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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 Akinwumi Adesina 

饥饿，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正在损害非洲的经济进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年至少要花费 250 亿美元，并留下持久的

损失，痛苦和毁灭的潜力。今天发育迟缓的孩子今后经济发展不佳。“全球营养报告”帮助我们所有人保持关注和处理

这种完全可以预防的非洲悲剧。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对世界的难以置信的挑战，包括到 2030年消除饥饿和改善所有人的营养。正如“2017 年全球营养

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全民健康营养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并成为世卫组织重中之重的全民健康覆盖的基

础。联合国营养十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致力于结束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现在！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 

全球营养报告确认了我们为什么需要采取行动，因为我们都愿意从没有营养不良的世界中受益。2017 年破坏性的人道

主义危机有可能扭转多年难得的营养收益，结束这些危机 - 以及驱使其中许多人造成的人为冲突 - 是结束营养不良的

第一步。 

营养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零饥饿世界的关键。这份报告明确表明，我们都必须采取行动 

- 现在 - 结束营养不良。 

 

 
粮食和农业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 

“2030 年议程”的转型愿景需要新的努力和创新的工作方式。正如“2017 年全球营养报告”所阐明的那样，消除一切

形式的营养不良是实现“2030年议程”的必要条件。第二次国际营养会议建议提供一个框架。 

同时，“2016-2025 年营养行动十年”为从承诺转向行动和影响提供了平台。粮农组织致力于支持各国改善其粮食系

统，改善营养状况。 

我们可以成为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一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 Anthony Lake 

结束营养不良是我们在儿童和国家未来可以做出的最大投资之一。 

正如“2017 年全球营养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良好的数据是深入每个儿童的关键 - 揭示我们失踪的人，以及

如何改善儿童，青少年和妇女基本营养干预措施的覆盖面和质量。投资强大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加速实现全球营

养目标和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Heartfile 巴基斯坦创始人兼总裁 Sania Nishtar 

“2017 全球营养报告”代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个星球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超重和肥胖，超过一亿五千万

的患有贫血和其他微量营养素缺乏症，以及约 2 亿儿童发育不良或浪费，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号召行动。对于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更加全面的观点和努力 

整个生命过程中更好的营养。政治意愿，伙伴关系，建立在现有政策和发展证据的行动是行动的基石。要做到这一

点，我们必须打破孤注一掷的工作方式，采取多部门，多利益相关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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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 Paul Polman 

今年的“全球营养报告”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依存性，以及针对一个目标的进展如何带来所有人的进步。这

些联系在粮食议程上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作为世界大部分食品的生产者，制造商和零售商，企业有责任推动食品体

系转型。作为一个进取的食品公司，我们致力于帮助重新设计我们的全球粮食和农业系统，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健康和

营养的食物和饮食，从而为所有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AT 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 Gunhild Stordalen 

“全球营养报告”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为什么要解决所有形式营养不良的挑战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

重要。我们需要采取综合的，跨部门的方式，突破营养孤岛，全面应对粮食体系的挑战。为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

健康和可持续的饮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正如报告所显示的那样，机遇从未如此之大，我们都可以有所作

为。 

 

 
Gerda Verburg，SUN 运动协调员 

良好的营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动力。现在是全世界面对严峻现实的时候，数以亿计的妇女，男人和他们的

家人仍然在饥饿。 

今天没有一个没有营养挑战的国家。许多国家仍然面临发育迟缓，身体和脑部的能力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而其他国家

则看到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蔓延。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面临着两个挑战 - 幼儿期营养不良，育龄期的肥胖和非传

染性疾病。全球营养报告

给了我们证据来对付这个不公正的事情。它帮助我们把营养不良的多种形式联系起来，支持“新世纪”运动成员国

努力实现人民生活的可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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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全球营养报告利益主体组织授权的独立专家组

编写。写作是由小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由共同主席领

导，并由其他分析员和撰稿人加以补充。
 

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联合主席

Corinna Hawkes;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Jessica Fanzo（共同主席）;泰国曼谷 Mahidol 大学的

Emorn Udomkesmalee（共同主席）;印尼雅加达印度尼西

亚大学 Endang Achadi;印度奥里萨邦州政府 Arti Ahuja;

加拿大多伦多全球儿童健康中心 Zulfiqar Bhutta 以及

巴基斯坦卡拉奇 Aga Khan 大学妇女和儿童健康卓越中心; 

Luz Maria 

国际营养学会，加拿大渥太华 De-Regil; Patrizia 

Fracassi，扩大营养秘书处，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瑞士日内瓦，Laurence M Grummer-Strawn;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纽约，美国;肯尼亚内罗毕非洲人口和健康

研究中心的 Elizabeth Kimani- Murage;法国马赛研究所

开发研究所 Yves Martin-Prével;印度新德里国际粮食政

策研究所 Purnima Menon;联合国系统营养常设委员会的

Stineke Oenema，意大利罗马;英国布里斯托尔发展倡议

组织 Judith Randel;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ennifer Requejo; Boyd Swinburn，新西兰奥克兰大

学。 

 

我们还感谢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独立专

家组成员拉斐尔·弗洛雷斯 - 阿亚拉（Rafael Flores-

Ayala）的贡献。 

 

美国独立公司 Meghan Arakelian 提供了额外的分析和

撰写支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Komal Bhatia;约瑟芬

Lofthouse， 

独立，英国;新加坡独立公司 Tara Shyam; 

Haley Swartz，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美国。 

 

第 4 章的具体部分由英国发展倡议组织（捐助者投

资）的 Jordan Beecher 撰写。和 P a t r i z i a  

Fracassi 和 William Knechtel，瑞士的 Scaling Up 

Nutrition（政府投资）。 

 

瑞士世界卫生组织的 Elaine Borghi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的 Julia Krasevec 提供了访问 

为有关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目标的章节更新数据和技术

专家意见;意大利粮食和农业组织 Carlo Cafiero 提供

了粮食不安全经验量表/ FIES数据和意大利粮食和农业

组织的 Sara Viviani 协助翻译。 

以下人员在最后文本中提供了书面意见或数据： 

世界银行美国克莱尔·蔡斯;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美国;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Mariachiara Di Cesare 和

Majid Ezzati;马里奥·赫雷罗，英联邦科学和社会 

澳大利亚工业研究组织;美国密西根大学 Andrew Jones;

美国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Purnima Menon;美国 RTI 

International 的 Rachel Nugent;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 Andrew Thorne-Lyman;英国食品基金会 Anna Taylor;

和英国独立的 Fiona Watson。 

 

本报告中“Spotlight”专家组的作者及其从属关系如

下：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菲尔·贝克（Phil Baker）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Komal Bhatia; Tara Boelsen-

Robinson，迪肯大学， 

澳大利亚;瑞士世界卫生组织，Francesco Branca;荷兰联

合利华的 Angelika De Bree;美国埃默里大学 Chad 

Chalker;美国美国研究所 Helen Connolly;澳大利亚迪肯

大学 Kirstan Corben; Alexis D'Agostino，John Snow 

International，美国;玛丽 D'Alimonte，发展的结果，

美国;瑞士世界卫生组织的 Alessandro Demaio; 

Augustin Flory，美国发展成果; Patrizia Fracassi，

加强营养，瑞士;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Greg Hallen;

英国伦敦大学城市 Corinna Hawkes;独立的 Anna 

Herforth，美国; Dan Jones，英国 WaterAid; David 

Kim，独立，美国;荷兰联合利华的 Kerrita McClaughlyn;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 Anna Peeters;比尔和埃伦·皮沃兹

（Ellen Piwoz）美林达•盖茨基金会; Neena Prasad，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美国;英国发展倡议组织

Judith Randel; Rahul Rawat， 

比尔＆amp;美林达•盖茨基金会;新加坡独立公司 Tara 

Shyam;英国伦敦改善营养全球联盟 Jonathan Tench; 

Megan Wilson-Jones，英国 Wate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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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独立专家小组在共同主席科琳娜·霍克斯，杰西卡·范佐和埃蒙·乌多姆凯马里的领导下，衷心感谢所有支持

“ 2 0 1 7 年全球营养报告”发展的人和组织。 

 

数据分析师 Komal Bhatia 的核心全球营养报告团队;通讯负责人 Josephine Lofthouse;协调经理 Tara Shyam;联合主席

Emorn Udomkesmalee 以及增长分析营养师 Meghan Arakelian，研究员 Haley Swartz 与 Corinna Hawkes 和 Jessica 

Fanzo 密切合作，并支持 

更广泛的独立专家小组，使今年的报告成为现实。Gillian Gallanagh，Laetitia Laporte，Jason Noraika，Helen 

Palmer 和 Weber Shandwick 的 Brian Tjugum 提供了关于报告信息和设计方面的其他交流建议。 

 

我们感谢发展举措扶贫研究所（DI）的团队，为报告秘书处提供临时托管安排和报告设计和制作：Harpinder 

Collacott，David Hall- Matthews（顾问），Rebecca Hills，Alex Miller，Fiona Sinclair，Hannah Sweeney

以及其他 DI 工作人员。 

 

许多人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学院的 Laura Caulfield;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的

Kaitlin Cordes; Katie Dain 和 NCD 联盟的 Alena Matzk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bba Dohlman;世界粮食计划署 Nora 

Hobb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Diane Holland，Roland Kupka 和 Louise Mwirigi;布鲁金斯学会的 Homi Kharas 和 John 

McArthur;华盛顿大学的 Carol Levin;北卡罗来纳大学的 Barry Popkin; Abigail Ramage，独立;哥伦比亚大学

Jeffrey Sachs;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Guido Schmidt-Traub;全球改善营养联盟 Dominic Schofield;和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的安德鲁·索恩·莱曼（Andrew Thorne-Lyman）。 

 

对于报告前几稿的有益和有见地的评论，我们感谢以下人士：Jannie A r m s t r o n g ， Y a r l i n i Balarajan，

Francesco Branca，AurélieduChâtelet，Katie Dain，Ariane Desmarais-Michaud，Juliane Friedrich，Lawrence 

Haddad，Heike Henn，Kate Houston，Anna Lartey，Florence Lasbennes，Kedar Mankad，Alena Matzke，Peggy 

Pascal，Abigail Perry 艾伦·皮沃兹，丹妮尔·波菲多，濑户乔伊斯，米拉·谢卡尔，艾德温·谢尔，露西·沙利

文，雷切尔·德·阿皮亚，格尔·维尔伯格，尼尔·沃特金斯，菲奥娜·沃森和萨布丽娜·齐泽默。我们也感谢美国临

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丹尼斯·比尔，德安·芬利，凯伦·金和基斯纳·奎因以及今年再次对报告进行外部同行评审的四位

匿名审稿人。 

 

独立专家小组在全球营养报告利益相关方小组的指导下，在提供报告支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Victor Aguayo;世界卫生组织 Francesco Branca; 

危地马拉秘鲁食品安全局秘书处;墨西哥卫生部的 LuceroRodríguezCabrera;欧洲委员会的 Pedro Campos Llopis;

约翰·科达罗（John Cordaro），火星（Mars）和扩大营养（SUN）商业网络;加拿大政府的 Ariane Desmarais-

Michaud，Isabelle Laroche 和 Joyce Seto;荷兰外交部 Sandra Ederveen;农发基金 Juliane Friedrich;德国 BMZ

的 Heike Henn 和 Sabrina Ziesemer;尼日利亚联邦卫生部的 Chris Osa Isokpunwu;全球改善营养联盟 Lawrence 

Haddad;凯特休斯顿，嘉吉和 SUN 业务网络;塞内加尔营养不良问题委员会 Abdoulaye Ka，Cellule de Lutte 

contre la 营养不良，世界粮食计划署 Lauren Landis;安娜·拉蒂，粮食和农业组织; 

埃塞俄比亚卫生部费格引文;马拉维总统办公室 Edith Mkawa;国际发展部（英国）Abigail Perry;美国国际开发署 Anne 

Peniston;巴西外交部 MiltonRondóFilho;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计划部 Nina Sardjunani;巴基斯坦规划委员会穆罕默

德·阿斯兰·沙欣;世界银行 Meera Shekar;露西·沙利文，一千零天; Gerda Verburg，SUN 秘书处。我们特别感谢利

益主体组织的联合主席尼尔·沃特金斯（Neil Watkins），“条例草案”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格拉萨·梅切尔信托基

金会的 Rachel Toku-Appiah 对本报告的建议和坚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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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续） 

我们还收到了今年报告中不能包括的工作人员的书面意见，但是他们的工作却告诉我们：Alexis D'Agostino 和 Sascha 

Lamstein，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 SPRING; Ty Beal 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Robert Hijmans;世界粮食计划署的 Jan 

Cherlet，Lynnda Kiess 和 Nancy Walters;扎克·克里斯坦森，发展倡议;国际热带农业中心 Colin Khoury;乔治全球卫

生研究所的 Michelle Crino，Elizabeth Dunford 和 Fraser Taylor;夏洛特杜福尔，粮食和农业组织;杰米·奥利弗食

品基金会的 Fran Eatwell-Roberts;奥古斯丁弗洛里，发展成果;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Stuart Gillespie;发展研究所的

Jody Harris 和 Nick Nisbett; 

Anna Herforth，独立兰开斯特大学的 Christina Hicks;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 Suneetha Kadiyala;世界卫生组织

Chizuru Nishida; Danielle Porfido，1,000 天;全球改善营养联盟 Dominic Schofield;马克斯普林曼，牛津大学。 

 

我们感谢下列捐助者对今年报告的财政支持：国际发展部（英国），“条例草案”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美国国

际开发署和爱尔兰援助机构。 

 

最后，我们感谢“全球营养报告”的读者对您 2014 年全球营养报告的热情和建设性反馈。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数据，分

析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成功案例来确保报告的相关性，这些成功案例可以响应您的工作需求，从决策到实施，贯穿整个

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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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面临严峻的营养状况 - 但可

持续发展目标为改变这一状况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会。 

一个更好的营养世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尽管近

几十年来世界已采取重大步骤改善营养和相关的健康负

担，今年的“全球营养报告”显示了一个大规模，普遍存

在的问题 

是。全球社会正在克服营养不良的 多重负担。我们的分

析显示，我们有数据的国家中有 88％面临两种或三种营

养不良（儿童发育迟缓，育龄妇女贫血和/或成年妇女超

重）的严重负担。 

五岁以下长期或极度营养不良的儿童（发育迟缓和浪

费）在许多国家可能已经下降，但我们的数据追踪显

示，减少这些营养不良形式的全球进展不足以达到国际

商定的营养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目标

2.2，到 2030 年结束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饥饿统计的

方向是错误的：现在有 8.15 亿人饿着肚子，从 2015 年

的 7.77 亿人。当今世界饥荒的现实意味着实现这些目

标，特别是浪费，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事实上，估计有

三千八百万人正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 

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

亚正在经历严重的干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降低育龄

妇女贫血的目标，自 2012 年以来，贫血妇女人数实际上

有所增加。0-5 个月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略有增加，但进展

缓慢（比基线增加 2％）。超重和肥胖的儿童和成年人数

量不可阻挡地继续上升。达到 2025 年国际商定的制止肥

胖和糖尿病上升的目标的概率不到 1％。 

太多人被改善营养的好处留下了。然而，当我们考虑更

广泛的背景时，变革的机会从未如此之大。2015 年 193

个国家采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扭转或制止这些趋势提

供了巨大的机会。这是一个旨在“改变我们的世界”的

议程。过去有很多这样的愿望声明，那么可持续发展目

标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承诺可以概括 

用两个字来表示：普遍 - 在所有国家和地区 

整合 - 由大家，连接来实现的 

 

目标。这对我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有着巨大的

实际意义。 

首先，这意味着把重点放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

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平等，确保每个人都被包容

进来，每个人 

被计数。其次，这意味着孤立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过时

了。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世界，对于每个人，我们都

必须停止孤立行事，记住人们不是孤立存在的。 

我们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以来，通过“营养部门”实

施的行动只能走得这么远。例如，提供 10 个直接解

决发育障碍的干预措施，只能将全球发育迟缓减少

20％。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大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

通过共享来实现多个目标 

行动。营养是共同行动的一部分。需要就营养问题采取

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目标，并需要在整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采取行动 

解决营养不良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可持续发展目

标制度建立联系，我们将确保 2016  -  2025 年行动十

年 

对联合国宣布的营养问题将是一个“变革性影响十

年”。 

 

 

2. 改善营养将成为实现整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的催化

剂。 

将共同行动的愿景转化为现实，意味着我们都需要知道我

们的工作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并可以取得

进展。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建立联系具有巨大潜力，但

也存在不连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7.14）要求政策一致性促进发展。首先必要的步

骤是映射这些连接并使其透明。这是我们在 2017 年全球

营养报告中开始做的事情。 

根据现有的最佳证据，我们描绘了这些关系，以便我们

更好地理解如何推进这一议程。 

我们的分析显示，有五个核心领域贯穿可持续发展目

标，这些领域可以为营养提供帮助，从而受益于： 

• 可持续粮食生产 

• 强大的基础设施系统 

• 卫生系统 

• 公平和包容 

• 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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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面临严峻的营养状况
 

有很大的机会

4 为更普遍的改善营养的方法提供资金
五 

为不让任何人落后，
20 亿人缺乏铁和维生素 A等关键微量营养素 

 

有 1.55 亿儿童发育迟缓 

 

5200 万儿童被浪费了 

$ $ $ $ $

$ $ $ $ $ $

$ $ $ $ $

营养不良具有很高的经济和健康

成本和回报 

每$ 1 投资$ 16。 

我们必须填补空白，
改变我们分析和使用

数据的方式
数据鸿沟阻碍了问责制 

20 亿成年人超重或肥胖 

 

有 4100 万儿童超重 

 

88％的国家面临着两种或三种营养不良形式的严重负担 

 

世界正在走上全面的营养目标 

 

 

0.5％

 

0.01％

三分之一的人营养不良 

 
 

 

...但捐助者在营养不良方面的全球支

出是官方发展援助的 0.5％... 

 
 

...非传染性疾病和肥胖症是

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 0.01％。 

进展。为了普遍改善营养，我们需要更好，更

定期的分类数据。 

 
 
 
 
 
 
 
 

$
 

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全面和综合的变革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会。
 

改善营养将是一个

2  催化剂在整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实现目标...

 

 

 

 

 

 

 

建立联系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更大的机会是政府和其他机构以综合的

方式在跨部门间接影响营养成果的部门

（如教育，气候变化，水和卫生设施）

投资于营养。 

 
 

6 我们必须确保承诺具体

承诺采取行动
对营养的深刻的政治承诺将是进步的关键。承诺必须雄心

勃勃，与问题相关，不要留下任何人。 

 

可持续发展目标汇集到五个营养领域

可以贡献的领域

从。。得到好处。

7 在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同时实现全球营养目标是

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
 

双重责任行动处理多个 
营养不良的形式 

 

解决营养不良问题 

将增加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的

有效性和效率，改善营养状况 

三重职责行动 和其他发展挑战 
可以产生多种好处 

贯穿可持续发展目标 

 
 
 
 
 

3 ...解决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

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有助
于结束营养不良。

 

结束营养不良

一切形式将推动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改善

资源：各种（见注释，第 107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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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五个方面，报告发现，改善营养可以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产生强大的乘数效应。事实上，这表明如果不解决

营养问题，实现任 何 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是一个挑战。 

1. 良好的营养可以促进更大的环境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是我们饮食和营养的支柱。粮食生产占世界淡水供应的

70％，占世界土地面积的 38％。目前的农业做法占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 20％，牲畜占 70％的农业用地。为了确保

粮食生产体系更加可持续，有必要进一步吃东西。 

2. 良好的营养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发育迟缓破坏了构建

期货和经济的关键“灰质基础设施” - 大脑发育。投资

于这个基础设施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支持人类发展，提

高精神和生产能力，每投资 1美元就可以获得 16 美元的

回报。营养与 GDP 的增长有关：人均收入每增加 10％，

发育迟缓的发生率就下降了 3.2％，而收入增加了 10％，

转化为 7.4％的浪费。 

3. 良好的营养意味着减少卫生系统的负担。健康是营养

不可分割的。良好的营养意味着更少的疾病，从而减少

对已经延伸的卫生系统提供预防和治疗的需求。 

4. 良好的营养支持平等和包容，为教育，就业，女性赋

权和减贫带来更好的成果。营养良好的儿童成年后脱贫的

可能性高出 33％，每增加一厘米的成年身高就可使工资

率上升近 5％。有营养和健康的饮食与学校表现的提高有

关。在生命早期受到发育迟缓影响较小的儿童，认知评估

和活动水平测试分数较高。 

5. 良好的营养和改善的粮食安全有利于和平与稳定。需

要更多的证据来更好地理解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安全如何

影响冲突。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投资于粮食和营养

抵御能力也会减少动荡和稳定。 

3。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解决营养不

良的根本原因，将为解决营养不良问

题的斗争取得重大进展。 

营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齿轮，没有它的 SDG 机器不

能顺利运行。如果没有，我们不会达到营养不良的目

的 

解决导致营养不良的其他重要因素。营养不良有许多

不同的原因，与完成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密切

相关。 

1. 可持续的粮食生产是营养成果的关键。随着气温升高

超过 3°C，农业产量将下降。二氧化碳的增加将导致世

界大部分地区主要农作物的蛋白质，铁，锌和其他微量

元素的减少。不可持续的捕捞威胁世界上 17％的蛋白质

和必需的微量营养素。需要政策和投资来维持和增加农

业景观的多样性，以确保中小型农场能够继续生产 53-

81％的现有关键微量营养素。 

2. 强大的基础设施系统在提供安全，营养和健康的饮

食以及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构成“粮食系统”的基础设施，如果我们要减少

30％的食物 

目前已被浪费，食物污染导致幼儿腹泻，体重不足和死

亡。水资源不足，卫生条件差，50％的营养不良，基础设

施 

需要公平交付。城市需要特别关注。预计到 2050 年，

城市人口将达到 66％，贫民窟和贫困地区 服务不足，

而基础设施使得提供增加肥胖风险的食物更容易 

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NCDs）。 

3. 卫生系统在促进婴幼儿喂养，补充，治疗性喂养，营

养咨询以管理超重和体重不足以及筛查与饮食有关的非

传染性疾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们的分析表

明，卫生系统并没有实现他们应有的功能 - 例如，只有

5％0-59 个月的儿童需要接受锌治疗。还有一半的国家还

没有实施 NCD 管理指南。必须扩大具有实质性证据的重

要营养行动，以确保他们能够到达最需要的人群，并对

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进行干预，以便通过卫生系

统了解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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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营养成果的平等和包容性问题：忽视财富，教育和性

别平等的公平性，将无法终止任何形式的营养不良。全

球人口的五分之一 -  

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有 7.67 亿人，在这个群 体中，有

46％的人发育迟缓。这个群体往往被忽视或排除在

外。同时，措施 

必须落实到位，以抵消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肥胖的风险。

据估计，人均收入增长 10％，肥胖人数增加 4.4％，而肥

胖的 国家负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上升。 

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在全世界仍然是一个问题，从非

洲的 30％到欧洲的 7％。需要采取行动，确保妇女得到

公平的待遇，以确保她们能够进行母乳喂养和照顾自己

的营养。 

5. 和平与稳定对于消除营养不良至关重要。生活在冲突

国家和长期危机国家的营养不良人口比例几乎是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三倍。 

长期的不稳定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加剧粮食不安全。在最

坏的情况下，冲突会导致饥荒。当发生冲突或紧急情况

时， 

必须将营养纳入减灾和冲突后重建之中。 

 

 

4. 为更普遍地改善营养的方法提供

资金有很大的机会。 

营养不良具有很高的经济和健康成本，但还不足以

改善营养。 

今年的新分析显示，各国营养不良的支出因国而异，一

些国家的营养支出超过 10％，其他国家则少得多。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捐助者在营养不良方面的全球支出增

长了 1％（500 万美元），但官方发展援助占官方发展援

助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0.57％下降到 2015 年的 0.50％。

尽管这些疾病的全球负担是巨大的，但在 2015 年，用于

预防和治疗肥胖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的支出占

全球 ODA 支出的 0.01％。 

一些捐助者正在引领这一趋势，但需要投入更多的投资。 

更大的机会是政府和其他机构以综合方式投资于营养。

我们今年的分析已经表明，各国政府在营养不良的根本

原因方面的支出比在营养方面的支出要多。需要探索通

过创新融资机制和现有投资流动的机会，在多个行业取

得多赢。世界根本不能不考虑采取更综合的方法来投资

营养。 

 

 

5. 为了不留下任何人，我们必须填

补空白，改变我们分析和使用数据的

方式。 

全球营养报告一直要求更严格的数据收集，以确保问责

制。今年我们强调，数据差距正在阻碍问责制和进展。

为了普遍改善营养，我们需要更好，更正规，更详细 

和分类数据。我们认为缺乏按财富五分位数，性别，地

理位置，年龄和残疾分列的数据是一个特殊的障碍。全

国平均数不足以看到谁被抛在后面。在所有国家，我们

需要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的分类数据，因为甚至在家庭

内，营养水平也可能有所不同。如果我们要确保边缘化

的弱势群体不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中，这是必要

的。 

两个值得注意的数据缺口是围绕青少年和饮食摄入

量。如果我们要让世界在生命历程的关键部分对营养

问题负责 ，就需要有更好的青少年数据。 

同样，如果我们不知道人们在吃什么，我们将无法设计

有效的干预措施来改善饮食。 

除了收集数据之外，我们还需要积极利用这些数据来做出

更好的选择，并在政策层面上宣传和倡导决策。我们需要

数据 

收集整理并用于建立所有形式营养不良所需的对话，伙

伴关系，行动和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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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必须确保承诺是采取行动的

具体承诺。 

没有扎根于政府治理方式，多边机构协调，公民社会参

与和企业运作的根深蒂固的营养承诺，做出承诺改善营

养的行为只不过是空洞的言辞罢了。 

“全球营养报告”等问责机制旨在确保所述承诺在实践中

得到实施。作出的承诺 

2013 年的增长营养（N4G）进程旨在产生深刻的承诺。

它取得了进展。在 2013年 N4G峰会做出的 203 项承诺

中，有 36％的承诺正在实施（58 个）或已经实现（16

个）。然而 N4G 流程表明我们需要做得更好。首先，确

保我们能够让政府，多边机构，民间社会和企业履行其

承诺 - 这意味着确保他们是聪明的（具体的，可衡量

的，可实现的，相关的和有时限的）。承诺必须雄心勃

勃，并与问题相关。同样重要的是要实现多重目标，确

保没有人被抛在后面的承诺。 

底线是营养需要一些持久力。我们需要一个营养不佳的

世界被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良好的营养是全球的社

会规范。问责机制应该仔细设计，以确保他们促进更深

层次的承诺 

所有利益相关 

 

 

7. 实现全球营养目标，同时通过“双

重责任”和“三重责任”行动促进其

他发展目标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

会。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阻止肥胖的上升。流行猖獗的国家

应该尽早开始避免高收入邻国的一些错误。有机会确

定并采取一举解决一种以上营养不良状况的“双重责

任”行动。这些将提高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来改善

营养的效果和效率。对于 

例如，促进和保护工作场所 母乳喂养的行动对双方都有

好处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城市规划可以用来确保获得负担得

起的，安全的 

在服务不足的地区营养丰富的食物，并劝阻提供增加肥

胖风险的食物;在人们聚集的社区和环境中提供清洁饮用

水可以降低营养不足的风险，并为含糖饮料提供可行的

替代方案;普遍的医疗保健方案可以重新设计，包括营养

不良和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预防;追踪援助支出能够

得到改善，更有效地监测双重负担的融资情况。 

首先，与营养不足有关的方案和政策执行者和出资者应该

审查他们的工作，并确保他们正在抓住机会，尽可能减少

肥胖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同时确保我们

不扭转在解决营养不足方面取得的进展。他们应该在未来

的 12 个月内做这个检讨。同时，研究人员应该努力确定哪

里和哪个地方的证据 

这些“双重责任”方式如何最有效地发挥作

用。 

同样，解决营养不良和其他发展挑战的“三重责任行

动”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产生多重效益。例如，粮

食生产景观的多样化可以提供多重效益：确保营养食品

供应的基础，以解决营养不足和 

预防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使选择富含微量营

养素的作物具有生态系统效益;如果把重点放在粮食

生产中的妇女身上，就可以使妇女成为创新的食物 

价值链企业家，同时尽量减少工作和时间的负担。扩大

高效炉灶的使用范围将改善家庭的营养健康状况，改善

呼吸系统健康状况，节省时间，保护森林和相关生态系

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学校膳食计划可以更有效地构

建，以减少营养不良，确保儿童不会过度暴露于增加肥

胖风险的食物，为农民提供收入， 

鼓励孩子留在学校和/或在学校学习更好。城市食品政策

和战略的设计可以减少气候变化，食物浪费，粮食不安

全和营养不良。人道主义援助可以作为一个平台，促进

优质，营养的饮食，同时通过当地机构和支持网络重建

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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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通过跨部门的更大互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这个 

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世界如何接近营

养需要有一个关键的阶段性变化。这不仅仅是更多的

钱， 

它也是关于打破筒仓和联合解决营养问题。政府，企业

和民间社会：您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意

味着您所做的投资和承诺以及所采取的行动。然后采取

行动，确定一项三重责任行动，并将其作为优先事项。 

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意味着营养界必须改变对其他部门

的说话方式。我们必须伸手问别人“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

助你？”“我们怎么能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而不只

是说“你应该帮助我们”。为了使我们更加强大，营养不

良，肥胖，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妇幼保健和人道

主义救济 

- 必须以更强大的声音聚集在一起。我们必须把人放在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中心，激励和凝聚这个影响我们每一

个人和我们家庭的基本权利。 

如果读者从这份报告中拿走一条信息，应该是终止一切

形式的营养不良将促进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改善。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并帮助消除营养不良。你可以停

止对营养不良的三个人中至少一个的轨迹。挑战是巨大

的，但是这个机会相形见绌。 



《2017 全球营养报告》首译中文版（half macine trans） 

 

 
 
 
 
 
 
 
 

 

营养变革议程： 
为所有人和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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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世界已经采取重大措施改善营养 

但是这项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长期营养不足

或发育迟缓的儿童数量在许多国家下降，急性

营养不良或儿童死亡的儿童数量也在下降。然

而，这一负担仍然很高，营养不良率还没有赶

上全球趋势的变化。肥胖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挑

战，越来越多的超重和肥胖的儿童和成年人。 

 

营养不良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巨大而普遍的问题，全球至

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以某种形式出现营养不良（图

1.2）.1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免疫：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

面临严重的与营养有关的挑战。 

有数据追踪 140 个成年妇女儿童发育迟缓，生育年龄和超

重妇女贫血的国家表明，各国经历了多重营养不良的负担

（图 1.1）。所有 140 个处理至少这些主要的营养问题之

一。 

这些国家中有 123 个（88％）面临这两种或两种营养不

良形式的严重负担 

 
 

 

图 1.1：面临营养不良的国家数量 
 

 

（发育迟缓共 72） 

 
 

 
有双重负担的国家：发育迟缓和

体重过重 

发育迟缓 

1 

有双重负担的国家：发育不良和贫血 

 
 

4 38 

29 
 

（超重总计95） 10 52 

超重 

6 

贫血 

（贫血总数125） 

 
 
 

 
有双重负担的国家：超重和贫血 

 

 

所有三项指标都是三重负担的

国家 

 

资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儿童营养不良估计数据 2017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世卫组织，2017

年 a;世卫组织，2017b.3

注意：72 个国家发育迟缓（1 只发育迟缓，38 只发育迟缓和贫血，4 只发育迟缓和超重，29 只发育迟缓，超重和贫血）。有 125 个国家有贫血症负担

（仅有贫血症 6 人;贫血和发育迟缓 38 人;贫血和超重 52 人;贫血 29 人，发育迟缓和超重）。有 95 个国家有超重负担（超重 10 人;超重贫血 52 人;超重

和发育迟缓 4 人;超重，贫血和发育迟缓 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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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作为孕产妇，婴幼儿营养（MIYCN）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

（NCDs）全球目标的营养状况和行为措施的全球统计数据， 
 

钠摄入量 
平均人口 2010 年 

推荐的
摄入量是 2g /天

 

4 克/天 
 
 
 
 
 
 

6％8％ 

 

患病率 

 

15％ 

 

23％ 

 
 

 
 

    
 

成人糖尿病 

提高血糖 18 岁以上

2014 

 
 
 
 
 

总 

4.22亿成年人 

成人肥胖  

体重指数≥30 岁 18+

2014 

 
 
 

总 

6.41亿成年人 

成人高血压 
血压升高了 18 岁以上

2015 年 

 
 

总 

成人 11.3亿人 

 
男人 

 
 
 
 
 
 
 
 
 
 

 
妇女 

贫血 

生育年龄 15-49

岁的妇女

2016 
 

总 

6.13 亿妇女 

 
非孕妇 

 
 
 
 
 
 
 
 
 

 
孕妇 

成人超重  

体重指数≥25岁 18+

2014 

 
总 

1929 万成年人 

 
男人 

9.47亿 

 
 
 
 
 
 
 
 

 
妇女 

982万 

 

妇女 

2.04 亿 

 

男人 

2.18亿 

男人 

2.66亿 

妇女 

3.75亿 

5.97亿 5.29亿 5.78 亿 35.3万 

 
 
 
 
 
 
 
 
 
 
 

 

8％9％ 11％ 

患病率 

15％ 20％ 24％ 32％ 40％ 
 
 

患病率 

38％ 39％ 

 

资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集团 2017 年联合儿童营养不良估计;世卫组织 2017;儿童基金会 2016 年;世卫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数据库和 NCD 风险因素协作; Mozaffarian 等，2014;周斌等，20174 

文献：*由世卫组织 20175 进行的分类和性别数字不可用。注意：血糖升高定义为空腹血糖≥7.0mmol/ L，用于血糖升高或有糖尿病病史的药物;升高的血压定义为升高的血压，收缩压和/或舒张压 

≥140/ 90mmHg。流行率是达到目标人群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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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饥荒加剧了当今世界数百万人的营养不良 6

（图1.3）。在宣布发生饥荒的四个国家（北部）尼日利

亚，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以及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同

样也处于干旱状况的国家中，有三千八百万人岌岌可危。

在这些地方，有 17.96 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患有严重的急性

营养不良，而中等的则有 4.960 万 

严重营养不良 7。更糟糕的是，粮农组织最近表示，自 2015

年以来世界上没有足够卡路里的人数有所增加，扭转了多年

的进展.8 而长期营养不良的人数估计已经从 7.77 亿增加到

8.15 亿 

在 2015.9 

 
 

 

图 1.3：从 2017年 7月开始，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饥荒和干旱 
 

 

 

 

 
 

饥荒正在加剧全球数百万人

的营养不良 

今天的世界 

 
在这 6 个国家： 

 

38万人 

严重的食物不安全 

 

179.6万 
五岁以下儿童严重

急性营养不良 

 

中等急性营养不良人

数为 496 万人 

 
 
 

 
资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饥荒反应。进度更新（2017 年 7 月 11 日）。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10

 

 

但是有希望和承诺结束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虽然我们总

是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对营养不良的原因和后

果有广泛的证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预防和解决这个问

题。此外，运动和政府已经加大力度，通过不同类型的承

诺，在多个层面上反对营养不良。这些减少营养不良的承

诺是通过国家一级的政策和计划来实现的，增加了来自政

府但捐助者的拨款。 

国际进程和全球目标的确定也在加强。2015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包含了一个终止营养不良的目标 

（目标 2.2）和其他与营养有关的目标（例如目标

3.4）。“营养促进增长”（N4G）契约，联合国非传染

性疾病高级别会议和 2016  -  2025 年营养行动十年的

后续行动，都是营养承诺和问责制的重要政治进程。 

宣布饥荒的国家 

国家 

干旱状况 

也门 

尼日利
亚 

埃塞俄比
亚 

南苏丹 索马里 

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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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改变营

养 
认识到改善营养的重要性，2015 年联合国 193 个国家包

括了一个目标（2.2），以终止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所有

形式的营养不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是“用我们的

世界来改造我们的世界 ” ， 这个愿景可以用两个词来

概括：普遍的 

- 在所有国家，在每个国家 - 综合 -  

由所有人共同实现所有目标.11 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适

用同样的先决条件。正如联合国大会第 70/1 号决议：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2 

“  
我们代表我们所服务的人民，通过了一个 

以全面，深远和以人为本的一整套普遍和具有变革性的目

标和具体目标的历史性决定... 

我们决心把人类从贫穷的暴政中解救出来，并治愈和巩固我

们的星球。我们决心采取亟需的大胆和变革性的步骤，将世

界推向可持续和有弹性的道路。当我们踏上这个集体旅程

时 ，我们承诺不会有人被抛在后面。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和意义的议程。它被所有国家所接

受，适用于所有国家，考虑到不同的国家现实，能力和实力 

发展水平和尊重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这些都是涉及全世

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目标和指标。它们是完

整的，不可分割的 

平衡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联系和综合性对于确保实现新议程

的目的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在议程的整个范围内实现我们

的雄心壮志，人人的生活将会得到深刻的改善，我们的世

界将会变得更好。 

（斜体已被添加为重点。） 

 
 
” 
这为营养提供了一个变革的视野。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良

好的营养，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实现。从数十年的经验中

我们知道，普遍性和整合性对于改善营养成果是至关

重要的。首先，营养不良是普遍的：它不局限于一组国

家或一组人（焦点 1.1）。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在

努力克服某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即使营养不良的国家也有贫穷和与营养不良有关的不

公平现象。因此，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意味着不

留下任何人 - 确保每个人都被包括进来，每个人都被

计算在内。 

要实现这一目标，要真正解决营养不良问题，需要采取综

合措施（Spotlight 1.2）。有证据表明，仅通过“营养

部门”实施的行动只能走得这么远。例如，据估计，提供

直接解决发育障碍的 10 项干预措施 13 只能将全球发育迟

缓减少 2 0 ％ . 1 4 行动需要解决营养不良的根源 - 其他可持续

发展目标处理的问题.15 

聚焦 1.1 什么是 SDGS 的“普遍性”，它是

什么意思营养？ 

朱迪思兰德尔 

 

普遍意味着“为所有人”。可持续发 展目标普遍性

议程承认所有国家的许多人共同面临的共同挑战。

普遍的营养方法 

意味着认识到营养不良的不同表现，最明显的是

从肥胖到体重不足，并确保制定政策来解决这些

问题。这意味着企业和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组织（NGO）需要对谁在自己的社区失去进展保持敏

感。他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防止他们进一步落

后。 

普遍性议程是关于了解谁被列入进程，谁错过

了。流行率（人口比例）数据和国家平均数是不

够的。他们能 

掩盖了不同程度的负担和进步。为实现普遍性议程，

每个国家都要计人;它必须知道谁是谁，在哪里人

口。虽然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数据显示，全世界

三分之一的儿童甚至还没有登记过他们的出生地。在

最贫穷的儿童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三分之二.16 必须

将数据分解，以便揭示谁到达谁错过。这是一个很大

的挑战，但作为第一步，有人建议对财富五分位

（五个收入群体之一），性别，地理，年龄和残疾进

行一套最低限度的分类。 

普遍性不仅仅是数据和交付，也是关于文化的变

化。它承认 21 世纪的世界，“发达”或“发展

中”，“北方”或“南方”的旧类别越来越不相

关。通过普遍的镜头来看，可以为了解不同社会的

工作方式和更快，更全面，公平和包容的进展创造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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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1.2什么是 SDGS的“整合”，它是什么意思营养？ 

Corinna Hawkes 
 

一体化意味着所有的目标都应该以“人人不可分割”

的方式实现，即所有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长

期以来，一体化的一个方面在营养，非传染性疾病和健

康方面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多点间合作。也就是说，

“其他”部门采取行动来支持营养和健康目标（在这

种情况下）.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认识到营养是“每个

人的事情，但没有人负责”，导致了“多部门营养计

划”的概念。 19 在 2000 年代，“营养主流化”一词

被用来说明营养干预应该如何成为减贫，妇幼保健和农

业等其他发展重点的一个组成部分.20自 2013 年以来，

“营养动态”一词已被用于描述其他部门解决营养不

良的根本原因的方案.21 

最近在营养方面已经认识到整合的第二个方面：政策一

致性。 

在 2014 年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期间，认识到政策一致

性的重要性.22 2017 年，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召

开了全球非传染性疾病大会，重点是不同领域政策制定

之间的一致性。在这些情况下，政策一致性是指各国

政府积极支持而不是破坏政策的政策， 

营养或 NCD 目标。在更广泛的发展中，政策一致性已

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主要关心的是确保各国外的政策

支持 

发展中国家的目标.23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一步实现政策的

连贯性。通过 17.14 关于可持续发展政策一致性的目

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所有政府以及民间社会和私

营部门考虑不同部门之间，跨国界和不同代之间的联

系，以实现其目标.24 

这种更广泛的方法 - 认识到多层次的互动 - 是可持

续发展目标“综合”愿景的核心：通过共同行动实现

多个目标。这意味着每个人不仅要参与其“自己”的

目标，还要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实现成果。这是整合

的一个方面，为营养和跨发展提供了行动的杠杆。所

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在相互作用 

不同的方式.25虽然已经制定了一些工具来支持各国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制定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但要

采取有利于这些相互作用的行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26但是也有机会思考和采取不同的行动。对于营养来

说，这是一个展示如何改善人们的营养如何促进整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会，并更努力地将这一愿景付诸

实践。 

 

真正解决营养问题还包括思考所有不同形式的营养不

良。虽然每种形式都有很大不同，但共同的根源

（Spotlight 1.3）。到目前为止，他们通常已经被处理 

在筒仓。综合观点要求通过 2015 年全球营养报告第一次

被称为“双重责任”的行动，取得双赢。这些都是可以

同时降低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或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

性疾病风险或负担的干预措施，计划和政策.27在“全球

营养报告”

2017 年，我们还考虑了“三重责任”行动的潜力，其目标

是根据共同议程实现更多目标（第 3 章）。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了所有人和所有人营养不良的各种

形式的障碍 - 更广泛地承认营养与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

作用。需要重大转变 

提出这个议程。它需要新思维，方法和行动，并带来我

们需要克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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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对于普遍性，我们常常不知道谁落在后面

- 这些信息在国家平均数和流行率中经常被忽略。即使

是家庭层面的数据也不能揭示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不

平等，无论是基于性别，年龄，残疾，种姓，部落，种

族或其他地位.29 儿童需要特殊的保护和关注，而老年

儿童 5 年以上，或 15-19 岁以下的青少年。因此，由于

营养数据没有系统地收集，所有人口都被抛在后面

（Spotlight 1.1）。 

• 对于整合，我们不知道如何做到最好.30 虽然有些国家

正在采取步骤在各国政府之间嵌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但很少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包含有关如何在国

家层面实施整合的部分。通过新举措和治理结构来整合

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然而，各国政府，研究人员，非

政府组织，公司和联合国系统仍然孤军奋战。 

有这么多的行业参与，“最大的不信任就是别人会修

好”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抓住“为所有人，为大

家”的机遇。这是确保联合国 193 个国家宣布的

“2016-2025 年营养十年”成为“变革性影响十

年”的独特机会。营养十年是 

时间来推动我们所有人努力结束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作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助于实现更广

泛的发展目标.34 

这也必须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足够的营养。与营

养有关的权利已经在一系列人权条约中得到直接的认可

和保护。1979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强调

妇女的健康权，包括“在怀孕和哺乳期间有充分的营

养”。同时，1989 年的“儿童权利公约”要求各国政府

“通过应用现成的技术和提供充足的营养食品，包括初

级保健框架内的疾病和营养不良”。35 利益攸关方越

来越认识到，以人权为基础的营养方法对于确保每个人都

能享受良好营养的固有好处至关重要。 

然而，交付权利需要问责制。问责制对于营养问题至关

重要 - 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至关重要。良好的问

责制鼓励并采取行动。就是接受这些承诺的责任，交

付这些承诺，然后报告承诺。 

问责意味着负责任地行使权力。 

自 2014 年以来，全球营养报告一直致力于加强营养行动

问责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转型愿景的背景下，

“2017 年 全球 营养报告”再次评估了世界营养状况，

并探讨了通过综合提供实现普遍成果所需的内容。它有

四种方式： 

1. 全面监测实现营养目标的进展情况。 

“全球营养报告”根据全球商定的孕产妇，婴幼儿营

养目标（MIYCN）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以及可

持续发展目标 

2.2 和 3.4 营养指标。今年，我们还查明了数据方面

的差距和使用方式，这些方面正在遏制我们追踪普遍

改善进展的能力。也就是说，到 2030 年，在所有国

家，为所有人结束营养不良（第二章）。 

2. 确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连接营养的方式。 

今年，我们提供了以更综合的方式实施营养的基础，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目标。第 3 章探讨了营

养是否能够改善以及如何改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

力，以及在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需要采取何种行动

来确保实现全球营养目标。它体现了我们可以采取的

“双重责任”和“三重责任”行动。 

3. 追踪融资作为普遍实施和达成综合愿景的手段。 

融资对于实施行动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7

将融资定位为“实施手段”。 

第 4 章提供了政府和主要捐助者关于营养资金筹措的

最新数据， 

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哪些关键领域需要更多的

投资，以及哪里的财务数据 

差距是。 

4. 反映在增长营养问题首脑会议上所作承诺的进展情

况。 

在今年的报告中，我们跟踪了营养促进增长

（'N4G'）进程中的承诺 

- 将不同的全球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共同投资打

击营养不良。我们的目标是展示过去四年来对 2020 年

的承诺。我们反思为推动实现营养转型影响十年的普

遍和综合议程所需承诺的影响（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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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1.3 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的共同原因 36 

Corinna Hawkes，Alessandro Demaio 和 Francesco Branca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框架来整合不同问题和目标的

要求，我们可以找出造成不同形式营养不良的一些共同

原因。这些内容在 2017 年出版的两份世卫组织政策简

报中得到阐述：营养不良的双重责任和双重营养行为 

表观遗传学 

改变基因的表达（将它们打开或关闭）被认为会

影响低出生体重，超重，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的

风险。 

这些改变可能由环境因素引起，如饮食，运动，药物和

化学品暴露。这反过来导致了营养不良，肥胖和非传染

性疾病之间的代际关系。例如，由母亲营养不良导致的

宫内生长受限会导致婴儿身体调节能量的方式发生变

化。 

早年营养 

胎儿发育和婴儿期的营养质量和数量影响人体免

疫功能，认知发育和能量储存和支出的调节。例

如，通过为生长发育，初乳和乳房提供必需的营

养素 

牛奶会影响婴儿的生理和营养习惯。另一个环节是怀

孕前和孕期母亲营养不良，这可能导致母亲贫血，早产

和婴儿出生体重不足的风险增加。反过来，低出生体重

的婴儿在晚年可能代谢性疾病和腹部肥胖的风险更高。 

社会经济因素 

贫困，性别赋权和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以不同的方式

影响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第 3 章）。例如，收入和

财富不平等与营养不足密切相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出现更复杂的肥胖和相关健康状况的不平等模式 

关于国家的经济和流行病学发展和状况。总的来说，

较低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转向肥胖的趋

势比较高收入国家更快。 

人的环境 

人的环境质量与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有关。例如，

在人们周围的“食物环境”中缺乏营养食品可以影

响饮食不足和不平衡的风险。人的周围环境的其他

重要方面是 

生活和工作环境影响获得改善的饮水和卫生服务，影

响母乳喂养的能力以及阻碍或促进身体活动的建筑环

境。 

食品系统 

支撑人们吃什么和他们的食物环境是食物系统。包

括农业生产（包括园艺和饲养牲畜，小动物） 

和食物），食物是如何通过这个系统转化和加工

的，食物的分配和交易以及如何通过零售和其他方

式提供给人们。食物系统在人们的饮食以及他们是

否有营养不良或肥胖风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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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营养报告”与其推广一样强劲。我们需要我们的

听众和合作伙伴使用我们在这里提供的证据来呼吁更快

的进展，并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们

看到这个报告 

干预：我们依靠你 - 我们来自政府，捐助者，企

业，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合作伙伴，利用它来促进更

有效的营养行动，并进一步进行对话。每个人都可

以扮演一个角色。 

• 如果您是决策者，预算持有者或实施者，请将此报告

作为综合营养行动的灵感来源。使用本报告及其后的

方法来解决贵国目前和未来营养不良的威胁， 

部门或社区的面孔。使用这个报告来提高你的能力，并

且不会落后。以此报告为灵感来增加 

你对营养成果和更广泛的发展成果的影响，并增加你

的'巴克'你的巴结' 

• 如果您是倡导者，请使用本报告来阐明您的国家，部门

或社区面临的营养挑战。用它来使人们负起责任，以综

合的方式处理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不留下任何人。用

它来主张填补数据的空白和使用的方式，使问责制 

如此挑战。 

• 如果您是研究人员，请考虑本报告中确定的数据和研

究差距是否可以为您的未来工作提供信息。考虑如何

更深入地挖掘数据，分析如何实现更大程度的整合，

发现和纠正被遗弃者的状况。 

我们呼吁大家阅读本报告，采取行动确保实现全球营养

目标，营养十年是一个“变革性影响十年”。而不仅仅

是一个营养，而是一个营养促进所有国家，所有国家和

地区实现发展目标 

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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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实现全球营养目
标的进展 

 
 
 

 

主要调查结果 
 

 

1. 总的来说，世界正在走向全球营养目标： 

• 减少 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的全球进展并不足以达到 2025 年的目标。五岁

以下超重的儿童人数正在上升。 

• 童年的减少速度还不足以达到 2025 年的目标。饥荒，酝酿冲突，气候诱发

的干旱，洪涝等灾害将使得浪费更加难以解决。 

• 0-5 个月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略有增加（比基线增加 2％）。这个进展是正

面的，但是太慢了。 

• 自 2012 年以来，育龄妇女的贫血症状有所增加;没有一个国家正在实现

目标。 

• 到 2025 年，阻止肥胖和糖尿病上升的概率不到 1％。 

2. 在地区一级，非洲发育迟缓的儿童人数正在增加，南亚的消耗量依然很高。 

3. 在国家一级，没有一个国家正在满足全球六个孕产妇和儿童营养目标中的

全部五个目标，很少有国家阻止儿童和成人超重和肥胖的上升趋势。三个

国家正在“四个目标” - 纯母乳喂养和儿童发育迟缓，浪费和超重。 

4. 数据差距仍然是追踪营养不良多重负担进展的重大障碍。需要分类数据以确

保没有人因地理，年龄，种族或性别而落后。这些数据缺失，青少年和饮食

摄入量数据也是如此。 

5. 为了跟踪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情况，还需要更好的数据协调和决策者对国家

优先重点的解读和使用。 

 

 

 
 

2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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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年，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的人人都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普遍消除营养不良？为实现

两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目标寻找途径， 

2.2 和 3.4，直接关系到营养成果？ 

本章介绍了我们在全球和全国范围内达成的

所谓“全球营养目标”。 

它利用现有的国家级流行率数据尽可能确定

谁受到营养不足，超重/肥胖以及与饮食有关

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 

疾病（NCDs）和其中。它还突出了数据差距在

哪些方面妨碍我们采取更普遍的方法来跟踪整

个营养的改善 

世界。 

 

全球营养目标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可以利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

国通过的全球自愿营养目标来进行追踪。全球营养报告

一直在追踪过去四年的全球营养目标。这些目标包括： 

• 孕产妇婴幼儿营养（MIYCN）目标：在 2012 年举行的世

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关于 MIYCN 六个全球目标，以通过

20251 来实现 

• 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目标：2013 年世界卫生大

会通过的九项非传染性疾病目标中的三项将于 2025 年

实现 

这些“MIYCN 目标”和“与饮食相关的 NCD 目标”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 2.2 和 3.4（图 2.1）重叠，突出了可持续发

展目标与当前追踪营养不良的协同作用。虽然每个目标是

分开的和独特的，但是它们通过基本的基础链接结合在一

起，这表明营养状态是许多因素在一个人身上聚成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的结果（焦点 1.2，第 1 章）。 

 

MIYCN 目标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5 年改进 MIYCN，并在全球

范围内通过六项指标进行跟踪。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

病目标构成了“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监测框

架”的一部分，该框架确定了实现有关四种导致死亡率最

高的非传染性疾病目标方面的进展的指标，其中三项与饮

食有关的原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一些癌症）及其风

险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在监测 MIYCN 和与饮食有关的 NCD 目标方

面起着关键的领导作用，并与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

（2016  -  2025 年）”密切配合.3 它还为各国制定自己

的国家目标提供了指导符合其优先事项和资源能力，以

解决 MIYCN 和非传染性疾病。这些是“孕产妇，婴幼儿

营养全面实施计划”4 和“ 2 0 1 3   -  2020 年预防和控

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5“全球营养报告”每

年都要跟踪目标和指标，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灌输问责制

营养界。这些目标和指标如图 2.1 所示。 

 
 

全球和国家实现全球营养

目标的进展 
今年报告中提出的监测和评估表明，在全球一级，世界

正在走向满足大部分可获得数据的全球营养目标（图

2.2）。分析结果取代以前的全球营养报告中给出的数

字。这是因为它们考虑到了去年可用的新数据，反映了

改进的方法和更有力的估算（见焦点 2.2 和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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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全球目标和指标，以改善营养状况和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通过的与营养有关的 2025 年目标 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2030 年 
 

  
 

 

 
 

 

 

 

 

 

 

 

  
 

 

 
 
 
 
 

 
 

资源：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统计司的作者 

文献：*发育迟缓被定义为长度或年龄高度 z 分数低于 WHO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 2 个标准差以上。**儿童超重被定义为长度重量或身高 z 评分高于 WHO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 2 个标准差以上。***浪费被定义为长度重量或身高 Z 评分超过 WHO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 2 个标准差以上。+超重和肥胖定义为体重

指数（BMI）≥25。++肥胖定义为 BMI≥30。 

目标 

3.4 

到 2030 年，通过预防和减少非传染性疾病造成三分之一的过早死亡 
治疗和促进精神健康和福祉 

3.4.1 归因于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或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 

目标 3 确保健康的生活，并促进所有年龄段的人的幸福 NCD 全球监测框架 

目标 

6

5岁 
在浪费 

减少和维持童年的浪费低于 5％

在 5 岁以下的儿童中浪费*** 

目标 

五
 

独家母乳喂养 

提高头 6 个月纯母乳喂养率至少 50％

0-5个月大的婴儿只喂母乳 

目标 

4

5岁 
超重 

确保儿童超重没有增加

5 岁以下儿童超重** 

目标 

2.2 

到 2030 年，结束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到 2025 年实现国际 

商定 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的目标，并解决青春期少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的营

养需求 

5岁 
发育迟缓 

2.2.1 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的发病率 

5岁 
营养浪费    

      2.2.2 5 岁以下儿童的消瘦和超重现象 

5岁 
超重 

目标 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促进可持续农业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MIYCN）的目标 

目标 

1

5岁 
发育迟缓 

5 岁以下发育不良的儿童人数减少 40％

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 

目标 

2 实现育龄妇女贫血 50％

贫血 年龄在 15-49 岁，血红蛋白<12 g / dL（未怀孕）或<11 g / dL（怀孕） 

目标 

3

低出生体重 

实现低出生体重 30％的减少

出生时体重<2,500 克的婴儿 

目标 

4

人口摄入盐 

实现盐（氯化钠）平均人口摄入量相对减少 30％

年龄标准化的平均年龄 18岁以上人群盐（氯化钠）摄入量（克/日） 

目标 

6

成人高血压 

实现相对降低 25％的血压升高或抑制血压
根据国情，血压升高盛行

18 岁以上人群按性别分年龄标准化血压升高的患病率 

目标 

7 遏制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上升

成人糖尿病 

 
成人超重 

 
成人肥胖 

18 岁以上人群年龄标化的血糖/糖尿病患病率升高 

根据性别在用于升高的血糖的药物上 

18 岁以上人群超重和肥胖+的年龄标化患病率，按性别年龄标准化肥胖患病率++ 18 岁以上人群，

按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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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全球实现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 

 

指示符 目标 基准年 基准状态 2025 年的

目标 

开课或关闭

课程 

注释 指示符 目标 基准年 基准状态 2025 年的

目标 

开课或关闭

课程 

注释 

  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目标营养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目标  
 

 
 

 

 

 

 
 
 
 
 
 
 
 
 
 
 
 
 
 

 
 

 

当然 

 
 
 
 
 
 

当然 

 

 
资源：作者基于世卫组织，2012 年，2014 年，NCD 风险因素协作，2016 年，Stevens GA 等，2013 年，周 B 等，2017 年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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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摄入盐 

氯化钠 

目标 

4 
相对 30％ 

减少平均摄

入量 

2010 

意思 

钠摄入

量 4g /

日 

意思 

钠摄入

量 2.8g 

/天 

还没 

可得到 

预测不是 

尚可用。 
目标 

低出生 

重量 

3 

减少 30％ 

在低出生体

重 

2008
年 
至 

2012 

新的估计即将出台 

15
％ 

10
％ 

目标 

成人肥
胖 

7 
遏制上升 

在流行 
2014 

男人 

11％ 

妇女 

15％ 

遏制上升 

在流行 

可能性 

根据对 2025年的预

测，达到全球目标

几乎为零。 
   目标 

下-5 6 
在浪费 

减少和 

保持少于 5％

的童年浪费 2012 
全球盛行 

在 2016 年为

7.7％。 8
％ 

小于
5％ 

成人超重 

目标 

7 
遏制上升 

在流行 
2014 

遏制上升 

在流行 
男人女人 

38％39％ 

目标 

5岁 
发育迟缓 

1 

减少 40％ 

5 岁以下儿童发

育迟缓的人数 
2012 162〜100 

百万亿 

目前的平均年利率 

（AARR）（2.3％）低于所

要求的 AARR（4％）。 

目标 

2 
贫血 

减少 50％ 
的贫血 

2012 年的女性
 

生育年龄 29
％ 

15
％ 

全球患病率为 32.8％ 

2016 年（基准比例 

于二零一六年修订至二零一

六年的 30％。目前的患病率

反映了从那时起）。 

目标 

独家的乳腺
摄食 

五 

提高利率 

在头六个月纯母乳

喂养至少 50％ 

2008
年 
至 

2012 

一些 

进展 
38
％ 

≥50
％ 

2016 年，40％的婴儿 0-5 岁 

几个月完全是母乳喂养。四

年来增长了两个百分点，反

映了非常有限的进展。 

目标 

4 

没有增加 

在童年时期

超重 

2012 

没有 

流行率增加 

5岁 
超重 

7
％ 

基准比例 

2012 年修订为 2015 年的

5.7％，目前的发病率为

6％，略高于这个门槛，因此 

当然。 

成人糖尿病 

提高了血糖 

目标 

7 

遏制上升 

在流行 
2014 

男人女人 

遏制上升 

在流行 

9
％ 

8
％ 

可能性 

根据对 2025年的预

测，达到全球目标

（低于男性 1％，女

性 1％）的目标。 

成人 
高血压 

升高血压 

目标 

6 

相对 25％ 

根据国情，减少或

不增加患病率 
2014 

男人女人 男人女人 

还没 

可得到 

预测不是 

尚可用。 

24％2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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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现全球营养目标的

进展 
在国家层面上，评估国家在实现全球营养目标方面的

进展清楚地表明，有许多数据差距阻碍了我们对四个

目标（发育迟缓，消瘦，超重和纯母乳喂养）进行有

力评估的能力（图 2.3）。但是，有几个国家 

正在或正在取得一些进展。我们提供有关流行率，当前和

所需变化率（如适用）的国家级数据，以及在我们网站上

对全球营养目标进展情况的评估。表中的数据 

也用于全球营养报告的在线 

营养国家概况（见焦点 2.1），其中显示了与营养不

良及其决定因素有关的其他指标的进展情况。 

• 为了改善 MIYCN：根据现有数据，有 18 个国家正在

实现发育迟缓目标，其中 29 个是浪费，31 个是超

重，20 个是纯母乳喂养。没有哪个国家正在发展 

减少育龄妇女贫血（图 2.3）。可悲的是，这些数据

还突出显示缺乏有力的数据评估进展 

向 MIYCN 目标迈进，这意味着许多国家不能被划分

为上或下课程。 

• 为了阻止肥胖的上升：所有获得数据的国家都有可能少

于 0.5％（50％几率）达到 2025 年的目标，因此如果肥

胖的上升趋势持续下去，就会偏离肥胖目标。 

• 为了阻止糖尿病的上升：有八个国家的男性达到 2025

年目标的概率至少为 0.5：澳大利亚，比利时，丹

麦，芬兰，冰岛，瑙鲁，新加坡和瑞典。除了大洋洲

的中上等收入国家瑙鲁，这些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除非有所改变，否

则绝大多数国家将无法阻止男性糖尿病的上升。阻止

女性糖尿病人数上升的进展略好：26 个国家达到目

标的概率至少为 0.5。这些国家是安道尔，澳大利

亚，奥地利，比利时，文莱达鲁萨兰国，加拿大，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 

芬兰，法国，德国，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

森堡，马耳他，瑙鲁，荷兰，挪威，葡萄牙，大韩民

国，新加坡，西班牙，瑞典和瑞士。 

聚焦 2.1 全球营养报告的营养国情简介 

Komal Bhatia 和塔拉 Shyam 

 

 

“全球营养报告”为联合国 193 个国家的每个国家

发布了在线营养国家概况。这些数据已在 2017 年刷

新，并提供新的数据，并与今年的报告中使用的数据

保持一致。这份两页的文件简要介绍了 193 个国家以

及 6 个区域和 22 个分区的 80多个营养状况和决定因

素指标，食物供应情况，干预覆盖面和支持良好营养

的政策。 

这些配置文件旨在帮助用户轻松查看和评估数据，或

缺少数据，减少选定地理区域营养不良的进展。它们

使营养专家们不仅提倡更多的营养行动，而且还支持

其他部门的工作。这些简介还可以帮助那些在相关部

门工作的人看到共同的目标和挑战，确定在工作中融

入营养的方法，并利用改善营养可以促进目标的乘数

效应。 

数据中使用的数据是从众多机构提供的公开数据集中

整理的。调查数据在可用和方法合理的情况下使

用，如果相关的话，模型估计数据在其他地方使用。

虽然其他可靠的数据集可能在国家一级可用，但概况

中所包括的数据集符合国际商定的标准，可以在各国

之间保持一致性和可比性。有关来源和定义的更多信

息 

的资料中使用的数据，请参阅“全球营养报告”网

站的“营养国家概况”页面上的技术说明，其中还

可以找到用于汇编个人概况的基本数据集的链接。 



SDGS 组织    33 

《2017 全球营养报告》首译中文版（half macine trans） 

 

 

图 2.3：2017年按照各个评估类别的国家数量实现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情况 
 

按照全球营养目标评估类别划分的国家数量 

 
 

 

发育迟缓 

 
 

 
浪费 

 
 

 
超重 

 
 

 
EBF 

 
 

 
贫血 

 
 

 

肥胖男人 4 

 
 

 
肥胖，女性 4 

 
 

 
糖尿病男性 4  

 
 

 
糖尿病，女性 4 

 
 

 

没有数据/不足的趋势数据进行评估 没有进展或恶化 一些进展 当然 

 

资源：作者使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集团 2017 年联合儿童营养不良估计数，Stevens GA 等，2013 年和 NCD 风险

因素协作，2017.9 

文献：N = 193。有些目标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数据需要进一步加强或方法论的工作才可以使用：低出生体重，青少年肥胖，高血压和盐摄入量。

育龄妇女的贫血数据是根据模型估计得出的; （2012 年）后，只有 30 个国家至少有一个调查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 1 和 Spotligh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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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营养不良的分布情况 
在考虑普遍性时，重要的是要考察营养不良负担的流行情

况 

它存在于哪些国家内的亚人口中。更好的办法是有

国家以下的更深层次的分类数据来确保这一点 

没有人被抛在后面。这些数据差距在追踪实现普遍成果

（页 25）的数据需求一节中进行了讨论。 

儿童营养不良 

自 1990 年以来，受全球发育迟缓影响的儿童人数急剧下

降。但各地区的趋势有所不同，各地区，各地区下滑幅度

不平衡。尽管发育迟缓的发生率有所下降，但非洲是唯一

一个儿童发育迟缓的地区。非洲和亚洲几乎占了全球发

育迟缓的全部负担（图 2.4a）。2016 年，世界上每 5 个

发育不良儿童中就有 2 个，还有一半以上的儿童生活在

南亚。在同一时期，5 岁以下超重的儿童数量在全世界急

剧增加（图 2.4b），超重 4060 万 

2016.11 南亚国家 5 岁以下儿童中有超过 15％在 2016 年被

浪费（2760 万，图 2.4c）。这是一个严重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发病率超过 10％），反映了严重和紧迫的问

题。 

聚焦 2.2 跟踪全球和国家进展的方法 

Komal Bhatia 

 
 

用于评估全球和国家在实现 MIYCN 营养目标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的方法是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技术专家咨询小组（TEAM）

制定 的修订方法为基础的.10 这些方法与“全球营养

报告 2016。 

跟踪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目标进展的规则

也根据现有的新数据和方法考虑进行了修改。这

些方法的变化 

在保持连续性和与以前报告中的评估进行比较方面提

出了一些挑战。然而，制定更加细化和强有力的规则

来做出公平和认真的评估远远超过了这些缺点。 

国家一级的评估旨在对经常收集到高质量数据的国家

作出明智的判断。他们努力保留任何基于非常古老的

流行率数据的不公平批评或对变化率的高度不稳定的

估计，这可能导致关于进展的错误结论。相反，缺乏

足够的数据 

在国家一级应该采取行动，收集更好更频繁

的数据，以协助行动和问责制。 

“全球营养报告”旨在尽可能评估基线和/或目标年

份（“最终期限”）的进展情况，而不是比较上一

年报告的状况。这使我们能够使用所有可用信息来考

虑长期数据趋势。 

附录 1 详细介绍了用于评估全球营养目标进展情况的

新方法 - 鼓励您参考它来了解如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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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岁以下儿童受到 a）发育迟缓（1990-2016）， 

b) 超重（1990  -  2016 年）和 c）按地区（2016年）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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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转载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儿童营养不良评估 2017.12 

文献：欧洲和北美没有包含在数据中，因为数据库中缺乏数据（另见下一节）。亚洲的排除不包括日本，大洋洲排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LAC：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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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按国家分列的 15至 49岁妇女贫血患病率，2016年 

 

 

 

资源：从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目标 2025追踪工具转载的地图

 

 

成年人营养不良 

从全球来看，15-49 岁的 6.14亿女性患有贫血。印度是

受影响女性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中国，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半以上 

所有育龄妇女都有贫血。高收入国家的许多妇女也遭受全

球性问题的困扰;法国和瑞士等国的流行率可能高达 18％

（图 2.5）。 

如图 2.6 所示，肥胖（体重指数（BMI） 

≥30）在北美男性（33％）和女性（34％）中最为常见，

亚洲和非洲男性（6％）和亚洲女性（9％）中最低。几乎

每个国家的超重和肥胖都在增加，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

而不仅仅是高收入国家，真正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在全球

所有地区，这个问题影响到的女性多于男性，反映了全球

性别差距的扩大。 

亚洲男性和拉丁美洲女性糖尿病或血糖升高最常见

（10％），欧洲和北美女性最低（6％）（图 2.7）。图

2.8 显示了 2015 年成年男性和 18 岁以上女性血压上升

的区域平均值。 

高血压在非洲和欧洲男性中最常见（28％），北美女

性中最低（11％）。四分之一的亚裔和拉丁裔男性患

有高血压 

在 2015 年。虽然全世界更多的女性受到肥胖的影响，但

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病例是 

混合。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男性患糖尿病的

比例更高，除非洲外，所有地区的男性高血压患病率均

高于女性（图 2.8）。 

最新的流行情况 

（15-49 岁的女性） 

无 

5-19.9％ 

20-39.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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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014年 18岁及以上成人肥胖

（BMI≥30）患病率 

图 2.8：2015年各地区 18岁及以上男女

高血压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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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作者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数据库和 NCD 风险因素

协作的数据

文献：189 个国家的人口加权手段。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资源：作者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观测站数据库，2017 年周 B 等人

和 NCD 风险因素协作，2017 年的数据

文献：189 个国家的人口加权手段。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图 2.7：2014 年按地区划分的 18 岁及以上

男女糖尿病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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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2010年各地区平均摄入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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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消耗的盐太多（图 2.10）。 

摄入量因地区而异，但没有地区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每天 2 克钠限制范围内摄入（图 2.9）。亚洲的摄入量

最高（钠 4.3 克/天），其次是欧洲（钠 4.0 克/天）。 

在国家一级，只有七个国家（布隆迪，科摩罗，加蓬，

牙买加，肯尼亚，马拉维和卢旺达）的钠摄入量在理想

的范围内。 

数据需要跟踪普遍成果的进

展情况 
本章连同每份“全球营养报告”的一部分，跟踪国家层

面和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情况。但普遍性议程 

   没有填补数据空白就无法实现。一些 

图 2.10：平均摄入量为 193个国家的钠摄

入量，2010年 

 
钠的平均人口摄入量 

 
 
 
 
 
 

 

≤2g 

2  - ≤4g 

＆GT;4 克 

没有数据 

 
 
 
 
 
 

 
资源：作者基于 Mozaffarian D et al，2014 和 Powles J et al，

2013.19 的数据

文献：数据为 2010 年。

这些差距是关于成果的报告，但是其他的则是关于自身关

键干预措施的充分报道，并确保这些干预措施能够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附录 2 显示了各国如何利用“基本营养

行动” -通过卫生系统实施营养不足的干预措施。例如，

先前的“全球营养报告”强调了缺乏关于低出生体重的数

据报告 20 以及数据差距如何随指标而变化.21 今年的报告

强调，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数据来追踪 MIYCN 目标（图

2.3） 。 

在普遍性的背景下，这些数据挑战阻碍了追踪普遍结果的

能力。如果我们不能追踪普遍的结果，我们就不能把世界

的责任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来实现。这些挑战包

括以下内容，然后依次讨论： 

1. 知道谁在进步（谁不在），所以我们可以跟踪进展，

不让任何人落后。这需要分解数据 

2. 知道高收入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国家）做得如何，确

保包括所有国家 

3. 了解各部门在解决营养风险因素（如膳食摄入量数

据或行为风险因素）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以确保

整合（见第 3 章）。 

8 7 

5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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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1：知道谁被包括在内（谁被留

下） 

为了追踪普遍结果的进展，我们需要知道谁在计数，谁

不在。流行数据和国家平均数是不够的。他们可以掩盖

不同程度的负担和进步（Spotlight 1.1，第 1 章）。需

要分类数据来确定存在哪些负担和哪些类型的负担，以

及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各个国家在航线上或航线上偏

离了什么。数据收集应该 

按照地区和地域划分，跨越财富五分位数，民族或

社会出身，种族，民族和性别。这是为了确保我们

客观地理解包容性和可能的排斥性，同时促进各种

问责制 

弱势群体。“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强调了促进问责制

的三个重要分类方面： 

• 按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分列：使用人口统计学和健康

调查（DHS）数据集分析发育迟缓率地区的国家模式。

这强调了财富，教育，出生，居住和性别方面的营养

不良率差异很大 

• 特定人群的分解：研究包括拯救儿童“基于小组的不

平等数据库”（GRID）数据库的数据.23 这表明儿童的营

养成果低于平均水平 

如果他们是女孩，难民，流离失所者或残疾人，或来

自某个国家或被排斥的少数民族的区域弱势地区.24 这

表明特定人群需要数据，有一个突出需求是青少年营

养数据（Spotlight 2.3） 。青春期少女正处于发展

的关键阶段 - 尚未成年，但很快就会成长为成年人，

并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父母。他们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不

仅是他们自己的成年人福利，而且是他们潜在的后代

的关键。许多青少年 - 女孩和男孩 - 也受到肥胖的

影响。然而，青少年的营养问题在全球监测框架中受

到了有限的关注。 

• 空间分解：按地区划分的营养状况。这种状况差异很

大，导致决策者要求空间分解数据。意识到这些巨大

的差异对于国家行动计划和有效的资源配置至关重

要，然而，针对营养不足的详细地图的例子很少

见.25 空间分类有可能确定影响营养不良的其他原因和

因素，如基础设施 - 农村通过道路和市场，冲突热

点，移民模式和自然资源存取差距等方式进行城市规

划（参见第 3 章）。 

挑战 2：了解高收入国家的地位 

“2015  -  2015 年全球 营养报告”指出，许多高收

入国家缺少应列入“全球营养状况报告”营养国家概

况（西欧为 24％，东欧为 34％）的数据。虽然高收

入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高的产出这些数据的能力，但

它们却是国际上的重大差距 

数据库。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要求各国采取行动，

因此不能提供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会使其与全球合作

伙伴的信誉存在风险。 

有些指标与高收入环境相关性较差，如补充维生素 A

和使用口服补液盐，但其他指标是相关的 

包括儿童人体测量（身体测量）和产前检查。这些数据

是收集到的，但通常使用不同的方法，仅限于私人诊所

和医院的数据，不向国际或中央数据库报告。有些国家

使用自己的国家标准，而不是国际标准，如 WHO 儿童生

长标准。 

挑战 3：了解在解决风险因素方面取得了

哪些进展 

“2015 年全球营养报告”指出，危险因素数据属于

“各国惊人供应不足”的数据 27，其中包括婴幼儿膳食

摄入量数据和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的代谢和行为危

险因素。它是 

至关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减少对模型估算的依赖，我

们将努力缩小这些数据差距。 

缺乏饮食摄入的数据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差距，因为饮食

质量是造成不同形式营养不良的一个常见因素。2016 年

全球农业和粮食系统营养问题小组 28 总结说：“我们描述

饮食的能力受到分散和不完整数据的阻碍”。 

为了跟踪饮食在促进全球营养目标中的作用，我们需要

更多更好的饮食摄入量数据。焦点 2.4 强调需要更多的

数据以及更好的饮食摄入量。 

认识到数据除了简单地跟踪数据之外还有许多用途是非

常重要的。对于真正的营养数据革命，需要更好地利用

所收集的数据来创建更加快速响应的营养信息系统，从

而实现双倍和三倍 

值勤行动。Spotlight 2.5 强调需要使用整个数据价值链

的“营养数据革命” - 优先级，收集，调整，分析，解

释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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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3 填补数据差距以追踪青少年营养的关键重要性 

Komal Bhatia 
 

青春期营养状况影响成年人的健康和生殖结果。青春

期（通常大约 10到 19 岁）和青年（大约 15到 24

岁）是重要的阶段 

人的生命历程。在这些阶段营养不良可能使营养不良

代际循环长期存在;它可以否定婴幼儿和早期生活中

积累的良好营养的积累效益.29 此外，青少年可能经历

体重过轻或体重超重的高发生率，而且还常伴有微量营

养素缺乏。例如，拉丁语 

在美国，青少年（12-19 岁）的全国肥胖估计范围从

16.6％（1650 万人）到 35.8％（2110 万）.30 但是，青

春期也为改善营养和未来的成人健康和生育结果提供了

一个机会之窗世界 12 亿青少年。 

它有机会投资于营养干预措施，以解决其营养问题.31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每年投入 4.6 美元的人均

干预，以改善青少年的身体，性和心理健康，从而带

来平均的成本效益比例为 10.32 

青少年的营养状况，行为和结果构成全球营养监测框

架的一小部分。解决青春期营养的唯一目标是 MIYCN

目标 

减少育龄妇女（15-49 岁）的贫血和饮食相关的非传

染性疾病目标，以阻止肥胖症的上升。虽然肥胖指标

包括青少年肥胖的指标，但贫血指标并没有单独看待

青少年的贫血。除此之外，指标很大程度上缺失。与

水果和蔬菜消费有关的过程和行为指标，缺乏身体活

动， 

与食物和营养有关的食盐和政策指标并不直接解决

青春期问题。一个关键的结果指标，不是一部分 

任何全球目标都是青少年女性体重指数低或体重不

足的普遍现象，这是生殖健康和整体健康的重要决

定因素。 

然而，我们在全球营养目标监测框架中跟踪解决青少年

结果的营养目标，特别是贫血和肥胖症的能力受到缺乏

全球数据库的能力的限制。从世界卫生组织估算的数据

显示，缺铁性贫血是 2015 年青少年疾病负担和残疾的

主要原因，其中东南亚和非洲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最

为严重.33 

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填补超重和肥胖的数据空白。其全

球校园学生健康调查衡量和衡量了 100 多个国家 13-17

岁的青少年。根据这个和其他收集的数据，它正在产生

国家可比较的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估计。这些数据一经发

布，将成为规划，设计和评估解决青少年健康问题的更

广泛干预措施的营养相关方面的重要工具。然而，在一

些大部分青少年失学的国家，这些调查是有限的。这是

因为他们不能抓住最边缘化和处境不利的青少年，因

此需要在人口层面采取补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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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4 饮食质量数据差距 

安娜·赫弗斯 
 
 

饮食不当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之一，34 与

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以及环境可持续性有关。令人惊讶

的是，各国没有制度来追踪人们的饮食。各国不收集一

般人群的饮食质量指标。 

包括宏观和微量营养素的充足性，食品安全性，膳食

多样性和保护健康免受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

全世界所有地区都需要所有的营养不良形式。最近确

认的女性最低饮食多样性 

目前的全球可比指标是 生育年龄 36 是营养素的指标 

来自国家食物平衡表而不是个人饮食数据的粗略饮

食指标。最近，“全球营养报告”报告了副食品的

卡路里比例，以及长期存在的营养不足指标（估计

无法获得食物的人口比例 

足够的卡路里）。这个较新的指标 仍然很不明确;例

如一个蔬菜和豆类消费高的国家，另一个消费高糖

和脂肪的国家可以登记相当比例的副食品卡路里。 

婴幼儿最低膳食多样性是目前在 60 个国家的 DHS 收

集的一项指标（计数），该指标衡量 6 至 23 个月的

儿童的比例 

前一天四个或更多食物组（七个）的食物，并且对应于

营养充足度.35 该指标有助于了解婴幼儿的保健习惯和饮

食。理想情况下，应该在所有国土安全部的国家收集，

但即使这样也只能填补两岁以下儿童的膳食数据缺口。 

总体人群的总体饮食质量是急需的，尽管没有被

任何现有的指标所捕获。饮食质量信息有 

衡量女性是否在消费 

充分多样的饮食。需要制定通过降低与饮食有关的非

传染性疾病风险来保护健康的饮食模式指标。我们还

需要一个机制来收集这些指标 - 一个比饮食摄入量调

查更为精简，而这种调查是昂贵且不经常进行的。令

人鼓舞的是，正在努力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增加

一个饮食质量模块，以收集育龄妇女的最低膳食多样

性和健康保护饮食模式的指标.37 如果这一举措成功，

它将定期提供，为 160 个国家的成年人口提供了全球

可比较的饮食质量信息。 

跟踪各国饮食质量的指标将会改变营养和健康状况。

从过去的营养进步来看，全球可比较的，易于解释的

指标将提高这个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可见性 

启动知情的政策辩论和行动。如果没有关于饮食实际

情况的明确信息 ，则难以改进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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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优先级 

 
为决策制定数据优先级

和参数 

数据创建  

和收集 

生成和收集经验现场

数据 

汇总， 

结构化和报告现场数

据 

合成数据，建设 

分析工具和模型来推导

洞察力 

解释/ 

建议 

将分析结果翻译成程序

和 

结果目标  

 

聚焦 2.5 推出营养数据革命：我们还在等什么？ 

Ellen Piwoz，Rahul Rawat，Patrizia Fracassi和 David Kim 
 

 

2014 年，第一份“全球营养报告”宣布“营养需要

数据革命”。报告的主要信息列举了四项行动：1）

通过预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商进程确定数据优先

事项和差距; 2）投资于营养调查能力，以便每 3 至

4 年提供一致可靠的国家数据; 

3）确保高收入国家提供可比较的数据，以便将其纳入

进度跟踪;和 4）投资于国家和全球，可互操作和可访

问的营养数据库 

以促进问责制。该报告承诺分析 2015 年第二版需要

实现这一革命的投资。 

我们现在知道，根据需要确定投资是一个比保留更容

易做出的承诺。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可靠的手段来

跟踪营养数据的支出。 

对于什么样的营养数据对于实现全球营养目标至关

重要，如何将计划重点放 在 接近需要的方面，或者

如何使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目标 2.2“结束一切形式

的营养不良”成为现实，我们没有模板或全球指

导。没有 

清晰的愿景以及数据的优先顺序，将不可能达到 2014

年（全球营养报告），201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

及 2016 年（联合国 2016  -  2025 年营养行动十年）

所设定的期望。 

转变我们对数据的看法 

如前所述，除了每三到四年收集一次调查数据之外，我

们还提出了一个整体的，横向的营养数据革命观点，从

优先级设置到决策者收集，分析，解释和使用信息。简

而言之，我们想要彻底改变整个营养数据价值链上的努

力。此外，我们建议将数据定位为一种价值产品，这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这些产品必须进行成本

核算并纳入国家营养计划和融资计划。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呼吁立即（到 2020 年）开展能力

建设支持，以增加按收入，年龄，种族，性别，种

族，移徙状况，残疾，地理位置和其他特征分类的高

质量，及时和可靠数据的可用性到 2030 年追踪稳健进

展。强化的营养数据和信息系统具有超出进度追踪的

多重目的。分类数据需要：定义营养问题，包括规

模，分布，变异性和高风险人群;诊断 

根本原因;设计干预;通知课程更正并跟踪进度;并持有

有责任负责的人。拟议的数据价值链包括图 2.11 中定

义的五个关键流程和最后一步，即数据用于决策。 

 

图 2.11：营养数据价值链：愿景，目标和共同约束 

 

 

 
   

 

 

 

  
 

 

 

 

 
资源：作者。 

资金不足，资金不一致，缺乏能力 

与“公共产品”相关的市场 失 灵 

现有数据集不可访问/透明 

缺乏分析能力 

 
数据未被重视/使用  

改进的国家 

发展和人力成果

（国家针对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进

展） 

统计/分析能力不足 

 
 

捐助者数据请求的增多，格式，时间表 

做证据 

决定和 

实施政策的政策建议 

关键数据不完整，缺失或过时  

做决定 分析 数据管理  

总体愿景 

决策者 - 以及支持发展的实体 - 根据获取准确和及时的数据，制定循证决定，推动国家发展，改善人类的成果（即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反馈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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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2.5续 
 

 
 

呼吁立即采取行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转变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就

数据而言，我们不能仅仅讨论年度报告中汇总的信息。

相反，我们必须探索充分利用和转化数据为信息做出明

智的计划和政策决定，以改善营养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结果。如果不对数据价值链能力进行重大投资，就

不会实现这一目标。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投资数据太昂贵，而且资源稀

缺 

提供干预和服务。这个观点可以通过举例说明如何通

过更有 效和更有效的方案来投资数据，从而节省成

本。例如，a 

喀麦隆最近的经济优化研究利用国家调查数据，提出国

家维生素 A 方案的政策变化，可以实现 44％的相同有

效覆盖率.38 

迅速推进这一议程将需要：1） 

国家机制确定国家重点和数据协调; 2）数据优先顺

序的操作指导，指标的统一以及将营养纳入日常管

理 

信息系统; 3）多层次的能力开发工具; 4）纳入国家发

展战略的成本数据计划，资源和实施; 5）传播隐性知识

和经验; 6）整个价值链的创新;和 

7) 培养数据使用和共享的文化。 

其中一些行动比其他行动更直接，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他

们独特的挑战。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步骤，我们将无法

将“营养行动十年”转变为“变革性影响十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终止营养不良形式将更加困难 

实现。 

 

 

结论：走上正轨 
本章提供了全球营养状况的鲜明图景。当我们看到全球

层面和各国的情况时，世界并没有实现全球营养目标。

由于它们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营养目标重叠，这意味

着我们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2 和 3.4。 

营养利益相关者和更广泛的发展社区：你需要发挥你的

作用。我们都是全球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公平

的营养和公平的资源分配。但是我们需要分享共同的人

性来实现这一点。 

我们需要支持社会最不利的成员，以确保他们有健康和

充实的生活的机会。虽然营养成果缺乏进展似乎令人望

而生畏，但人类以前克服了更多的障碍和磨难。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并朝着普遍的方式前

进，在未来的十年中推动这些数字的下降。为此，我们

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在发展中连接营养（第 3

章），以更整合的方式进行投资（第 4 章），做出更深

入，更负责任的承诺（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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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营养 

 
 

主要调查结果 
 
 

1.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可以汇集到五个对实现营养成果至关重要的领

域。这些是： 

• 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对于确保我们的土地和水域具有适应能力并能够支持提

供营养和健康饮食所需的多样性非常重要。 

• 需要系统基础设施来向城市，城郊和农村地区提供营养必需的清洁饮用

水，卫生设施，能源和食品。 

• 卫生系统对于提供改善营养的治疗和预防性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 公平和包容对于确保努力改善贫困，性别不平等，工作场所的教育和保

护，实现营养的普遍成果至关重要。 

• 和平与稳定是必要的，以确保冲突不会导致饥荒和粮食不安全。 

2. 这些同样的领域是营养在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促进发展的手段。例如：

改变膳食可以使粮食生产更具可持续性;确保早期良好的营养意味着更好

的“灰质基础设施” - 大脑的发展 

必须确保经济能够创新和蓬勃发展;解决营养挑战将减轻卫生系统的负担;改

善营养将有助于消除贫困;解决粮食不安全和饥荒可以对冲突和冲突后工作作

出重要贡献。 

3. 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双重责任行动”的机会，可以解决营养不良，肥

胖症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NCDs）。这些将提高投入时间，精力

和资源来改善营养的效果和效率。同样，解决营养不良和其他发展挑战的

潜在“三重责任行动”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产生多重效益。 

4. 通过在各个孤岛之间进行更多的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个巨大的

机遇。我们都必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景成为现

实。改善营养不能成为一个孤岛的单一目标 - 而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齿

轮，没有这个齿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器将无法顺利运转。 

 
 

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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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许多建筑师的设想是一个综

合的，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本章表明，改善

营养是这一愿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营养不

良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与完成其他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工作密切相关。改善营养可能成为许多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催化剂;相反，我们需要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采取行动，以实现我们目

前正在实现的雄心勃勃的营养目标（第 2

章）。 

本章首先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营养观点。它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 1 至 16 纳入五个营养可以发展的领域，从而

受益于： 

• 可持续粮食生产 

• 强大的基础设施系统 

• 卫生系统 

• 公平和包容 

• 和平与稳定。 

然后提供营养与这五个领域之间的联系的证据。分析并

不全面，但梳理了一些主要的联系 和相互联系。它开始

描绘出最深层次的综合方法 -  

通过共同行动实现多个目标 - 看起来像从营养角度（第

1 章，Spotlight 1.2）。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因为它涉及

通过伙伴关系，能力，数据，问责制，融资和一致性来加

强贯彻各项目标的手段。虽然没有在五个领域明确纳入可

持续发展目标 17，但我们以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中确定的

交叉议程为出发点：需要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跨越目

标。特别相关的是目标 17.14：“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一致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综合营

养愿景 
目前，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人员，发展专业人员和私

营部门（包括营养界）的不同部门目前大都侧重于实现其

“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图 3.1）。这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好营

养工作，就必须采取措施，反映各项目标之间的相互作

用。这就是为什么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要求“可持续发展

的政策一致性”作为实施的基本手段（第 1 章，焦点

1.2）。 

 
 

 

图 3.1：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资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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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不能明智地谈论结束饥饿，或实现粮食安

全或福祉，例如，好像它们与营养分开。营养也不是 

健康不可分割（可持续发展目标 3）或大多数其他可持

续发展目标（见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图 1.1，第 3

页）。 

这意味着营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广泛进程中被看作是

不可分割的。关键的是，营养行为和投资有可能产生多

重或至少两倍或三倍的责任影响 

以一种普遍和综合的方式（另见第 1 章）。改善营养不能

成为一个孤岛的单一目标 - 而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齿轮，

没有这个齿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器将无法顺利运转。 

要采取综合行动，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的工作如何与其他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并能够取得进展。现有的分析已经

显示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建立联系的巨大潜力 1  - 但

也存在不连贯的可能性。目标之间的一些相互作用是“约

束”或“抵消”，这意味着它们阻碍了另一个目标的实

现。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一定会导致其他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积极成果。但是他们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些连接

必须是透明的，这样才能被利用和缓解。通过对连接进行

映射，这些协同作用以及权衡就会公开化。 

然而，营养和其他发展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原因是复杂

的;他们在多个方向运行。尝试立即映射所有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困难的 - 结果是纠结的，难以阅读。

各国一直在努力开发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并不奇怪 

我们确定了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领

域，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营养可以带来真正的利益，

营养将从更大的行动中受益（图 3.2）。 

第一个领域是可持续粮食生产，其中包括四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2--其中包含一系列有关可持续农

业以及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可持续农业目标，可持续发展目

标 13（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可持续发展目

标），以及关于陆地生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5。这些与

营养密切相关，因为我们所吃的东西以及如何生产，如何

影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我们的水域。需要改变我们

所吃的东西以及我们在哪里以及如何得到我们的食物，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13,14和 15。反过来，提高粮食

生产的可持续性对于改善营养也是必要的：气候变化威胁

着我们生产营养作物的能力，也是对我们渔业的威胁。多

样的作物生产景观对于生产营养食品至关重要。因此，解

决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是实现营养目标的基础。 

六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运行良好的基础设施系统。这

些是清洁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6 

可持续的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 7，关于体面劳动和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关于工业，创新和基础

设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9，关于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 11 以及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

目标 12。通过确保有足够的“灰色物质基础设施”，改

善营养支持这一基础设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建设未

来的知识，能力和能量的健康人（SDG 8）。可持续发

展目标也显示了从道路到卫生系统投资系统基础设施的

重要性 

建筑电力以及治理，法律，市场和融资所需的基础设

施，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拥有安全，营养和健康的饮食，

洁净的水，卫生和能源。食物系统是这张照片的一个重

要部分。 

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致力于营养不可分割的发展优先

事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关于确保所有年龄段的人们健

康的生活和促进福祉。 

应对营养挑战将减轻卫生系统的负担。改善营养期间 

生命前 1000 天意味着更少的浪费，发育迟缓和肥胖，这

意味着更少的疾病和更低的死亡率。它还降低了以后与

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

险。 

当然，一个运转良好的卫生系统不仅对治疗至关重要，

而且对于预防性干预也是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显示，卫生系统需要多少努力和重点才能在全民健康覆

盖面纳入营养和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方案和干预措

施。 

另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基本上是关注平等和包容性的，

这本身就对每个人是否都能从可持续的粮食生产，系统

基础设施和卫生服务中获益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问题涉

及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 1），优质教育（可持续发展目

标 4），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5），工作中的权利

（可持续发展目标 8），并且是跨部门可持续发展目标关

于不平等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 10）。虽然很难解

开这些联系，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营养有关。在财富，

教育和性别分配方面缺乏公平的关注将使得普遍消除一

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变得困难。 

营养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呼吁之一：和平与稳定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投资粮食安全 - 公平分配对粮

食重要的自然资源 - 以及营养抵御能力是预防饥荒的一

种方法。把直接的人道主义救济措施与长期发展措施联系

起来，对于这种弹性是非常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

决不能忘记解决和预防冲突 - 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的

一部分，必须将营养纳入减少灾害风险，缓解冲突和冲突

后重建中。如果没有和平与稳定，营养不良将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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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连接营养意味着人们

将以多种方式受益。根据本章其余部分给出的证据，

专栏 3.1 举例说明了改善营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

做些什么，以及其他人可以为营养做些什么。论点 3.2

显示，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营养联系在一起意味着

采取行动降低营养不足 的风险，同时降低风险 

与肥胖和饮食有关的不健康的饮食 

非传染性疾病 - 所谓的“双重责任行动”。专栏 3.3 列

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五个潜在的双重责任行动。有证

据表明，通过共同行动有可能实现多个目标。专栏 3.4 列

举了一些潜在的强大的三重责任行动的例子 - 这些行动

又增加了第三部分，如环境保护或经济发展。 

 

 

专栏 3.1什么改进营养可以做其他部门和你可以做什么营养 

 
 

如果你在农业工作，更好的饮食可以增加安全和营养

食品的市场，同时减少用不可持续的方法生产食物的

压力。但是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 - 无论

是小生产者，中等规模的园艺作业还是大型的农业综

合企业 

- 增加或保持生产景观的多样性。 

如果你正在从事鱼类生产，那么如果人们吃更多的

鱼，你会从更大的市场中受益。这将有助于营养，因

为鱼是最好的营养来源之一。但要保证营养 

子孙后代，渔业和水产养殖必须是环境可持续的。而

且对于最贫困的人们来说，鱼类来源必须保持畅通，

以确保他们获得海洋生物提供的关键营养物质。 

如果您从事气候变化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那么如

果人们饮食环境足迹较低的多样营养饮食，并减少食物

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压力，您将受益匪

浅。反过来，我们需要您的帮助，特别是根据“巴黎气

候变化协议”，在气候变化讨论中注意营养问题。 

如果你在财政部工作，改善儿童和妇女的营养将有助

于你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您需要投资于系统基础设

施，医疗服务和教育，覆盖所有人，包括最脆弱和地

理上孤立的。 

如果您在建设公路或其他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供应，供

水管道，城市或投资基础设施的公司工作，您也将从更

具生产力的劳动力中受益。反过来，我们需要你做不同

的事情：确保基础设施到位，以获得清洁的水，卫生设

施，能源和安全，营养，健康的饮食 - 为这个基础设

施服务于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更有利的部分的社会。 

如果你在卫生系统工作，更好的营养意味着你的卫生服

务将减轻负担。反过来，我们也需要你们通过卫生系统

做好营养不足的重要行动。卫生系统还需要提供有助于

预防和管理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糖

尿病）的服务，并确保为患者提供促进身体健康的食

物。 

如果你从事教育工作，改善营养，可以使学校做得更

好。反过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以确保中低收入

国家的女孩在学校上学，而不是辍学。同样不能提供

促进健康饮食所需的教育和食物。 

如果您致力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投资于粮食安全

和营养抵御能力将有助于您的事业。反过来，我们需

要你们的帮助，确保遭受冲突的公民的营养和健康不

会因急性营养不良而恶化为饥荒和高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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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伙伴关系，能力，数据，问责制，融资

和一致性来加强贯彻各项目标的执行工作，

将是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关键。 

 

图 3.2：营养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 

 
可持续的食品生

产

农作物产量会随着气温上升超过 3°C 而下降.4 更多的二氧化碳将意味着世界

大部分地区消费的主要农作物中的蛋白质，铁，锌和其他微量营养素含量

较低.4b-f 

 
更可持续的饮食可能会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和我们的水域产生重大影响。世界淡水供应占全

球的 70％，4g农业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20％，

4h，牲畜占 70％.4i 

 
 
 

系统基础设施 需要公路，卫生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来更公平地交付食物，水和能源。这包

括城市：到 2050 年，世界城市人口将达到 66％，但贫困地区的服务不足，而

基础设施使得提供食物更易于增加肥胖风险.4k，l 

 
 
 
 
 
 

健康系统
 

一个运转良好的卫生系统对于大规模预防性干预，预防和治疗营养不良，

特别是在幼儿和母亲中，以及解决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和肥胖症至关

重要。 

 
 
 
 
 
 

公平和包容 教育与改善营养成果有关。具有优质中等教育水平的母亲可能有更好的

营养儿童.4q 营养与 GDP 增长有关：收入增加 10％，转化为浪费

7.4％。 

营养良好的儿童可能摆脱贫困的可能性高出 33％，

而每增加一厘米的成人身高就相当于工资率提高近

5％.4t 营养改善意味着教育，就业和女性赋权的结

果更好，以及减少贫穷和不平等 

 
 
 

和平与稳定
 

生活在冲突和持续危机国家的营养不良人口比例几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三倍.4 如果没有和平与稳定，营养不良将不会结束。 

 
 
 
 
 

改善营养的一致性，从承诺到政策和实施，

将有助于为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一个有

利的环境。 

 
 
 
 

 
 

 

资源：Various4 

改善营养支持“灰质基础设施”：有知识，有

能力和有能量的健康人士推动经济发展和建设未

来.4m，n 良好的营养给予人们更多的劳动和心理能

力，每投入 1 美元就能获得 16 美元的回报。 

营养不足导致所有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 45％.4p

改善营养可减少疾病，降低死亡率，从而减轻

卫生系统的负担。 

投资于粮食安全和自然资源的公平分配对营养

抵御能力和脆弱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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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作者根据章节文本。

 

专栏 3.3 为了促进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进展而采取双重行动的五大理念 

1。促进和保护母乳喂养 
 

含糖饮料，这与体重有关 

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是最好的来源  获得。含糖饮料也可以作为 a 

对婴儿的营养和生产的好处  比水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一个'含糖饮料 

双方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  税“可以被视为双重义务行为 
母乳喂养的儿童体验较少  筹集清洁饮用水的资金 

感染;母乳喂养的妇女减少  随处可用，吸引人。 

他们患乳腺癌的风险。重新关注 
4。 通用医疗包与 

在工作场所的产妇保护可能是一个  营养不良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 
联合倡导营养不良领域  预防。垂直方案交付 

和肥胖/ NCD 社区。  通过卫生系统往往专注于 

2。城市规划安全，营养和健康  营养不良。然而存在着丰富的机会 

饮食。建设必要的城市基础设施  整合肥胖和饮食有关的项目 

确保获得负担得起，安全和营养  将 NCD 预防纳入全民健康覆盖 

在贫困地区的食物，如贫民窟，  包，如营养咨询， 

可以减少与...相关的健康风险  治疗和监测。第一步是试点 

营养食品消费不足的同时  这种共同的方法来克服障碍 

也不鼓励提供食物  缺乏最佳实践的知识。 

提高肥胖的风险。这些地区的人 

 
5。 成本，多部门营养计划哪些 

必须咨询确定什么类型  包含双重义务行为。这样的计划应该 
基础设施将最有效地满足他们  也要计算和清楚地表明两者 
需要。  各国融资和国际捐助者可以 

3。清洁的水在社区和社区提供  有助于履行双重责任。确保 

人们聚集的设置。干净的水有帮助  即双方融资双重包袱 

预防腹泻和环境肠病  有效跟踪将有助于协助这一进程 

因此可以降低营养不足的风险。  （另见第 4 章）。 

它也确保人们有一个可行的选择   

资源：作者根据章节文本。

方框 3.2 营养群落的七种方式可以进一步发展 
遍布 SDGS 

1
。 
 
 
 
 
 
 
 
 

 
3

。 

 
 

 
4
。 

鼓励所有国家的人，特别是 

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消费环境所能承受的饮

食，倡导政策 

和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做法。 

与有关生活在水中的社区进行接触，以确保渔业

在生计和营养方面得到维持。 

与主要关心改善水，卫生和个人卫生的人们合

作，倡导共享利益的基础设施。 

加入以城市农业为重点的城市粮食政策网络，获取

粮食和气候变化以帮助实现其目标，同时也为营养

创造利益。 

5
。 

6
。 2

。 

7
。 

支持卫生服务社区提供 

通过初级卫生保健和其他卫生服务提供平台进行

营养不良预防和治疗。 

说服政府的营养领导者在营养计划中包括保护劳工

权利，教育和性别平等。 

加入呼吁，对早期预警系统和早期行动进行投

资，以避免未来的冲突，创造抵御能力，减少未

来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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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证据 

可持续粮食生产 

有证据表明，如果我们要解决气候变化方面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13，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关于水下生命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关于土地生

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5 以及关于可持续农业的可持

续农业目标 2 的零饥饿问题。粮食生产已经对自然资

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用了 70％的粮食 
五 

世界淡水供应， 
6 

和世界的 38％ 

土地。 农业也生产全部温室的 20％ 
7 

气体排放。畜牧业尤其是土地密集型的， 

使用了 70％的农地.8森林，草地和湿地正在转化为农

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动物 

我们要消耗资源.9 寻求安全，营养，健康饮食的资源

密集型方法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现有影响，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量至关重要。 

有证据表明，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领域是肉类。肉

是一种有营养的食物来源 
10 

提供关键营养素; 但高摄入量是有罪的 
11 

产生相对较高的温室气体。 

红肉和加工肉类与世界领先的癌症之一的结肠直肠癌风险

增加有关。 

同时，改善营养需要食品生产系统，其中安全，营养，

健康的饮食 - 全谷物，水果和蔬菜，豆类，坚果，鱼

类，中等量的奶制品和少量肉类 - 是可持续生产的。这

意味着关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13），渔业（可

持续发展目标 14）土地生命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目标

15）以及可持续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2）。气候变化模

型预测，随着气温上升超过 3°C，尤其是在全球南方，

农作 物的种植面积将减少.13气候变化也会影响作物的营

养品质，降低一些作物的营养成分因为二氧化碳的施肥

效应.14 据估计，二氧化碳的增加将导致世界大部分地区消

耗的主要农作物中的蛋白质，铁，锌和其他微量营养素

下降。 

专栏 3.4 为了促进跨 SDGS 进展的三重行

动的五大理念 

 

 
1. 粮食生产景观的多样化。这可以通过确保营养食

品供应的基础来解决营养不足和预防与饮食有关

的非传染性疾病，从而提供多重效益;使选择富含

微量元素的作物（包括土着和孤儿作物）具有生

态系统效益;如果 

重点放在粮食生产中的妇女，赋予妇女

权力。 

2. 扩大使用高效炉灶。这将改善家庭营养健康状

况，改善呼吸系统健康状况，节省时间，保护

森林和相关生态系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 学校膳食计划。程序可以更有效地设计来减

少 

营养不良，确保儿童不会过度暴露于增加肥胖

风险的食物，向农民提供收入，鼓励儿童留在

学校和/或在学校学习更好。这不仅有助于改

善营养，而且有助于生计和教育。 

4. 城市食品政策。目前正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

收入国家制定城市粮食政策和战略，目的是减少

气候变化，粮食浪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他们是有可能实现多重目标的单一政策。 

5. 粮食援助平台。与冲突响应专家一起工作，营养

学家可以提供帮助 

设计粮食援助计划，作为平台促进高质量的营养

饮食，同时通过地方机构和支持网络重建抵御能

力，培养农民适应和重组的能力，并为边缘化和

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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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也会通过海洋温度，盐度，氧气和酸化水平以

及淡水温度和水位的变化影响渔业（SDG 14）.16 据估

计，鱼类中有 17％ 

全球人口摄入蛋白质，并提供钙，铁，锌，碘，维生素

A 和 D 以及 ω-3 脂肪酸.17主要来自渔业的脂肪鱼是长链

多不饱和 ω-3 脂肪酸的主要膳食来源。这些与消费时的

积极成果有关 

在怀孕期间，包括更好的儿童发育和较低的先兆子痫/

早期早产风险，以及在成年后消耗更好的心血管健

康.18 然而还有一些折衷：当人类从渔业中吃更多的鱼

时，鱼类将被耗尽 

如果渔业得不到可持续的管理，造成有害的环境后果，对

后代的饮食产生影响 

保护土地多样性（SDG 15）对于营养至关重要。虽然历

史上农业的重点是种植足够的主要作物，通过高度专业

化的农场和景观生产足够的粮食，但更多样化的景观产

生更多的食物和 

更多的营养物质（图 3.3）.20 最近的证据显示，53-81％

的关键微量营养素是由中小型农场生产的，这些农场占全

球所有农场的 84％，占全球土地面积的 33％，而且往往

更加多样化 21 这部分反映了地理情况 - 美洲的大部分农

场都很大，非洲的大部分农场很小，亚洲的农场也很多。

但是这表明，在投资增加产量的地区实行粮食政策，尤其

重要的是要保持多样性。也是 

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以确保多样化的生产实际上转化

为更好的饮食。虽然有证据表明农场种植的农作物种类

数量与家庭食物种类多样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如果

生产者出售这种多样性，或者基础设施不是那么就可以

把它带到最需要它的市场.23 此外，还有营养食品的生产 

农业可能会被转化为营养不足，健康程度较差的食物，

如全麦谷物，玉米或苏打水.24这就是为什么在评估可持

续粮食生产与我们所吃东西之间的关系时，需要考虑整

个粮食体系，如以下部分（和图 3.4）所述。 

图 3.3：两个地区按多样性分类生产的营养

素 
 

北美 

 
锌 

维生素 B12

维生
素 A 蛋白

质 

 
铁

叶酸卡

路里钙 

 

0 25 50 75 100 

生产％ 

 

香农多样性指数 

≤0.50.5-1 1-1.5 1.5-2 2-2.5 2.5-3 

 
 

西亚和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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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B12

维生
素 A 蛋白

质 

 
铁

叶酸卡

路里钙 

 

0 25 50 75 100 

生产％ 

 

香农多样性指数 

≤0.50.5-1 1-1.5 1.5-2 2-2.5 2.5-3 

 
资源：Herrero M 等 25 

文献：香农多样性指数代表了多样性：在一个地理像素中产生了多少种类

型的食物，以及这些食物是如何均匀分布的。香农指数越高，多样性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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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基础设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 9 涉及建设有弹性的基础设施，以支持经

济发展和人类福祉，并确保获得这种基础设施 

是公平的。当我们考虑基础设施时，通常首先不会想到

营养。但改善营养是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之一：“灰质基

础设施”。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呼吁在阻碍儿童营

养不良的大脑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投资。有证据表明，营

养不仅可以节省儿童的生命，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终生

支持人类发展所需的心理能力 

改善营养所带来的心理能力对于更好的期货和更快

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 

包容性经济增长 -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的核心。 

经济和社会取决于人口的智慧和进步 

体力。在 21 世纪，知识经济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营养投资回报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每 1 美元投资 16 美

元.27 这一点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印度财政部在其

“2015-16 经济调查”中表示：“想象一下，政府是一个

试图使印度长期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投资者。鉴于财政和

能力的限制，它将在哪里投资？......相对低成本的孕产

妇和早年生活 

 

健康和营养计划提供了非常高的投资回报。“[28]事实

上，四个非洲国家的”非洲饥饿成本“研究估计，由于

死亡率增加，非洲经济每年因相当于各国生产总值 1.9％

至 16.5％ ，旷工，慢性疾病和相关费用，以及生产力的

丧失.29 超重和肥胖的成本同样不容小觑，例如在德国，

目前人口的超重和肥胖的终身成本是 1450亿欧元。美国的

肥胖家庭平均每年的医疗保健费用相当于其年收入的 8％

31.在中国，被诊断患有糖尿病的人平均每年收入损失

16.3％.32 

随着人脑力量和生产力的提高，营养带来的改善，各国

经济发展的能力也随之增强。要实现这一目标将涉及建

设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如治理，法律，市场和融资。

它还将涉及投资基础设施的硬件系统 - 道路，冰箱，管

道，厕所，电话，互联网 

技术等等。有证据表明，这对于为人们提供安全，多样和

营养的饮食，清洁的饮水和个人卫生是必要的 - 所有这

些都是改善营养的关键。就食物系统而言，这是非常明

确的（图 3.4）。在生产之后，食品需要基础设施，以便

在分销，加工，贸易，零售和营销的复杂系统中移动到人

们可以进入的地方（图 3.4）.33 

 
 

 

图 3.4：饮食质量与食物系统之间联系的概念框架 
 

食品系统的驱动力

 

 

 

 

 

 

 

 

 

 

 

 

 

 

 

 

 

 

 

 

 

资源：全球农业和粮食系统营养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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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安全，营养和健康的饮食有重要的意义 - 谁可以获

得。 

例如，改良的收获后储存和运输对于防止食物污染是

重要的，例如通过微生物病原体如轮状病毒，沙门氏

菌 属和弯曲杆菌属或真菌毒素如黄曲霉毒素。食品

安全是一个重要的但往往不为人知的方面 

营养。每年全世界约有 6 亿人 - 几乎有 1/10 的人在吃

不安全的食物后死亡，42 万人死亡.34 食源性病原体是幼

儿腹泻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又导致体重不足和高死亡

率.35 在热带和亚热带发展中国家的玉米和花生中发现的

黄曲霉毒素与儿童发育迟缓有关，据估计，每年约有 9

万人死于肝癌 

如本节稍后讨论的那样，食品安全也与清洁饮水和卫生

设施密切相关。 

在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干预措施和促进营养的干预措

施之间，粮食系统也有协同作用.37 估计表明，在生产，

储存，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每年产生的食物中有三分之

一（13 亿吨）加工和消费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收获/生产技术不佳，可能

仍然是造成粮食损失的主要因素，占粮食总产量的 10％

至 40％.39 

这与营养有关，因为许多对营养丰富性和多样性至关

重要的营养丰富的作物（如花生，水果和蔬菜）遭受

的收获后损失最高[40]，全世界所有水果和蔬菜中有三

分之一的水果在失去接触到消费者。 

在这里需要有效的基础设施 - 也将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

12 中有关负责任的生产和消费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一：

将人均全球食品浪费减半，包括通过减少供应链上的食物

损失。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还包括管理能源供应和使用，以及可

持续发展目标 7 呼吁 

为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廉价清洁能源。食品部门占全

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 30％.42 这种能源的五分之四是在

农场后消费的，将粮食从农场转移到叉子上， 

在全球范围内的比例最高.43 在低收入国家，在家做饭的

消费量最大 

的能量。扩大烹饪所需的基础设施 - 即高效的炉灶 - 将

改善家庭的健康状况，节省时间，保护森林和相关的生

态系统，并减少排放量.44 

关键的问题是，谁有权访问这个基础设施？ 

例如，由于更好的分配，能源和零售基础设施，城市中的

食物通常具有更大的多样性。但是在贫民窟或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不发达或用于提供不健康饮食的情况往往并非如

此.45 较贫穷的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高热量，营养贫

乏的食物.46这突出了潜在的抵消发展的本质 

的基础设施，因为它能够提供增加城市肥胖风险的食

品，通过广告和其他形式的营销更具吸引力.47 解决这些

类型的挑战 

在城市地区是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的

核心组成部分 - 随着世界城市人口到 2050 年将增长到

66％，城市和社区将变得更加相关.48 城市实施食品政策

以解决缺乏准入的持续发展 

充足的食物，肥胖，食物浪费，生计和气候变化，对

解决这些粮食系统挑战具有潜在的关键作用。 

提供清洁饮用水，卫生和卫生的基础设施（可持续发

展目标 6） - 质量，可靠性和连续性 

– 对营养同样重要。据估计，营养不良的 50％与不安全

饮水，卫生条件差和不卫生习惯造成的感染有关，包括

不用肥皂洗手.50 反复腹泻或肠道感染可引起急性和慢性

营养不良.51 例如，54 儿童身高的国际变异百分比可以与

排便相关联。清洁水只能在距离人们家中远的地方才能

到达，因此，他们的营养需求会因为获取能源而增加 - 

而他们的时间和工作收入的能力却降低了。然而，在水

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它往往主要惠及富裕人

群。许多国家在提供清洁饮水和卫生 服务方面存在巨大

的收入和空间不平等。例如，虽然孟加拉国一些地区

的供水和卫生设施达到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收入

和高收入人群标准，但大部分地区只向较高收入人群提

供 较高的标准（图 3.5）.52 

好消息是，饮用水与卫生和营养之间更加一体化的例子正

在出现。“焦点 3.1”展示了一个来自柬埔寨的例子，政

府已经将水，卫生和卫生列为优先项目，以减少发育迟

缓，作为 2014-2018 年“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53取得了重大成果，共同努力确保

与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以及农业，卫生和农村发

展，营养和饮水，卫生和卫生等各个部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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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安全管理的供水和改善卫生设施的地区覆盖率达到 60％，最低的 40％的家庭，孟加拉国，2012年 
 
 
 

TOP 60％底部 40％ 

 
 

 

 

 
 
 
 
 
 
 
 

 

资源：转载自世界银行。2017 年。岌岌可危的进展：孟加拉国的水，卫生，卫生和贫困诊断。洗涤贫困诊断。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文献：安全管理的水在这里被定义为改进的水技术，在房屋内，不含大肠杆菌和砷。“高”被定义为安全管理的供水和改善的卫生设施的高于平均水

平。中等被定义为安全管理的供水或改善卫生的平均覆盖率。低定义为安全管理的供水和改善的卫生设施的平均覆盖率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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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3.1 柬埔寨营养和水，卫生和卫生综合政策和行动 

丹·琼斯和梅根·威尔逊 - 琼斯 
 

 

尽管经济持续增长和减贫 ， 营养不良仍然是柬埔寨

的公共卫生威胁。四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

足，十分之一的人被浪费，三分之一的人发育迟

缓，不可逆转地损害他们长期的认知和身体发育

[56]，导致低工资和生产力损失 

作为成年人 

包括发育迟缓在内的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受到一系列复

杂因素的影响，要求采取多部门的应对措施.58 在柬埔

寨的农村社区，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使用改良的厕所，

59 一半左右的人可以获得改善的饮用水源。初步进展，

研究显示，近年来，6 个月以下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下

降 61，而瓶子的使用量增加，尤其是在城市贫民中，尤

其是可能使用受污染水的人群.62 最近的数据也暗示 

只有 30％的 6-23 个月的儿童接受最低可接受的饮食 

柬埔寨王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政府优先考虑改善水，

卫生和卫生习惯和服务（WASH），作为推动政府减少发

育迟缓的多部门承诺的手段。 

在柬埔寨农业和农村发展理事会的领导下，“国家粮

食安全与营养战略”（2014-2018 年）反映了清楚地

确定 WASH 的优先次序，作为综合方法的一部分，将

营养专项和营养动态干预结合起来.64 

该战略倡导将 WASH 纳入所有儿童和孕产妇营养方

案，特别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营养，行为改变运动和

学校课程。它还概述了不同的体制机制 

协调包括 WASH 在内的柬埔寨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致力于加强国家和地区的能力 

规划，实施，监督和评估多部门方案。 

在这一强有力的政策基础上，农业和农村发展理事

会统一了农村发展和卫生部以及核心捐助者和发展

伙伴 

建立一个推动综合行动的 WASH和营养工作小组。 

捐助者和发展伙伴是 W a t e r A i d，救助儿童会，全

球卫生基金， 

国际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

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WHO），海伦凯勒国际和世界

银行。本集团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成立，旨在发展及

分享 WASH 与营养一体化经验，并在各部门之间建立更

大协同效应，从而产生更大影响。 

柬埔寨的融合并不是新鲜事，但从来不容易;许多以前

的努力停滞不前。为了取得成功，2016 年该集团共同

投资开发综合营养计划的变革理论， 

并委托进行一项研究，以深入了解其障碍和潜在的解

决方案。根据 Burnet 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和建议[65]，

政府领导的小组确定了三个优先行动： 

1) 指定可以积累 WASH 和营养知识的焦点人

士。 

2) 制定跨部门战略，概述现有 WASH 和营养政策如

何促进综合改善营养成果的努力。 

3) 主张经济财政部增加对营养和 WASH 的国家预算拨

款，并倡导捐助者增加融资机会。 

在政府的支持和证据的推动下，2017 年，各级政府和

发展合作伙伴都采取综合的多部门战略来减少营养不

良。全国 

WASH 和营养工作组继续协调国家的努力。地方卫生，

农村发展和农业代表正在首次讨论融合问题。政府和发

展合作伙伴将把它带到柬埔寨所支持的村庄和地区。越

来越多的捐助机构正在建立柬埔寨水，卫生和卫生营养

政策及行动的承诺和早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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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统 

营养和健康是不可分割的：营养不良是一种健康状况不

佳的疾病，所有疾病都会增加营养需求.66 在生命的前一千

天，营养充足意味着减少浪费和发育不良，减少疾病和死

亡。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晚年糖尿病 

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卫生服务的需求造成负担。可持续

发展目标 3 致力于保健，包含更多的目标和指标，而

不是与营养密切相关的任何其他目标 

目标 3.2 为儿童死亡率，3.4为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图

3.2）。 

反过来，改善卫生服务对于改善营养也是必要的。卫

生系统在促进婴幼儿喂养，补充，食疗和营养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 

辅导管理超重和体重不足， 

并筛查患者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营养不良的几个

重要干预措施，即所谓的“基本营养行动”是通过初级

卫生保健提供的。这些措施包括为育龄妇女（如叶酸，

维生素 A 和其他微量营养素补充剂）提供母乳喂养和营养

补充剂.69 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常常在卫生系统中得到正规

的三级护理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急性营养不良的管理。

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重要的行动目前并没有通过医

疗系统来实现。卫生服务通常受到地方一级人力资源差

距的阻碍，特别是在地方层面 

贫穷的农村地区。表 3.1 显示了四种基本的营养行动到

达需要它们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被称为“覆盖面”）。

例如，0-59 个月龄的儿童中只有 5％接受锌治疗（完整

列表见附录 2）。 

 
 

 

表 3.1：必要营养行动的覆盖面 
 

 
 
 

覆盖率/实践指标 

Bhutta 等人，2013 年

（目标人群）推荐的相

关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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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量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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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 ％ 

中位数 

具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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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锌治疗的腹泻患儿 0-

59 个月 

锌治疗腹泻（0-59 个月

的儿童）* 

 

46 

 

0 

 

28 

 

5 

 

2 

       
2014 年，6-59 个月接受

两剂维生素 A 补充剂的儿

童 

补充维生素 A（0-59

个月的儿童）*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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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65 

 

 
79 

       
家庭消费充足的碘盐 普遍盐碘化*      

 84 0 100 57 62 

      
最近五年出生的妇女在最近

一次怀孕时接受了铁和叶

酸，服用了 90 天以上 

补充多种微量营养素

（孕妇） 

 
 
 

59 

 
 
 

0.4 

 
 
 

82 

 
 
 

31 

 
 
 

30 

 
资源：Kothari M，2016 年，2016 年人口和健康调查干预覆盖率数据，2016 年和儿童基金会全球数据库，2016 年.70 对于印度，2013-2014 年儿童快速调查

的新数据将在适用的情况下使用。 

文献：所显示的四项基本营养行动是有干预指标的。有关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 2。*世卫组织电子营养行动证据推荐的干预措施.71 Bhutta 等人建议补

充多种微量营养素.72 数据来自于 2005 年至 2015 年进行的人口与健康调查，多指标类集调查和全国调查。在世卫组织批准这项建议之前，2005 年以前

的调查已经排除在这个表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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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卫生服务在预防综合性非传染性疾病方面也

做得不够。73 例如，即使在承认其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

疾病负担的国家，实际上也很少包括诸如促进健康饮

食，预防肥胖和糖尿病自身免疫等战略。在全民医疗保

健方案中进行管理教育.74 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的

预防和治疗，如管理高血压和糖尿病，往往通过卫生系

统得不到充分的实施。2015 年， 

所有国家中有一半还没有实施针对四种主要非传染性疾

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非传染性疾病管理指南，仅有 38 家（20％）为血糖控

制，中风和心脏病发作提供药物治疗和咨询世界银行对

美国的调查 

24 个国家，其中大部分都有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

的负担，表明只有六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在其保健方案中

提到了心血管疾病护理.76 此外，提供非传染性疾病服务

还受到地方一级人力资源差距的阻碍，农村地区 

更为积极的一点是，高收入国家正在出现一些例子，说

明卫生服务机构如何通过确保其所服务的食物支持健

康，在预防肥胖症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发

挥作用。Spotlight 3.2 强调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公平和包容 

改善营养对于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 1），两性

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5）和低质量教育（可持续

发展目标 4）在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

标 8）方面至关重要，并在所有这些方面减少不平等

SDG 10）。与此同时，解决贫困，工作条件（可持续

发展目标 8），教育，性别和不平等将改善营养成

果。 

这些协会的方向很难分开。然而，可以有把握地说，改

善营养是改善教育成果的一个平台，特别是改善学校的

成绩，就业和赋予女性权力，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78 解决发育迟缓和微量营养素缺乏问

题，如铁和碘，可以提高儿童参加和在学校表演的能力，

增加他们获得完整教育的机会.79 健康，优质的饮食与提

高了学校的表现.80 在生命早期受到发育迟缓影响较小的儿

童，其认知评估和活动水平测试分数较高.81 一个营养良
好的女孩或 

女性经历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包括对她的健康的益处，

进一步的学业成就，创收，对她的资源的控制 

做出决定的能力，包括推迟早婚和怀孕 

教育又与改善营养成果有关。具有优质中学教育的母亲可

能有更好的营养儿童.83 这突出了确保女孩继续上学的必要

性 - 但非洲，中东和东欧的青少年女孩的小学辍学率要

高于男孩南亚 

实现平等和改善营养成果也需要关注妇女的生育规定。

然而，只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可以获得符合国际劳工组织

标准的至少 14 周产假;只有 34％的妇女也有足够的产妇

福利保证资金.85 在 18％的国家，根本没有享受带薪产假

的权利，也没有权利在重返工作岗位上享受哺乳休息时

间，使母乳喂养变得更加困难.86 母乳喂养被广泛认可 

从营养角度看，婴儿喂养是最好的选择.87它可以防止婴儿

死亡率和发病率;增加智力;并且与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降

低有关。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也可能在晚年防止

肥胖和糖尿病.88妇女权利的其他方面也对营养很重要。 

例如，即使全球女性的农业劳动力比男性多，农村贫困

妇女往往得不到可靠的工作收入。在许多国家，妇女被

剥夺拥有土地，获得信贷，作出决定或领导小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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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3.2 整合澳大利亚大都市卫生服务中的健康食品供应和经济发展能力 

Anna Peeters，Kirstan Corben 和 Tara Boelsen-Robinson 
 

 

在澳大利亚，阿尔弗雷德·保健是一个大城市的卫生服

务，在墨尔本东南郊区的三个医院。认识到不仅在治疗

疾病方面，而且在促进健康方面的重要性，2011 年，

Alfred Health 开始了一个项目，以改善其三 

医院的网站。 

阿尔弗雷德健康与维多利亚州的政府指导方针合作，实

施“健康选择”90，以改善零售，自动售货和餐饮服务的

健康状况。阿尔弗雷德健康方法的特点之一是其团队方

法，在卫生服务管理方面有强有力的领导，任命一个专

门的健康促进作用，以及健康促进团队和食品服务零售

商之间开展强有力的合作.91 

所有四个试验都成功了。在所有四种情况下，含糖饮

料的销售大幅下降，最健康的饮料替代品如水的销售

量也有所增加。在展示含糖饮料的试验中，“饮食”

替代品（含有无热量甜味剂的饮料）的销售量增加。

相反，在价格试验中，这些“饮食”饮料的销售量与

含糖饮料的销售量一起下降。这些战略正在医院中继

续实施，无论是最初实施还是作了一些修改。 

所有四项审判也显示，这些变化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无论是出售的物品数量还是收入的返还，在审判期间

都保持不变。客户调查显示大多数客户不知道这些变

化，一旦意识到支持。这被认为是阿尔弗雷德健康和

它的重大成功 

从这种合作的方式来了一些小说 retailers
.92 

在其中一个试验中，含糖饮料 

试验由零售商和健康促进团队共同设计，以测试不同

的健康食品服务零售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他们希

望从短期的试验开始，让他们以“安全失败”的方式

探索不同的策略。Alfred Health 与教学机构，学

者，独立研究机构和国家健康促进基金会合作，为这

些试验的评估提供资源。主要合作伙伴包括迪肯大

学，行为见解小组，VicHealth 和维多利亚州政府。 

在努力改善食品和饮料的各个方面的同时，阿尔弗雷

德·保健集中了对含糖饮料进行改变的初步试验。所

有参与者都认为这有一个强大的健康逻辑，是一个包

含和可行的目标。四个含糖饮料试验进行了：1）在全

方位服务的咖啡馆里摆放含糖饮料; 2）从自助咖啡馆

的陈列中取出含糖饮料; 

3）自动售货机将含糖饮料的价格提高 20％ 4）在便

利店增加含糖饮料价格 20％。这些方法得到了零售

商的支持，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维持顾客的选择，同时

推动选择更健康的替代品。 

被从一个自助咖啡厅的陈列中删除，销售 

的含糖饮料从所有冷饮的 40％减少到只有 10％.93 在

所有这些饮料的倡议下，Alfred Health 估计现在每年在

其主要医院销售的含糖饮料减少了 36,500。 

阿尔弗雷德健康成为超过州政府目标的第一个维多利亚

州卫生服务，达到 56％的健康食品和饮料（从 2011 年

的 30％上升），减少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可用性 15％

（五年为 42％更早）。阿尔弗雷德·保健公司

（Alfred Health）的研究人员认为，这四项试验的成

功，以及饮食，自动售货机 

和食品服务。这包括采取持续的支持和资源寻求长远的

眼光;开发和管理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就所有相关

方之间为何引入政策的问题使用一致的信息。挑战包括

识别 

流行，健康的替代产品，并持续监控和评估现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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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与贫困，低收入和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全球

有五分之一的人口--7.67 亿人生活在这个地区 

在极度贫困（定义为每日收入低于 

$ 1.90）。他们的营养负担很重要：这一群体中有 46％

发育迟缓.94 贫穷的营养增加了贫困的风险：我们知道有

43％的五岁以下的儿童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发育迟缓而处于较高的

贫困风险中.95 据估计，发育迟缓的儿童比非发育迟

缓的儿童少赚 20％，而营养良好的儿童则有 33％贫穷 

97.事实上，工资水平与发育迟缓程度相关联 - 每增加

一厘米的成年身高就可以使工资率增加近 5％ [ 9 8 ]。

同样，对 29 个国家的分析表明，发育迟缓和消瘦都与

GDP 增长。发育迟缓的患病率下降 

估计人均收入每增加 10％，估计就会增加 3.2％。而收

入增长 10％意味着浪费了 7.4％.99 这并不能证明更好的

营养推动了更高的工资或经济增长 - 这些数字更可能表

明工资上涨或 

经济增长导致更好的营养。但它确实如此 

人们提到他们的粮食不安全感 105.这些问题向人们提出了

一些共同的经验，这些经验会影响那些资源太少的人，

以确保他们得到足够的食物。图 3.6 显示，非洲的粮食

不安全状况特别高，但即使在欧洲，也有 9％的家庭经

历了中度或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这从高收入的发现 

国家指出，同一家庭可能面临肥胖和粮食不安全的风

险，这种相互作用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图 3.6：按地区分列的中等到严重的粮食不

安全状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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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显示出使用具体的营养措施来宣传更广泛的政策和影响

那些关心减贫和经济增长的价值。 

贫困之间的联系，低水平的 

非洲亚洲欧洲美洲 

适度的粮食不安全严重的粮食不安全 

 
资源：作者基于粮食和农业组织粮食不安全经验量表（FIES）数据

库中的数据 

教育和其他形式的剥夺，肥胖症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更为复杂。在高收入 
国家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危险因素 

如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肥胖程度最高[100]。在

中低收入国家，肥胖和相关健康状况的复杂不平等模式

更为复杂，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和流行病学发展状况。一

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负担较重，而另一些

国家的负担则较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社会经济

地位较低的人群而言，负担的转移发生了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102 有证据表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

国家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比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的人群少吃水果，蔬菜，鱼类和纤维.103 与营养不良

相比， 

经济增长实际上与肥胖的增加有关。估计收入增加了

10％ 

人均肥胖率增加 4.4％ 

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风

险 

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对营养的影响

是家庭粮食不安全。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根据

美洲开发的规模调整了粮食不安全经验量表

（“FIES”），要求 

和平与稳定 

粮食不安全也从根本上与和平与稳定交织在一起。暴力

的武装冲突可能导致农作物，牲畜，土地和水系统的破

坏，以及粮食生产，加工，分 配和安全消费所需的运

输基础设施，市场和人力资源的中断.108 食品通常用作

一个 

武装分子与叛乱分子和政府肆意破坏平民的粮食获取，以

造成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削弱和诋毁潜在的对手.109 数十

年来对资源的竞争以及 2008年粮食价格暴涨所留下的遗

留问题已被记录在案引发社会动荡，冲突和政治示威不止 

也是促成南苏丹当前饥荒的一个促成因素.111 长期不稳

定可能在很多方面加剧粮食不安全，包括资产和生计的丧

失，自然资源的竞争，疾病的增加，获得卫生和社会服

务以及治理不善等.121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的

抵御能力和政府应对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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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度
变化 

-0.26％ 

 

 
-0.33％ 

-0.77％ 

-
1.09％ 

 

这种不稳定也与营养不良有关。在最坏的情况下，冲突

可能导致饥荒 - 如 

现在在南苏丹（第 1 章）。因此，生活在处于冲突和持

续危机的国家的营养不良人口比例几乎是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三倍.133 现在大多数发生冲突的国家被粮农组织列

为“低收入缺粮营养不良和发育不良的高负担 

114.虽然这些可能是造成暴力的原因，但是儿童营养不良

率却是惊人的 

被发现高出 50％，并且营养不良 

结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需要改善营养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营养之间有许多联系。但是我们不能

假设这些将会自动完成。正如“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

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链接显而易见的情况下，如营养

与贫穷之间，解决贫穷的社会保护方案通常也不 
120 

在冲突发生的时候高出 45％ 纳入营养。 没有有意识的映射 

115.积极的营养成果，例如减少发育迟缓，在冲突不存在

的情况下实现也更加容易和快速 116（图 3.7）。还有证据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联系，存在着严重的风险“ 

部门观点可能会破坏“2030 年议程”的整体和综合发展

远景 
121 

流离失所者经历双重负担 导致一切照旧“。 但是这个映射不会 

营养不良117.因此，需要实现和平（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来终止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 

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于营养抵御力来改善营养状况，有可

能将社区团结在一起，为长期改变提供机会。改善营养可

以帮助社区，社会和国家蓬勃发展，并为长期的和平与稳

定作出贡献。一个好的起点是对严重营养不良方案进行基

于社区的管理，对那些可能容易受到粮食价格冲击的人采

取社会保护计划。 

这也有助于将人道主义救济措施与稳定粮食价格和粮食库

存的长期办法联系起来。通过短期和长期投资，不仅可以

带来人道主义援助 

和营养从业者一起，我们可以减轻潜在的社会动荡和未

来的冲突 

本身发生。这取决于营养界 

展示双方议程设置和支持的明确路径。 

将营养承诺巩固到其他部门在全球，国家和计划层面的

计划和战略将需要漫长而动态的谈判，并提供有力的证

据来支持我们如何提供帮助。认识到共同战略的必要性

不会一夜之间发展。这将需要积极和持续的说服。它还

将涉及确认旨在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的政策和

战略与营养目标相抵触时的冲突。营养界可以而且应该

接触到工作的社区 

贯穿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积极帮助他们实现目标。我们对

这些关系的分析表明，一些关键部门要与之打交道。有些

像可持续农业一样显而易见。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 

   作为水，卫生和卫生与卫生系统， 

图 3.7：在减少发育迟缓方面的冲突

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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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合作先例已经确定。其他人，比如参与基础设施投资

的人，则是更新的离职。 

第二章表明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实现全球营养目标，这意味

着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2 和 3.4。实现这些营养目

标需要在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取得成功。和 

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就会阻碍实现世界目标

的努力 

为发展。 

20 1994  
-  2000 年 

 

2005  -  2013 

在过去二十年的开始和结束时受到重大各国冲突影响的国家（n 
= 14） 

过去二十年来受到重大各国冲突影响的国家（N = 10） 

过去二十年初期受重大各国冲突影响的国家（17 个） 

不受重大各国冲突影响的国家（63 个） 

资源：经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www.ifpri.org 许可转载。最初的数字可在

http://dx.doi.org/10.2499/9780896295759.119 在线获得
 

在
％

 

http://www.ifpri.org/
http://dx.doi.org/10.2499/978089629575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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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综合议程提供资金 
 
 
 
 
 

主要调查结果 
 
 

1. 各国政府在干预措施解决营养不良问题上的各国支出因国家而异，一些

支出超过预算的 10％用于营养支出，而另一些则少得多。 

2. 2014 年至 2015 年间，捐助者在营养不良方面的全球支出增长了 1％（500 万

美元），占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0.57％下降到 2015 年的

0.50％。 

3. 在预防和治疗肥胖和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NCDs）方面的开支占全

球 ODA 的 0.01％ 

尽管这些疾病的全球负担是巨大的，但 2015 年的所有部门都支出了。一些捐助

者正在引领这一趋势，但需要投入更多的投资。总的来说，各国政府对肥胖和

肥胖的支出数据不足 

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包括高收入国家。因此，我们对于花多少

钱，花多少钱，以及花多少钱了解甚少。 

4. 有机会对营养不良，肥胖症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开支采取更“双

重责任”的方式。开始的一种方法是重新定义用于跟踪营养开发支出的代

码，使其能够更有效地跟踪所花的费用以及如何在所有表格上 

的营养不良。 

5. 各国政府间接投入更多营养（“营养动态”支出），而不是直接投入营养干

预（“特定营养”支出）。对营养动态的支出为融合更为一体化的议程提供

了一个机会。为了说明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更好地追踪这种支出对营养和其他

发展目标的影响。 

6. 实现全球营养目标将需要更多的各国融资和发展援助。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提供综合行动还需要寻求更多创新的融资机制，并利用投资流量在多个行

业取得多赢。如果我们要为营养问题提供普遍的成果，那么综合考虑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投资将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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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全球营养目

标，将需要新的投资，并以不同的方式投入这

些投资.1本章跟踪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中提出

的关于营养资金筹措的进展情况，以“更多地

投资和更好地分配“（p.xxi）.2评估政府和

捐赠者的支 出 ，旨在评估旨在改善营养生存，

认知发展以及营养和健康结局的”特定营养干

预措施“。它也评估 

所谓的“营养动态”支出。对营养动态的支出

包括分配给广泛处理营养（如获得饮用水，卫

生，教育和社会保护）的根本原因的部门的预

算项目，以及营养是一个目标的计划，干预或

服务没有被定义为营养专项干预措施（例如既

有利于农业生产者又有潜力实现膳食多样性的

项目）。最后，它试图评估在肥胖和饮食相关

的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支出，尽管由于缺乏资

金分配和花费在这些条件上的数据而受到阻

碍。 

在“全球营养报告”中追踪融资的目的是为利益相关

者，特别是民间社会提供数据，帮助政府和捐助者更多地

负责融资行动，加速营养改善。跟踪支出可以提供有关如

何实现共享议程集的见解 

在第 3 章。它显示了已经建立，费用较高的孕产妇和儿

童营养不良干预措施以及与肥胖症和饮食有关的非传染

性疾病议程中的资金缺口。它还提出了关于需要新的资

金渠道和更好地理解如何利用现有投资流量的问题。 

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投

资 3 

政府投资于针对特定营养和动

态的干预措施来解决营养不良

问题 

在这里，我们介绍了在二零一五年和二零一六年由 41 个

国家进行的扩大营养（SUN）运动的预算分析结果，作为

追踪宣传，规划和影响支出努力的一部分。在 2017 年编

制营养预算的 41 个国家中，有 37 个纳入了分析（被排

除的国家或者没有完成分析，或者结果未经 SUN 政府联

络点验证）。各国审查了国家预算，以确定政府在营养

方面的支出，并评估了分配给营养专项和营养动态干预

措施的金额（更详细的方法见附录 3）。焦点 4.1 强调为

什么营养预算分析对宣传，计划规划和资金问责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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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4.1 营养预算分析的重要性 

亚历克西斯达戈斯蒂诺，海伦康诺利，乍得 Chalker 
 
 

世界银行在其“营养投资框架”报告中估计，每年需要

额外增加 70 亿美元，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特定营养干预

措施，实现 2025 年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MIYCN）目标

中的四项（发育迟缓，消瘦，贫血和纯母乳喂养）.4 然

而，由于目前的承诺和支出信息不完整，妨碍在国家和

全球层面上提倡更多的资源来解决营养问题。更重要的

是，确定资金和计划缺口对于营养来说尤其具有挑战

性，因为资金分散在不同的部门。随着对营养的日益重

视，确保有足够的经费是至关重要的 - 而且这笔资金

将投向哪里 

是必要的。 

营养预算分析确定了各国在预算中包含的与营养有关

的活动，以及分配了多少资金来支持这些活动。预算

分析结果可以 

有助于宣传，方案规划和资金问责。 

一些国家已开始进行营养预算分析，以满足对营养

预算和开支的清晰准确数据的需求 -  

在撰写本文时约有 40 个国家。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

SPRING（加强伙伴关系，营养全球结果和创新）项目

与来自七个国家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访谈，并对未

来进行了更多的计划。这些访谈揭示了许多优点和机

会，如这里描述的那些。 

预算分析练习产生了广泛的学习经验。 

这些经验包括宣传，政策和立法产出，可以作为在

其他国家使用类似分析的例子。调查结果被用于多

方面的目的，比如通知马拉维议会的营养专家，帮

助卫生部倡导在塔吉克斯坦建立更多的营养资助机

制。 

预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提供了许多机会来倡导

营养。 

预算分析的结果可以在整个计划周期中使用。但要有效

使用数据，需要对预算周期和营养计划有深入的了解。

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营养利益相关者与国家规划和

监测部的同事合作，将预算分析的结果与预算和优

先排序过程联系起来。 

有很多方法来呈现调查结果。 

预算分析项目的目标 - 提倡，计划或说明营养资金 - 

在各个国家都是相似的。但是，根据所遵循的方法和目

标受众，产出是不同的。坦桑尼亚进行了第一次营养支

出公开审查，并提出了调查结果 

向决策者提高对提高营养资金需求的认识。这次演习

导致地方当局增加了预算拨款和营养预算指导。同

时，马拉维利用其国家预算分析工作的成果，吸引地

区官员作为营养倡导者。 

分享预算分析结果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 

随着利益相关者的变化，观众变得越来越精明，预算

分析的类型和结果的表述也随之改变。尼泊尔为每一

轮数据分析确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确保调查结果能

够适用于目前的挑战或信息差距。在赞比亚，每一轮

预算分析都有助于指导地方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参与营

养预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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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些发现为扩大营养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提供了

机会。 

虽然预算分析本身往往涉及数量和类型的利益相关

者，分享和讨论的结果提供了一个机会，涉及广泛

的行为者，定义广泛的营养 

社区。各国报告与各种利益攸关方合作，利用从马拉维

的地区官员到塔吉克斯坦捐助者的预算分析活动的结

果。赞比亚利用预算分析过程来吸引新的营养利益相关

者。 

分享调查结果可以成为教育和倡导未来更详细的分

析的一种方式。 

虽然预算分析的结果最初可能只是为了提高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但是它们也可以用于整个规划和筹资

过程，甚至在问责阶段。 

在赞比亚，演习确定需要建立一套报告的做法。这导致

更频繁和详细的年度预算跟踪报告，以举行利益相关者

和政府对所做的承诺负责，并确保营养保持 

优先权。在菲律宾，未来演习的目标是与预算管理部门

更密切地合作，说明有多少资金 

在每个预算方案的具体活动中预留营养。 

这些经验表明，营养预算分析结果可能对决策者有用，

也是营养领域问责制的有效工具。预算分析只能影响资

金 

分配和营养支出，如果使用这些调查结果并与决策者

共享令人信服的话。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记录和分享国家经验将

有助于进一步学习和更有力地使用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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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预算拨款用于特定营养和营养动态的干预措施，2017年有 37个/ 41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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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政府支出占营养预算的百分比 
 

资源：国家预算分析。

文献：这考虑了总预算分配，因此代表了可以用于营养的最大量。刚果（金）：刚果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图 4.1 显示了在 41 个国家中的 37 个国家，专门针对

特定营养和对营养动态的干预措施的国家预算的百分

比 

乍得，科摩罗，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和

尼泊尔已经表明承诺在营养方面进行投资，将其一般

政府支出的 10％以上用于营养专项和动态 

干预措施。但是，国家没有基准，应该把国家总预算的多

少用于营养。这可能是非常具体的情况，并取决于营养不

良的根本原因。图 4.2 中 41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除越南

以外，大部分各国投资都是在营养动态的干预措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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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与营养有关的总支出作为特定营养和动态的分配，41个国家，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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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国家预算分析。

文献：100％代表与营养有关的总支出。刚果（金）：刚果民主共和国。
 

图 4.3：估计 2017年为 22/41个国家实现特定营养干预措施的供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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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的预算估计的成本 

 

资源：国家预算分析。

文献：图表显示了一部分基于预算分析的成本预算和当前详细资金的国家。对于孟加拉国，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莫桑比克，秘鲁

和多哥来说，报告的数字来自混合资金来源（各国和国外）。其余国家的报告数字仅来自各国资金。这一估计数不包括国家预算中没有报告的资金。

刚果（金）：刚果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对至少有两个数据点的 25 个国家的 2013 年至 2015

年的分析显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态的干预支出平均增长 4％（n = 25

个国家），特定营养干预支出平均增长 29％（n = 21 个

国家）。与营养有关的干预支出增加更多，包括刚果民主

共和国（DRC），毛里塔尼亚，马达加斯加和尼泊尔在内

的国家增加了针对营养特定项目的支出 

超过 100％。与此同时，包括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赞比

亚在内的国家将营养动态型干预的支出增加了 50％以

上。 

图 4.3 比较了 22 个国家的估算预算和具体营养干预措施

的详细预算项目，包括补充维生素 A，促进婴幼儿喂养，

补充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铁和叶酸，治疗严重急性营养不

良和强化食物并估计需要充分资助 这些干预措施.6 数据显

示，几乎所有国家的预算都低于最大限度地提高营养专项

干预对实现 MIYCN 目标的贡献所需的估计成本（图

4.3）.7 危地马拉和秘鲁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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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017年按部门划分的营养动态分配

比例，37/41个国家 

 

图 4.5：2017年开支最大的 10类营养动态项

目占 37/41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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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国家预算分析。

文献：洗：水，卫生和卫生。
 

 

 

 

 

在进行预算分析的 41 个国家中，37 个 国家还分析了国家

预算，以评估在卫生，教育，农业，社会保护和水，卫生

与卫生五个关键部门中至少三个的营养动态干预措施投

资）。虽然所有国家都没有共同的模式，但是在社会保护

部门（34％），其次是健康（22％），农业（17％），

8％的 WASH（15％）和教育（11％）（图 4.4）。在五个行业

中，支出的最大份额是由少数类型的项目支配的 

- 现金转移，提高饮用水供应和卫生设施的方案以及基本

医疗保健支出的比例最大（图 4.5）。有趣的是，更多的

国家也投资农业和粮食安全，但支出较少。 

 
资源：国家预算分析。

文献：括号内的数字表明有多少国家在其预算分析中包括了该计划的类

型。*联合饮用水供应和卫生。

 

 

 

捐助者和多边组织为解决营养

不良问题而进行的营养专项和

动态干预投资 9 

捐助者和多边组织为营养不良负担重的国家提供营养改

善的投资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总体预算花费在发展上

的国家。本节使用 ODA 支出数据 

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报告，该报告摘自债权人报告系统（CRS）数据

库，以追踪营养投资 

主要捐助者。这里显示的大部分数据已经提供给经合组

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 CRS，除非是自我报告的数据，根

据 CRS 的目的代码分析支出被定义为“基本营养”.10

更好地追踪官方发展援助的方式在焦点 4.2，并包括重新

定义这个基本的营养准则，并制定营养政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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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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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4.2改善捐助者的营养跟踪 

玛丽 D'Alimonte和奥古斯丁弗洛里 
 
 

追踪营养投资对于告诉我们是重要的 1）每年调动多少

资金用于营养，2）最大的贡献来自哪里，3）资金针对

的是那些在需要帮助的地区工作的干预措施最。然而，

目前的资源追踪系统存在挑战和差距，特别是在通过官

方发展援助提供捐助的情况下 

图 4.6 显示了官方发展援助如何从捐助国转移到受援

国的执行机构。经合组织的 CRS 可以用来提取营养援

助的数量。然而，基本的营养目的法典 - 通常被用

来作为特定营养的投资的一个替代指标 - 包括对营养

动态的大型投资，如学校供餐。第二个挑战是， 特 定

营养干预措施可作为更广泛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计划

的一部分进行报告，而不是根据基本营养法典进行记

录。第三，一些营养干预措施是通过应急措施提供

的，系统编码为 

因此不会在基本营养下被捕获。 

总之，这些原因使得基本营养法典不能完全代表捐助者

对营养专项投资的援助。最重要的是，CRS 没有系统化

和标准化的方法来获取跨部门的跨部门营养动态投资。 

在 CRS 中改进营养方式的一个建议是重新定义基本的

营养代码，以更好地符合特定营养干预的概念。重新

定义的代码还可以获得任何支持扩大干预措施的投

资，包括研究，治理和政策支持。另一项建议是引入

营养政策标志，以确定跨部门的营养投资，这将允许

以更综合的方式进行追踪。营养政策标记可以确定健

康项目，应急响应， 

农业，教育和任何其他营养动态部门有营养目标，

目标和活动。它将涵盖旨在的投资 

预防超重和肥胖以及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政策标

志还将跟踪符合营养动态纳入标准的项目数量 - 由 SUN

捐助网络定义为任何具有营养目标，指标和活动的项目 

- 并将量化各部门对营养动态的投资（更多关于方

法的内容见附录 3）。 

营养政策标志将与现有的针对性别和气候变化的标志

类似，它们与营养一样跨越许多部门的交叉主题领

域。设置营养标记系统可以实现 

研究人员或数据使用者提取跨部门和目的代码的所有

相关营养投资（包括总支付或承诺数额）.12 还有一个

新的非传染性疾病的代码，其中将包括“暴露于不健

康的饮食：通过减少盐，糖的消耗来促进健康饮食的

计划和干预措施 

和脂肪和增加的水果和蔬菜消费食品添加剂，营养标

签，食品税，对不健康食品的营销限制，营养教育和咨

询以及基于环境的干预措施（学校，工作场所，村

庄，社区）。 

随着这些变化，营养界将能够定期捕捉有关营养融资

情况的信息，为政策，规划和宣传工作提供信息。数

据将显示多少 

正在由哪些捐助者，哪些国家，哪些渠道（如通

过多边系统，公共渠道和非政府组织）花费。 

这些信息对促进可持续融资和发展工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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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和多边投资，针对特定营养的干

预措施 

过去 10 年间，用于营养特定干预措施的官方发展援助

总额发生了变化（图 4.7）。2006 年至 2013 年间，全

球官方发展援助在特定营养干预方面的支出每年增

长。 

从那以后，实际上，2014 年达到了高峰，2014 年至

2015 年仅略有增长。 

2015 年的支出达到 8.67 亿美元，比 2014 年的 8.51 亿

美元增长 2％。但这仍然低于 2013 年的 8.7 亿美元。

尽管估计在未来 10 年将需要 700 亿美元，以最大限度

地提高营养专项干预对实现 2025 年发育迟缓，消瘦，

贫血和纯母乳喂养的四个 MIYCN 目标的贡献，“优先

包”为需要花费 230 亿美元的干预措施.14 应该指出的

是，这个估计并不包括多少 

2014 年至 2015 年，发援会国家捐助者的集体支出增长

了 1％，即 500 万美元。但支出仍然低于 2013 年。多

边机构的支出也增加了 3％，即 710 万美元，超过了去

年的水平。 

尽管总量有所增加，但官方发展援助占营养专项干预的比

例从 2014 年的 0.57％下降到 2015 年的 0.50％。这是因

为全球（所有部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支出总额增长率

高于特定营养支出。 

 
 

 

图 4.7：2006  -  2015年政府和多边官方

发展援助在特定营养干预方面的支出 

 
0.6％ 

1.0 
0.5％ 

应在未来十年投资于营养动态的干预措施。更好地了解在

营养动态干预措施中应该投入多少资金，哪些部门将是实

现 MIYCN 目标的关键。 

发援会国家捐助者15 继续提供最多（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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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者多边机构 

 

官方发展援助的

百分比 

花费了 500 万美元，相当于全球的 1％。多边机构在

2015 年贡献了剩余的 28％ -  2.42 亿美元。 

资源：基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债权人报告制度的举措。

文献：金额为按 2015 年不变价格支付的总额。

图 4.6：ODA资源在 DAC系统中流动 

资源：改编自经合组织统计。

文献：WHA：世界卫生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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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全球开支继续由某些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提供，即

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和德国（图 4.8）。2014 年，

这五个捐助者提供了所有支出的 68％。仅美国就占总支

出的 32％，并继续花费任何国家捐助者（2015 年为 2.74

亿美元），其次是加拿大（1.09 亿美元）和英国（1.06

亿美元）。 

2014 年至 2015 年，14 个 DAC 国家捐助者的特定营养干预

开支有所增加。 

美国和英国的开支最大，分别为 4600 万美元和 2000

万美元。 

德国，大韩民国， 

荷兰，挪威和西班牙也有所增加，捷克共和国，匈牙

利，意大利，新西兰，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瑞典的

支出也有所增加，但幅度较小（不到 100 万美元）。相

反，另外 12 名发援委成员的支出减少了。与此同时，虽

然欧盟的特定营养支出减少了 4160 万美元，但其他多

边捐助者向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报告的支出也增加

了 710 万美元，由国际开发协会（IDA）领导（图

4.9）。 

自 2014 年以来，17 个经合组织发援会成员国继续向特

定营养干预措施拨款 100 多万美元。八个国家报告的支

出均低于 100 万美元，五个国家报告没有特定的营养支

出，尽管五个国家的组合自 2014 年以来已经改变。如

果每个捐助者在 2015 年支出少于 100 万美元的支出增

加到 100 万美元大关，那么将会有一个 

额外的 1220 万美元可用于特定营养干预。 

2015 年至少有 121 个国家的营养特定支出已经支出，但

仍然集中在 121 个国家中的几个国家。所有针对特定营

养的官方发展援助中有一半以上（50.5％）仅限于 14

个发展中国家，但正如第二章所强调的那样，这一负担

在许多国家是相当重 要 的。比如埃塞俄比亚，哪个 

过去几年发育迟缓明显减少，获得的支出最多，相当于

2015 年的 6100 万美元。危地马拉，马拉维，莫桑比克，

尼泊尔和也门也分别获得至少 4％的营养专项支出（每年

48-33 亿美元）。在 2014 年之间 

2015 年，危地马拉和尼泊尔的经费增幅最大，分别为

2100 万美元和 1700 万美元。卢旺达下降幅度最大，为

2390 万美元，比 2014 年下降 82％。 

 
 

 

图 4.8：捐助者特定的营养支出，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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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基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债权人报告系统（CRS）的举措。

文献：金额为按 2015 年不变价格支付的总额。*由比尔＆amp;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是指向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报告的私人赠款。韩国：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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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国家捐助者和多边机构从 2014年到 2015年在营养专项支出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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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对营养动态部门的投资 

本部分使用捐助者直接报告的全球营养报告的支出数

据。根据以前报告中报告的数据，最新的支出数字表

明捐助者对营养动态的支出 

继续上升。尽管没有报告世界银行的支付数据，而今年

也没有捕获澳大利亚的数据，因为它每两年报告一次数

据，2014 年至 2015 年间，营养动态干预的集体支出增长

了 2.37 亿美元。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再次提供了最多的资金（图

4.10）。 

十个捐助者向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报告了对营养动

态的支出

和 2017 年。其中，七名捐助者在二零一五年的开支较二

零一四年增加：“条例草案”加拿大梅林达·盖茨基金

会，德国儿童投资基金会，荷兰，瑞士和英国。加拿大

和英国报告支出增长最为显着，支出增加了 

2.73 亿美元和 1.48 亿美元。 

其余三名捐助者在 2015 年报告的支出比 2014 年

少：欧盟，爱尔兰和美国。 

欧盟的下降幅度最大，2015 年比 2014 年下降了 1.47 亿

美元（图 4.11）。 

表 4.1 列出了捐助者自报数据及其注意事项。根据这些

数据很难解释支出趋势，因为缺乏数据和使用各种方法

来确定对营养动态的支出。 

 
 

 

图 4.10：报告捐助者对营养动态支出，2012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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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发展倡议，根据捐助者提供的数据。 

文献：数据不是不变的价格。“其他”包括澳大利亚，比尔＆amp;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儿童投资基金会，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和瑞士。 

 

图 4.11：捐助者在 2014年和 2015年对营养动态支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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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如果自 2014 年以来有所增加，橙色酒吧将在 2014 年显示支出，如果自 2014 年以来有所下降，则在 2015 年支出。绿色酒吧在 2015 年显示额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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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百
万
美
元

 



74    全球营养报告 2017 

《2017 全球营养报告》首译中文版（half macine trans） 

 

 

表 4.1：“2014-2017 年全球营养报告”报告的营养支出为数千美元 
 

捐赠者 营养特定 2010 年 营养特定 2012 年 营养特定 2013 年 营养特定 2014 年 营养特定 2015 年 

澳大利亚 6,672 16516 NA 20857 NA +++ 

加拿大 98846 205463 169350 159300 108600 

欧洲联盟* 50889 8 54352 44680 48270 

法国** 2895 3852 2606 6005 4,660 

德国 2987 2,719 35666 50572 51399 

爱尔兰 7691 7565 10776 19154 13079 

荷兰 2661 4007 20,216 25025 31604 

瑞士 0 0 0 0 0 

英国*** 39860 63127 105000 87000 92,400 

美国+ 8,820 229353 311106 263240 382891 

盖茨基金会 50060 80610 83534 61700 96,500 

CIFF 980 5,481 37482 26,750 53607 

世界银行++ NA NA NA NA NA 

总共 13 个捐助者 272361 618701 830088 764283 883010 

      
捐赠者 2010 年营养动态 2012 年营养动态 2013 年营养动态 2014 年营养动态 2015 年营养动态型 

澳大利亚 49903 114553 NA 87598 NA +++ 

加拿大 80179 90171 NR 998674 1271986 

欧洲联盟* 392563 309209 315419 570890 423704 

法国** 23003 27141 33599 NR 23781 

德国 18856 29139 20642 51547 84174 

爱尔兰 34806 45412 48326 56154 54217 

荷兰 2,484 20,160 21616 18,274 28422 

瑞士 21099 28,800 29160 26501 43656 

英国*** 302215 412737 734700 780500 928300 

美国+ NR 1857716 2206759 2619923 2555332 

盖茨基金会 12320 34860 43,500 29200 42000 

CIFF 0 0 854 154 20725 

世界银行++ NA NA NA NA NA 

总共 13 个捐助者 937428 2969898 3454575 5239415 5476297 

      
捐赠者 2010 年总计 2012 年总计 2013 年总计 2014 年总计 2015 年总计 

澳大利亚 56575 131069 NR 108455 NA +++ 

加拿大 179025 295634 NA 1157974 1380586 

欧洲联盟* 443452 309217 369771 615570 471974 

法国* 25898 30993 36205 NA 28441 

德国 21843 31858 56308 102119 135573 

爱尔兰 42497 52977 59102 75308 67295 

荷兰 5,145 24,167 41832 43299 60027 

瑞士 21099 28,800 29160 26501 43656 

英国* 342075 475864 839700 867500 1020700 

美国+ NR 2087069 2517865 2883163 2938223 

盖茨基金会 62380 115470 127034 90,900 138,500 

CIFF 980 5,481 38336 26904 74332 

世界银行++ NA NA NA NA NA 

总共 13 个捐助者 1200969 3588599 4115313 5997693 6359307 

 

资源：作者根据捐赠者提供的数据。

文献：数据不是不变的价格。大多数捐助者以美元报告，而他们不报告的情况下，我们使用 报告期间的年平均市场汇率.16CIFF：儿童投资基金基金会;

盖茨基金会：比尔＆amp;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NR：没有回应

我们对数据的要求; NA：不适用（由于缺少数据或使用 SUN 捐助者网络以外的方法所产生的数据，无法计算有意义的总和）。

*在营养促进增长峰会上，欧盟承诺在 2014 年至 2020 年期间实施 35 亿欧元的营养干预措施。承诺对应于欧盟和合作伙伴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财务协

议。欧盟报告的支出数字是迄今为止签订的承诺总额。根据个人合同中列出的支付时间表，合作伙伴的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率，进一步支付资金。

**法国报告了 4,660,013 美元作为特定营养支出，可以四舍五入为四百七十万美元。法国通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体系报告和“全球营养报告”

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被作为“全球营养报告”报告的特定营养支出的“
***英国数字仅代表国际发展部的营养支出。

+美国政府的营养动态部分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于特定营养，美国政府使用经合组织 DAC 债权人报告系统（CRS）目的代码 12240，其中包括通过

McGovern-

多尔国际教育和儿童营养食品计划。它还包括“第二标题食品促进和平计划”下的“紧急粮食援助”（CRS 代码 72040）和“发展粮食援助”
（CRS 代码 52010），在美国被确定为营养（计划要素 3.1.9）政府的对外援助框架。这一方案内容旨在减少 5 岁以下儿童的慢性营养不良。为了达到这

个目标，发展伙伴在头 1000 天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预防性的方法 - 从一个女人的怀孕直到这个孩子是两个。方案采用协同一揽子营养特定和动态的

干预措施，通过改进预防和治疗性卫生服务，包括发育监测和促进，卫生，免疫，驱虫，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防治疟疾，帮助减少慢性和急性营养不

良。

++世界银行不向“全球营养报告”提交付款，只报告通过“营养促进增长”流程所作的承诺。

+++虽然澳大利亚在 2015 日历年期间进行了营养投资，但这些未在“全球营养报告”中计算或报告发表。澳大利亚每两年向全球营养报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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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解决肥胖症和与饮食有

关的非传染性疾病 

各国对肥胖和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

的支出 

关于目前干预措施的各国筹资水平，预防或治疗超重/肥

胖以及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和某些癌症）的政策和方案的数据几乎不存在。这个差

距使得不可能评估低，中，高收入的程度 

各国正在或没有投入必要的资源来解决这些日益增加的负

担。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国家卫生账户数据库

今后的变化将使更多关于各国支出的信息更容易获得。 

各种讨论正在考虑如何解决缺乏各国预防各种筹资的问

题 

的非传染性疾病。在 2015年 7月的第三届发展筹资国

际会议上，各国政府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

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各

国资源将在全球卫生筹资中发挥比在千年发展目标时代

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烟草税收提高了 

双赢的解决方案。烟草税的成功促使了对其他税收的建议 

不必要和不健康的产品，包括含糖饮料。世界各国政府

开始认识到这种财政政策的双重好处，即成功的创收方

式 

国际上对肥胖和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

病的支出 

各国开支的重点不是低估国际开支。正如“2016 年全

球营养报告”所报告的那样，没有 CRS 代码来跟踪官方

发展援助对肥胖或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正如

Spotlight 4.2 中所讨论的那样，有人建议引入一个。

与此同时，为了估计捐助者官方发展援助在肥胖症和与

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的开支，整个经合组织发

展援助委员会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数据库进行了搜索，以

确定所有目 的 代码中与预防或治疗肥胖症和与饮食有

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的活动。首先在 CRS 数据集中的每个

记录的标题和描述字段中搜索一个或多个关键字：饮

食，饮食，肥胖，非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慢性

病，糖尿病，obesité，非疾病 

可传送，maladie chronique，diabète。在 2015 年 CRS

数据集中包含的 226,221 条记录中， 

480 包含一个或多个关键字。然后对这些进行单独审

查，放弃任何不相关的项目。当标题和说明中的信息清

楚地表明项目不涉及肥胖症或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

病时，项目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主要以农业或营养不

足为目标的项目以及反烟草和体育为基础的项目也被排

除在外。 

在 2015 年的 CRS 记录中，有 101 个项目的 重点是基于

标题和说明中的信息来解决肥胖和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

疾病。这些活动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为 2530 万美元，

总额为承诺 

2450 万美元。这一数字在 2015 年占全球官方发展援助

支出（所有部门）的 0.01％。 

根据这项检索，付款似乎从 2014 年的 4910 万美元减

至 2015 年的 2530 万美元。为什么资金的低迷还不清

楚。占资金总额的 51％，英国和澳大利亚最高，分别

为 720 万美元和 570 万美元。支出用于至少 36 个国

家，分配给区域一级的 550 万美元和 240 万美元，没

有一个指定的收款人。 

最大的受援国是中国和斐济，分别获得 560 万美元和 400

万美元。在肥胖/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支出

中，92％（即 2330 万美元）报告为卫生部门支出（目的

代码 120）。在这 92％的基础营养目标代码（12240）中

报告了 3％（或 90 万美元）。农业和粮食安全部门占肥

胖/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相关开支的 7％，其余 1％分布

在其他部门（图 4.12）。 

 
 

 

图 4.12：2015年按部门分列的与饮食有关

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 

 

 

 
其他健康农业

和粮食安全 

其他 

基本营养/营养专

用 

 
 
 
 
 

 
资源：基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债权人报告制度的举措。

文献：根据 2015 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支付的数额。“其他”包括基

础设施，治理，安全和人道主义干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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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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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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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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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对所有非传染性疾病的总体发展援助总体较

低.19 根据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的“2016 年全球卫生

融资报告”，2016 年卫生发展援助总额为 376 亿美元，

只有 1.7％用于非传染性疾病和 心理健康，妇幼保健的

比例接近 30％，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比例为 25％。这与

全球疾病负担不相吻合.20 从2010 年到 2016 年，非传染

性疾病的资金按年增长了 5.2％，但仍 然是健康领域 

迄今为止资金最少。报告还显示，2000 年至 2016 年间

非传染性疾病发展援助的最大比例来自私人慈善事业，

其中烟草计划和保健服务的比例最高。尽管总体上忽视

了肥胖症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援助，但

是两个私人基金会正在投资于肥胖症和与饮食有关的非

传染性疾病的预防，这是以他们戒烟促进资金的经验为

基础的（Spotlight 4.3）.21 

 
 

聚焦 4.3 投资于肥胖和 NCD 预防：彭博慈善事业与国际发展研究加拿大 

Neena Prasad和 Greg Hallen 
 

 

彭博慈善事业 

Neena Prasad

自 2012 年以来，彭博慈善事业已经承诺提供超过 1.3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国家制定和

评估旨在遏制肥胖率上升的政策.22作为一个私人基金

会，它有利于测试证据充分的政策创新在那里资金紧张

的政府可能不愿意这样做。 

我们的肥胖预防计划反映了我们最大的公共卫生计划 - 

彭博倡议减少烟草使用 -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它与肥

胖预防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作为防止非传染性疾病成

为我们公共卫生规划核心的基础，肥胖的巨大负担迫使

我们采取行动。该方案有两个组成部分： 

• 第一部分资助旨在推动执行公共政策的行动。这是

基于证据，肥胖的基本原因是一个

“obesogenic”的环境（也就是说，通过其周围

环境，机会或生活条件提高人们的肥胖风险）。因

此，有一个科学的理由来资助公共政策的测试，以

确保健康的食品和饮料相对于食品环境中的不健康

食品更容易获得，负担得起和吸引人。 

• 第二部分资金严格评估这些公共政策，以建立行动

的经验证据 - 确定哪些工作，在哪里以及如何。希

望这种证据的产生将成为任何国家或司法管辖区可

以采取的一揽子政策的基础。 

该计划的优先政策是： 

• 通过全面的营销禁令，限制儿童和青少年接触

不健康食品和饮料营销 

• 含糖饮料和垃圾食品 

• 清除公共机构，特别是学校的不健康产品 

• 使用简单和丰富的前包装营养标签。 

制定该计划的第一步是资助 2012 年在墨西哥启动的试

点项目。这一资助墨西哥非政府组织竞选公共政策，

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支持评估制定的政策。 

随后，这些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有力活动使含糖饮料的

每公升一比索（2014 年 1 月实施）达到高潮，这些评

估发现可有效减少这些饮料的购买量.23 

墨西哥的早期成功鼓励我们将这一计划扩大到肥胖（和

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高负担的其他地方，并推动政府

和民间社会采取行动。其他重点国家是巴巴多斯，巴

西，哥伦比亚，牙买加，南非和美国。同时，智利的研

究机构正在从我们的评估基金那里获得资金，以衡量近

期有关垃圾食品包装标签和营销限制的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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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格雷格·哈伦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是加拿大外交政

策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知识，创新和知识 

改善发展中国家生活的解决办法。IDRC 在支持 NCD 预

防研究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这包括侧重于粮食系统干

预，IDRC 自 2012 年以来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至

少 30 个项目中资助了 1700 多万加元。 

通过我们的食品，环境和健康计划，我们的饮食相

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基金是在 2011 年的非传染

性 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呼吁提供更多资金之后建

立起来的，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传染性

疾病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负担日益增加，但

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IDRC 很适合 

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其 20 年的经验支

持多学科，多部门的烟草控制研究以及被忽视的，

正在出现的健康威胁的环境原因。 

通过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几种方式来遏制与

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的上升趋势：将当地的粮食体

系和饮食趋势转向更健康，更有营养和多样化的饮食;

通过查明和评估粮食系统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创新，以改

善健康饮食的获取和购买能力以及吸引力;并减少高

脂，高糖和高盐饮食。 

所有的项目都是由国家领导的，并侧重于授权当地研究

人员创造本地解决方案。我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通

过当地拥有的证据最好地实施本地，低成本的解决方

案。资助项目推进非传染性疾病的财政政策和社区解决

方案涵盖了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亚洲和南非的一

系列方法和全球热点。 

例如： 

• 在南非，政策研究人员与决策者合作减少食盐摄

入量，导致 2013 年出台新的立法。在这一成功的

基础上，IDRC 资助的研究帮助推出了含糖饮料新

税（2017 年宣布）。 

• 在秘鲁，研究人员展示了电视曝光不健康食品广告对

儿童的影响，从而制定了一项新的减少针对青少年的

食品广告的法律。他们还表明，增加水果和蔬菜的含

量，同时减少盐和饱和脂肪的使用是可行的社区厨房

提供的午餐，每天服务超过五十万餐，低收入的人。 

• 阿根廷，巴西，智利，危地马拉，马来西亚，墨西

哥，泰国和越南正在资助其他改善公共和私营部门

粮食政策的项目。 

• 从全球角度看，正在制定一个案例手册，讨论公共

和私营部门之间在改善营养和预防非传染性疾病方

面相互作用的道德挑战。这是与加拿大卫生研究院

和英国健康论坛合作的。 

IDRC 和彭博慈善机构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肥胖问题，

无论是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还是在与民间社会行

为者的政策努力背后支持学术领导。但是，他们面临的

共同挑战是要阐明，对于地区政策制定者和潜在的全球

合作伙伴， 

关注人口水平的干预措施或政策对拯救生命至关重

要，同社区一级的干预措施一样重要。预防需要特别

注意解决不良饮食日益增加的负担 - 正是国际资助

者在鼓励各国努力改善营养方面所能提供的经验和重

点。 

 
 

鉴于非传染性疾病总体上缺乏资金，有人提出了进一步

形式的创新性筹资建议.24 其中一个是私人机制，例如

赠款 

以及通常通过民间社会进行私人 - 私人援助流动的技术

援助。另一个是团结或众筹机制，从私人来源收集分散的

资金，使私人到主权的资源转移。催化机制提供公共保

证，将私人资本用于实现社会效益目标，混合融资机制

涵盖范围广泛的模式，在可信赖的公共主管部门的主持下

动员多种来源的融资。 

 

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并在彭博慈善基金的支持下，类

似“营养投资框架”的非传染性疾病投资框架也在发

展之中。该框架将为政府和捐助者提供投资于经过验

证的干预措施的估计成本。目的 

是提供一个有力的案例来激励和指导政府，捐助者和

企业的投资，包括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制定一

套优先的政策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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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获得认真的资金 
我们需要以更普遍的方式考虑资金流动的营养问题。

政府和政府 

如果我们要解决 MIYCN 针对发育迟缓，消瘦，贫血和纯母

乳喂养的目标，捐助者需要增加针对营养的干预措施的资

金。预防和治疗肥胖和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的资金是

令人不安的低 

没有体现出不断上升的负担营养支出分为一方面营养不

良，另一方面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和肥胖。需要

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双重责任”投资来解决营养不良

的多重负担。开始的一个办法是至少确保以更加准确和

综合的方式追踪营养和非传染性疾病捐助者的援助。 

跟踪营养动态资金的方式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对社会保

护，卫生，农业和教育等部门的投资具有重大意义，这对

于促进营养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议程是有希望的。为

了推进这一议程，我们需要更好地跟踪这个“营养动态型

支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营养和其他目标的影响。 

另一个缺口是缺乏关于与营养无关的原因对发展流动

的营养的影响的信息。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这些流量占所有发展筹资的 70％

以上（官方发展援助占不到 30％），包括公共机构以接

近市场或商业动机提供的资金;市场条件下的私人融资，

如外国直接投资; 25 和混合 

提供赠款资金和投资资金的资本方式。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了解这种融资对营养的影响。 

全球对营养的投资差距很大 

– 货币流向可持续发展的四舍五入错误。填补这将是一个

艰巨的挑战。其中一些将被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各国资

金用于营养专项干预。 

本章提供的数据表明，如果仅仅关注这种方法，我们将

不得不等待太久。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不同思维

的机会。他们更综合的方法要求寻求更多创新的融资机

制，并利用其他投资流程获得多项胜利 

在多个部门。如果我们要为营养问题提供普遍的成

果，那么综合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将是至关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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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变革的营养承诺： 
关于营养促进成长过程的思考 
 

主要调查结果 
 

 

1. 在 2013 年营养促进增长（N4G）峰会上做出的 203 项承诺中，有 36％承诺

正常（58 例）或已经达到（16 例）。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其政策

承诺）和捐助者（以其财政承诺）正在取得进展。 

2. N4G 的许多利益相关者（49％）今年没有报告 N4G 承诺的进展，远低于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设定的 90％目标响应率。捐助者和联合国机构的答

复率仍然最高。在全球营养报告的四年报告进展中，企业已经有了 

始终有最低的回应率。提高回复率的建议包括坚持年度报告周期。 

3. 从 N4G 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包括确保 SMART（具体的，可测量的，可实现

的，相关的和有时限的）承诺是一个挑战，相关性的“R”很重要，但往往被

忽略，不利于做出雄心勃勃的承诺，如果要成为有效的问责机制，就必须认

真设计承诺。 

4. 来自研究的证据以及 N4G 过程表明，政治承诺水平不同。在全球事件中作

出的“修辞”承诺不会导致变化，除非它们通过国家或地方一级的全系统

承诺而变得政治化。 

5. “2016-2025 年营养行动十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为确保未来的营养承

诺是智能的，融入其他发展平台，旨在实现“双重任务”和“三重任务”

成果，并具有普遍影响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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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跟踪了 2013 年 N4G 峰会上

110 个签署方做出的承诺。今年，考虑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的愿景，以及 

“营养十年”作为新承诺的保护伞，我们也

要问，我们从 N4G 了解到如何使承诺与更具

变革性的议程保持一致，以及做出这些变化

需要做些什么。 

 

监测 N4G 承诺的进展 

 
N4G 过程 

2013 年在伦敦举行的 N4G 峰会汇聚了不同的利益相关

方，致力于减轻营养不良的负担。签署到 2020 年，确保

有效的营养干预措施至少有 5亿孕妇和两岁以下的儿童;

减少 5 岁以下儿童的发育迟缓 2000 万人;通过防止发育

迟缓，增加母乳喂养和增加严重的治疗，挽救至少 170

万五岁以下儿童的生命 

急性营养不良。 

不同的签署国签署了不同类型的 N4G 承诺，资金承诺总

额达230 亿美元 1。 

非财务承诺。非政府组织作出了政策和财务承诺。企业

做出了与自己的劳动力相关的承诺，以及更广泛的非劳

动力承诺。各国做出了四类承诺：2 

• 对改善营养状况的“影响承诺” 

• 关于营养资金来源和数额的“财政承诺” 

• 对政策的“政策承诺”，为营养行动创造更有利

的环境 

• 关于改善营养状况的具体方案的“方案承诺”。 

“全球营养报告”每年发布一次，N4G 签署方的进展将根

据 2013 年的原始承诺进行评估，使用以下类别：“达成

承诺”，“当然”，“偏离”，“不清楚”。在达成最

终共识之前，至少有三位独立评估者进行评估。 

总体进展和成果 

对于今年的报告，36％的利益相关者已达到或正在履行

2013 年的承诺（图 5.1），与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中所

报告的比例相同.3 最有可能被归类为“正常”是联合国机

构的 86％（n = 7），其次是其他组织的 75％（n = 4）

和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承诺 

73％（n = 11）（图 5.2）。承诺'会见'或'正在'包

括各种各样的成就。例如，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

基金）超出了其承诺在所有新的农发基金资助的项目

中大约 20％提出了具体的营养动态型设计。2016 年，

农发基金在 46％ 

新项目。InterAction 超过了其在 2020 年对营养专项

计划的 3 亿美元财政承诺和对营养动态计划的 4.5 亿

美元。Spotlight 5.1 讲述了联合利华如何满足其员

工承诺的故事。 

有关每个签署方的完整进度清单和详细的进展评估，

请参阅全球营养报告网站上每个利益相关方的跟踪

表。 

捐助国在 N4G 财政承诺方面的进展今年相对强劲，2017

年有 70％的承诺已经达到或“正在进行”.5 在 2013 年

N4G 峰会期间，捐助方承诺捐款 199 亿美元，已经达到 90

这一承诺的百分比 -  179 亿美元 - 自 2014 年报告开始

报告 N4G 以来（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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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针对 N4G承诺的总体进展，2014-2017 

 
 

 

2017（203 承诺） 

 
 

 

2016 年（203 项承诺） 
 

 

 

2015 年（174 项承诺） 
 

 

 

2014 年（173 项承诺） 
 

 

 

达成承诺或在课程当然不清楚没有回应 

 

资源：作者。

文献：2013 年，共做出 204 项承诺，但 2014 年全球营养报告仅包括 173 项，因为企业还没有准备好报告所有的承诺。2015 年有 174 项承诺，2014 年有

173 项承诺，因为埃塞俄比亚在 2014 年的报告中没有将其 N4G 承诺纳入方案和政策组成部分，而是在 2015 年。2016 年的合计（203）包括所有承诺;这与

2013 年的总数不同，因为南迪基金会被从报告过程中拿走。N4G：营养增长。

 

 

图 5.2：2017年签署组对 N4G 承诺的进展情况 
 

 

 

总计（203） 

 
 

 

公司（劳动力）（58） 

 
 

 

公司（非劳动力）（20） 
 

 

 

国家（影响）（19） 

 
 

 

国家（金融）（15） 

 
 

 

国家（政策）（21） 

 
 

 

国家（方案）（19） 26％ 5％  16％  53％  

 

其他组织（4） 
   

75％ 
    

25％ 

 
民间社会组织（金融）（7） 

  
57％ 

   
14％ 

  
29％ 

 
民间社会组织（政策）（11） 

   
73％ 

   
9％ 

 
18％ 

 
联合国机构（7） 

    
86％ 

   
14％ 

 
捐助者（金融）（10） 

   
70％ 

   
20％ 

 
10％ 

 

捐助者（非金融）（12） 
  

58％ 
    

25％ 

 

17％ 
 

 

达成承诺或在课程当然不清楚没有回应 

 

资源：作者。 

文献：N4G：营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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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组的进展情况 

• 国家政府：不到 50％的国家回应。对于 19 个影响承

诺，两个政府正在进行评估，五个政府正在进行。

一个政府（塞内加尔）已经实现了财政承诺，四个

政府被评估为非正式的。对于政策承诺，两国政府

（孟加拉国和布基纳法索）已经达成了承诺 

六个是当然的。五个政府正在履行其方案承诺。 

• 捐助者：捐助方有十二项非财务承诺;两个捐助者已经

达成了他们的承诺（澳大利亚和世界银行），另外五

个正在进行。两个捐助国（德国和世界银行）已经完

成了其财务承诺，五个正在进行;其余捐助者正在进行

（两项）或没有答复（一项）。 

• 民间社会组织：在十一项政策承诺中，两个非政府组

织（“反饥饿和微营养素倡议”，现在是“国际营

养”）已经履行承诺，六项正在进行。来自非政府组

织的七项财政承诺，三项已经达成（漫画救援，全球

关注和互动），一项正在进行中，一项正在走下坡

路。 

• 商家：公司对非员工承诺的答复率为 30％，对员工承

诺的答复率为 34％。在二十个非劳动力承诺中，有两

个已经实现（嘉吉和联合利华），两个是正常的，两

个是不明确的。 

在 58 个劳动力承诺中，18 个公司 

自我报告当然和 2 不清楚。联合利华解释了它如何在

Spotlight 5.1 案例研究中达成其承诺。 

•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七个机构的承诺中有两个承诺

（农发基金和联合国扩大营养网络（SUN）），其中四

个正在进行。 

• 其他组织：其他组织有四项承诺。 （CABI，全球改善

营养联盟和加拿大重大挑战）进行了评估。 

N4G 流程的总体缺陷 

尽管在履行 N4G 承诺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进展缓慢，回应

率稳步下降。就进展速度而言，在 2013 年至 2016 年期

间，203 项承诺中只有 16 项被评估为“达标”，另有 58

项评估为“正常”。这意味着 110 个利益相关者要到 2020

年才能完成 187 个承诺 - 其中大部分要么没有报告，要

么正常，要么不清楚。因此仍然是 

为了实现这些承诺，需要跨政策和计划做很多工作。值

得注意的是，国家政府承担的最大比例是（图 5.2）。 

就缺乏报告而言，“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包含一个呼

吁行动：“2017 年全球营养报告应该能够报告 90％以上

的应答率”。图 5.4 显示，今年的答复率为 51％，远低

于这个目标。捐助者和联合国机构的答复率最高，就像他

们在“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中所做的一样。 

答复率低可能表明认为缺乏报告 N4G 承诺的好处或动

机。之前的“全球营养报告”考虑了降低应答率的可能

原因，其中包括：报告疲劳，全球营养报告的转变时间

表，短的报告时间表以及特别是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

的高人员流动率。在“全球营养报告”报告进展四年之

后，企业的答复率一直很低。今年，只有 30％的公司报

告了非员工承诺，34％的公司报告了他们的员工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7 年报告中，公司拥有最多的利益

相关者，有 38 家公司报告了 N4G 承诺（与 7 个联合国

机构相比）。在 S p o t l i g h t  5 . 2 中， S U N 商业网

络提出了一些企业如何更好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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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G的承诺 

 
 

金额已支付 

 

 

 

 

 

 

 

图 5.3：N4G承诺（大多数情况下为 2013-2020）和支出（大多数情况下为 20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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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作者;营养促进增长（N4G）的承诺 

文献：澳大利亚的数据是澳元。使用美国国税局（US）的 2013 年汇率换算成美元 

已支付的数额仅用于 2014 年（澳大利亚每隔一年只报告 GNR）。N4G 承诺涵盖 2014-2017 年。对于美国，N4G 承诺涵盖 2012-2014 年，但支出包括 2012-

2015 年。世界银行使用“报告为覆盖”一词，而不是“支付”数额。对世界银行而言，N4G 承诺涵盖 2013  -  2014 年，但报告的数量/ 2013  -  

2015 年的数据覆盖范围。右边的圆环图显示每个捐助者花费的百分比占总支出的比例，外环则显示每个捐助者承诺的百分比占总承诺的比例。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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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5.1 联合国对全球工作人员的承诺 

Angelika de Bree 和 Kerrita McClaughlyn 
 

 

“荧光笔”是联合利华的全球健康劳动力计划，用于评估和改善四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身体健康，运动，营养和

精神恢复能力。灯光师提供结构和指导，就如何围绕身心健康发展战略举措，使每个国家的企业能够以最适合本地

的方式支持其劳动力队伍。这包括提供管理指导 

长期健康状况，糖尿病或 HIV。它是作为联合利华全球幸福框架的一部分提供的。 

在 2013年 N4G 峰会上，联合利华承诺以身作则，承诺改善公司员工的营养状况，从而提高生产力和健康水平。

截至 2016年 6 月，联合利华承诺： 

1. 为有生产力和健康的员工引入营养政策 

2. 改善孕产妇保健政策，包括支持母乳喂养的母亲。 

Lamplighter 程序的目标 

• 确保 Lamplighter 在所有拥有 100 名或以上员工的国家设立，联合利华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实现。 

• 应对当地健康风险，建立地方和国家健康改善计划 - 与职业健康，人力资源和供应链团队合作，确保以适合每

个国家的最佳方式提供正确的健康福利。 

联合利华鼓励员工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健康，并提供支持和资源，以建立“可持续，健康的表现习惯”。强化这一

信息的一个关键方法是通过荧光笔健康检查和全球福利工作坊“茁壮成长”，向员工介绍幸福框架。全球健康检

查评估使同事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健康风险措施，如血压，体重，糖尿病和心血管风险，以及他们的生活方

式如何影响他们的健康。2016年，联合利华在全球范围内在近 100 个地点交付了超过 8 万份健康检查。员工营养

是全球 Lamplighter 计划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所有联合利华管理的食堂/食堂均遵守联合

利华全球营养指南，联合利华均衡膳食标准概述。 

对联合利华的影响 

Lamplighter 等项目具有重要的短期和长期健康和商业利益。在短期内，联合利华希望看到更健康，更有动力和更

富有成效的员工，病假率也较低。长期的好处是为联合利华的同事带来良好的健康和长寿，快乐和目标，并为企

业降低医疗成本（同时减轻公共医疗的负担），实现可持续的劳动力。 

联合利华已经委托多个国家的多年研究来评估其健康计划的投资回报。全球成果范围高达€1：€2.57，证明了联

合利华的健康和幸福计划的积极影响。这些发现被作为联合利华健康风险因素评估的一部分，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

进行评估，并表明 Lamplighter 健康检查已经显示出组织中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和吸烟者数量的相关疾病流行率

显着改善。联合利华还审查每百万工时工作相关疾病的发生频率和卫生服务提供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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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5.2 问责，商业和营养 

乔纳森·坦奇 
 

 

确保企业自己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不仅是对“全球营养报告”的挑战，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产生的大量问责机

制的挑战。以下是如何保持企业参与的一些建议。 

1. 使用年度周期：跨国公司坚持每季度和每年的报告周期为股东，现在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发展举措。跟踪金融时

报股票交易所（FTSE）可持续发展指数是一个全年的过程，允许公司同步跟踪和提高数据和分析的质量。 

2. 承认：公司参与外部问责机制，以吸引新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并让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满意。例如，获得营养

指数（ATNI）的公司 - 这是一项全球性举措，旨在评估全球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制造商 

他们在营养不良和肥胖方面的政策，做法和表现 - 每年都在努力击败他们以前的得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对

手。突出成功故事 - 确保公司竞争的焦点 - 以及帮助企业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取得进展是鼓励种族到顶部

的方法。 

3. 整合新的公司和新的承诺：如果问责机制只报告过去做出的承诺，则不会考虑最近的承诺。例如，自 2013 年

N4G 峰会以来，已有 350 多家公司通过签约扩大营养（SUN）业务网络作出承诺。企业将重视这些新的承诺以及

旧的承诺。 

4. 避免重复：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提供营养承诺：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的每个妇女每个儿童平台，SUN

商业网络，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零饥饿计划等等。如果营养承诺能够被纳入一个机制，他们将被追究，并从最广

泛的受众中感受到热度。 

5. 制定报告框架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如今，企业直接将其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承诺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联系起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 2.2 和 3.4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框架将使其更有效

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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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014-2017签约组织的回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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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说，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制定 SMART 

为实现国家营养目标采取行动的承诺，并建立允许它们的监测

系统 

和其他人评估进展情况。我们还呼吁所有参与者 - 政府，国

际机构，双边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企业 - 修改或扩大

SMART 和雄心勃勃的承诺，作为 2016 年 N4G 里约峰会进程的

一部分。其他部门的行为者也应该以一种明智的方式明确指

出自己部门的承诺如何帮助推动营养。 

全球营养报告 201611 

  ” 
2. 相关性很重要，但往往被忽略。 

相关性（SMART 中的“R”）对于确保至关重要 

2014 2015 年 2016 2017 年 这些承诺衡量了有意义的事 

捐助者 国家公司 也就是他们对国家计划的贡献，都是有联系的 

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组织 全球或区域目标，或与此问题有关 

所有组 

 
资源：作者。

其他组织 手。例如，在当地购买改善生产者收入和改善饮食的承

诺只有在所提供的食物得到改善时才有意义 

   饮食的质量.12 相关的承诺是特别的 

对于民间社会和商业利益相关者来说，确保政府，全球

或区域性都至关重要 

反思的性质 

承诺 
从 N4G 2014-2017 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愿报告和合规

性是问责制的关键挑战。虽然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

但我们借鉴了 N4G 承诺的经验，以确定自愿承诺过程的四

个主要经验教训： 

1。保证 SMART 的承诺是困难的。 

2015 年全球营养报告发现，2013 年 N4G 承诺 中 只有

29％是 SMART 特有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和

有时限的。 

有趣的是，对另一个承诺制定过程，即欧盟饮食，身

体活动和健康平台的评估也指出，在 1 1 6 项承诺中

只有 13％是 SMART.9。如果没有 SMART 承诺，衡量进展

是有挑战性的，并且存在风险任何为此类承诺设立的

信息库都将无法有效跟踪。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强调，承诺必须是

SMART 可追踪的。 

在报告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份指导说明，对营养行动做

出 SMART 承诺10，以支持 SMART 的承诺。 

优先事项一致同时也让利益相关者和倡导者跟踪趋

势，调整他们的路线 

适当地或者让别人去考虑。就企业而言，承诺必须与其核

心商业模式和商业激励相结合。然而，对 2016年全球营

养报告中 N4G 目标的分析表明，N4G 承诺没有充分考虑相

关性。例如，他们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寻求解决哪种类型的

营养不良问题。他们在哪里做，承诺不重视超重，肥胖和

非传染性疾病 - 错过了负担日益增加的机会。 

同样，对欧盟饮食，身体活动和健康平台的评估发

现，2015 年实施的承诺中只有 11％与欧盟更广泛的政

策优先事项有明确的联系，与世界卫生组织优先事项

的联系是隐含的而非明确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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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阻碍作出雄心勃勃的承诺 

评估承诺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可能会无意中激

励容易达到的承诺（SMART 中的“A”）。相比之下，

跟踪可能无法认识到雄心勃勃的承诺的进展。2014 年

全球营养报告对全球关注 N4G 承诺的进展评估被认为是

“偏离”的 

举例来说，尽管我们认识到了其对一个雄心勃勃的目

“救助儿童会议”也是如此 - 这个雄心勃勃，勇敢的

承诺为组织提供了高标准。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确定如

何最好地激励雄心勃勃的承诺，而不会惩罚取得重大进

展的利益相关者。这对于利益相关者解决雄心勃勃的全

球营养目标（例如到 2030 年营养不足）来说尤为重要。 

4. 自愿承诺过程面临挑战。 

N4G 流程，SUN 商业网络和欧盟饮食，体育活动和健康平

台包括 600 多项自愿营养或饮食相关的商业承诺;承诺数

量的增加是一个有希望的趋势。但是，通过这些流程所

做的自愿承诺通常不是 SMART。这些过程的经验也表

明，有大量的 

不同的承诺使得难以根据常见的类别，标准或目标对其进

行跟踪。这反过来又使得很难发现趋势和差距，了解潜在

障碍和促成因素，以便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行为者就

营养问题采取行动.14 同样，自愿报告方面也存在一些问

题。要有力，证据表明报告应该被独立验证。 

但是目前大多数报告机制并不能验证向他们报告的信

息。“营养指数”（ATNI）是一个例外 -  2015 年和

2 0 1 6 年全球营养报告以及焦点报道 

5.2 - 根据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按照既定标准衡量

业务，并核实企业的独立报告 

从承诺到有意义的承诺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和营养行动十年，现在和

将来将继续呼吁作出新的承诺（财政，方案和 

政治）达到既定目标，并支持这一目标。作为营养十年

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作出承诺。为了使这些承诺变得有

意义 - 聪明，实施并具有影响力 - 从政治角度来看

“承诺”的含义是有益的。 

研究政治承诺的研究人员发现，为了做出有意义的承诺，

他们需要超越在全球论坛上作出的自愿承诺的“修辞” - 

成为整个系统的承诺。分离这些“水平” 

的承诺（见 Spotlight 5.3）可以更好地理解承诺的深

度和如何衡量承诺。总体而言，这对于将行动十年转化

为“变革性影响十年”需要什么类型的承诺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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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5.3 五种不同层次的政治承诺 

菲利普贝克 
 

 

1 级：修辞承诺 - 说话但并不总是行事。 

许多 N4G 的承诺就是可以称之为“修辞”承诺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 ，营养利益相关者认识到营养不良是一个严

重的问题，需要采取行动，但并不总是采取 SMART 行动.16这种“意向声明”可以转化为实质性行动;但他们也可能

是短命的和脆弱的。如果无所作为的政治成本较低（如公民社会压力或公民需求疲软）或反对意见较高时（如强

势利益集团有可能失败），则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7 总之，修辞承诺可以是“象征性的”，除非是由

行动支持。 

等级 2：体制承诺 - 将修辞承诺转化为实质性政策基础设施。 

“体制承诺”包括建立能够有效协调多部门和多层次营养不良反应的政府机构，以及制定正确的法律，政策，数据

系统和计划.18 要求中层民事仆人和负责协调回应的管理人员。如果设计得当，政治领导人和官僚机构可以对其采取

的政策负责。有权力的机构可以倡导持续的关注和资源.19但是，当机构和政策只是“标志性的”时，这种承诺可能

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做。 

等级 3：实施承诺 - 将修辞和体制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和成果。 

为了实现“实施承诺”，必须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个层面持续适当的人力，技术和资金资源，因此必须采取行动激

励机制（如以绩效为基础的融资）。它还需要当地人民负责管理项目的承诺.20 强有力的实施承诺，配合正确的

数据系统和监测，可以增加政策成功的可能性。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其他形式的承诺，并增加了决策者和公民对这个

问题的主导权。简而言之，成功导致了成功的承诺。 

等级 4：系统级承诺 - 实现 1-3 级承诺，持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调整。 

“系统一级的承诺”来自营养系统中的所有行为者，最终包括从政策行动中受益的社区，家庭和公民个人.22 为了

真正有效，建立承诺必须不只是一次过程。利益相关者必须保持和重新调整自己的承诺，以应对反对，变化的条

件和实施方面的挑战，直到营养不良减少.23一旦实现，系统层面的承诺可以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强化反馈循环，使

有效的营养政策反应制度化。 

等级 5：包容的综合承诺 - 与营养间接相关的其他部门的承诺实现积极的营养成果（如经济发展和减贫）。 

“包容性的综合承诺”在不需要营养的承诺下实现“营养成功”.24 持续的综合承诺可以为营养决策者和倡导者创

造机会，例如当他们能够使更广泛的政策议程动态并将营养置于其中时.25 这种类型如果我们要通过共同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议程来实现多个目标，如第 3 章所讨论的那样，嵌入式承诺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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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使承诺有意义 
我们在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中了解到，承诺必须是

SMART，获得 SMART 承诺是一项挑战。在这里，我们还强

调了“R”对于相关性的重要性：承诺必须与问题相关，

并且与利益相关者相关。问责制过程也必须鼓励参与：

低回应率表明有些事情没有奏效，进展不够。 

本章的数据也有教训，第 2 章至第 4 章提供的证据表明如

何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对营养做出更多的承诺。首先，

将营养纳入其他发展领域的承诺。这些包括运输基础设

施，食品系统，水和卫生，教育和教育 

城市规划 - 在第 3 章中被确定为关键的领域。这可能意

味着将营养纳入诸如“联合国全球契约”或“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等机制。这可能意味着连接到其他社区，

如全球 

教育伙伴关系，每个妇女每个孩子，卫生和人人享有水。

其次，致力于实现多个目标。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承诺采

取双重的干预措施，方案和政策，或者更好地承担三重责

任，使营养也能够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第 3 章（框 3.3 和

3.4）指出了这样的承诺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三是充分

实现普遍性。 

营养既是结果也是不平等的驱动因素。 

为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诺在我们的计划，方

案和数据系统中纳入目标和指标，涵盖地方，社区内和家

庭内的人口。承诺还应针对所有弱势群体和所有形式的营

养不良，包括超重，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 

以及发育不良和浪费。第四，让你的承诺超越修辞。承

诺应成为承诺营养的更深层次的一部分。对诸如 N4G，营

养行动十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进程作出的承诺是

重要的，但还不够。各国，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联

合国机构，研究界 - 你需要作出承诺，然后把它们嵌入

你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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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从这份报告中拿出一条信息，应该

是终止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将促进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的改善。通过实施所有目

标，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结束营养不良来达到

目的。在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营养方面

有巨大的潜力 

实现多个目标，普遍：作为一个全球性社

区，作为国家，作为社区， 

作为家庭和人民。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愿

景，政府，非政府组织，发展社区和企业

必须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 

 

 

1) 在营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利

用营养的力量营造营养 

我们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并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一体化方法。我们必须将营养视为实现发展目标所需的系

统中的一个齿轮，并将其视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结果。我们必须停止采取孤立行动，并且记住

人们不会生活在其中。 

“  
人们不是在健康领域或生活中生活 

教育部门或基础设施部门，安排在整洁的车厢内。人们

生活在家庭，村庄，社区和国家，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

题都融合在一起。 

Mark Tran，卫报 1 

 
 
” 
如果您正在跨 SDG 进行工作，您的工作将需要考虑营养及

其影响的系统 -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无论您是在教育，卫 生 ，公共部

门，公民社会，慈善事业，投资还是企业工作。如果您

的工作涉及建设基础设施，则需要考虑营养因素;消除贫

困，不平等或气候变化;解决冲突;或增长，分配，交

易，加工或零售食品。例如，如果您在种植和饲养粮

食，考虑营养意味着多样化的粮食生产景观，并支持种

植营养作物的小农场，而不仅仅是增加主要作物的产

量。 

如果您参与投资基础设施， 

 

投资于营养意味着建设基础设施，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

人们提供营养健康的饮食，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 

不仅仅是淀粉类主食，剥离原始营养素的制成品，还是

为富人提供清洁水。 

在每个发展领域工作的每个社区都能够（而且必须）改

善营养，同时改善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 

本报告的分析举例说明了不同行业的人们如何从营养

中受益。例如，对于抗击气候变化的人来说，营养界

可以通过鼓励和赋权人们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为地球食

用饮食，因为减 少资源密集型饮食对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至关重要。 

对于建立更好的卫生系统的人来说，更好的营养可减轻非

传染性疾病（NCD），肥胖和营养不足造成的卫生系统负

担。对于那些专注于减贫的人来说，良好的营养可以使

经济和个人期货都受益。为了使这些协同作用成为现实，

营养界也必须通过伸出援手来改变与其他部门的交流方

式：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您？它必须以创造性的方式参

与新的问题。融合的精神是将营养视为发展的基石，从而

表明其他领域的计划和政策如何能从营养中受益。 

挑战是要创造这样做的动机。这将要求那些对全局负

责的人 - 首席执行官，总理，董事，可持续发展目标

规划者 

确保政府，公司和组织的不同部门了解他们的责任以及

他们的贡献。 

我们呼吁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划者在政府，企业和民间社

会中采取行动，即确定一项“三重责任”行动 - 即解决

营养不良，非传染性疾病或肥胖等发展目标的行动 - 您

的政府，公司或组织将采取行动，并将此行动作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实施计划的优先事项。并通过投入人力资源，政

治资金和/或资金进行跟进。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您是否投

资优先考虑这一行动。 

我们对营养界的行动呼吁是确定一个你还没有参与的群

体，并向他们询问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他们关心的目标。衡

量标准是：你与不知道从哪里学习的人以及他们关心的是

多少房间？走出你的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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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保我们都致力于解决肥胖症和与

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问题，同

时努力解决发育迟缓，消瘦，贫血

和其他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这份报告显示，在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些

“双重任务”的机会，可以减少肥胖的风险。从确保通过

卫生系统提供的营养干预考虑各种营养不良，多样化 

农业生产的食品种类和水平，每个关心营养的人都不应该

再想：我能做些什么来解决肥胖或发育迟缓，消瘦或微营

养素缺乏的问题？但是：我能做些什么来优化整个生命过

程中的营养？ 

我们针对与营养不足相关的计划和政策执行者和资助者

的行动呼吁，是要审查您正在做的事情，并确保您正在

尽可能减少肥胖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风险。你

现在应该在明年做这个检讨。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应努力确定这些双重责任方法在

哪里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证据。 

 

 

3) 大胆“承诺”营养 

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从经验和证据中吸取经验教

训，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加强对营养的承诺。如果联

合国营养行动十年要成为“对营养产生变革性影响的十

年”，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是做出承诺。如果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关于一体化

的，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发展目标和其他部门建立营养

承诺，使 SMART（具体的，可衡量的， 

可实现的，相关的和有时限的）对营养的承诺。如果可

持续发展目标没有落后，这就意味着要解决不平等的问

题，并导致普遍的结果。如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

仅是愿望，承诺就必须 

有雄心壮志 

其次，承诺的性质。承诺建设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过程。如

果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实是要转型的话，那么它们是关于将

营养承诺纳入国家结构，政策，计划和行动的政治过程 

在各个部门的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 

这是关于动员大家，发展能够共同努力的人才网络，实

现全系统的变革。 

我们的行动呼吁是，阅读本报告的每个人都应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营养十年做出至少一项承诺，显示其对可

持续发展目标其他方面的相关性，并说明如何解决不平

等问题一个在后面。这个承诺应该是真正的 SMART，并

通过问责机制加以监测，以确保通过全系统的承诺付诸

实施。 

 

 

4) 注意数据差距 

数据鸿沟阻碍了问责制和进步。全球营养报告一直要求

更严格的数据收集，以确保问责制。如果没有跟踪问

题，就不能充分理解和完全解决。 

为了解决我们诊断，使用和处理数据的普遍性问题，政

府和合作伙伴需要更好，更详细的分类数据，以确保边

缘化的弱势群体不会落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把这

变成现实是我们的道德义务。如果我们想确保集成，我

们还需要填补数据空白。除了收集 

数据，我们需要积极利用我们掌握的数据，在政策层面

进行宣传和倡导决策。 

我们的行动呼吁是要更好地收集和使用数据。政府需要

通过制定成本计算来收集，传播，解释和使用数据来发

挥主导作用。那些在数据领域工作的人- 学者，研究人

员和联合国机构：您应该努力提高政府执行数据收集，

分析和解释的能力。政府应该制定这些计划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资源和实施。成功的标准是数据是

否被收集，整理并用于建立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所

需的对话，伙伴关系，行动和问责制。 

 

 

5) 扩大投资 

营养仍然受到忽视：在 2014 年至 2015 年间，分配给

营养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比例下降，与饮食有关的

非传染性疾病的分配仅为官方发展援助的 0.01％。我

们需要更多的捐助者和多边投资 

组织。从长远来看，可持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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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行动是各国预算。我们需要在直接营养干预方面

进行更多的投资，以及对可持续粮食生产，系统基础

设施，卫生服务，经济和社会公平以及旨在产生和平

与稳定的进程进行投资，这些进程将改善营养状况。

我们还需要考虑采取其他创新方式来解决营养不良问

题。 

我们的行动呼吁是：在“营养行动十年”中实现全球营养

目标。现有的捐助者 - 感谢您迄今作出的承诺;请继续投

资，并考虑您的资金如何拥有更为普遍的综合成果，您可

以在哪里投资“双重任务”或“三重任务”。那些认为你

与营养无关的投资者 - 确保你的资金是有利于所有人的

营养。创新的资助者 - 为食品系统，卫生系统和发展领

域的创新变革提供资金，以真正的方式减轻营养不良的负

担。衡量成功的标准将是各部门的投资者报 告他们如何

帮助实现营养成果。 

 

 

综上所述： 

• 如果您是从事食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决策者或预算持

有者，在建设和投资基础设施以支持粮食系统;提供清

洁的水，能源和城市建成的环境;在改善卫生系统方面;

处理经济，社会和性别不平等问题;或参与冲突解决和

重建冲突后：抓住营养提供给您的“倍增效应”，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使用这个报告作为一个跳板来寻求

更多的信息，如何营养可以催化你的结果。 

• 如果你是一个实施者：让这个报告通知你的工作。

在收集数据时，在计划程序时考虑营养，在衡量影

响时。使用包括营养数据在内的数据来提供更强有

力的计划和更可靠的可持 

• 如果你是一名倡导者：将此报告用作宣传工具，展

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对营养的投资影响，并以

“为所有人和所有人”的综合方式开展工作，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使用这个报告来推动真正的

SMART 承诺，这将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有所作为，并

使用可用的数据来将负责交付的人员记入帐户。 

• 如果你是研究人员：帮助填补使全 球社区恢复营养

不良的证据和数据空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哪些双

重责任行动最适合解决营养不良，肥胖，超重和非传

染性疾病。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的营养力量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其他重大挑战。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并帮助消除营养不良。你可以阻

止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受到伤害 

营养不良。你可以通过把营养作为一个可以综合的方式

来实现的结果来做到这一点，而且永远不会忘记，如果

我们要实现普遍的目标，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挑战是

巨大的，但由于机会而变得相形见绌。考虑一下，在每

次谈话中，如何采取每一项行动，都可以推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全面的方法，从而消除一切形式的营

养不良。 

底线是营养需要一些持久力。尽管全球目标的确定和营

养十年对促进行动至关重要，但让我们努力将营养纳入

主流，以至于营养最佳化被认为是司空见惯。 

让好营养成为全球社会规范。为此，首先从事营养成果

的不同社区 - 营养不良，肥胖，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

疾病，妇幼保健，人道主义救济 

– 必须走到一起，争取更强的声音。其次，营养需要

与其他部门和部门的目标，优先事项，投资和计划相

兼容。第三，实施者需要 

积极性和自主性，使他们在如何将日常营养纳入营养方

面具有创造性。 

第四，必须把人放在中心 - 鼓舞和凝聚这个影响我们每

个人和我们家庭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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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目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

组织）和世界银行编制的年度联合儿童营养不良估计数报

告了全球，区域和全国的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和

趋势。以及有关评估一个国家是否变化率的信息 

假设所有国家的相对减少量相同，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全球

目标时，“当然”或“偏离”当前目标，以实现每个母婴

幼儿营养（MIYCN）目标。2 确定哪些国家在世卫组织和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广泛技术支持下建立或者脱离课程。 

2015 年和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中使用的规则与 2014 年

报告中使用的规则不同，并考虑到改进方法，以更好地

捕捉形成国家指标状态的信息类型（如变化率，流行

率，数据点的频率以及用于描述进展的类别的最佳数

量）。 

今年，规则已经更新和修订，以适应以前的方法引起的

方法问题。 

2017 年，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技术专

家咨询组（TEAM）修订了追踪 MIYCN 目标的方法和规

则， 

 

提高营养目标监测的质量.3 经修订的 TEAM 方法将用于监测

2025 年前的进展情况，并将通报在线世卫组织全球目标

2025 年跟踪工具，帮助各国制定国家目标，形象化“假

设”情景，关于营养不良指标的趋势和进展的数据 

评估工作的目的是要区分不同的轨迹，因为它们的进

展是不同的，所以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方法论反映并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在国家一级，指标流行率的平均相对变化百分比是用称为

平均年降低率的指标计算的，即 AARR。AARR 有两种类

型：一种是 AARR 所要求的 

一个国家达到全球目标，而目前的 AARR 反映了最近的流

行趋势。所需的 AARR，当前 AARR 和当前流行率（水平） 

合并为每个指标创建各种开/关轨道类别的规则。表 A1.1

列出了 2017 年制定的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纯母乳喂养的目标是提高利率而不是

像所有其他指标一样减少，所以变化率必须是正的。然

而，为了协调评估标准，AARR 仍然用于完全追踪母乳喂

养，但显示非母乳喂养的儿童比例下降，因此母乳喂养

比例增加 

（因为不是完全母乳喂养= 100-纯母乳喂养）。 

 
 

 

 

表 A1.1：建议监测规则和实现六项营养目标的进展分类 
 

指示符 ON TRACK 关闭跟踪 - 一些进展 OFF TRACK  -  

NO PROGRESS OR 

恶化 
发育迟缓 AARR＆gt;要求

AARR *或等级<5％ 

AARR＆lt;要求

AARR *但> 0.5 

AARR＆lt;要求

AARR *和<0.5 

贫血 AARR> 5.2 ** 

或者水平<5％ 

AARR <5.2但> 0.5 AARR <0.5 

低出生体重 AARR> 2.74 *** 

或者水平<5％ 

AARR <2.74 但> 0.5 AARR <0.5 

不完全是母乳喂养 AARR> 2.74+ 

或水平<30％ 

AARR <2.74 但> 0.8 AARR <0.8 

浪费 等级<5％ 级别> 5％但 AARR> 2.0 级别> 5％，AARR <2.0 

    
指示符 ON TRACK 脱轨 

超重 AARR> -1.5 AARR <-1.5 

 
资源：世卫组织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技术专家咨询小组（TEAM），2017 年 6 月 5 日 

文献：*根据发育迟缓流行率变化的要求，考虑到估计的人口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2012-2025 年间发育不良儿童数量减少 40％。**要求的

AARR 基于 50％ 

减少 2012 年至 2025 年育龄妇女贫血患病率。***要求的 AARR 基于 2012 年至 2025 年低出生体重患病率降低 30％。+必需的 AARR 是基于 2012 年至 2025 年

间非母乳喂养率降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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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求和关键考虑 

• 发育迟缓，消瘦，超重和纯母乳喂养：自 2008 年

以来，各国至少需要两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

据点来评估最近的进展，其中一个必须从 2012 年

开始反映基线后状态。 

• 如果各国没有任何基准线后（2012 年）的数据，则保

留一个评估，直到获得新的调查数据。因此，不到 50

个国家达到了今年报告要求分类的数据。预计未来几

年随着更多数据的可用，这个数字将会增加。 

• 为了提供可靠的趋势估算和有效的进度监测，必须每

三年收集一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 

• 对于贫血症，从 1990 年到 2016 年可以获得模拟的时

间序列估计数，因此目前分类的国家数量很多。然

而，在 193 个（15％）国家中，只有 30 个国家具有基

线后（2012 年）调查估计数，反映了调查数据的可用

性不足。应该谨慎解释分类和数据可用性的结果。 

• 国家对低出生体重的估计是由一个机构间/机构专家

组制定的，并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供。 

 

 

 

营养相关的 NCD 目标 
世界卫生大会于 2013 年通过了“世卫组织预防和控制非

传染性疾病全球监测框架”，以有效执行非传染性疾病全

球行动计划，并监测全球一级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

进展情况。这个框架包括 

根据 NCD 结果和危险因素的 25个指标跟踪 9 个自愿目

标。总体目标是到 2025 年将因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过早

死亡率降低 25％ 

“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追踪的目标 7“阻止了糖尿病

和肥胖症的上升”，NCD 目标与食物和营养的重要性最直

接相关。今年的报告使用 NCD风险因素协作组织为世界

卫生组织制定的新估计数来跟踪目标 7，并采用改变的评

估方法来匹配新的估计和预测方法。这些在下一节讨

论。 

另外两个目标，即在人口一级减少盐摄入量的目标 4 和

关于遏制的目标 6 

高血压（高血压）的患病率已被列入“全球营养报告”报

告和评估仪表板。然而，这些目标需要进一步的流行估计

或精确的评估方法，才能评估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接下

来还将讨论这些限制和临时数据替代。 

 

 

糖尿病和肥胖 

NCD 行动计划的目标 7“阻止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上升”列

出了三个流行指标：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青少年肥胖症

和成人糖尿病.7 其中，青少年肥胖症还没有在标准化的

全球数据库中获得，所以很难评估这个年龄段的基线状

况或地区差异。 

“全球营养报告”报告了超重和肥胖（BMI≥25），肥胖

（ B M I≥ 3 0）和糖尿病（空腹血糖≥7.0mmol / L）或

用于升高血糖的药物或有诊断糖尿病）在 2014 年男性和

女性。它还使用 NCD 风险因素协作组（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生成的数据跟踪肥胖（BMI≥30）和糖尿

病的进展情况 

世卫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数据存储库和非传染性疾病全

球监测框架.8 这些模拟的估计数用于所有国家缺乏全球

可比较的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流行率调查数据。 

为了跟踪糖尿病和肥胖症的全球和国家进展情况，“全

球营养报告”使用到 2025 年的肥胖和糖尿病预测，以

及 2010 年全球和全国患病率不会上升的预测概率。 

≥0.50 被定义为很有可能达到 2025 目标。如果国家在

2025 年的肥胖目标中有至少 0.50 的概率，那么这个国

家被定义为“正常”，如果它们的概率低于 0.50，那么

这个国家就是“偏离”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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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食盐摄入量 

目标 4 实现“盐（氯化钠）平均人口摄入量相对减少

30％”，是通过年龄标准化的平均人口摄入盐（氯化

钠） 

18 岁以上目前没有关于平均钠消费趋势和预测的全球数

据库。我们使用大型流行病学模型研究 10中公布的关于

2010 年钠摄入量估计值的数据 1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摄入量为 2g /天的人口摄入钠量多少来分类国家。平

均钠摄入量≤2 克/天被归类为“绿色”，平均摄入量大

于推荐的 2 克/天，但小于或等于 4 克/天的全球平均值为

“橙色”，平均摄入量大于 4克/天为“红色”。 

吸入盐在高血压和相关疾病如卒中和心血管疾病中起主要

作用[11]，尽管高血压也是由非膳食因素如遗传学，衰

老，吸烟，压力和缺乏运动等强烈决定的。摄入大于 2 克

/天的钠（5 克或一茶匙食盐）有助于血压升高， 

并且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日最大摄入量.12 2010年估

计的全球平均摄入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摄入量的两倍

左右 

每天 4 克钠或每天 10 克盐 13。减少人群钠摄入量也是瞄

准非传染性疾病的“最佳选择” - 即使在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也可以切实执行具有成本效益的，高影响力的干预

措施 settings.14 

升高血压 

目标 6 实现“相对降低 25％或包含血压升高的患病率”

由年龄标准化血压升高（收缩压和/或舒张压 

≥140/ 90 mmHg）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2015 年高血

压患病率的数据来自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合作小组的

预测估计数 15。由于方法的原因，到 2025 年的预测以及

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尚不可获得，但我们将追踪进展情

况， 2018。 

 

关于国家实现全球营养目标（有数据的地方）的进

展，请访问全球营养报告网站上的在线附录： 

www.globalnutritionreport.org 

http://www.globalnutritionrepo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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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 和图 A2.1 显示了基本的营养行动是否到达需要

他们的人（称为“覆盖面”）。表 A2.1 显示了每个干预

措施的数据以及最低和最高覆盖率的国家数量。治疗 

 

在有数据的国家，锌和铁补充剂的儿童是相当低的。图

A2.1 显示了覆盖率最高和最低的 12 个国家的 12 个核心干

预措施和做法，以解决母婴和儿童营养问题（MIYCN）。 

 
 

 

 

表 A2.1：必要营养行动的覆盖面 

 
 

 
 

覆盖/实践指标 

Bhutta 等人，2013 年

（目标人群）推荐的相

关干预措施 

有数据的

国家数量 

 

 
 

 
最低％ 

 

 
 

 
最大 ％ 

 

 
 

 
意思 ％ 

具有数据

的国家的

中位数％ 

       
接受锌治疗的腹泻患儿 0-

59 个月 

锌治疗腹泻（0-59 个月

的儿童）* 

 

46 

 

0 

 

28 

 

五 

 

2 

       
早期开始母乳喂养（婴儿

在出生 1小时内被送到乳

房的比例） 

保护，促进和支持母

乳喂养* 

 
 
 

125 

 
 
 

14 

 
 
 

93 

 
 
 

52 

 
 
 

52 

       
小于 6 个月的纯母乳喂

养的儿童 

保护，促进和支持母

乳喂养* 

 

137 

 

0.3 

 

87 

 

38 

 

36 

       
12 至 15 个月的母乳喂

养的孩子 

保护，促进和支持母

乳喂养* 

 

128 

 

12 

 

98 

 

67 

 

71 

       
6-23 个月的儿童喂食 4 个

以上食物组（最低膳食多

样性） 

为食物安全和粮食不安

全的人群（6-23 个月的

儿童）推广补充性食物* 

     

 60 五 90 36 三十 

      
6-23 个月的儿童喂食

最小膳食频率 

为食物安全和粮食不安

全的人群（6-23 个月的

儿童）推广补充性食物* 

     

 82 12 94 56 58 

      
6-23 个月的儿童，3 个婴幼

儿喂养方法（最低可接受的

饮食） 

为食物安全和粮食不安

全的人群（6-23 个月的

儿童）推广补充性食物* 

 
 

 

60 

 
 

 

3 

 
 

 

72 

 
 

 

21 

 
 

 

14 

       
2014 年，6-59 个月接受

两剂维生素 A 补充剂的儿

童 

补充维生素 A（0-59

个月的儿童）* 

 

 
57 

 

 
0 

 

 
99 

 

 
65 

 

 
79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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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基本营养行动的覆盖面（续） 
 

 
 
 

覆盖/实践指标 

Bhutta 等人，2013 年

（目标人群）推荐的相

关干预措施 

 

有数据的国

家数量 

 
 
 

 
最低％ 

 
 
 

 
最大 ％ 

 
 
 

 
意思 ％ 

具有数据

的国家的

中位数％ 

 

6至 59个月的孩子在过

去 7 天内给予补铁 

Bhutta 等人和 WHO

都不推荐这种干预

措施 

 

 
53 

 

 
2 

 

 
45 

 

 
15 

 

 
12 

       
家庭消费充足的碘盐 普遍盐碘化*  

84 

 

0 

 

100 

 

57 

 

62 

       
最近五年出生的妇女在最近

一次怀孕期间接受了铁和叶

酸 

补充多种微量营养素

（孕妇） 

 

 
62 

 

 
17 

 

 
97 

 

 
73 

 

 
80 

       
最近五年出生的妇女在最近

一次怀孕期间接受了铁和叶

酸，并没有服用 

补充多种微量营养素

（孕妇） 

 

 
 

55 

 

 
 

3 

 

 
 

83 

 

 
 

27 

 

 
 

21 

       
最近五年出生的妇女在最近

一次怀孕时接受了铁和叶

酸，服用了 90 天以上 

补充多种微量营养素

（孕妇） 

 
 
 

59 

 
 
 

0.4 

 
 
 

82 

 
 
 

31 

 
 
 

三十 

 

资源：Kothari M，2016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数据库 2016.1对于印度，2013-2014 年儿童快速调查的新数据将在适用的情况下使用。 

文献：*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营养行为证据电子图书馆推荐的干预措施.2 Bhutta 等[3]建议补充多种微量营养素。数据来源于人口与健康调查，多指

标类集调查和国家调查 2005 年和 2015 年。在世卫组织批准这项建议之前，2005 年以前的调查已经排除在这个表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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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1：2017 年 12 个干预措施和做法覆盖率最高和最低的国家（根据 2005  -  2015

年的数据）处理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不良问题， 

100 

 

 

80 

 

 

60 

 

 

40 

 

 

20 

 

 

0 

 
 
 
 
 
 
 
 

 
最高 第二高 第三高 第三最低 第二低 最低 

 

资源：作者根据 2016 年 Kothari M 和 2016 年儿基会全球数据库 4 的数据，后者基于多指标类集调查，人口与健康调查以及 2005 至 2015 年间进行的其他具有全国

代表性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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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营养（SUN）运动提出了一种基于两个强制步骤（步

骤 1 和步骤 2）和一个可选步骤（步骤 3）追踪营养支出

的方法。在第 1 步中，政府预算中确定了与营养有关的

广泛分配。在第二步，广泛的分配被分为营养特定类别

和营养动态类别，并通过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磋商进

行验证。可选的步骤 3 涉及归因 

分配的预算的百分比营养（加权）。加权百分比应基于分

类（步骤 2），也应根据国家专家的判断呼吁，以估算项

目中对营养成分/活动的投资。 

加权结果实际上是与营养有关的“知觉”分配。对于

SUN 国家来说，当预算分析数据表达为“上限”数字

时，这意味着分配没有被加权。“上限”估计值就是美

元对美元的价值，就像它们存在的那样。 

衡量广泛的拨款 - 来自 SUN 运动的经验 

在 2015 年的第一轮预算分析中，有 14 个国家对其广泛

分配进行了加权。这些国家在应用权重时，将大部分

（94％）的上限营养专项拨款作为实际拨款，而只有

29％的上限营养动态拨款为实际拨款。所有确定的部门

（农业，卫生，教育，社会保护和水，卫生和卫生）的

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29％和 25％。然而，报告的最小

权重和最大权重之间存在显着差异。 

Greener 及其同事在“2016 全球营养报告”中提出的分

析中，将来自 14 个国家的平均体重应用于 8 个新国家，

以得出所使用的百分比（表 A3.1）。 

在 2016 年的第二轮预算分析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尼

西亚和萨尔瓦多）对其广泛分配加权。大多数国家决定

反对他们的预算分配的重量，因为即使通过对每个预算

项目进行咨询来完成权重的主观性水平。有些人还质

疑，当部门投资后来提交给没有直接参与预算分析和熟

悉假设的人时，会使用权重。在与营养界以外的预算持

有者和计划管理者讨论部门投资时，应用权数被认为是

不利的。 

 
 

 

表 A3.1：必要营养行动的覆盖面 
 

    最低限度       预算线     报告重量      

专题部门   

在数据集中 

 与重量   

在数据集中 

与重量   

最少 

  

最大 

  

意思 

  

中位数 

 

  农业  
  

23 
  

14 
  

  745  

 

  341  
  

1％ 
  

100％ 
  

29％ 
  

25％ 

  教育   18  10    131    52   5％  100％  38％  25％ 

  健康   24  14    421    170   5％  100％  34％  25％ 

  其他   7  4    27    10   1％  25％  16％  18％ 

社会保护      248 126         
 20  11     1％  100％  25％  25％ 

 

  洗  
  

21 
  

12 
  

  260  

 

  170  
  

3％ 
  

100％ 
  

22％ 
  

25％ 

  总     24     14     1,832    869     1％     100％     29％     25％  

资源：Greener R 等人 2 

文献：洗：水，卫生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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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执行摘要 

图形来源： 
 

20 亿人缺乏铁和维生素 A 等关键微量营养素：世界卫生组织（WHO）。

食品强化微量营养素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09 年。可在：

http://www.who.int/营养/出版物/微量营养素/ 9241594012 / en 

/。 

有 1.55 亿儿童发育迟缓;五百二十万儿童被浪费; 4100 万的孩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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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数据库。因此，自我报告和发展援助委员会

的数字可能有些差异。 

6. 有关营养专项和营养动态的捐助者投资的进一步分析，请参阅

第 4 章。 

7. 英国政府。营养增长承诺：执行摘要。2013。网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 uploads / system / uploads / 

attachment_data / file / 207274 / nutrition-for-growth-

commitments.pdf（于 2017 年 5 月 28 日访问）。 

8. 请参阅：www.irs.gov/Individuals/International-

Taxpayers/Yearly- Average-Currency-Exchange-Rates（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访问）。 

9. 欧盟委员会（ICF International）。监测“欧盟饮食，身体活动

和健康行动纲要”的活动：年报 2016。版本 2016 年 5 月。2016 年

请登录：http：// 

ec.europa.eu/health/sites/health/files/nutrition_physical_a

ctivity/ docs / 2016_report_en.pdf（2017 年 5 月 28 日访问）。 

10.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全球营养报告。如何做出明智的承

诺营养行动。版本 2016 年 3 月。可在：http：

//www.globalnutritionreport。 org / files / 2016/03 / SMART-

guideline-GNR-2016.pdf（于 2017 年 5 月 2 8 日访问）。 

11.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全球营养报告。如何做出明智的承诺营养行

动。版本 2016 年 3 月。请登录：http：

//www.globalnutritionreport.org/files/2016/03/SMART-

guideline- GNR-2016.pdf（2017 年 5 月 28 日访问）。 

12.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国际/非传染性疾病联盟。雄心勃勃，智能的解决

非传染性疾病，超重和肥胖的承诺。世界癌症研究基金国际/非传染

性疾病联盟，2016 年。 

13. ICF 咨询服务。监测欧盟饮食，身体活动和健康行动平台的活动：二

零一六年年报及附件 1-3。ICF，2016。可在

http://ec.europa.eu/health/ sites / health / files / 

nutrition_physical_activity / docs / 2016_report_en.pdf 和

https://ec.europa.eu/health//sites/health/files/nutrition_p

hysical_ activity /文档/ 2016_report_annex1_en.pdf。 

14. Lofthouse J.最大化增加营养的质量（MQSUN +）报告。即将到

来，2017 年。 

15. Lofthouse J.最大化增加营养的质量（MQSUN +）报告。即将到

来，2017 年。 

16. Lofthouse J.最大化增加营养的质量（MQSUN +）报告。即将到

来，2017;贝克。即将出版。参考待定，2017; Pelletier DL，

Frongillo EA，Gervais 

S 等人营养议程设置，政策制定和实施：来自主流营养举措的经验教

训。卫生政策和规划，2012 年。27（1）：19-31; te Lintelo 

DJH，LakshmanRWD。等同和 Conflate：五个高负担国家的政治承

诺，减少饥饿和减少营养。世界发展，2015 年。76：2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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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ho.int/global-coordination-mechanism/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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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elletier DL，Frongillo EA，Gervais S 等人营养议 程 设置，政

策制定和实施：来自主流营养举措的经验教训。卫生政策和规划，

2012 年。 27（1）：19-31; te Lintelo DJH，Lakshman RWD。等同

和 Conflate：五个高负担国家的政治承诺，减少饥饿和减少营养。

世界发展，2015 年。76：280-92; Hoey L，Pelletier DL。玻利维

亚的多部门零营养不良方案：洞察承诺，协作和能力。粮食和营养

公报，2011 年。32（suppl 2）：s70-s81。 

18. Hoey L，Pelletier DL。玻利维亚的多部门零营养 不良方案：洞察

承诺，协作和能力。粮食和营养公报，2011 年。32（suppl 2）：

s70-s81; Gillespie S，Haddad L，Mannar V 等人减少营养不良的

政治：建设承诺，加速进展。“柳叶刀”，2013 年。382

（9891）：552-69;Fox AM，Balarajan Y，Cheng C，Reich MR。衡

量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的政治承诺和机遇：试点快速评估工具。卫生

政策和规划，2015 年。 30（5）：566-78;世界银行（ H e a v e r  

R）。加强国家对人类发展的承诺：从营养的教训。发展方向。2005

年，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19. Hoey L，Pelletier DL。玻利维亚的多部门零营养不良方案：洞察

承诺，协作和能力。粮食和营养公报，2011 年。32（suppl 2）：

s70-s81; Levinson FJ，Balarajan Y，Marini A.多部门处理营养不

良：我们从最近的国际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千年发展目标成就基金， 2 0 1 3 ;  Shiffman J，Smith S.全球卫

生倡议的政治重点的产生：产妇死亡率框架和案例研究。“柳叶

刀”，2007 年。370（9595）：1370-9; Hawkes C，Ahern AL，

Jebb SA。利益相关者分析 2008  -  2011 年英国肥胖战略制定和实

施的预期结果。BMC 公共卫生，2014 年。14（1）：1。 

20. Hoey L，Pelletier DL。玻利维亚的多部门零营养不良方案：洞察

承诺，协作和能力。粮食和营养公报，2011 年。32（suppl 2）：

s70-s81; Mejía 阿科斯塔 A，Fanzo J.战斗母婴营养不良：分析在

六个国家实施国家多部门应对的政治和体制决定因素。布赖顿，英

国：发展研究所，2012 年; MejíaAcosta A，Haddad L.在秘鲁与营

养不良斗争的成功政治。粮食政策，2014 年。44：26-35。 

21. Levinson FJ，Balarajan Y，Marini A.多部门处理营养不良：我们

从最近的国际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纽约：儿童基金会和千年发展目标

成就基金，2013 年; Meija-Costa A，Fanzo J.抗击母婴营养不良： 

分析在六个国家实施国家多部门应对的政治和体制决定因素。布赖

顿，英国：发展研究所，2012 年。 

22. Pelletier DL，Frongillo EA，Gervais S 等人营养议程设置，政策

制定和实施：来自主流营养举措的经验教训。卫生政策和规划，2012

年。27（1）：  19-31;世界银行（Heaver R）。加强国家对人类发

展的承诺：从营养的教训。发展方向。2005 年，华盛顿特区：世界

银行。 

23. Pelletier DL，Frongillo EA，Gervais S 等人营养议程设置，政

策制定和实施：来自主流营养举措的经验教训。卫生政策和规划，

2012 年。27（1）：19-31; te Lintelo DJH，Lakshman RWD。等同

和 Conflate：五个高负担国家的政治承诺，减少饥饿和减少营养。

世界发展，2015 年。76： 280-92;世界银行（Heaver R）。加强国

家对人类发展的承诺：从营养的教训。发展方向。2005 年，华盛顿

特区：世界银行。 

24. Levinson FJ，Balarajan Y，Marini A.多部门处理营养不良：我们

从最近的国际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纽约：儿童基金会和千年发展目标

成就基金，2013 年。 

25. Levinson FJ，Balarajan Y，Marini A.多部门处理营养不良：我们

从最近的国际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纽约：儿童基金会和千年发展目标

成就基金，2013 年; Meija-Costa A，Fanzo J.抗击母婴营养不良： 

分析在六个国家实施国家多部门应对的政治和体制决定因素。布赖

顿，英国：发展研究所，2012 年; Pelletier DL，Menon P， 

Ngo T.营养政策过程：战略能力在推进国家营养议程中的作用。粮食

和营养公报，2011 年。32（suppl 2）：s59-s69。 

 

第六章 

1。Tran，M.卫报贫困事件博客：千年发展目标峰会现场更新，2010 年。

网址：https：// www。 theguardian.com/global-

development/poverty-matters/2010/sep/20/ un-mdg-summit-2010-

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于 2017 年 9 月 7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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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

集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世界银行集团 2017 年联合儿童

营养不良估计数。儿童营养不良的水平和趋势。2017 版的主要发

现。2017 年。请登录：http：

//www.who.int/nutgrowthdb/estimates/en/（2017 年 8 月 15 日访

问）。 

2. 关于监测 2025 年全球 MIYCN 目标进展情况的详细和彻底的讨论，见

世卫组织，儿童基金会为世卫组织 - 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技术专家

咨询小组。监测 2025 年全球营养目标进展情况的方法：技术报告。

日内瓦：WHO，UNICEF：纽约，2017 年。 

3. 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为世卫组织 - 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技术专

家咨询小组。监测 2025 年全球营养目标进展情况的方法：技术报

告。日内瓦：WHO，UNICEF：纽约，2017 年。 

4. 谁。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目标 2025 追踪工具（第 3 版 -  2017 年 5

月）：全球进展报告，2017 年。可在：http：//www.who。 int / 

nutrition / trackingtool / en /（2017 年 6 月 30 日访问）。 

5. 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为世卫组织 - 儿童基金会营养监测技术专

家咨询小组。监测 2025 年全球营养目标进展情况的方法：技术报

告。日内瓦：WHO，UNICEF：纽约，2017 年。 

6. 谁。NCD 全球监测框架。2017 年。网址：http：

//www.who.int/nmh/global_monitoring_framework/en/（2017

年 7 月 1 日访问）。 

7. 谁。2014 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状况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 

8. 谁。2014 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状况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4; NCD 风险因素协作（NCD-RisC）。数据下载。2017 年。网

址：http://www.ncdrisc.org/data-downloads.html（2017 年 5 月

1 日访问）谁。全球卫生观察站数据库：提高空腹血糖

（≥7.0mmol / L 或服用药物）。按国家数据，2017。可在：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 ？main.A869 LANG = EN;

血压升高（SBP≥140OR DBP 

≥90），年龄标准化（％）。按国家估算，2017 年。可在：http：

//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A875STANDARD？lang = en;成

人肥胖的流行，BMI≥30，年龄标准化。 

按国家估算，2017 年。可在：http：

//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A900A？lang= en;成年人体

重超重，BMI≥25，年龄标准化。按国家估算，2017 年。可在：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 

A897A？lang = en（全部访问 2017 年 5 月 1 日）。 
 

9. NCD-RISC。1980 年以来的全球糖尿病趋势：对 440 万 参与者的 751

人口研究进行汇总分析。柳叶刀，2016。387（10027）：1513 年至

1530 年; NCD-RISC。1975 年至 2014 年 200 个国家成人体重指数的趋

势：对 1998 万人参加的 1698 次以人口为基础的测量研究进行汇总分

析。柳叶刀，2016。387（10026）：1377 年至 1396 年。 

10. Mozaffarian D，Fahimi S，Singh GM 等人。全球钠消耗和心血管死

亡原因。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4 年。371（7）：624-34; Powles 

J，Fahimi S，Micha R 等人 1990 年和 2010 年全球，区域和全国钠

摄入量：全世界 24 小时尿钠排泄和膳食调查的系统分析。BMJ 公开

赛，2013。3（12）。 

11. 谁。2014 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状况报告。日内瓦：世卫组织，

2014 年; Powles J，Fahimi S，Micha R 等人 1990 年和 2010

年全球，区域和全国钠摄入量：全世界 24 小时尿钠排泄和膳食调

查的系统分析。BMJ 公开赛，2013。3（12）。 

12. 谁。指南：成人和儿童钠摄入量。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

年。 

13. Mozaffarian D，Fahimi S，Singh GM 等人。全球钠消耗和心血管死

亡原因。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4 年。371（7）：624-34。 

14. 谁。2014 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状况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 

15. NCD-RISC。数据下载。2017 年。可在：http：//www.ncdrisc。 org 

/ data-downloads.html（于 2017 年 5 月 1 日访问）。 

 

附录 2 

1. Kothari M.全球营养报告 2016 补充数据集。人口与健康调查干预覆

盖率数据：根据 2000 年至 2015 年间进行的 DHS 调查报告，接受各

种基本营养干预措施的儿童和孕妇的百分比。华盛顿特区，2016;根

据多指标类集调查，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其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

查，2016 年儿童基金会全球数据库。网址：http：

//data.unicef.org（2017 年 7 月 1 日访问）。 

2. 谁。营养行动证据电子图书馆（eLENA），网址：http：

//www.who.int/elena。 

3. Bhutta ZA，Das JK，Rizvi A 等人以改进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为基础的

循证干预措施：可以做什么，花费多少？“柳叶刀”，2013 年。

382（9890）：452-77。 

4. Kothari M. 2016。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补充数据集：人口和健康

调查干预覆盖率数据：2005 年至 2015 年间在 DHS 调查中报告的接

受各种基本营养干预措施的儿童和孕妇的百分比。华盛顿特区 2 月

4 日电; UNICEF 全球数据库。www.data.unicef.org（2016 年 4 月

访问）。 

 

附录 3 

1. Greener R，Picanyol C，Mujica A et al。营养动态性预算分配分

析：来自 30 个国家的经验。伦敦：国际发展部，2016 年。 

2. Greener R，Picanyol C，Mujica A et al。营养动态性预算分配分

析：来自 30 个国家的经验。伦敦：国际发展部，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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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ARR 平均年降低率 

 

 
BMI 体重指数 

 

 
CRS 债权人报告系统（DAC） 

 

 
发展援助委员会 

 

 
DHS 人口和健康调查 

 

 
民主刚果民主共和国 

 

 
欧盟欧盟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组织 

 

 

GDP各国生产总值 

 

 
IDA 国际开发协会 

 

 
IDRC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农发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多指标集群调查 

 

 
MIYCN 母婴和幼儿营养 

 

 
N4G 营养促进增长 

NCD 非传染性疾病 

 

 
NCD-RisC NCD 风险因素协作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 

 

 
官方发展援助 

 

 
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MART 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和有时限的 

 

 
SUN 加强营养 

 

 
TEAM 营养监测技术专家咨询小组（儿童基金会） 

 

 
英国英国 

 

 
环境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 

 

 
联合国联合国 

 

 
美国美国 

 

 
WASH 水，卫生和卫生 

 

 
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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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补充的资料可在线查阅 

全球营养报告网站上提供以下辅助材料： 

 

www.globalnutritionreport.org 

 

营养档案 - 数据可用于超过 90 个指标 

• 全球营养概况 

• 区域和分区域营养状况（6 个联合国区域和 22 个分区域） 

• 营养国家概况（为 193 个联合国会员国） 

 

 
增长跟踪表的营养 - 所有承诺的进展 

• 国家进展 

• 业务进展 

• 民间组织进展 

• 捐助者非财务进展 

• 其他组织进展 

• 联合国进展 

 

 
在线附录 

评估孕产妇，婴幼儿营养（MIYCN）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NCD）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 

http://www.globalnutritionrepo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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