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2021年2月

很高兴向你们介绍世界批发市场合会全新改
版的新闻通讯《行动起来》第二期   。这一
期通讯中，我们将向大家展示，在无法面对
面交流的特殊时期，世批联是如何动员其会
员相互分享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我们需要相
互支持，才能够快速地走出新冠疫情的阴
影，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长期目标。
我们有很多消息要分享，也很高兴能够为会
员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在不久的将来，我
想邀请会员们参加世批联正在组织的几个重
要活动。活动包括在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框
架下的独立对话、主题为批发市场面临挑战
的网络研讨会、粮农组织的案例研究等。你
可以在本期通讯的文章中阅读具体内容。活
动之后，我们将制作相关材料，以期能够帮
助全球批发市场解决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
问题。
每一位会员的助力都对世批联至关重要。只
有将所有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我们才能
促进行业朝着可持续性、包容性和支持人类
健康饮食的正确方向发展

此致，
斯坦芬·拉亚尼

行动起来 
共同打造一个具抵御
力、可持续、安全健
康的食品系统！



循环

世批联不久将与一些主要的国际组织合作，
共同举办一个值得期待的系列网络研讨会。
该系列研讨会的主题是：»21世纪批发市场
面临的全球挑战»，会议将讨论批发市场的
一些关键问题以及如何集体应对这些挑战。
这个系列的网络研讨会将为我们的会员和相
关合作伙伴提供独家资料。每期节目将邀请
批发市场的领导者参与，与大家分享来自其
市场和地区的经验，而他们有机会从专家那
里获得关于如何面对和克服这些挑战的最前
沿的观点。

我们很快就会确定议程，包含讨论要点和参
与代表。目前规划如下：

- 21世纪的批发市场：确保新鲜食品供应链
的食品安全。于4月5日当周召开2次会议，
亚太地区代表和南美地区代表参与。 
- 21世纪的批发市场：推进食品零浪费战
略。
- 21世纪的批发市场：前疫情时期与后疫情
时期——保证全世界批发市场的安全和卫
生，最佳实践的简易课程/指南  
- 21世纪的批发市场：重新定义概念、寻找
共同点和重塑我们的作用，关于该题议题将
组织3次区域会议)。
 
我们很高兴能组织这个系列活动，因为我们
相信这些讨论和材料对大家都有重要价值。
在网络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将探讨是否有可
能为我们的会员以及整个行业做一份出版
物或其他相关材料，例如慕课（MOOCs）
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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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随着新兴市场在巨型城市成为消费中心，其
重要性也日益提高，预计从2020年到2025
年，新鲜食品消费将增长23%。
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60%的消费者
表示，食品是否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对他
们来说很重要。在后疫情时代，这一趋势
将加速发展。
转向绿色食品与本地食品：受新冠影响，高
收入国家对有机产品和本地产品的需求比上
一年有了明显的增长。
到2050年，全世界将有68%的城市人口。
在未来10年，城市地区的食品消费将增加
27%。
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性包括原料产地、化肥/
农药使用、非转基因等方面，这些已变得越
来越重要。特别是新冠爆发后，武汉批发市
场在推测病毒起源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公众
对食品安全和卫生规则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随着新兴市场在巨
型城市成为消费中
心，预计从2020年到
2025年，新鲜食品消
费将增长23%。

世批联网络研讨会系
列--21世纪批发市场的
全球挑战



洞见 我们很高兴邀请
您参加即将于
2021年6月25日
在佛罗伦萨举行
的世批联会议。

我们很高兴邀请您参加即将于2021年6月25
日在佛罗伦萨举行的世批联会议。  
由于疫情和旅行限制，会议现场参与人数将
受到严格限制。大部分会议将在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是“加强抵御力和可持续模式，确保
全球粮食安全和健康饮食——批发市场在全
球危机中的作用”。 
我们的会员将能够与其他市场代表、世界
各地的重要专家和官员共同讨论这一关键议
题。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大家可以交
流良好的做法，相互启发，共建可行路线，
以提高新鲜食品供应链的抵御力。会员可免
费在线参与我们的活动，更多信息将很快在
我们的网站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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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会议提上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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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新的合作和宣
传材料会有益
于世批联会
员，不仅如
此，还将使对
世批联以及食
品供应链感兴
趣的人受益。

2月18日，世批联理事会召开了今年的第
一次会议。由于新冠流行，所有理事通过
Zoom在线开会。世批联代理主席斯坦芬·拉
亚尼在会议开始时欢迎大家参会，并对当前
正在开展的新活动表示满意。拉亚尼先生认
为，新的合作和宣传材料会有益于世批联会
员，不仅如此，还将使对世批联以及食品供
应链感兴趣的人受益。理事会成员也对世批
联的工作、愿景和进一步发展表示赞赏。 
拉亚尼先生、尤金女士和法比欧先生介绍了
世批联组织的国际关系，包括加强与粮农组
织几个部门的合作，与欧洲专员史帝拉·基里
基亚基德斯（Stella Kyriakides）进行会议，
与一家国际咨询机构举办关于批发市场未来
战略目标的研讨会，与C40和全球营养改善
联盟（GAIN）合作的机会，参与联合国粮
食系统首脑会议。前联合国高级官员安·莉·
莫尔（Ann Le More）将帮助联合会组织一
次独立对话。 
此外，会议还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例
如，批准了2020年财务报告草案和世批联
的2021年预算。会议决定于 6 月 25 日在意
大利佛罗伦萨召开世批联会议。由于今年的
旅行限制依然存在，理事会成员强调了在线
与世批联会员交流的必要性。

秘书处将在全年组织网络研讨会，以增加会
员之间的交流。 
关于理事会选举，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选
举改在2021年5月进行。10个理事职位开放
选举，所有候选人需在2021年4月30日前通
知秘书处。

在世批联众多优秀的会员加入后，理事会
投票赞成聘请尤金女士为常务秘书长。代
理主席拉亚尼先生感谢大家参加会议，并
宣布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为我们的组织制定了一个优秀且积极
的工作计划。 

世批联召开2021年第一
次理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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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乌拉圭的梅尔卡多莫德洛市场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批发市场之一，有84年的历史。上个
月，该市场正式关门，转型成为现代化的生
鲜食品批发销售物流中心大都会农业食品部
（UAM）。我们通过采访分享他们的故事。

能跟我们讲讲梅尔卡多莫德洛市场吗？能跟我们讲讲梅尔卡多莫德洛市场吗？
梅尔卡多莫德洛市场是拉丁美洲最古老的水
果和蔬菜批发市场。乌拉圭60%以上的水果
和蔬菜流通都经过该市场，因此它是乌拉圭
主要的批发市场，负责向大多数全国居民供
应食物。建成后，其目标是提供一个供需双
方的交易区，以确保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获得
最佳价格。

请讲讲市场搬迁的情况，以及你们为什么请讲讲市场搬迁的情况，以及你们为什么
要搬迁？要搬迁？
梅尔卡多莫德洛市场建于1937年，其基础设
施已不适应21世纪的要求。它位于蒙得维的
亚市的中心，占地面积7公顷，这使得物流
越来越困难，并对人口稠密市中心地区产生
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大都会农业食品部新地
点占地65公顷，这一搬迁计划已规划了30多
年，但由于各种情况未能实现。

相对于老市场来说，服务有没有变化？相对于老市场来说，服务有没有变化？
大都会农业食品部于2021年2月22日（星期
一）举行落成典礼，转移了梅尔卡多莫德洛
市场450多个水果和蔬菜贸易商，并纳入3个
新的业务领域：多功能市场（销售肉类、乳
制品、种子、蜂蜜、奶酪、葡萄酒、谷物、
超级食品，配有服务区和美食广场）；物流
活动仓库（在这里开展相关活动，如清洗、
包装、挑选、包装和准备大型零售店的订
单）和辅助活动区（专门为有特定设施要
求的大公司提供的区域，提供所有的基本服
务，开发定制的设施和建筑，并开展与食品
行业相关的活动，或为大都会农业食品部的
其他运营商提供服务）。

乌拉圭告别梅尔卡
多莫德洛（Mercado 
Modelo）市场，成
立大都会农业食品部
（UAM），以更可持续
的方式保障国家食品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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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有其他关于市场的趣闻可以分享，例您是否有其他关于市场的趣闻可以分享，例
如您所开展的特别的活动？如您所开展的特别的活动？
过去两年中，梅尔卡多莫德洛市场的搬迁过
程涉及到非常紧张的工作，包括面向内部和
外部的营销活动，特别是梅尔卡多莫德洛市
场和大都会农业食品部（位于城市郊区，距
离蒙得维的亚市中心11公里）周边社区居民
关心的问题。同样，为了解决在梅尔卡多莫
德洛市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社会问题，大都会
农业食品部实施了一个特别调整的单一税收
机制，以确保近千名装卸工人的健康和社会
保障。现在，这已成为在新的基础设施中工
作的一个基本条件。此外，作为大都会农业
食品部企业责任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定期为各种民间企业申请食品捐赠。面对新
冠疫情造成的危机，它们在支持和维持首都
最贫困家庭的生活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目前为止，您对新市场有什么体会？到目前为止，您对新市场有什么体会？
大都会农业食品部在前两个星期的活动远远
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来自不同行业的620
多名经营者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工作氛围，
所有商户都签署了一份为期25年的合同，
在这里发展他们的业务。500多家公司的搬
迁在国内绝对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在没
有发生任何意外或事故的前提下，只用了48
小时就完成了。同样，在新址的业务启动也
完全顺利。

今年你的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今年你的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大都会农业食品部在未来几个月的主要挑战
包括适应与梅尔卡多莫德洛市场完全不同的
建筑结构，包括物流方面的根本性变化。此
外，大都会农业食品部将在未来两年的时间
内进行所有必要的运营调整。实现必要的
财务平衡、确保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也是
当务之急。我们根据不同业务领域的占用
率进行预测，很高兴结果显示这一目标将
得到实现。 

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有哪些？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有哪些？
大都会农业食品部理事会与管理团队协调提
出2年工作战略计划，在新基础设施和环境
下，实现全面运营。为确长久发展，实现预
算和财务平衡也很重要。这一点已被纳入创
建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条例中。

梅尔卡多莫德洛
市场建于1937
年，其基础设施
已不适应21世纪
的要求。

« The new 
collaborations and 
outreach materials 
will increase 
value to WUWM 
members » 
Mr Layani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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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与
媒体

每个人都应该能容易地获得新鲜和有营养的
食物、实现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所需的食品系统主要包括各种商业和集市，
在这些地方，市民可以很容易地就近获得各
种高质量的新鲜食品。世批联零售集团主席
让·保罗·奥古斯特（Jean-Paul Auguste）指
出：»疫情清楚地告诉我们，集市对于确保
大多数人获得健康饮食至关重要。在集市
被关闭的国家，低收入家庭再也买不起食品
杂货，对政府粮食援助的需求就会增加。” 
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我们没有机会推
广集市，但今年我们更有动力。很高兴再
此宣布，»热爱本土市场»2021年活动计划
在10月上半月举行!
为了提高健康的世界重的重要性，同时支持
国际社会活动，2021热爱本土市场活动将响
应联合国国际果蔬年（IYFV）。 
国际果蔬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让人们
意识到对水果和蔬菜在人类营养、粮食安全
和健康以及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的重要作用。我们会在热爱本土市场活动材
料中推广国际蔬菜年：走向当地，走向新
鲜，支持本地市场! 

许多市场已经表现出参与热爱本土市场活
动 2021的积极性，包括NAMBA（英国）
、Groupe Geraud（法国/英国）、SIMAB（
葡萄牙）、GFI（德国）、中央市场和渔业
组织（希腊）、MAST（爱尔兰）、Vigo 
Markets（西班牙）、Mercabarna（西班
牙）、Italmercati（意大利）、Semaco/
Grouppe Bensidoun（法国）和Charve（
比利时）。更多关于具体日程安排、主题、
材料和行动的信息即将发布

走向当地，走
向新鲜，支持
本地市场!

世批联的»热爱本土市
场2021»活动(LYLM)
响应国际水果和蔬菜年
（IY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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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世界粮食系统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人口增
长和气候变化。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
估，目前世界人口为76亿，到2050年将达
到98亿，到2100年将达到112亿。 此外，
到2050年，70%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 
为了向每个人提供食物，粮食系统正面临着
极大的挑战。全球70%的农业用地正在退
化，据预测，粮食价格在未来20年内将翻一
番，对粮食的多样化需求也在增加。而气候
变化会造成土地退化以致无法耕作，从而使
情况更加恶化。
同时，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更多的
人希望他们食用的营养食品安全健康，且生
产方式不损害气候。
为确保向所有人持续供应有营养的食物，
全球粮食系统需要过渡向一个可持续、具
抵御力、健康和包容的未来。在生产粮食的
同时，需要涵养土壤，尽量少使用机械，减
少污染。此外，还需要设计物流、储存、分
配、商业的操作流程，配备基础设施，使其
能够持续应对各种挑战(气候变化、疾病等造
成的系统中断)，并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在这一框架下，联合国粮食系统首脑峰会
的目的是，为粮食行业发起大胆而创新的
行动，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
过的所有17项发展目标。我们大家必须共同
努力，改变世界对食品生产、消费和认知方
式。在这方面，联合国希望这次活动能成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折点。 
这次活动的预期成果是：促成支持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新行动，并取得切实的进展；提高
公众意识，使大家认识到改革粮食系统能帮
助我们所有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终有
利于人类和地球；制定行动原则，指导政府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影响粮食系统，并建立一
个完整体系，关注后续行动和成果审查，从
而确保首脑峰会的成果继续推动新的行动和
进展。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联
合国粮食保障系统峰会将是一次人人都能
参与的活动：»这是一次人民的峰会，也是
一次解决问题的峰会，需要我们每个人采
取行动，改变世界粮食系统»。因此，联合
国欢迎每一个愿意参与的人提交建议，包
括公司、组织和公民。 
在此背景下，世界批发市场联合会将组织一
次独立的对话，希望为首脑峰会提出颠覆性
的建议，以期作出切实可行的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表
明：»这是一次
人民的峰会，也
是一次解决问题
的峰会，需要我
们每个人采取行
动，改变世界粮
食系统»。

世批联将参加联合国粮
食系统峰会，并组织一
次独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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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个行动路线的指导下，此次首脑峰会将
汇集来自科学界、商界、政策界、卫生保健
界和学术界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农民、本地
居民、青年组织、消费者团体、环境活动家
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在会前、会中和会
后，这些参与者将共同为世界粮食系统带来
切实、积极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组
织致力于促进建立一个更具抵御力、更可持
续、更便利和更健康的新鲜食品供应链，并
决定参与联合国支持南部非洲发展论坛。 
五大行动轨迹是：

1. 1. 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和有营养的食物
2. 2. 转向可持续消费模式
3. 3. 发展有益自然界的生产方式
4.4. 促进公平的生活
5. 5. 培养抵御脆弱、冲击和压力的能力。

批发市场是粮食供应链中的重要行为体。本
组织将与批发市场、国际组织、官员和相关
利益攸关方组织四次区域对话，然后向联合
国粮食系统峰会提交一份全球提案。世批联
组织的对话主题是»让所有人都能获得营养
和健康的饮食；增强全世界新鲜食品供应链
的可持续性，并提高其抵御能力»。 
对话将重点讨论与批发市场相关的三个具体
话题。1/全民营养饮食； 2/超市物流与城市
规划； 3/减少食物浪费。
这为我们提供一个讨论行业目前面临的主要
问题和挑战的机会；10年后的发展方向以及
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并确保批发市场被纳入
讨论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我们很快就会发送各区域对话日程安排，诚
挚邀请您积极参加!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e.carrara@wuwm.org。e.carrara@wuwm.org。 

首脑峰会的会前活动将于7月在罗马举行，
首脑峰会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同时
于9月举行。

批发市场是粮食
供应链中的重要
参与者，在本次
峰会上可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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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2021年1月26日，德国汉堡参议院将世批联
会员汉堡批发市场的场地使用权限延长至
2044年12月31日。这对市场来说是一个重
大的成果，给商户多了十年的保障，也让市
场有可能投资新的更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支
持德国北部的新鲜食品配送。
 
汉堡经济事务参议员迈克尔·韦斯特哈格曼
（Michael Westhagemann）提到，他们为
汉堡批发市场的350多家中小型企业提供了
一条清晰的未来之路。这对在汉堡经营的
生产商、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来说是
个好消息。

汉堡批发市场总经理、世批联理事会成员伊
莲娜（Eliane Steinmeyer）强调了此次延期
的重要性。“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北部人民
的健康食品供应将得到保障。我们是德国
最大的生鲜食品中心，经营面积超过27公
顷，供应约1000万人口。这部分得益于我
们批发市场的优越地理位置。汉堡批发市场
位于该市的港口和主要火车站旁边，高速公
路就在拐角处。因此，对于本地生产商和来
自世界各地的产品来说，我们拥有理想的便
利的交通设施。”

当我们向伊莲娜女士询问市场是否得到了商
户的积极响应时，她提到：»我们的贸易商
非常高兴得到场地延期的保证，媒体的反应
也非常积极。这也引发了众多媒体的询问，
所以我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宣传。» 

我们也问了伊莲娜女士，他们是如何实现
这一延期的，是否有具体的营销方式。»我
们在几个层面上进行了场地延期保证的工
作。根据以往的经验，政府官员往往只在任
几年，所以我们想服务全体民众，而不仅仅
是那些目前在任的官员。” 

汉堡市场为此与一家传播机构合作，推出了
新的标识——一颗绿色的心，吸引着公众，
将市场打造成城市的新鲜食品保障者

“首先，整个市场都是用批发市场的颜色“绿”
和“白”相间来装饰，随处可见我们的标识，
我们也确保在全市范围内都能看到批发市
场的标识。我们大量发放了独特的批发市
场包装袋。商户们也支持这个活动，在他们
的车辆上贴上标志，确保它每天在城市中穿
梭。我们还将市场对外开放--比如音乐会和
剧院，每年约有100万游客。总而言之，我
们确保在所有重大活动中市场形象的宣传
至少存在1次。”伊莲娜说道。
这项活动可以使所有市民了解到市场，包
括现任政府官员和未来可能任职的官员。批
发市场团队还努力发布尽可能多的信息和文
件，介绍他们在过去几年中的活动，特别是
在城市中心的文物建筑中进行交易的意义。
通过与媒体的紧密合作，当地报纸定期报道
汉堡批发市场的情况。伊莲娜女士补充说，
他们还参加了重大活动，举办了水果和蔬菜
知识问答，并在过去三年里非常成功地实现
了夜间批发市场参观。 
世批联对伊莲娜女士团队的工作表示祝贺。
遗憾的是，今天仍有很多人不了解批发市场
的确切作用，以及它们对城市新鲜食品供应
的重要性。因此，批发市场在宣传上的工作
非常重要。 

经过品牌重塑和市场推
广，汉堡批发市场保证
市场用地可延续到20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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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批联的世
界
• 2月2日 -2月2日 - 我们与联合国官员联系，讨论世
批联参加2021年9月联合国粮食系统首脑会
议的事宜。 
• 2月4日 -• 2月4日 - 世批联正在与粮农组织的杰米·莫
里森（粮食系统和安全主任）和塞西莉亚·摩
洛切诺（城市粮食议程协调员）讨论如何让
世批联参与粮农组织的一些活动，包括绿色
城市倡议、城市粮食议程和南南合作。
• 2月8日 - • 2月8日 - 世批联会见了在C40工作的扎卡
里·托菲亚斯（食品和废物项目主任），C40
是一个由全世界96个城市组成的团体，占世
界经济总量的25%以上。
• 2月12日 -• 2月12日 - 代理主席斯坦芬·拉亚尼、欧洲集
团主席法比欧和秘书长尤金与欧洲卫生和食
品安全专员会面，讨论世批联如何支持欧盟
委员会向健康和可持续食品系统过渡。
• 2月12日 -• 2月12日 - 世批联会见了在全球改善营养联
盟工作的索尔·莫里斯（方案服务主任）和迪
奥戈·纳瓦罗（方案经理），讨论这两个组织
如何帮助发展全世界的粮食系统。
• 2月16日 • 2月16日 -- -- «在行动»的发布。第一期新通
讯在全世界发行，有五种语言版本。
• 2月17日-• 2月17日--我们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2021
年“热爱本土市场”活动（LYLM）的可能性。
委员会决定在10月上半月计划开展一次活
动! 
• 2月18日 - • 2月18日 - 世批联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理
事会会议。您可以在本期通讯中阅读会议
内容。

• 2月19日• 2月19日--我们与一家大型咨询机构共同组
织了一次关于批发市场未来发展的研讨会。
具体成果将在稍后通报，并将指导批发市场
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 2月22日 -• 2月22日 - 我们与粮农组织食品安全部的
马萨米（Masami Takeuchi）举行了一次会
议，讨论加强世界各地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的
方法。 
• 2月23日 - • 2月23日 - 世批联参加了欧洲委员会关于食
品行业负责任的商业和营销做法的第二次行
为守则会议。
• 2月25日 -• 2月25日 - 世批联参加了欧洲委员会的研讨
会，讨论关于农业和土地使用部门在2050年
欧盟气候中立的作用问题。
• 2月25日• 2月25日 -- -- 我们参加了联合国粮食系统
首脑峰会第1期公共论坛。我们与其他与会
者一起，旨在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和
有营养的食物。

热爱本土市场
委员会决定在
10月上半月策
划一次活动！ 

https://www.facebook.com/World-Union-of-Wholesale-Markets-WUWM-248019441889476/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world-union-of-wholesale-markets/
https://twitter.com/wuwmark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