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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尼日尔
1

据估计，2004 年尼日尔的人口约为 1 240 万， 其中 77％的人生活在农村
地区。87％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3％，其中 97％的人务农。在
所有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48％。
增强农村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Telefood 募捐运动致力于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消除饥饿和两性不平等问题
的必要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在尼日尔开办了一个项目，提供
山羊，购买疫苗和抗寄生物产品，为 140 个家庭，包括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提供
如何饲养动物的建议，这些家庭都迫切需要援助。粮农组织支助总共 10 个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渔业、养羊和落花生的种植方面。
粮农组织通过 Dimitra 项目收集详细资料，重点了解非洲和近东地区有关农
村妇女、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组织和项目的情况。该项目旨在利用传统的通信
手段和新的信息技术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农村妇女对发展的贡
献。Dimitra 项目还努力提高发展参与者对性别问题的认识，促进信息交流和传
播。Dimitra 数据库中列有尼日尔的 47 个组织和 151 个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开展
了内容广泛的各种活动，如健康教育、中草药种植、基础教育、小额供资和秧苗
生产。2006 年，Dimitra 在萨赫勒地区的合作伙伴 ONE-VIE Kande Ni Bayra 在
Dosso 开办了一个讲习班。讲习班着重研究农村妇女培训对女孩接受教育的影响。
这个项目由 Dimitra、粮农组织、比利时合作组织、比利时技术合作组织，瑞士
合作组织、加拿大合作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赞助。
社会经济和性别分析方案力求提高认识，帮助发展专家建设能力，把社会经
济和性别问题纳入发展政策、方案和项目中，使所有发展战略都充分考虑到男女
的不同需要和优先事项。2003 年，社会经济和性别分析方案为发展专家举办了一
个提高认识讲习班，结合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提高对性别问题的认识。
自 2003 年以来，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一直为面试人员和主管人员开展
性别分析方面的培训，帮助他们开发相关工具，协助分析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以
确保把性别关切纳入农业和牲畜普查中。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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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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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里塔尼亚
1

据估计，2004 年毛里塔尼亚的人口约为 290 万， 其中 37％的人生活在农村
地区。52％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4％，其中 63％的人务农。在
所有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53％。
增强农村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通过 Telefood 募捐运动，粮农组织在毛里塔尼亚开办的一个项目为首都努
瓦克肖特的一个渔业合作社提供支助，向 50 名妇女传授如何加工和晒鱼。粮农
组织支助总共 19 个项目，项目主要集中在家禽养殖和建立果园和菜园。
Dimitra 数据库中列有毛里塔尼亚的 20 个组织。这些组织参与 42 个使农村
妇女受益的项目。这些项目规模各异，内容广泛，涉及问题如扫盲、社区营养知
识培训，以及向渔家妇女提供技术援助。

莫桑比克
1

据估计，2004 年莫桑比克的人口大约为 1 900 万， 其中 63％的人生活在农
村地区。80％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人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51％。其中 95％务农。在所有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60％。
增强农村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通过 Telefood 募捐运动，粮农组织支助莫桑比克的 7 个项目，这些项目主
要集中在园艺和渔业方面。
Dimitra 数据库中列有莫桑比克的 18 个组织和 56 个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开
展了多种活动，主要集中在卫生保健、动物饲养、计划生育、养蜂、扫盲、缝纫
和烹饪课程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
自 2003 年以来，通过社会经济和分析方案为培训员举办了四次培训讲习班，
训练他们如何收集和分析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共有 80 多位发展专家接受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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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与国际农林研究中心协作开展一项研究，主要侧重对Trichilia

2

emetica（mafurra）从生产到消费阶段的市场链进行分析。开展该项研究的目的
是了解市场链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提高妇女获得收入的能力和改善可持续的农业
生物多样化管理。
性别、生物多样化和粮食安全当地知识系统关联项目力求使人们提高对农村
男子和妇女如何利用和管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认识，宣传当地粮食安全知识和可
持续农业生物多样化的重要性。项目探讨当地知识系统、男女角色分工和相互联
系、粮食供应与维护和管理农业生物多样化之间的关联。在 2000 年至 2005 年期
间，通过该项目举办了多次研究和培训活动，包括在莫桑比克为培训员举办了一
次关于农业生物多样化、性别和当地知识讲习班，对发展专家们进行培训。
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协作，在东部和南部非洲 3 个国家，包括莫桑比克进行
了参与式评估，以编写和在外地测试一本资料读物，为从业人员编制一个工具包，
编纂市场环境案例研究集。2002 年编写了一份关于性别与消除贫穷在市场关联业
务情况的综合报告。
2005 年，在“确保妇女和女孩财产和继承权”项目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主
要针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就如何加强政策环境提出建议。项目的主要目
的是评估莫桑比克的性别问题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状况；支持发展、实施和监测
综合全面多部门行动计划，支持开展关于妇女、女孩和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全国宣传活动。
2003 年，在莫桑比克举办了一次国际政策审查讲习班，研究农业政策与艾滋
病毒/艾滋病的关联。来自 9 个非洲国家（包括几个最不发达国家）、以及欧洲和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参加了讲习班。讲习班的内容是确定农业与粮食安全
政策如何促进防止艾滋病毒蔓延，减轻流行病的影响，探讨为确保农业和粮食安
全政策的相关性和可持续性而需要进行的调整。
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其他几个合作伙伴共同发起若干个少年农
耕和生活学校和成人农耕和生活学校。少年农耕和生活学校是专门为孤儿以及其
他弱势儿童，特别是因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而成为孤儿和其他弱势儿童设计
的。学校致力于向 12 至 18 岁的孤儿和弱势儿童传授农业知识、创业技能以及生
活技能，帮助他们日后成长为独立自强、尽职尽责和有进取心的公民。这种知识
和技能意在为年青人带来经济力量并帮助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对性别和人权抱有
积极价值观念的公民。此外，少年农耕和生活学校还研究如何认识和预防艾滋病
毒/艾滋病问题，性别敏感性、保护儿童、心理支助、营养教育和经商技能方面
的训练。正在进行一切努力，确定和满足男孩子和女孩的不同需要。莫桑比克目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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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hilla 是当地一种多用途树木，主要用于食品短缺和自然灾害期间。这种树主要由妇女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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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 28 所少年农耕和生活学校。成人农耕和生活学校主要面向受艾滋病毒/艾滋
病影响的贫困家庭，特别关注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这些学校努力向男女农民群
体传授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家庭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此外，
学校还打算帮助农村男女对其社会经济劣势状况如何会导致冒险行为的问题加
深了解，从而预防因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其他一些威胁产生的不利的社会和经
济影响，以及社区其他威胁；建立农民网络，帮助他们针对可持续生计解决一些
当地的问题。成人农耕和生活学校还研究涉及妇女和女孩财产和继承权的问题，
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文化规范，以及男子和妇女之间的权力关系。
在 2003 年至 2004 年期间，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支持编写了一份关于综
合处理性别问题的案例研究报告，报告内容已列入先前进行的农业普查并随后列
入非洲-农业普查和性别问题的经验教训中。

四. 巴基斯坦
1

据估计，2004 年巴基斯坦人口约为 1.573 亿， 其中 66％的人生活农村地区。
45％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31％，其中 62%的人务农。在所有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43％。
增强农村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通过 Telefood 募捐运动，粮农组织支助巴基斯坦的 12 个项目，主要集中在
淡水养殖、养羊、建立学校花园和推广小规模家禽饲养。
Dimitra 数据库中列有巴基斯坦的 1 个组织和 11 个项目，这些项目参与各种
活动，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恢复与发展以及微小企业创办方案。
粮农组织执行虫害综合防治方案，努力开展各种活动，解决女粮农的健康问
题。
目前，已在与粮农组织技术合作方案合作开展一个“筹备和建设能力，支持
改善信德（省）水部门方案项目”。该项目致力于提高 Ghokti、Nara 和 Left Bank
这三个阿尔塔水委员会的水利灌溉分布的效率、可靠性和公平性。具体说来，项
目力求扩大已在信德（省）开展的机构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灌溉系统，包
括主要的水力基础设施、主要运河和支线运河、支流和小河；通过参与式灌溉管
理和发展负责改善灌溉系统运营和维护的机构，提高灌溉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
经过改善水管理将增加农业生产、就业和收入。具体目标是确保充分解决男子和
妇女的不同需要和优先事项，使他们平等受益；使男子和妇女参与协商工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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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实施水相关服务；确定一些特别活动，增强妇女、女孩和信德省农村地区处
于社会经济边缘的群体的能力。

五. 塞尔维亚
1

据估计，2004 年塞尔维亚和黑山人口约为 1 050 万， 其中 50％的人生活在
农村地区。17％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3％，其中 16％的人务农。在所
有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40％。
增强农村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2004 年，与农业、林业和水管理部以及 Natura Balkanika 协作，通过社会
经济和性别分析方案，为培训员举办了培训讲习班。讲习班的目的是建立一支培
训员队伍，使他们能够在各自的机构中对其他专家进行培训。

六. 塞拉利昂
增强农村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通过 Telefood 募捐运动，粮农组织支助塞拉利昂的 6 个项目，这些项目主
要集中在发展畜牧业、蔬菜和水果生产方面。
Dimitra 数据库中列有塞拉利昂的 3 288 个项目。这些项目规模各异，内容
广泛，涉及扫盲、手工艺技能培训、发展畜牧业以及其他赚取收入的活动等。

七.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据估计，2004 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口约为 1 820 万， 其中 50％的人
生活在农村地区。20％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28％，其中 60％的人务农。在所
有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65％。
增强农村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通过 Telefood 募捐运动，粮农组织支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13 个项目。
项目主要集中在家禽养殖、养蜂、园艺以及发展小规模家办食用蘑菇企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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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itra 数据库中列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 10 个组织，这些组织参与 16
个造福于农村妇女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规模各异，涉及各种广泛问题，如扫盲、
职业培训、小额信贷方案等。

八、 瓦努阿图
1

据估计，2004 年瓦努阿图人口约为 217 000， 其中 77％的人生活在农村地
区。34％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务农。
务农妇女
2004 年，妇女劳动力总数占该国劳动力的 45％，其中 34％的人务农。在所
有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妇女占 45％。
增强农村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活动
通过 Telefood 募捐运动，粮农组织支助瓦努阿图的 6 个项目，项目集中在
家禽养殖、香蕉生产以及水果和蔬菜种植方面。
粮农组织与国家统计局、财政和经济管理部和农业、检疫、林业和渔业部协
作，为农业普查和统计系统提供技术支助，以获得按性别分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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