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新愿景”的使命是：

通过协调对话、强化承诺和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合作，推动领导层采取行动

通过推动创新、经验和最佳实践的交流，以及监控

合作关系的影响以跟踪进展，从而促进创新和最佳

实践

通过促进并支持以行动为导向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合

作来支持国家转型

“农业新愿景”关注三个战略领域：

使命 战略

愿景

2009 年，世界经济论坛合作伙伴与相关方提出了“农业新愿

景”(New Vision for Agriculture) 的倡议，认为要持续满足世界粮

食需求，农业必须同时兼顾粮食安全、环境可持续和经济机遇。 

 “新愿景”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在 2050 年之前，每个支柱以每十

年 20% 的增长率来改善粮食的供需状况。要实现这些目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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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当今的全球粮食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风险：生产和价格

变得更加不稳定；饥饿和贫穷程度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农业

地区；不可持续的做法加剧了环境挑战。

然而到 2050 年，全世界人口总数将增至 90 亿。届时，要

持续供养这些人口，必然要进行重大变革，以确保能够生

产、分配和消费营养充足且可持续生产的食品。

要通过包括农民、政府、公民社会和私营企业等在内的所有利益

相关者协调一致的努力，采用立足于市场的方法来实现农业 

转型。

在国家层面实现农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包括，凭借有效的领导

力、战略和投资模式来设定正确的方向，以及通过财政、基础设

施、相关体制和持续监控来扩大转型规模。

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农业新愿景”倡议已吸引 250 多个组织机构参与

进来，以加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从全球层面来看，通过

与 G8 和 G20 携手合作，促进了高层的非正式对话。在区域和国

家层面，推动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 14 个国家建立多方利

益相关者合作关系，包括“非洲增长”区域合作组。这些合作行

动促成了超过 57 亿美元的投资，预计在未来 3 至 5 年内将覆盖 

950 多万农民。

2014 2050

•	 证明立足于市场、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能够

兼顾粮食安全、环境可持续和经济机遇

•	 鼓励将其目标和原则系统性地整合到所有组织机构

的运营模式和战略之中

农业新愿景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倡议

到 2050 年，全球人口

将从 70	亿增至 90	亿。

我们对食物的需求量 

将比现在增长		
70%。



全球协作

 “农业新愿景”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与 G8、G20 及其

他政府间的平台按需进行合作。该倡议在 2011-2012 年 

促成了与 G20 的合作，在 2012-2013 年促成了与 G8 

的合作。

增长非洲

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拉

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

•	 这个区域性合作平台于 2011 年形成，由非洲联

盟、非洲发展新伙伴 (NEPAD) 与世界经济论坛联

合创立

•	 致力于促进对非洲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投资，以支

持国家计划的实现，并且围绕共同目标和承诺建

立合作关系

•	 在九个国家促成了超过 50 亿美元的投资

•	 由临时秘书处协调工作；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growafrica.com 

墨西哥农产品发展新愿景 (VIDA) 
墨西哥

•	 VIDA 发起于 2011 年，促成了 40 多家公司和利益

相关者与墨西哥农业部开展合作，以支持墨西哥国

家农业部门的重点项目

•	 主要关注四个商品类别（谷物，油菜籽，果蔬，可

可和咖啡），并成立了数据和信息工作组

•	 目标是到 2018 年促成超过 7.4 亿美元的新投资项

目，并覆盖 60 多万农民

“农业新愿景”促成的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农业新愿景”倡议为覆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14 个国家的全国性和区域性合作

平台提供支持。这些合作：

•	 	由国家主导，当地利益相关者与全球性组织合作推动

•	 	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私营企业、国际性组织、公民社会和农民协会等

•	 	立足于市场，集中力量推动并扩大可持续、包容性的投资及基于市场的活动 

•	 	符合国家计划、区域性战略和全球目标



增长亚洲

2014 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东盟秘书处将合作建立并启动一个区域

性平台，以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农

业增长。东盟各国的农业部长已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这项工作将

以现有的区域项目为基础，包括：马哈拉施特拉邦公私合作组

印度 

•	 该合作组于 2011 年成立，吸引了 20 家公司与政

府开展合作 

•	 当前进行着 17 个整合价值链项目，范围涵盖玉

米、大豆、干豆、西红柿、马铃薯、洋葱、葡

萄、石榴、食糖和棉花等类别 

•	 迄今为止已覆盖超过 16 万农民，并力争在 2016 年

前覆盖 100 万农民（其他邦正考虑借鉴这种公私

合作模式）

缅甸农业网络：该网络于 2013 年 6 月创立，吸收了 30 多

个组织机构（包括两个政府部委），目的是确定各方的共同利

益，并探索在特定作物和跨领域议题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1.  “越南可持续农业公私合作工作组”：该工作组成立于  

2010 年，吸引了 30 多个组织机构与农业部在五个价值链领

域（咖啡、茶叶、果蔬、水产和日用品）开展合作，并成立

了农业金融工作组。该工作组推动了政策和体制的各种创

新，包括成立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咖啡协调委员会”。

3.

2. 印度尼西亚可持续农业发展合作组 
(PISAgro)：PISAgro 成立于 2011 年，促

成超过 30 个组织机构（包括四个政府部

委）在 10 个价值链领域（大米、大豆、

马铃薯、玉米、奶制品、可可、咖啡、棕

榈油、橡胶和热带水果）开展合作，并成

立了农业金融工作组。合作组秘书处是自

负盈亏的非盈利性实体：www.pisagro.org  

 “农业新愿景”帮助促成了超过 
57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预计在

未来 3 至 5 年内将覆盖 950 多
万农民。

57 亿 
美元

950 万
农民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weforum.org/agriculture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agriculture@weforum.org 。

AB Inbev (百威英博)
AGCO Corporation (爱科集团)
A.P. Møller-Maersk (马士基集团) 
BASF (巴斯夫)
Bayer CropScience AG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Bunge Ltd (邦吉公司)
Cargill Inc. (嘉吉公司)
Carlsberg Group (嘉士伯集团)
CF Industries Holdings Inc.  

(CF 工业控股公司)
The Coca-Cola Company  

(可口可乐公司)
Diageo Plc. (帝亚吉欧公司)
DuPont (杜邦)
General Mills Inc. (通用磨坊公司)
HEINEKEN (喜力)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国际金融公司) 
Mondelez International  

(Mondelez 国际)

资助者：“农业新愿景”倡议由世界经济论坛提供支持。荷兰

政府为“农业新愿景转型领导者网络”提供了慷慨资助，美国

国际开发署 (USAID) 和瑞士发展合作署 (SDC) 为“非洲增长”

合作组提供了大力资助。

合作国家：在 14 个国家的合作活动由东道国政府与当地及国

际利益相关者共同主导和推动。每个合作伙伴的代表均参与

到“农业新愿景转型领导者网络”之中。

2014 年及以后 

Monsanto Company (孟山都公司)
The Mosaic Company (美盛公司)
Nestlé SA (雀巢公司)
Novozymes A/S (丹麦诺维信公司)
OCP 公司

PepsiCo Inc. (百事公司)
Rabobank International  

(荷兰合作国际银行)
Royal DSM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
SABMiller Plc (南非米勒酿酒公司)
Sinar Mas Agribusiness & Food  

(金光集团农产与粮食公司)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瑞士再保险有限公司)
Syngenta International AG  

(先正达公司)
Unilever (联合利华)
United Phosphorus Inc. (联合磷化公司)
Wal-Mart Stores Inc. (沃尔玛百货公司)
Wilmar International (丰益国际公司)
Yara International ASA (雅苒国际公司)

1	月	22-25	日
	2014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

瑞士达沃斯-克洛斯特斯

5	月	7-9	日	
	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

尼日利亚阿布贾（包括非洲增长投资论坛）

5	月	21-23	日
	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

菲律宾马尼拉（包括“亚洲增长”会议）

11	月	4-6	日
 世界经济论坛印度会议 
印度新德里

参与机会

 “农业新愿景”倡议提供三大互动机会： 

–  领导级别活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举办多方利益相关者

参与的领导级别活动，以强化围绕共同目标的努力和协作。

–  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国家合作项目：以“农业新愿景”的目

标和原则为基础，帮助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促成并支持由当地主

导的合作平台。

–  知识和最佳实践交流：通过持续不断的同行互动，促进跨区

域、跨项目和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参与的学习和知识交流。 

2014 年活动

2014 年，“农业新愿景”倡议工作组及合作伙伴将通过开展以下活

动来召集领导者，评估项目进展并推动下一步的计划：

 “农业新愿景”合作伙伴

项目委员会：“农业新愿景”由世界经济论坛的 33 个企业合作

伙伴（参见下表）主导，与政府、公民社会、国际组织、农民

协会、研究机构和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

全球

非洲

东亚

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