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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没有新的办法应对中等收入国家的问题，则无法在全球范围内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本文解释了其原因，说明了中等收入国家应如何应

对，以及国际社会如何帮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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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等收入国家战胜饥饿 
和营养不良
樊胜根、Ertharin Cousin

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不仅存在于低收入国家。世界上
绝大多数饥饿和营养不良存在于中等收入国家，尽
管其中有些国家已经是全球经济强国。1 这些弱势

群体，即“迷失的中层”，往往无法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也
不能为之做出贡献，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大
特征。

因此，如果国际社会不关注中等收入国家，就无法实现其
雄心勃勃的零饥饿和营养不良国际议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
些国家的经济资源得以增加，政府能力也有所提升，我们可以把
这视为发展工作的福音，但最终的胜利还没有实现。经济发展还
需要借助来自各国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持续投资，以减少不平
等并改善人力资本。对于只有相对较少的政策和预算来改善粮食
安全和营养状况的国家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中等收入国家在消除营养不良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就
和这些国家的国情一样复杂多样。然而，如果我们专注于那些
已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拥有大量饥饿和
营养不良人口的主要中等收入国家，就会发现一些独特的趋势
和相应的机会。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是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20位
的经济体。它们都在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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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例如，1990-2014年间，巴西的饥饿人口
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
饥饿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2 1990-2013年
间，儿童发育不良状况在中国得到了显著
改善；1989-2007年间，这种状况在巴西也
得到了显著改善，儿童发育不良发生率在
两国均下降了约三分之二。3

2014年，中等收入国家继续在国内实
施提高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以巴西为
例，它发布了新的膳食指南，以鼓励消费
者减少对不健康食物的消费。4 此外，中等
收入国家作为全球粮食政策中具有影响力
的行动者，其作用不断加强。例如，巴西和
中国继续扩大对农业的投资，并与发展中
国家分享知识和技术。5

然而，为了帮助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
群，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若干挑战限制
了政府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付出的努
力，其中许多挑战并非中等收入国家所独

有。如果这些问题得到妥善处理，那么这
些中等收入国家和其他国家可以为加强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双重贡献：首先，
可以缓解这些国家内部的饥饿和营养不
良；其次，可以通过提供有效的政策模型，
帮助其他国家缓解饥饿和营养不良。此外，
对有良好针对性的社会安全网和经济发展
计划进行投资并实施这些计划，还可以为
避开或逃离“中等收入陷阱”（迅速增长
的经济体停滞于中等收入水平）所需的人
口包容性增长提供必要的条件。有了把更
多人口纳入经济增长的正确政策和优先举
措，中等收入国家将有机会以可持续的方式
公平地发展经济，并促进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

中等收入国家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负担

在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
等国家，尽管在减少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表1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主要特征

国家
经济增长

（2003–2013年） 基尼系数†

处于中等收入
状况的年数

总人口  
（百万）

营养不良人口 
（百万）

超重和肥胖人
口 （百万）

中国 9.6 42.1 15 1,368 150.8 341.9

印度 6.1 33.9 7 1,260 190.7 141.1

印度尼西亚 4.3 35.6 11 251 21.6 52.1

巴西 2.5 52.7 >27 200 ns 105.6

墨西哥 1.3 48.1 >27 120 ns 82.6

小计 3,198 363.1 723.3

全球  2.7 38.5 7,125 805.3 2,458.0

资料来源：关于GDP增长、基尼系数、中等收入年数和人口的数据来自《2014年世界发展指标》（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3年），http://data-
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variableSelection/selectvariable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营养不良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
组织《2014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罗马：2014年)，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2014/zh/。有关肥胖的数据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3年世界粮食和农业状况》中的肥胖发生率乘以人口估算所得，（罗马：2013年），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a/2013/zh/。
注：使用ns代表不显著。
† 基尼系数是衡量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值为0指绝对平等，100指绝对不平等（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人拥有所有收入，而其他人都没有收
入）。表1中的每个基尼系数指2010-2012年期间内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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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了这些问
题带来的挑战。因此，它们正在实施各种
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也认识到需要
采取更多行动。

影响中等收入国家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关键因素

尽管各中等收入国家国情不同，但一组相
同的因素影响着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水平
和本质。根据每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
段，许多因素影响着中等收入国家的粮食
安全和营养。例如，中国和印度正在经历
快速增长，面临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负担较
重，而巴西和墨西哥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
超重和肥胖问题。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财富、性别、以及受教育机会等领域中持
续存在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加剧了饥饿
和营养不良的负担。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

的人数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这种情况仍然
是对包容性增长的潜在威胁。近一半的世
界饥饿人口，也就是3.63亿人，生活在这五
个国家。常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的长期
摄入不足造成的营养不良也很普遍。

与此同时，在以上每个国家，营养
过剩（体现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也很高
或正在上升。据报道，许多因素共同引发
这一问题，包括城镇化、人口结构的变化、
收入增长带来的膳食变化、对良好营养认
识不足以及逐渐增长的久坐生活方式。6 

现代化价值链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
因之一，因为它使加工食物更易被获取。7

营养不良还导致了高昂的经济代价。
例如在印度，微量营养素缺乏所造成的损
失占到每年GDP的3%。8 超重和肥胖增加
了糖尿病和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使国家
预算变得更加紧张。据估计，2008年，墨西
哥用于治疗与超重和肥胖有关的非传染性
疾病的开支占医疗总开支的13%。9

图1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发育不良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

54

19.5

7.1

25

5.6
9.410.6 11

2

47.9

15.2

21

4.7

35.6
32.8

69

14
8.7

儿童发育不良

营养不良

肥胖

超重

巴西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资料来源：营养不良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2014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罗马：2014年）。儿童发育不良、超重和肥胖相关数
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年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罗马：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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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网长期缺乏对营养的关注，且
定位不明确
虽然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建立了社
会安全网，但许多国家尚未将营养整合在
其中。定位不明确和缺失是代价昂贵的问
题，有时也会削弱这些安全网的作用。有
针对性的粮食安全计划可有效地增加受
助家庭的财富，但往往对儿童发育不良影
响不大，有时甚至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增
加。19 虽然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已增加了获
得食物的机会，但在激励和推广接受健康
饮食方面可以做更多工作。20

在中等收入国家和更多国家改善粮食
安全和营养

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
韩国和智利在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
取得了巨大进展，同时促进了可持续的包
容性增长，这种增长使它们免于落入中等
收入陷阱，并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
国家行列。重要的是，正如本报告所证明
的，成功迈向粮食更安全的世界并非只有
高收入或发达国家才能达到的目标；也就
是说，中等收入国家能够而且应该相互学
习，并向其他已运用了成功的粮食安全战
略并促进了包容性增长的国家学习。

经济增长不足以大幅度减少饥饿和
营养不良；还必须努力减少不平等、改善
人力资本、促进更高的营养和健康水平。为
实现这些目标，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支持以下
有助于克服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策略和方法：

 X 为营养和健康重塑食物系统，特别是农
业。整个食物系统能为营养和健康做出
更大的贡献。21 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增加
对生产、加工和推广高营养食物的激励，
并减少向仅生产低营养主食提供的扭
曲的激励机制。为了加速改善营养，对专
门营养干预（如补充微量元素）的投资
应与对营养敏感干预（如生物强化）的
投资相结合。22 通过强化使用微量营养

增长和减贫努力会与营养不良的多重负
担共存。10 教育、医疗和营养的不平等阻
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危害了长期可持续
发展。11

缺乏平等地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和
性别不平等加剧了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人
力资本损失。12 已有相关证据证明，无法平
等获得优质教育导致了儿童发育不良和肥
胖的双重负担。13

城镇化和不断变化的消费偏好
作为全球趋势的一部分，不断发展的城
镇化及随之出现的消费偏好变化（由传
统的以谷类为主的饮食变为高蛋白质的
饮食）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正在面
临或已经经历了快速的、有时是大规模的
城镇化的中等收入国家尤其如此。14 快速
的城镇化和变化的膳食促进了现代化的
食品价值链的发展，15 并对食品安全产生
了不利影响。存在于整个食品价值链上的
标准不一致和监控不到位，以及小企业的
产能不足还造成了食品污染和食品不安
全，16 因而影响营养水平。

伴随城镇化和消费者偏好转变所出
现的现代化价值链也对用于农业生产的
稀缺自然资源造成了压力。中等收入国家
对肉类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更高的资源
密集型生产。

变化的饮食（糖、盐和油含量高的食
物已变得更受欢迎）已对肥胖和资源利用
产生了影响。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一些
社会保障政策增加了人们获得食物的机
会，然而这种援助往往没有相应的、足够
的营养教育和促进均衡饮食的宣传。巴西
的新饮食指南是一项很有益的尝试，因为
它鼓励消费者减少食用经过加工的方便食
品，这些食物通常含有高糖、高盐和高饱
和脂肪。17 同样，中国的高肥胖率已促使政
府引入了预防和控制超重和肥胖的若干指
导方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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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铁强化奶粉，智利在不到三年
时间内，将贫血的患病率降低了约80%。 
 关键是要采用不仅仅只为整个价
值链上的参与者创造经济利益的价值
链方法来增加穷人营养食品的可获得
性、可负担性和质量。23 为了提高食品价
值链的效率，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同
样重要的是要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投
资于食品保鲜技术和更好的存储和处
理设施，以及教育消费者形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除了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能力以
外，降低价值链上的食品安全风险将需
要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框架。

 X 减少不平等现象，重点关注性别不平
等。解决不平等问题可以改善粮食安
全和营养，增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
潜力。例如，提高弱势群体获得优质教
育的机会可以改善人力资本，在正在面
临人力资本不足和技能不匹配的挑战
的国家，尤其需要做到这一点。24 鉴于
性别平等在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中的
重要作用，25 中等收入国家应着眼于为
妇女增权赋能。为了弥合性别差距，包
括在农业中的差距，中等收入国家应该
增加妇女和女孩获得物力、财力和人力
资本的机会。26

 X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发
展可以通过提供更多可行的生计机会
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升级农村非农
业部门，从而有可能缩小城乡差距。27

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在农村地区增加获
得清洁水的机会，提供充分的卫生设施，
促进良好的卫生习惯（WASH），增加卫
生诊所。投资于这样的农村基础设施尤
其重要，因为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大大
加剧了营养不良状况。28

 X 扩大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如果中等收入
国家希望解决不平等、减少饥饿和营养
不良、促进包容性增长，那么其当务之

急是扩大并实施设计完善的社会安全
网，以保护最贫困人口。29 政府可以投
入更多资金使社会安全网更具针对性，
并扩大跨部门的社会安全网。这些安
全网应拓展到弱势群体，以便提供抵
御生计冲击的短期缓冲，以及提高生产
力或退出农业的长期机会。墨西哥已通
过其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机会项目”
成功地改善了贫困家庭的健康、营养和
教育，30 并解决了不平等。31

 X 促进南南知识分享和学习。为了进一步
促进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的减少，
中等收入国家应着眼于相互交流并且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流成功的创新理
念、技术和政策。例如，自2004年以来，
韩国的“知识共享平台”已经促进了以
经验为基础的合作发展，其成功的“新
社区运动”被纳入了非洲和东南亚的
发展计划。32 必须牢记，国家的具体条
件对于有效的知识和技术转移非常重
要。例如，可在与中国具有类似地缘经
济与政治情况的国家中，评估在中国使
用的农业技术的适用性。33

结论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全球影响
力日益增加、拥有大量饥饿和营养不良人
口的中等收入国家，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应该是它们的头等大事。通过相互学习和
调动国内资源的能力，中等收入国家可以
加快促进国内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步伐。在
通过投资、援助和知识共享帮助其他发展
中国家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中等收
入国家也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
在支持消除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最
好地发挥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作用，中等
收入国家必须推动在国内减少饥饿和营
养不良的有效的国家主导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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