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览



“食物政策”是指由各国政府单独

地、双边地、多边地以及在全球层

面做出的一系列影响食物生产、流

通和消费的决策。IFPRI研究人员致

力于向决策者以及私营部门、民间

组织和农民组织提供高质量的研究

成果。这些研究能帮助形成有效的

政策、投资和项目，从而促进高效

的、可持续的、有复原力的农业和

食物体系。

什么是食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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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坚信，国际社会可通过携手合
作战胜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与发展
实践者、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同时， 

IFPRI通过提供国家和地区主导的政策所需的实证研究依据，使制定
的政策有助于确保所有人获得安全、充足、营养和可持续种植的食
物。

我们的研究人员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关注以下问题：

•	 什么样的政策有助于农民管理稀缺资源并生产更多的食物？

•	 什么样的项目能保证终生的营养和健康？

•	 小农如何能更好地进入市场？

•	 各国如何促进有利于穷人的发展？

IFPRI在行动
IFPRI的工作围绕六个战略研究领域展开，而
性别是一个跨领域主题。下面是我们在每个
战略研究领域的工作概要。

研究概要
确保可持续的食物生产：加强地
下水管理
IFPRI水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寻找提高整体用水
效率和水质量、减少灌溉土地退化、增加穷
人用水的途径，来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安
全。 

水是共享资源，因此要求在资源用户之间进
行协调，但在许多情况下，必需的水管理集
体行动还没有出现。一个旨在加强集体行动
的实验性游戏项目在印度和哥伦比亚的灌溉
社区开展了“关于实验影响的实验”。初步
结果发现，这些游戏能有效帮助各社区理
解个人用水和集体资源可用性之间的相互关
系。

促进健康的食物体系：在布基纳
法索等地改善营养
I F P R I 领 导 的 “ 农 业 促 进 营 养 与 健 康 ”
（A4NH）项目旨在提高农业和多部门项目
对营养的贡献，尤其是对容易受到营养不良

什么是食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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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破坏性后果影响的母亲和儿童营养的
贡献。 

IFPRI和海伦•凯勒国际基金会（HKI）共同
对布基纳法索一个为期两年的家园食物生
产项目进行了评估，以了解该项目对儿童
和产妇健康的影响。此项评估帮助HKI加
强了其项目交付和实施，并展示了研究人
员和项目实施者如何携手合作，运用结果
来共同改进项目的设计、实施并提高成功
率。

改善市场和贸易：价格和政策
所有市场均需要适当制度和有效政策的支
持，以改善粮食安全，减少贫困。IFPRI提供
基于实证的政策解决方案以及创新工具，
帮助决策者迅速有效地对世界食物体系中
的 市 场 失 灵 和 变 化 做 出 响
应。IFPRI的粮食安全门户网
站（Food Security Portal）是
提供分析全球和区域食品价
格数据、管理风险、改善贸
易政策和扩大市场准入的工
具。此门户网站的组件之一
是食品价格过度波动早期预
警系统，这是一个跟踪价格
波动的动态预警系统。它提
供了五大农产品价格波动状
态的每日警报系统。这些信
息能帮助决策者在国家层面
做出恰当的粮食安全决策。

改造农业：引导增长
在许多国家，决策者缺乏必要的数据和分
析 工 具 ， 因 而 无 法 将 投 资 和 对 重 点 目 标 
（如减少贫困和经济增长）投资影响的准
确估算联系起来。

I F P R I 与 合 作 伙 伴 在 孟 加 拉 国 、 刚 果 
（金）、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马拉
维、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乌干达开发了
国家战略支持计划或重大项目。这些项目
和计划旨在帮助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分析，
以支持决策和划分投资的优先级。

培养复原能力：国别气候数据和
分析
农民不仅要生产粮食，还要照料田地、牧场
和周围的资源，包括溪流和森林，而这些活
动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IFPRI的研究人
员致力于帮助农民实现三赢：适应气候变
化、增加作物产量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IFPRI的气候变化和非洲农业系列丛书探索了
如何在这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世界上实现可
持续的粮食安全。该丛书提供了国别气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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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分析，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粮食安
全和资源管理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并对各国
政府和区域机构提出了建议。

强化体制和治理：克服赋权障碍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农业增长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并可能会扮演变革性的角色，但她
们却不断面临进一步融入农业的障碍和约
束。妇女农业赋权指数（WEAI）通过衡量
农业部门中妇女的赋权、主体性和包容度找
出克服诸多障碍和约束的办法。WEAI旨在
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妇女赋权、粮食安全和
农业增长之间的联系。WEAI还能让决策者

识别被剥夺权利的妇女，理解如何增强她们
的自主性和决策能力。 

IFPRI实地研究
IFPRI的研究和工作地点遍布整个发展中世
界，在非洲和亚洲各地设有区域办事处和国
别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为当地合作伙伴提供
了联系IFPRI的广泛机会，同时使IFPRI能够按
照地区和各个国家的需要更好地协调工作。

非洲：东南部非洲办事处，总部设在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西部非洲办事
处，总部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这些办

当政策、体制和市场失灵时，主要公共产品及服务
会供给不足，激励机制会不利于农业，消费者

的食物开支会变得过多，创造财富的关系会破裂。政
策、制度和市场研究项目（PIM）与CGIAR的其它研究
项目，如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以及水、土地和
生态系统项目共同协作，确定了加强食物体系决策
基础的方法，以更好满足小农户和贫困消费者的利
益需求。

www.pim.cgiar.org

“农业促进营养与健康”研究项目（A4NH）聚集了
来自农业、营养和卫生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专业人士，来
共同应对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并制定共同解决方案。
该项目侧重于农业发展潜力，致力于为穷困人口带来性
别平等的健康营养益处。

www.a4nh.cgiar.org

IFPRI领导的两个CGIAR
旗舰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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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研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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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事处为政策的规划及实施提供研究和能力建
设支持。办事处建立了区域和国家战略分析
及知识支持系统；促进全面和包容性的跨部
门农业研究；并帮助加强整个非洲大陆的分
析和建模能力。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IFPRI在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地区的工作旨在帮助该地区的决策
者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例如收入差距、严
重的农村贫困和营养不良率以及落后的农业
增长。IFPRI还协助拉丁美洲建立了粮食安全
门户网站。

中东和北非地区：IFPRI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
研究重点是多方面的粮食安全，包括了宏观
经济和家庭层面；贸易和基础设施；水和农
业；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新出现的挑战，

例如气候变化和冲突。

中东和北非地区：IFPRI在中东和北非地区
的研究重点是多方面的粮食安全，包括了宏
观经济和家庭层面；贸易和基础设施；水和
农业；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相关新出现的
挑战， 例如气候变化和冲突。对该区域的
研究将主要由设立于开罗办事处的“埃及战
略支持计划”展开。

东亚和东南亚：IFPRI围绕东亚及东南亚地
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开展了战略政策研
究、政策沟通以及能力建设活动。IFPRI在
1997年成立了中国项目和北京办事处。该
项目侧重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分享中国的经验教训。 

IFPRI办事处和 
重点研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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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
IFPRI通过各种出版物（其中许多被翻译为
法语、西班牙语、中文和阿拉伯语）、政策
研讨会、Mendeley等学术社交网络、社交
媒体、电子图书馆和媒体，以及模型、门户
网站和其它数据传播形式将IFPRI的研究成
果传达给不断扩大的全球受众群体。研究
人员的工作展示在各种各样的IFPRI出版物
中，以及多种具有影响力的外部期刊和出版
物上，如《柳叶刀》、《美国临床营养学杂
志》《科学》、《自然》、《农业经济学》
、《PLOS ONE》以及《世界发展》。

IFPRI的旗舰出版物《全球粮食政策报告》
致力于探讨每年主要的粮食政策问题、发展
动态以及各项决策。《报告》回顾过去一年
粮食政策的成败得失，并建议如何改善发展
中国家贫困人口粮食供应状况的政策。

《全球饥饿指数》（GHI）提出了全球、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多重饥饿指标。每年由
IFPRI计算的GHI指数突出了减少饥饿方面的
成败，并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造成饥饿的各种
因素。

《全球营养报告》是IFPRI的另一份年度系
列报告，旨在帮助指导行动、建立问责制并
促成更多减少营养不良的承诺。该报告的

目标是在国家层面让致
力于营养工作的志士能
够更好地为决策提供依
据，为增加资源分配提
供更充分的理由。

IFPRI Dataverse在当
地 （家庭和社区）、国
家和全球层面提供了120
多个可公开访问的关于
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数据
库。IFPRI免费分享这些
数据库，并鼓励人们在
进行研究和政策分析时
使用它们。

IFPRI的博客IFPRI.org/
news每年的访问量超过
100万，使全球的读者能
够了解IFPRI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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