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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
∗

于宏源　李坤海∗∗

内容提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的

多重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涉及一系列相互冲突、竞争、合作或协同的影响要素,对治理体系提

出更高要求.从现状来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需求端与供给端

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呈现出多种冲突:粮食安全从贸易嬗变并扩

散到生态、技术、知识等安全维度的综合关联治理需求与粮食问题领

域治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矛盾;全球化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多边主义

需求与区域主义分散治理的矛盾;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

规则的制度需求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非中性矛盾;粮食安全治理机

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与现实供给“伪领导力”间矛盾.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供需失衡的同时也伴随机遇,中国参与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具有现实需求与可行性基础.在发展巩固自身粮食安全

的同时,中国应以共赢理念进行斡旋和积极引领,打破全球粮食安全

治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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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建立在能源、粮食等战略资源基础上的世界.由于粮食和农

业资源的地缘分布不均,且伴随全球城市化进程和中产阶级增长,粮食资源的

竞争性逐渐突出,并导致粮食危机的周期性爆发.① 从«罗马俱乐部报告»到拉

吉帕特尔(RajPatel)的«粮食战争»、威廉恩道尔(WilliamEndor)的«粮食

危机»,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领域.在２００８年粮食危

机期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GlobalRisk)就曾把粮

食安全冲击列为仅次于美国次贷风暴的全球安全风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指出:“在粮食危机面前,我们还面临领导全球的挑战.”②２０２０年以来,蝗虫灾

害、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粮食供应量出现连锁危机,粮食安全议

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③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Ｇ
A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世界卫

生组织(WHO)共同发布的«２０２０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全球有近

６９亿人处于粮食短缺状态,占世界总人口８．９％,也门等西亚地区和部分非

洲地区处于严重的粮食安全风险中,④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预计,１．４２亿人将

在２０２１年陷入更严重的粮食危机中.⑤ 在第６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报告关于全球温升加速的地球系统失衡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

将继续成为全球治理的热点议题并需要全球方案解决.
关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已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外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研究主要集中以下视角:其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问题的客体研究.查尔

斯特大学(CharlesSturtUniversity)研究员伊萨阿姆尤努萨(IsaAM YuＧ
nusa)等人从供给侧(水资源、耕地面积、科研投入)与需求侧(人口)的二分法

因素探讨了多种因素对粮食安全不同程度的影响效果;⑥其二,关于全球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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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治理主体研究,以美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恩道尔((WilliamF．Engdahl)
在«粮食危机»中从地缘政治入手,指出美国通过大型国际金融公司及食品企

业来推动获取丰富利润;①其三,关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路径研究.英国考文

垂大学(Coventry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迈克蒂尔泽(MarkTilzey)在“粮食

主权”传统发展理念上,进一步提出了“粮食生计主权”(LivelihoodsovereignＧ
ty),试图以“发展权”作为国家决策中心回归的国际依据.② 科克大学(UniverＧ
sityCollegeCork)讲师尼尔杜根(NiallDuggan)等探讨了“二十国集团”
(G２０)在重塑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关键角色与功能.③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美国身份角色、霸权国和粮食寡头治理、④联合国粮食

治理的结构与作用探讨,⑤最新研究也主要是围绕疫情对粮食安全影响分析.⑥

然而,从整体来看,鲜有研究从宏观视角进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综合分析,
全球治理在中国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而直接针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机制的文章相对缺乏.特别是随着疫情时代背景下多次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

系受到冲击、世界贸易组织作为重要的粮食贸易平台也面临改革转型,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机制认知有待加深.
回顾数次粮食历史危机来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竞

争、合作或协同的安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其治理要素的复杂性,曾引

起世界银行代表的“乐观派”和莱斯特布朗(LesterBrown)代表的 “悲观派”
的持续论战.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粮食供应危机催生了粮食贸易剩余处置.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面临粮食技术进步与粮食需求脱嵌形势,推动了粮食技术转

让.而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及２００８年的粮食危机中,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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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０—１３３页;谭砚文等:«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与

东盟区域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及对策»,«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第１１３—１２１页.



粮食价格机制波动导火线,粮食金融也成为重点监管领域.① 当前面临的情况

是以上粮食安全各要素的积聚并交织,在特殊和极端情况下,若出现全球治理

的赤字,则难以保证粮食的供应、获得、利用、稳定.面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

复杂困局,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粮

食安全韧性角度出发,分析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供需端及其存在的矛盾,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全球粮食安全韧性中的需求张力

随着国际社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人口、贸易投资和

技术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粮食安全”已然从发展问题演变成一个集经济、
社会、政治于一身的复杂、有争议和政治负载的术语.② 粮食安全内涵呈现扩

大化发展趋势,具有高度跨国性、扩散性、嬗变性和多层性特征.③ 粮食安全问

题复杂性使地缘竞争更加激烈,部分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形成的国际压制,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效应.
第一,粮食安全维度扩展趋势下的综合治理需求.粮食安全的系统效应

增强,需要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从单一转向综合安全维度.就粮食安全维度类

型化划分而言,以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主导的四分法是当前较为全面且国际认

可度较高的划分标准.④ 该方法将粮食安全维度细化为粮食供应、粮食可获

取、粮食利用与粮食稳定性四个层次.⑤ 以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主导构建的粮食

安全维度来看,主要包含粮食供应总量、粮食贸易交通、人口等传统意义上的

安全要素.在该划分体系外,除传统安全维度发展外,也包括一些新的安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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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粮食供应”细化指标来看,主要指粮食的适足性,即在供给侧加大粮食供应量.粮食供应作为四

大支柱的基础,一直是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粮食总量的自然禀赋、粮食生产充足率一直在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粮食获取安全保障主要与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相关,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将铁路

与公路的密度和粮食安全直接挂钩,说明粮食流转是粮食获取中的关键要素.粮食利用中观安全层度被细

化为与粮食利用能力有关变量与粮食利用失衡结果,前者主要涉及水与粮食安全、公共卫生与粮食安全.
粮食稳定性安全影响因素集中于各种突击风险,例如政权更迭、恐怖主义、粮价波动.



度外溢,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粮食贸易安全.当前粮食贸易安全更多受到公共事件与大国政治博弈干

扰.根据世贸组织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所发布的报告,为应对２０２０新冠疫情带

来的粮食贸易链中断,已有多达８０个国家实行出口禁令和限制.例如,罗马

尼亚紧急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在紧急状态下禁止向欧盟以外的国家出售谷物;
疫情暴发初期,越南在«至２０２０年国家粮食安全»提案的有关会议上,多次强

调采取粮食出口限制以应对恶化的疫情局势;阿根廷提议将生大豆、豆粕和豆

油的出口税率从目前的３０％提高到３３％.在发生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之

际,为满足国内粮食内需,一些国家基于粮食主权的出口管制措施具有正当

性,①但也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链不稳定性更加凸显.
粮食生态安全.气候变化依然是较为重要的传统要素.高温和降雨不足

会通过减少生育期的长度来降低谷物产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全球一

些地方在不可持续地使用土地,如果持续下去,至２０５０年,全球将有８．４９亿公

顷的土地退化,接近巴西的国土面积.此外,在农业集约化学产品等影响下,
土地生产环境面临巨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② 在大量使用化肥的情况下,环境

污染带来的经济成本往往超过农业增产带来的经济价值.如果在未添加有机

物的前提下使用无机肥料,土壤的结构和生物功能就可能被削弱,进而导致土

地退化.③ 国际粮食合作必须建立在有关土地使用、生物燃料生产、环境保护

等多重价值选择基础上.④

粮食金融安全.粮价的预期性波动是粮食安全金融化产物.⑤ 随着粮食

产业不断融入外汇、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粮食的金融化属性也越发突出.
以小麦期货价格为例,受疫情影响,出现过预期上涨场面.⑥ 粮价与美元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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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报收５７５美分/蒲式耳.新浪财经:«疫情第二波来袭! 全球粮食再陷阴霾»,https://finance．sina．
com．cn/money/future/agri/２０２０Ｇ０９Ｇ２３/docＧiivhuipp５９１４８４４．shtml,２００２Ｇ１０Ｇ０１.



密切联系,而美元又易受石油供需影响.２０２０年,油价进入历史低谷,对生物

燃料产生了巨大的下行压力,而生物燃料是糖和植物油市场的重要需求来源.
价格波动可能使弱势群体陷入贫困和饥饿.价格波动与价格水平的相互作用

也会影响到福利和粮食安全.价格越高,价格波动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就越

大,生产者反之.①

粮食安全技术与知识.粮食生产、品种改良、运输等关键环节都离不开技

术的支撑,但由于技术往往集中于部分发达国家,事实上脱离了“技术中立”,
造成了粮食技术垄断.加上动植物遗传基因、种子生产逐渐被允许申请专利,
粮食专利垄断与粮食技术霸权双轨并进.相应地,粮食安全与技术政治、知识

政治关联性提升.
第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粮食安全治理的多边主义需求.尽管出现“逆全

球化”趋势,单就经济维度的全球产业链而言,全球资源市场的地位仍不可动

摇,没有任何国家发展资源产业能离开全球资源产业链,即便是强势的西方发

达国家也不例外.② 作为重要的资源类型,粮食经济产业链更是如此.首先,
各国家粮食生产的自然禀赋不尽相同,在粮食生产、运输等方面具有各自的比

较优势,可以实现全球优势互补.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希望通

过多边主义重塑粮食治理体系.粮食安全转型与国家发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

正相关关系.发展中国家依然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印度等人口大国可能依靠

市场供需结构溢出新的粮食安全话语.因此,对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粮
食安全全球化治理需求依然高涨.此外,自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施

行以“美国优先”的发展战略,通过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垒等方式解决国内社

会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美国“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扭转了自由、
低关税的世界贸易体系,③给粮食贸易带来了重大挑战,也证明了极端的单边

主义不利于粮食安全治理需求.跨国安全治理机制范式是解决非传统安全的

重要范式选择,而实现多边主义的统一化治理更是努力目标.在多边主义机

制下,能更好地实现粮食安全利益普惠共享、达成普遍适用的粮食贸易规则,
减少因国别壁垒带来的额外交易成本.

第三,构建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规则的制度需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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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源:«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欧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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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１１—１９、３７页.



粮食贸易链深化的同时,不同主体粮食安全价值链需求也在逐渐发展,包容

性、公平性逐渐被融入全球粮食安全内涵.对国家而言,粮食安全是国家权

力.建立在资源禀赋上的粮食安全在不同地缘上衍生出有差异的敏感性和脆

弱性,而这种异化的粮食安全结构决定了粮食充裕的国家总是拥有更大的权

力.① 权力边界的肆意扩张可能干扰其他国家享有的粮食安全利益,需要构建

国家间公平的粮食贸易秩序.此外,粮食人权观的发展也推动了粮食安全治

理制度应该更加注重公平价值.对个人而言,粮食安全主要体现为个人人权.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１９７４年在罗马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大
会通过了«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安全的国际约定»两
个文件,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权出发,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

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粮食”.阿马蒂亚森(SenAmarＧ
tya)在«贫困与饥荒»一文中也强调了粮食安全个人权利,获得权是最基本的粮

食人权.② 粮食权最早是从生存与发展的个人权利维度进行伸张,如«世界粮

食安全罗马宣言»中指出:“每个人获得富有安全和富有营养的权利.”随着第

三代集体人权概念提出,粮食权被认为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权利,发展为个人

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此次疫情危机的隔离对粮食产业影响更大.基于互

联网技术的服务业至少可以通过异地化办公实现,但对于劳动密集型粮食生

产而言,跨国工人的限制性流动将导致生产力缺失.③ 从结果来看,这或许进

一步深化了粮食安全格局的不平等,成为此次疫情中推动“粮食普惠”路上的

“绊脚石”.④ 危机下的食品治理系统面临的复杂挑战,再次凸显个人健康与营

养问题重要性,需要采取措施以满足更公平和包容的治理需求.⑤ 国际制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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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丽、王高阳:«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
期,第５—７页.

SenAmartya,PovertyandFamines:AnEssayonEntitlementandDeprivation,Oxford:ClarenＧ
donPress,１９８１．

龚思量:«疫情下的跨国劳工—回乡、失业、隔离与劳动»,https://www．chinathinktanks．org．cn/
content/detail?id＝a８７pur４０,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２８.

由于无法从罗马利亚或阿尔巴尼亚等国获得数万名移民工人,种植工作难以继续,农业部门面临巨

大压力.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监测报告第二版:２０１９冠状病毒病和劳动世界»来看,８１％的全球劳动力

遭波及:在全球３３亿劳动人口中,有超过８１％的劳动人口(２８亿)目前受到工作场所全部或部分关闭的影

响.最新的«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全球工资报告»指出,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全球劳动收入在２０２０年前三个季度

下降了１０．７％,即３．５万亿美元.该数字不包括政府采取措施提供的收入支持.降幅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国

家,其劳动收入下降１５．１％;美洲地区受影响最大,下降１２．１％.ILO,“GlobalWageReport２０２０Ｇ２１:WaＧ
gesandMinimum WgesintheTimeofCOVIDＧ１９,”https://www．ilo．org/wcmsp５/groups/public/ＧＧＧdgreＧ
ports/ＧＧＧdcomm/ＧＧＧ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７６２５３４．pdf,２０２０Ｇ１０Ｇ０６．

联合国粮安问题高级别专家组:«粮食安全与营养:建立到２０３０年的全球策略»,http://www．fao．
org/３/ca９７３１en/ca９７３１en．pdf,２０２１Ｇ０５Ｇ１７.



为规则型治理工具,规定行为者在特定的范围下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①通过合法性、公平民主的粮食安全治理规则可以最

大范围内促进粮食安全治理秩序运行.但同时,国际制度的阶级性、国际关系

中的权力因素和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考虑说明国际制度在促进合作方面的作

用是有局限性的.② 粮食安全治理规则的达成是一个漫长的政治博弈过程,且
需随着粮食安全问题发展而更新制度规则以实现粮食安全公平与正义的最

大化.
第四,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在缺乏中央政

府的国际社会,“国际领导”并不总是与“霸权”相联系.相反,在复杂的问题领

域,具有国际权威的领导力往往能扭转集体行动困境.从早期粮食贸易历史

来看,大国推动了粮食贸易链的产生,但主要受少数资本大国国家利益的绝对

主导.首先,体现为以英国为核心的粮食制度.英国开始将其大部分粮食生

产外包,鼓励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殖民地将土地大规模转变为小麦

和肉类产地.以英国为中心的粮食制度,其基础是一个互补的、逐步取代的国

内农业部门和殖民地分工,涉及全球热带作物的制成品交换.其次,体现为以

美国为核心的粮食制度.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粮食制度下,剩余粮食的流动路

径发生改变,主要从美国转移到冷战时期的后殖民国家,目的是为了解决战后

国内粮食生产过剩困境.③ 同时,为了削弱苏联粮食贸易“石油—外汇—粮食”
这一脆弱链,里根政府实施了所谓的“逆向石油冲击”战略,迫使沙特猛然将产

量提高了一倍多,这导致了国际油价大跌.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苏联不

得不向西方求援以获得粮食援助和贷款,以至于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满足西方

的附加条件.冷战结束后,作为最有国际领导力的国家,美国并未将粮食安全

治理推向普惠国际历程,基本是为其粮食霸权服务.美国掀起的生物燃料计

划对实现能源安全贡献并不显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尚未厘清,但对粮食安

全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当下,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粮食安全国际领导力陷入

混沌局面.美国从推崇自由主义向国家单边主义回归,忙于国内政治选举及

选举后的制度构建.欧盟也经历英国脱欧、债务危机、疫情复苏等内外部冲击

而自顾不暇.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建设发展时期,较难形成绝对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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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有效领导力机制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议题或被搁置或陷入僵局.粮

食安全治理机制发展仍不成熟,需要各国通过政治谈判、规范制定等继续保障

粮食安全治理机制有序进行,而这一切的逻辑前提是需要有效的领导力凝聚

力量,推动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向前发展.

二、全球粮食安全的治理机制供给

粮食安全韧性的国际性催生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而粮食安全治理需求

是多元的,离不开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的制度供给.全球治理机制是在全

球治理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规制和治理效果等

要素的整体治理结构.它不仅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结构,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

善的过程.① 同样,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经过政治谈判、实践发展推动形成了系

列治理机制,处于动态发展过程.目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存在以下

问题:
第一,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问题领域平台碎片化与分散化,各自为政,缺乏

综合协调合作的治理机制.在粮食安全议题领域中,大量国际制度形成了“机
制复合体”.②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以及人权理事会侧重于管辖和处理侵犯粮食权的行为,特别是为侵犯粮食权

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声誉进行道德声讨.③ 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资助农业和农村发展项目及粮食进口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调整贷款政策,促进发展中国家获

得更多的贷款,以应对债务危机.从应对疫情下的粮食危机来看,由于缺乏公

共事件的应急机制,联合国体制下的粮食安全专门组织或机构显得应对不足,
而作为非专门粮食安全管理组织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规制粮食出口管制方面却

发挥更大作用.当前,正在谈判的“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

发展”议题涉及渔业问题,将再次掀起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海洋法机构对海

洋渔业资源新规则制定.由于不同的组织平台处于不同的问题领域,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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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维度的弥散同时也造成了机构拥挤竞争下话语权争抢.① 例如,贸易组织与

人权组织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与人权冲突最为典型.粮食安全兼具商品属性

与粮食人权属性,在执行世贸组织«农业协定»之后和多边农业贸易谈判多哈

回合初期,人权高专办发表了几份高度批评性的报告,称该协定对实现人权构

成威胁,声称粮食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粮食贫困,并带来

了不公平的粮食贸易竞争环境.② 由于没有一个真正具有权威性和包容性的

机构负责处理跨部门和跨层次的粮食安全问题,导致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领

域平台话语权分散与撕裂,难以形成合力.
第二,粮食安全治理多边合作平台停滞不前,区域性粮食安全治理平台涌

现,在政治分歧、规则构建等方面阻碍相对较小.作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秩序

中的两个重要全球性平台,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与世贸组织在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受到阻碍.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及其改革旨在

改善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和协同作用、汇集知识和实地经验、改善沟通

和信息交流等.但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改革政策措施往往未能得到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结构中其他关键行为者的承认,特别是联合国粮食治理三架并行粮

食机构互相认同.③ 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少数全球性国际组织,从“乌拉

圭回合谈判”达成«农业协议»后,世界贸易组织一直试图在多哈回合中进一步

推进全球农业治理一体化进程.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发展中的独特性质,
更被视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内容.相反,与全球治理范式相比,粮食安全治

理区域向度正不断深化.东盟近些年致力于粮食安全合作,推动了«东盟一体

化粮食安全框架»«东盟地区粮食安全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形成,丰富

了东盟组织的议程设置.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在“货物贸易”章节中规定

了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全面取消数量限制、优化市场准入条件等相关内容,进
一步促进了东盟国家发展粮食贸易便利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CPTPP)«美加墨协定»等多边贸易协定都曾对农业敏感问题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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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三者并立,成为联合国层面粮食治理体系

重要结构.



并在关税减让、部门设置等达成部分共识.在最新的«美墨加协定»中,依然是

维持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零关税,设立专门的农业贸易委员会以及咨

询机构、技术工作组,来协调未来可能因国内政治原因、税则表调整等引发相

关产品税率变动所带来的问题.① 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平台相比,“美加墨”
等区域性联盟往往具有共同或一致的利益基础,可能基于相邻地缘的粮食运

输便利、类似的国内粮食补贴政策等,政治合作阻碍相对更小.
第三,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制度规则公平性存在失衡,“软法”与“硬法”并

存,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适用存在模糊性.为实现更大范围粮食安全国际法治,
世界贸易组织一直追求在敏感的农业领域有所作为,但就多哈回合开启２０年

进程看,农业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仅在«香港部长宣言»中就补贴问题取得

部分成果.其中,“坎昆部长级会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各方在农业和“新加坡

议题”上的分歧.世界贸易组织发挥农业贸易治理功效有待于世界贸易组织

体制改革重塑.从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重点来看,主要集中于非市场经济

地位、透明度、上诉机构等问题,农业问题暂时被搁置.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规则体系来看,除了以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农业协定»等条约形式表现的

“硬法”规则外,“软法”同样发挥一定治理作用.«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登
博斯宣言»«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联合国千年宣言»,以及“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等粮食安全治理重要文件,更多是倡

导一种动员激励机制,与一般国际条约或公约相比,在规则约束力上较弱,但
软治理所具备的制度弹性增强了国家的自主性.② 此外,粮食安全规则标准的

国别性或区域性差异衍生出公平失衡问题.例如,食品检疫标准作为贸易管

制措施之一,存在“高标准”与“低标准”差异.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与预警系

统(RASFF)会通报所有食品及相关产品不合格情况,产品不合格情况除了产

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外,标签不合格占比也是限制的重要考量.随着«肉类、软
体动物官方监管特殊要求»«非动物源性食品口岸临时强化监管»«动物源性食

品官方强化监管程序»等食品检查细化标准的出台,“高标准”的食品检疫使得

其他国家粮食出口间接受阻.相对而言,非洲、东南亚国家在检疫标准水平上

相对较弱,无疑造成粮食双向贸易中的非对称性.在提高检疫标准以应对疫

情的合法掩盖下,具有竞争关系的关联国家可能以粮食安全检疫壁垒为跳板

实现国际控制.同时,国际粮食规则存在一定模糊性与空缺,无法应对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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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较典型例子是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定性与粮食贸易管制存在脱钩.虽

然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一般例外条款、安全例外条款可以成为国家援引的正当

性条款,在«农业协定»中也有关于特殊情况下出口管制的规定,但是规则过于

模糊,导致条款滥用.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定性,是判断“紧急情况”“国家

安全”的重要考量,从实践来看,粮食出口贸易管制更多是出于主权需要,忽视

了必要性要素的考虑.
第四,深受权力结构变迁与主权回归双重影响,粮食安全有效大国领导力

贡献陷入“伪领导力”供给不足,同时,非国家行为体却成为国家在粮食安全治

理领导力实现的间接力量.冷战后,作为最具有实力领导国际秩序国家,美国

更多采取一种为自身服务的“伪领导力”推动方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

极力推动自由化的贸易规则,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与规则发展,一方面,
对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的粮食贸易管制进行限制,降低他国的市场准入

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粮食产业链、加强对转基因粮种技术的控制来

达到控制粮食产业链的目的.美国政府利用其雄厚的财政实力,用粮食补贴

政策与欠发达国家进行博弈,从而有利于粮食寡头在不发达国家确立经济垄

断地位,同时,粮食寡头又为美国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发挥了急先锋作用.①

此外,非国家行为体跳出物质型权力②结构逐渐融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全球

粮食网是公共和私人干预结构.③ 除正式国际组织参与粮食安全治理外,其他

非国家行为体也逐渐推动粮食安全治理进程.以四大粮商为代表的跨国企

业—美国企业 ADM、邦吉、嘉吉和法国企业路易达孚,较早构建了从“田间到

餐桌”的完整全产业链,即“农场—储存—运输—加工—分配—销售”,并发展

了双向延伸产业链、“全产业链＋核心业务”“粮食产业＋金融业”等多种治理

模式.④ 跨国粮食公司具有重大的粮食规制作用,包括扰乱粮食生产和分配进

程、以遗传和生产资源所有权占据国际市场优势,以及占据粮食安全标准制定

控制权等.⑤ 非政府组织、学术智库机构等民间社会行动者也是粮食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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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伟、徐园园:«美国在世界粮价问题上的双层次博弈»,«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３２—
３７页.

从国际关系视角而言,权力的存在是国际权威的重要支撑.对于权力概念而言,从物质性权力绝对

性向相对性、多变性发展,制度权力、文化权力、象征性权力等丰富了权力概念外延.
AbigailM．Cooke,etal．,“Introduction:Agriculture,Trade,andtheGlobalGovernanceofFood,”

Globalizations,Vol．５,No．２,２０１８,pp．９９Ｇ１０６．
李宁等:«国际大粮商“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世界农业»２０２０年第８期,第２０—

２９页.
VanDerPloegandJanDouwe,eds．,“TheFoodCrisis,IndustrializedFarmingandtheImperialReＧ

gime,”JournalofAgrarianChange,Vol．１０,No．１,２０１０,pp．９８Ｇ１０６．



机制的重要驱动者.① 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协议谈判协

商中,涉及农产品相关谈判时,美国方面则主张“科学依据”原则倾向于扩大转

基因食品贸易范围,而欧洲社会倾向于“预防性原则”抵制转基因食品过多引

入,这阻碍了农产品贸易谈判进程.各国主流媒体在获取专业信息上及价值

偏好上也不尽相同,在媒体信息与公共舆情跨境流动加速时期,粮价波动也呈

现区域性特征,导致各盈利者进行跨境套利,损害公众利益.此外,不同非国

家行为主体间合作维度加强,以“粮农组织与非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为代表

的网络合作伙伴关系逐渐兴起.②

三、全球粮食安全需求与机制供给差距对中国的冲击

从上述可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处于需求张力与机制供给的双重建构中,
在这种叠加过程中,各自为政的组织间竞争、南北粮食安全发展结构差异的政

治博弈、粮食安全国际标准领导力与话语权抢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规则中性

与非中性协调矛盾、以非国家行为体为跳板的间接干预等都在发挥作用.中

国粮食安全问题受到来自国内外双重方向的冲击,复杂的跨境运输渠道、对外

开放的粮食援助等要素都可能使本土或他国境内矛盾激化上升为全球粮食安

全问题.③

第一,从需求张力来看,粮食安全维度中的贸易、金融等要素都是重塑粮

食安全的关键要素,这些领域存在话语权被垄断的可能性,从而造成我国粮食

安全波动.随着粮食安全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我国粮食安全格局并不是单

一的自给自足自路径依赖.２０２１年５月７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粮食进

口数据显示,１—４月,我国粮食进口量５０７９．２万吨,同比大涨５７．８％.为维持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进出口平衡格局稳定,依靠国际粮食贸易供给调整国内粮

食种类、数量结构是重要的粮食安全战略安排,而国际重要贸易链的中断会扰

乱我国粮食进出口长期平衡.此外,粮食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的价格机制都

与美元有密切关系,即使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化的趋势下,美元的国际地位

依然不可撼动,依然需要我国深化参与粮食金融治理.在粮食供需的国际平

５９

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

①

②

③

于宏源:«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第８—１０页.

FAO:FAO Partnershipswith NonＧStateActors,https://www．fao．org/３/i４１７６e/i４１７６e．pdf,
２０２１Ｇ１１Ｇ１８．

ThomasM．KaneAndLawrenceW．Serewicz,ChinasHungertheConsequencesofaRisingDeＧ
mandforFoodandEnergyfromParameters,Autumn２００１,pp．６３Ｇ７５．



衡中,高举“粮食主权、人权”旗帜的狭隘民族主义可能超过国际合法限度,需
要警惕单边主义国家绕开粮食“关税战”等直接限制,形成新轨道压制.大国

竞争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摩擦因素,特别是中国在疫情中表现出良好的弹性治

理机制从另一方面挫伤了美国的国际自信与国际形象.在大国其他政治目的

影响下,主要出口国贸易限制措施更具有不可预测性,可能会增加我国粮食市

场的不确定性.当前比较尖锐的中美贸易摩擦带给中国的粮食安全风险不可

忽视,短期内美国可能提高关税,加大外国购买本国商品的难度,并且可能干

预亚洲市场,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撕裂亚太区的农产品产业链和供应链.① 近

几年,美国利用单边贸易措施,对我国采取“３３７、３０１和２３２调查”,特别是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由此涉及的征税规模及产品范围不断扩大,给我国的粮

食贸易市场带来巨大挑战.随着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些国家试图援引世界贸

易组织多边规则和国家安全例外,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实施贸易歧视政策和贸

易限制措施.此外,基于正当性价值选择的措施缺乏合理的规则限度约束,过
多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粮食安全复原,且容易造成国家间报复.为缓解政治

博弈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需要继续保持国际粮食友好政治交往.
第二,从机制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的冲击.首先是国际制度

供给,中国国际身份转向要求我国实现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接受者到参与者

的转变,而新一轮规则制定也是对我国粮食安全治理政治外交谈判能力的考

验.虽然中国在２０世纪初期广泛参与国际问题治理领域,但考虑国际力量对

比,参与路径往往是接受规则而不是重新谈判规则.国际规则的谈判成本较

大,后续治理往往延续规则制定之初的框架.以中国入世为例,对中国附加的

入世清单、市场经济地位的特殊认定等都是时代妥协的产物,对中国粮食贸易

有所制约.同时,中国接受的现有规则中很多存在服务于少数国家利益的不

公平条款,如在补贴规则上,«农业协议»实行黄箱、绿箱、蓝箱三分法.② 实际

上,黄箱确立以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作为国内支持综合支持总量(AMS)缩减的基

期,发达国家数值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绿箱实施成本较大,主要是发达国家

采用,所以补贴规则在适用上并不能“一视同仁”.倘若中国需要继续深化国

际化进程,推动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公平转型,需要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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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参与者的身份转变.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规则的废除与新立,都需要我国参

与国际谈判落实.其次,从国际参与主体供给来看,作为机制供给的组成部

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力量与发达国家对比仍有差距,尽管

中国跨国企业、民间组织在参与粮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传播、融资等作用,但
国际影响力依然较弱.从多利益攸关方国际话语权对比来看,四大粮商为代

表的跨国企业有三家属于美国企业,母国可通过公司控制间接掌握重要的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话语权,特别是全球粮食安全供需结构以及定价权走向.中

国粮食安全多利益攸关方目前仅具有有限的功效,在舆情、援助上彰显了治理

弹性,但大型国际粮商的缺乏,使其无法在国际上形成有效的对抗主体.同

时,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粮食安全治理挑战与危险并存.相比有限数量的主权

国家,在多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庞大粮食安全主体体系中,如何甄别出有效治理

主体,对构建合理有序的参与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中,主要大国领导力的积极一面往往被“粮食霸

权”话语淹没,陷入各自指责的循环困境.对粮食安全治理而言,在治理价值

选择上,坚持包容共享、共管共治的同时,也应看到部分大国的积极引领.全

球粮食安全整体格局依然处于弱化状态,治理主体间协调、治理规则的公平有

序安排、更大范围内的粮食安全维稳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要具有国际权威的领

导者助力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转型.中国在保障自身粮食安全稳定的同

时,也看到了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对我国带来的多维冲击,需要谨慎谋划参与合

作路径,兼顾国内与国际粮食安全.

四、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建设的契机和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叠加冲击了粮食安全的治理韧性.推进全球粮

食安全治理体系均衡发展并防范极端事件冲击关乎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地区秩序和大国合作的压舱石.对我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而言,全
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的供需失衡除了给我国带来冲击外,也伴随机遇,我国也

具有助力粮食安全治理韧性提升的契机.
从需求再平衡角度来看,稳定的粮食产量既是中国能够参与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的底气,也是发展自身对外粮食产业链的基础.从我国近五年粮食产

量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总体粮食产量、粮食季节收获,还是代表性农作物产量

都维持在十分稳定的高标准.正是由于粮食产量的高产,使得近几年我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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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自给率始终稳定在９０％以上,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实现粮食总量基本平

衡,人口基数大并未构成粮食安全的重要威胁.相反,即使应对２０２０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粮食安全危机,虽然与之前粮食出口量相比有所下降,但２０２０
年中国粮食出口量为３５４万吨,粮食出口金额也维持在２０．２６６４亿美元.① 这

说明,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欧洲国家,中国粮食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

食短缺危机,也带动了我国对外粮食产业经济链,抓住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有
利于调节粮食进出口供需平衡.特别是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组织倡导的粮食

援助计划,通过粮食捐赠、粮食技术援助、粮食企业投资等形式进行人道主义

救助,有利于树立国际权威,并发展为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关键领导力.
粮食援助并不是我国独有国际行动,美国一直是早期粮食援助计划的推动者,
但更多是“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出发点在于解决农业机械化运动带

来的剩余价值流动.从我国参与国际粮食援助计划来看,我国已经从粮食受

援国向粮食援助国、从净引资国向净投资国转变.② 例如,中国与世界粮食计

划署(WFP)合作对南苏丹提供粮援,实施学校膳食计划.２０１９年４月,中国政

府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对非洲五国提供紧急粮

食援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向受到疫情和蝗灾影响的有关国家提

供技术支持和物资援助,支持中国企业与粮食计划署合作在华设立临时仓库.
此外,我国还积极引导向非洲等粮食欠发达地区传播粮食种植技术,通过在东

道国设立跨国粮农企业带动当地粮食经济发展.国际人道主义救济是塑造国

家形象的有利路径,也是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应有之义.从中国粮食援助实

施效果来看,虽遭受部分国家质疑,但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同.
从制度供给角度来看,粮食安全治理平台的分散化为我国粮食安全治理

提供了更多参与渠道,多利益攸关方共治趋势也激励我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

涉外粮食安全治理实践.从参与多边粮食安全治理平台现状来看,中国积极

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等政治会议,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与农业投资贸易合作

展开政治对话,积极利用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开展农业合作.例如,除«东盟

一体化粮食安全框架»«东盟地区粮食安全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外,

２０２０年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旨在建成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自

由贸易区.协定签署国既包括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家(如越南),也包括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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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２０２０年１—７月出口月度统计报告(大米),http://www．mofcom．
gov．cn/,２０２１Ｇ０３Ｇ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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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大国,通过打破贸易壁垒,以贸易促进粮食供需安全.同时,在治理主

体上,中国开辟了以多利益攸关方为代表的粮食安全民间外交.在疫情之下,
民间组织等主体发挥了粮食安全风险应对的重要作用.从“流言”与“政争”的
应对来看,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社交平台建立包括高官、企业家、社会活动

家等各界精英在内的网络社群,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流.为了让肯尼亚各界了

解和认识中国防控效果和全球疫情发展,总商会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将国内疫

情报道同步翻译成英语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向肯尼亚民众如实展现了中国防

疫“透明”“高效”的形象,突出了中国“以人为本”的基本防控原则.① 媒体传播

的软权力有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我国严重偏见,从而调整对华粮食政策.此

外,为应对粮食等物资短缺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南都公益基金会”
“中国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等机构针对民间组织发起了专题问卷调查,以便开

展相关研究.物资的捐赠和调配是此次疫情初期的明显短板和社会痛点.民

间组织积极响应抗疫需求,据统计,５０家机构募捐和配送了总价值３１８０万元

的物资.其中,２５家社团组织承担了大部分落地工作,共募集、配送近２４７９万

元的物资,占比超过３/４.② 可见,在治理机制选择上,中国的官方外交、半官方

外交及民间外交都具备一定的经验.
当前,国际领导力具有多极化特征,部分国家或地区领导力的弱化也为我

国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提供了更多空间.２０２１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

告»将“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纳入其中,彰显后疫情时代中国依然将粮食安全作

为重点发展对象.中国正处于深度参与国际关系,塑造国际形象与承担大国

责任的历史征程之中,作为最大的人口大国,深度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也是

我国发展应有之义,结合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趋势,中国参与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可能的路径有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性粮食安全治理平台政治议程,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机制变革.首先,为缓解国际组织治理资金来源压力,中国应自发根据国家

财政实力或动员重要经济体进行治理资金捐赠.由于联合国粮食治理组织大

多是公益性质,资金链不如国际经济或金融组织充裕,中国可以作为桥梁纽

带,促进国际组织间的互帮互持.中国应积极响应各治理组织合作倡议与计

划,除此之外,还可以参与到更多国别战略计划中去.例如,联合国世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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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壮、匡泽玮:«海外民间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特点及启示: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肯尼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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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署在吉尔吉斯斯坦实施新的粮食发展项目,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的有利路径.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性粮食安全组织会议,并主动提出议

程设置.应该在当前较为综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粮农组织提出

的四维度目标基础上不断拓展评估指标.例如,人口安全与自然维度安全相

关联目标较多,生物安全、金融安全等新兴粮食安全维度对应目标集需要得到

补充.此外,应该及时更新具体目标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单位农药减持

率)、节约目标(浪费率)等都可以纳入其中.再次,为克服各自为政的孤岛治

理模式,中国可以提出专业化整合具体建议措施.例如,对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联合国下的组织结构分散性而言,可以提出机构重

组方案,采取吸收、合并或者共用秘书处增进协同等.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经

过改革,设立“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组”作为下属负责科学与决策之间

协调的机构,在多利益攸关方包容性上更具经验性.就私主体部门、第三部门

契合到粮安委构建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来看,包括三种具体嵌入选择路径:结
构型嵌入、关系型嵌入和规范型嵌入.①

第二,推进更坚实有效的区域机制建设,利用地区共识打造包容性粮食安

全治理多边平台,并逐渐扩大粮食安全合作范围,以防止单边霸权主义通过地

缘性嵌入进行粮食安全遏制.通过多边主义实现粮食安全将是不可阻挡的发

展趋势.周边国家和地区依然是中国粮食安全合作的重点选择,例如我国与

东盟国家建立起了粮食安全区域合作机制.除与传统东南亚国家构建粮食合

作伙伴关系、扩展粮食运输渠道以促进粮食安全便利化外,中国更要注重与域

外大国关系互动,特别是加强中美、欧洲国家间粮食关税、粮食安全技术经验

合作.诸多大国粮食安全区域治理机制平台已然产生,中国作为全球粮食安

全治理体系中的大国,为避免大国集团对全球粮食安全政策的话语垄断,与美

国、欧洲重要国家的粮食安全政策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中国在推动发展东

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同时,又要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等其他国际重要区域合作平台.此外,为促进粮食安全政治联

盟继续成长,应该与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增进利益交汇,积极

参与非洲联盟«２０６３议程»等外部治理议程,贡献外部政治参与力与决策智慧.
同时,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依然存在大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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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构性嵌入指行为体在网络治理中所处的位置,包括咨商地位(一般咨商地位、特别咨商地位)、观
察员地位,身份地位差异以激励粮食安全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性;关系性嵌入指网络治理中行为体间的联系

强度,包括项目合作关系、签署备忘录等形式;规范性嵌入指对核心价值规范的认知、融入和适应.李昕蕾: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欧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９１—１１６页.



白,应该利用“澜湄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等现有平台,①进一步处理好

农业用地领土纠纷、粮食贸易壁垒等问题.中国应该利用好“自贸区”改革的

良好背景,在我国设立亚洲贸易便利化区域,带动周边国家发展并构建国际粮

食便利化交易中心,逐渐实现粮食市场定价机制美元化到多元化.
第三,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统一规则制定进程,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粮

食法律秩序.首先,中国需要加强推动粮食规制治理标准统一化进程.从国

际贸易以及统计学角度,鼓励各国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进行统一标准和

概念的界定,并以清单形式增强透明度.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人权组

织对“粮食权”等标准讨论,②推进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贸易组织加

强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情况条款构建,建立以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定性为中心

的外部链接条款,防止贸易管制的滥用.其次,中国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基本

原则,推进新的粮食安全治理规则谈判,提出并确立普遍适用低标准协同化全

球规则范式.共同适用的低标准协同化旨在维持全球多边粮食合作框架稳

定,寻求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单独自愿加入的高标准规则旨在考虑部分国家不

同的利益诉求,只有构建包容性的制度框架才能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合作的正

常运行.此外,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当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出可行的粮食

部门改革方案.构建相对统一的出口支持规则,减少绿箱、蓝箱滥用,以符合

国情的基期为最低标准,并将“敏感”和“特殊”产品的范围另设条款规制.对

于被滥用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第２１条,中国应该坚持有限制的国家安全

例外,提交国家安全例外的具体清单.具体包括粮食公共安全例外紧急状态

应该以国际组织发布国际紧急标准为考量、保证粮食公共安全例外可仲裁性、
援引粮食公共安全例外损害可补偿性等.

第四,主动履行大国国际责任,深化粮食安全援助计划与细化援助内容.
扩展粮食流通网并对国外粮食产业投资,从粮食流转到深化参与当地产业链,
完善公共投入体制,拓宽融资渠道,改进海外农业投资.③ 加强实行东道国和

母国对跨国粮商的共同监管模式,以实现国际粮食地缘供需平衡并发展我国

对外粮食产业经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一直坚持粮食援助计

划,粮食援助计划不是单纯“过剩品”的转移,而是能够促进被援助方粮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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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源、汪万发:«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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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最先由«世界人权宣言»确立,随后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
公约中都体现了粮食权的人权属性.参见 KerstinMechlem,“FoodSecurityandtheRighttoFoodinthe
DiscourseoftheUnitedNations,”EuropeanLawJournal,Vol．１０,No．５,２００４,pp．６３１Ｇ６４８.

何昌垂:«粮食安全—世纪挑战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全面发展的行动计划.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基本粮食需求援助,通过粮食出

口贸易、捐赠传统手段缓解粮食紧缺国家现状.其二是农作物物种援助,将杂

交水稻引入非洲,以粮农作物品种改良实现援助.其三,农业科技援助.中国

应该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粮食合作原则,帮助弱势国家实现粮食

独立,以农业投资项目、农业技术分享与转让为路径,兼顾“治标”与“治本”.
其四,粮食交通运输援助.实现粮食运输互联互通,开拓海陆空多线发展.中

国企业通过域外高铁等道路建设,可以带动粮食跨境运输发展.其五,粮食产

业发展援助.为缩短粮食产业结构发展周期,吸收国外粮农企业投资,实现经

验、技术等共享,应该改变对外粮食安全合作领域的重点,将粮食单纯运转过

渡到依靠当地生产资料、生态环境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式上.此外,就中国参与

对外投资的粮农企业而言,除了遵循东道国基本法律,接受当地政府管制外,
更应该加强母国协同监管,共同完善运行和管理体制.粮食援助计划需要具

体分析双方需求,在大多国家不缺粮资情形下,更多考虑具体的短板进行双方

合作.
第五,继续深化粮食民间外交与互动网络关系构建,坚持多元主体引进来

安全审查与多轨制粮食公共外交走出去双轨并进,以增强中国参与全球粮食

安全治理民主力量,并分散官方参与的政治压力.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粮食治理

主体不同,当前的治理重点是把现有的结构主体聚集在一起,构建一个扩大和

活跃的广泛主体网络结构.① 但非国家主体参与粮食外交并非一蹴而就,依然

具有资金不足、法律支撑不够等困境.为保障主体参与正常秩序,需要从引进

来与走出去两个视角进行协同规制.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纳入立法议程多

年,但依然未出台.在将来制度构建中,考虑到外来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

在粮食安全治理中冲击力增大,应该坚持“全过程”监管,从市场准入监管机

制、市场运行监管机制、市场退出监管机制多方位进行适当规制.当然,在规

制的同时,也应该非歧视地对待外来多利益攸关方,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制
定公平的粮食对外贸易竞争政策,促进其与国内粮食产业进行良性互动.在

接纳与吸收外来主体同时,应该发展我国粮食公共外交.打破国家层面的粮

食官方外交垄断局面,积极推进我国粮食治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参

与到国际粮食治理机制中,形成官方的、半官方的多轨粮食公共外交,从议题

对话、方案提交等路径发挥多元主体塑造我国粮食国际话语权的优势.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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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外,中国也需要构建和创新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路径,
包括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到援助项目中、与非政府组织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或

协议以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营商环境下,为避

免与发达国家在市场高地的直接利益产生冲突,应该充分利用与中国有良好

政治合作关系的投资市场作为输出地,如«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２００３年７
月)«２０６３年议程»(２０１５年４月)等文件明确了农业与粮食安全是双方优先合

作领域.
第六,打破粮食生产知识和信息壁垒,构建大数据为基础的公共事件粮食

安全跨国监管预警机制,以预防和减损公共因素所致跨境粮食安全风险.大

数据具有瞬时流动性的基本特征,能够打破领土边界,及时实现跨国信息共

享.站在整个农业行业角度来看,信息化、数字化的需求也非常紧迫.２０１９上

半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其发表的«数据革命还未触及农业»一文中提到,虽然

数据革命发展迅速,但尚未涵盖所有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还没有

完全享受到数字化的便捷.我国农业生产正逐渐向集中化、适度规模化和产

业化发展,而农业产业化需要从原来的粗放式、经验式的生产方式向数字化、
科学化转变.此外,在联合国粮安问题高级别专家组(HLPE)报告中曾提议,
支持制定一项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国际数据采集的数据共享机制.① 为

全面且及时应对复杂的粮食安全风险,还需要通过大数据实现公共事件粮食

安全跨国监管预警机制建设.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美元波动、大片虫灾等国

际性因素挂钩,因而需要建立起跨国大数据粮食安全监测数据共享,为我国的

政策制度、紧急应急制度建设提供信息来源.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与主要大国

以及周边地区开展粮食安全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在粮食安全数据共享监管标

准上实现协同,平衡好粮食安全数据共享与本地化措施的矛盾,从而提高应对

粮食安全风险的预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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