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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罗马10月15日电 在世
界第34个粮食日前夕，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当地时间15日上午在位于罗马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发表题为《依托家
庭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演讲。

李克强说，人人有饭吃，是人类最

基本的生存权利，是一切人权的基础。
促进农业发展，消除饥饿与贫困，是世
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
责任。国际社会应携手加强农业合作，
减少贸易保护，更多关注和帮助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中国愿毫

无保留地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
享农业技术、农业装备和农业发展模
式。未来5年，中国政府将向联合国粮
农组织捐赠5000万美元用于开展农业
南南合作，并加大对世界粮食计划署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支持。

李克强最后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
积极力量。我们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创造
一个无饥饿、无贫困、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
诺在致辞中热烈欢迎李克强访问粮农

组织总部，感谢中方对粮农组织的大力
支持。他表示，中国是粮食安全的维护
者，是世界减贫事业的促进者，是实现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领跑者。相信
中国农业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为世界
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李克强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发表演讲

中国将向粮农组织捐赠5000万美元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今年粮食日的主题为“家庭农业：供
养世界，关爱地球”。以家庭农业为主题，目的在于让国际社会更多
认识到家庭农业和小农户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据统计，
2012—2014年，南亚仍有2.76亿人口长期吃不饱饭。

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
“不丢下一个人：共同思考，共同决定，共同行动，对抗极端贫穷”。
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消除贫困成为国际社会亟待
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

核心提示聚焦

世界粮食日
国际消除贫困日

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
连增，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但浪费粮
食的现象也随处可见。

●过去十年，中国粮食单
产亩均提高约 70 公斤，对粮
食生产的贡献率超过70％。

●预计未来中国每年可
能增加700万人口，到2020年
中国粮食需求将达到7亿吨，
比去年产量增加1亿吨。

●中国每年仅在粮食储
存、运输和加工环节造成的损
失浪费就高达700亿斤，

●消费环节，即餐桌上的
浪费每年约合 2000 亿元，相
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随随便便倒掉的一碗
饭，扔掉的不仅是粮食，还有
宝贵的自然资源，每生产1公
斤粮食要消耗800公斤水。

●在我国还有8000多万
农村贫困人口、近 2000 万城
市低保人口，粮食支出依然是
他们关心的问题。

●中国每年新增几百万
人口，粮食供应压力越来越
大。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数读中国
粮食安全

今年全球粮食产量形势如何？中
国粮食安全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看待

“中国粮食威胁论”？转基因技术是“救
命稻草”吗？日前，记者就粮食领域热
点问题专访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
朝鲜·蒙古代表伯希·米西卡。

今年全球粮食产量形势如何？

答：今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为
25.23亿吨，除去消费量，到2014年底
世界粮食库存将超过6.275亿吨，是15
年来最高水平。丰收和充足的库存有
利于稳定粮价，粮农组织粮价指数显
示，粮价已连续6个月下降。

如何看待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粮食威胁论”？

答：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在
粮食数量和获取方面已经不是问题，值
得关注的是质量安全，以及人们倾向高
热量饮食造成营养失衡问题。同时，农
业生态环境亟待恢复，每年有700亿斤
粮食在存储、运输、加工等环节被损失，
都是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

关于粮食威胁论，一方面，中国用
不到世界10％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
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是对世界的
贡献；另一方面，假设中国粮食生产出
问题，需大量从市场买粮，必将对世界
粮食市场会产生震动。

中国是不是威胁，我认为要看几个
问题：中国是否在世界市场倾销粮食？

是否在国外尤其是非洲国家大片买
地？是否在主动获取他国的农作物和动
物基因专利？中国是否通过跨国种子公
司大量收购非洲本土种子公司？是否在
增加对非洲的农业技术和资金援助？只
有最后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其他都
是否定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是贡献者，
而不是世界粮食安全的威胁。

对转基因食品
粮农组织的态度如何？

答：粮农组织认为基因工程在提高
产量和生产力方面有潜力。一些国家
已在通过转基因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
包括生产含铁和维生素A的大米，开发

用于人和动物的传染病疫苗等。
我们也注意到人们对生物技术潜

在风险的担忧，包括对人和动物健康以
及环境的影响。粮农组织支持基于科
学的、能够客观评价转基因食品的优势
和风险的评估体系。认真监测转基因
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在推出之后的影响
也很有必要，这样才能确保对人类、动
物和环境的持续安全。

总体来说，经过严格、科学检测的
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但是要确保公众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中国在转基因问题上，尚未批准转
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致力在转基因
研究领域保持领先，我认为是智慧的。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代表：

中国是贡献者不是威胁者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出版的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4》报告，全
球饥饿人口正在持续减少，2012—
2014年，估计约有8.05亿人口长期遭
受食品短缺困扰，这比上个十年减少
了1亿多人，比1990—1992年减少
2.09亿人。

报告还指出，相比于 1990—
1992年，仅中国的食物匮乏人口就
减少了1.38亿人。

目前粮食安全状况的区域差异
很大。据粮农组织估计，在全球8.05

亿长期遭受食物缺乏的人口中，绝大
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数量达到
了7.91亿。也就是说，几乎每8个发
展中国家的人中，就有一人长期受饥
饿困扰。

发展中国家中，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地区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
最大：长期饥饿人口从1990—1992
年的6900万，下降至2012—2014年
的3700万。

就饥饿人口减少的绝对数量而
言，亚洲的中国、印度和越南排在前

三位，粮农组织指出，与1990—
1992年间相比，印度和越南分别
减少了2000万。即使如此，世界
饥饿人口中仍有2/3在亚洲：该地区
有5.26亿人受到食物不足的困扰，
2012年—2014年，南亚仍有2.76亿
人口长期吃不饱饭，仅比 1990—
1992年的数字略低；特别是在西亚
地区，由于长期灾害和冲突，饥饿人
口数量从1990—1992年的800万升
至1850万，是全球少有的饥饿人口
数量提高的区域之一。

非洲大片区域的土壤、日照、温度
等非常适合农业开发和粮食种植。世
界银行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几乎占到了全球未开发土地的一
半，超过两亿公顷，可耕地面积约占世
界26.4%，水力资源占12%。然而，非
洲是全世界唯一的人均粮食产量近
30年来持续下降的地区。

拥有丰富农业资源，非洲为什么不
能养活自己？首先，非洲农业生产率
低，多是以妇女为主要劳动力的小农粗
放型经营。中国—埃塞俄比亚农业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合作项目顾问彭大
军告诉记者，刀耕火种是埃塞俄比亚持
续几千年的农业耕作方式，烧荒后仅用

木棍戳出一个坑撒上种子，基本没有田
间管理，更不用说精耕细作，自本世纪
初以来才开始在中国等国家农业专家
的帮助下推广田间管理和犁耕。

其次，非洲国家缺乏农业投入的意
愿。卢旺达农业部农业开发局局长穆
罕达说，非洲国家用在农业生产和研发
上的资金非常有限，且政府缺乏投入
的意愿，非洲大量石油美元投入到国
外或本土利润更丰厚的产业，各国没
有意愿将资金投入到利润较低的农
业。第三，在西非萨赫勒、马里，东非索
马里、中非刚果（金）等地区，国内冲突
与旱灾等天灾人祸相叠加，严重阻碍
和威胁到非洲粮食安全。

可耕地面积约占世界26.4%

非洲为何不能养活自己？
在欧洲，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从

2006年起，欧盟国家每年高达9000万
吨的食品被白白扔进垃圾箱，造成极大
的浪费。

美国是食品生产大国，同时也是
食品浪费大国。美国人的垃圾中约
有 1/5 是被丢弃的食品，据美国环保
署最新数据，2012 年美国人丢弃了
360万吨食品垃圾，这一数字是 1990
年的1.5倍。

放眼世界，全球约1/3食物从未端
上过人类的餐桌就被弃之不用，这一问
题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根据联合国的
统计，每年发达国家浪费的食物几乎等
于撒哈拉以南地区全年食品的净产出。

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年9月的一份报告指
出，惊人的食品浪费表明，确保粮食安全
不仅仅在于增强粮食生产，避免浪费也
是关键一环。

发达国家的食品浪费多发生在零售
和消费环节。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
食品与农业项目科学家达娜·甘德思告
诉记者，消费者希望能买到高品质的产
品，零售商和餐厅也希望能向消费者提
供更多选择，在对食品筛选的过程中会
造成大量浪费。另外，消费者对食品也
存在认识的误区，认为那是食品变质的
分界线，造成许多已过生产商标注的保
质期但实际上并没有变质的食品也被丢
弃。 （综合）

欧盟国家扔进垃圾箱食品
每年高达9000万吨

在安徽省阜南县
许堂乡，两名儿童在
晾晒的玉米上玩耍。

在今年夏收和秋
收时节，记者在安徽
粮食主产区调研时发
现，今年的夏粮和秋
粮均获得丰收。然
而，仓储难题在丰收
之后凸显。一些粮食
主产区的国家粮食储
备库和地方粮库仓储
不足，老式粮仓“带病
上岗”等现象依然存
在。 新华社发

我们的粮食何处安放？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世界粮食的生产、分配和销售是一个全球性的
社会经济问题，由于耕地资源减少、气候灾害频发等因素冲击，世界粮食问题依
然十分严峻，饥饿和营养不良仍困扰着人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最新报
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超过8亿人口面临饥饿威胁。

图为2012年6月28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名小男孩在帐篷外品尝
手中的食物。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加德满都10月16日电（记者周盛平）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16日说，有两名
来自中国香港的游客在近日尼泊尔北部的雪灾中
被冻伤，但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新华社记者16日从这家军队医院了解到，除
这两名香港游客外，医院还收治了12名以色列伤
者。由于有军队把守，记者无法进入医院了解更
多细节。

根据尼泊尔警方最新公布的数据，13日和14
日的大雨和大雪已造成包括12名外国徒步者在
内的至少2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上百人失
踪，其中有85名外国人。也有消息称，失踪人数
超过200人。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16日确认，目前尚未发
现有中国公民在这次雪灾中死亡或失踪。

此次雪灾发生在尼北部的木斯塘县、默嫩县
和苗地县境内，灾区位于当地著名的安纳布尔纳
徒步环线上。

尼泊尔雪灾24人死亡
两名香港游客被冻伤

10月16日，尼泊尔士兵在安纳布尔纳地区
搬运雪灾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路透

全球逾8亿人喊饿
世界饥饿人口2/3在亚洲

菲律宾警方15日指控一名美国士兵谋杀一
名菲律宾变性人。菲律宾民众举行集会，要求美
方交出嫌疑人、美军离开菲律宾；政府方面则担心
菲美军事关系受损，赶紧为这起事件“消毒”。

控方说证据“充足”

嫌疑人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约瑟夫·斯
科特·彭伯顿，事发前在参加为期两周的菲美联合
军事演习。军演10日结束，美方参演部队定于本
周回国。

警方说，彭伯顿在苏比克湾前美军基地外一
个酒吧结识26岁的变性人杰弗里·劳德，两人11
日晚登记入住北部城市奥隆阿波一家酒店。彭伯
顿稍后离开酒店，酒店服务人员则发现劳德死在
客房的卫生间。尸检报告显示，劳德死于溺水窒
息。彭伯顿当时与劳德一起入住，是最后与他在
一起的人，被警方指控为谋杀凶手。

警方推测，彭伯顿杀害劳德的动机可能包括
他突然发现对方是变性人而恼怒。

警方人员偕同劳德的家属以及两名目击证人
15日向检察官提交指控材料。检察官将判断证
据是否足够，继而决定是否起诉彭伯顿。整个过
程可能需要数周。如果法院认定谋杀罪名成立，
彭伯顿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奥隆阿波市警察局长佩德里托·迪洛斯·雷耶
说，依据两名目击者的证词，警方自认有“强有力
的证据”指控彭伯顿。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业
也说“证据充足”。

民众集会要求交人

彭伯顿眼下身处停泊于苏比克湾的美军两栖
攻击舰“佩莱利乌”号上，由美方看管。

大约40名菲律宾民众14日在美国驻菲使馆
前集会，要求美方交出嫌疑人。他们焚烧自制的
美国国旗，呼喊“美军离开菲律宾”等口号。一名
集会组织者说，这起案件“令人发指”，如果彭伯顿
由美方看管，“肯定会逃脱”菲律宾法律制裁。“我
们不要见到另一个丹尼尔·史密斯。”

2005年11月，一名菲律宾女青年在苏比克
湾前美国海军基地遭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史密斯强
奸。菲律宾检方次月指控史密斯和另外3名涉嫌
美军士兵，美方却拒绝将嫌疑人移交菲方。2006
年12月，菲法院判处史密斯40年监禁，其他3名
嫌疑人被判无罪。然而，案件在2009年出现戏剧
性转变，原告撤销指控，史密斯最终被无罪释放。

菲美《来访部队协议》委员会委员爱德华多·奥班
说，根据这一份1998年签订的协议，菲方有权要求美
方把美军嫌疑人置于一个双方同意的地方关押。

15日，大约100名菲律宾民众在菲外交部外
集会，再次要求由菲方看管彭伯顿。

菲政府称“孤立事件”

一名菲律宾政府高级官员15日表示，菲外交
部已经要求美方把彭伯顿交由菲方看管并且美国
使馆应配合案件调查。

路透社援引这名不愿公开身份官员的话报道，
如果处置不当，可能激发民愤，继而导致民意反对两
国数月前签订的军事合作协议。“（彭伯顿）应该接受
审理，否则将对《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有不利影响。”

菲国防部发言人则呼吁“着眼大局”，把这起
案件与菲美防务关系“区别对待”。

“这是一起孤立事件……（然而，）如果我们没
有（美国）援助，我们将永远无法发展（军事）实
力。”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大兵被控
谋杀菲律宾变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