogue: Towards Equitable Food Systems

阶段 2

瑞典

Food security, conflict and resilience

阶段 2

瑞士

Swiss National Food Systems Summit Dialogue “From Challenges to Actions”

阶段 1

瑞士

City Dialogue Geneva and Lausanne

阶段 2

瑞士

City Dialogue Lausanne and Geneva

阶段 2

瑞士

City Dialogue Basel and Zürich

阶段 2

瑞士

City Dialogue Zurich and Basel

阶段 2

瑞士

City Dialogue Bellinzona

阶段 2

瑞士

Swiss National Food Systems Summit Dialogue “From Challenges to Actions”: Stage 3

阶段 3

塔吉克斯坦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питание

阶段 2

泰国

Food security vs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阶段 2

突尼斯

Pour d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durables, résilients et créateurs de richesse

不 阶段

火鸡

Transforming the Food Systems for A Better Future - 1

阶段 3

火鸡

Transforming the Food Systems for A Better Future - 2

阶段 3

乌克兰

National approach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od systems.

阶段 1

乌克兰

National approach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od systems. The country's potent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ystems
National approach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od systems. Transformation of food systems: Ukrainian
context
UK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阶段 2

UK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 Youth

不 阶段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is Our Responsibility: Play Your Part!

阶段 1

美国

U.S.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s

阶段 1

美国

Second U.S.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Building More Sustainable U.S. Food Systems

阶段 2

美国

Youth Voices in Sustainable U.S. Food Systems

阶段 2

美国

Final U.S. National Food Systems Dialogue: Pathways for More Sustainable U.S. Food Systems

阶段 3

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阶段 2
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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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阶段 3

乌兹别克斯坦

Uruguay: Hacia sistemas alimentarios más saludables, sostenibles e inclusivos. Impulsar la producción
favorable a la naturaleza.
Uruguay: hacia sistemas alimentarios más saludables, sostenibles e inclusivos. Adoptar modalidades de
consumo sostenibles.
Uruguay: hacia sistemas alimentarios más saludables, sostenibles e inclusivos. Garantizar el acceso
alimentos sanos y nutritivos para todos.
UZBEKISTAN FIRST NATIONAL DIALOGUE TOWARDS THE UN 2021 FOOD SYSTEMS SUMMIT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SUB-NATIONAL DIALOGUE TOWARDS THE UN 2021 FOOD SYSTEMS SUMMIT

阶段 2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SUB-NATIONAL DIALOGUE TOWARDS THE UN 2021 FOOD SYSTEMS SUMMIT

阶段 2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NATIONAL DIALOGUE TOWARDS THE UN 2021 FOOD SYSTEMS SUMMIT

阶段 3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Actores Claves para la Justicia Social

不 阶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Distribución suficiente, justa y equitativa del Sistema Alimentario Venezolano

不 阶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Hábitos alimentarios para el bienestar del pueblo venezolano

不 阶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Estado Mayor de Alimentación para el Impulso de los Sistemas Alimentarios Sostenibles

不 阶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不 阶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La Educación Universitaria y su contribución en la construcción de pensamiento para la producción
sostenible
Diálogo con Organizaciones Populares relacionadas a la Alimentación, enmarcado en la Cumbre Mundial
sobre Sistemas Alimentarios. Aporte de Ciencias y Tecnologia
La Agricultura Urbana en el Marco de la Construcción de Un Sistema Agroalimentario Sustentable,
Saludable, Soberano y Solidario.
Plataforma de Mujeres y Sistemas Alimentarios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Diálogo Nacional Sistema Alimentario Sostenible con el Medio Ambiente. Enfoque venezolano

阶段 3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Diálogo Nacional Motor productivo del Sistema Alimentario Venezolano

阶段 3

越南

Sub-National Dialogue on Developing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in the Northern Vietnam

不 阶段

越南

The Second National Dialogue: Viet Nam Food Systems: Transparency - Responsibility - Sustainability

不 阶段

津巴布韦

Transforming Production and Food Systems in Zimbabwe

阶段 1

乌拉圭
乌拉圭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阶段 3
阶段 3
阶段 1

不 阶段
不 阶段
不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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