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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五 一 届 会 议  

2015 年 3 月 23－ 27 日，罗马  

计 划 委 员 会  

第一一七届会议（2015 年 3 月 9－13 日）报告  

 

内容提要 

计划委员会审议了有关计划制定及评价的若干事项，特别是关于以下方面的事项： 

a) 2014 年中期审查综述报告（第 4 段）  

b) 《2014－17 年中期计划》（经审议）及《2016－17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第 5 段）  

c) 抗菌素耐药性状况报告（第 6 段）  

d) 针对评价职能开展的独立评价工作职责范围（第 7 段） 

e) 对粮农组织在粮食和营养安全、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投资所发挥作用的评价

之后续行动（第 8 段）  

f) 对粮农组织欧洲和中亚区域及分区域办事处评价的后续行动（第 9 段） 

计委提请理事会注意其关于这些事项和其他事项的审议结果和建议。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批准计划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及其有关职责范围内事项的建议。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计划委员会秘书  

Rakesh Muthoo 

电话：+3906 5705 5987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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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委员会第一一七届会议报告 

2015 年 3 月 9－13 日，罗马 

引言 

1. 计委向理事会提交其第一一七届会议报告如下。  

2. 除主席 Cecilia Nordin van Gansberghe 女士阁下（瑞典）外，以下成员代表

也出席了会议：  

 

K. Boubekeur Ameur 女士（阿尔及利亚） J.A.Carranza 先生（厄瓜多尔） 

G.O.Infante 先生（阿根廷） A.G.Aseffa 先生（埃塞俄比亚） 

N. Feistritzer 女士（奥地利） V. Sharan 先生（印度） 

E. Robinson 先生（加拿大） M. Hooper 先生（新西兰） 

夏敬源先生阁下（中国） C.E.Grieder 女士（瑞士） 

 H. Shoja’aadin 先生（也门） 
 

选举副主席 

3. 计委一致决定确认阿根廷 Gustavo Infante 先生再次担任计划委员会本届会议

副主席。 

2014 年中期审查综述报告1
 

4. 计委欢迎《2014 年中期审查综述报告》，并：  

a) 欢迎迄今在实施《2014－1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良好

结果； 

b) 赞赏交付工作在两年度内按期进行，产出指标中有 82%表明取得重大进展； 

c) 鼓励粮农组织在已确定未取得重大进展领域继续做出努力；  

d) 重申要报告作为区域优先重点的区域举措的进展；  

e) 赞赏所有资金来源的资源交付率良好；  

f) 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监测系统来衡量结果并作为做决定时的分析基础；  

g) 强调制定指标并对照具体目标进行监测是一项持续性工作。  

《2014－17 年中期计划》（经审议）及 

《2016－17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2
 

5. 计委赞赏文件《2014－17 年中期计划》（经审议）及《2016－17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简明扼要，结构合理，并赞赏秘书处作出了说明。计委：  

                                                      
1 PC 117/5 – FC 157/7 
2 C 2015/3 



 CL 151/4 

 

 

4 

a) 赞扬《中期计划》中确定了趋势和发展变化，即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气候

变化、跨境动植物病虫害、营养、城镇化和人口迁移；  

b) 支持《工作计划和预算》所确定的高度优先工作领域，包括将营养问题作为

一项跨领域主题纳入主流及加强南南合作方面工作，并要求进一步提供对

这些优先重点领域的资源分配趋势信息；  

c) 赞同该文件中提出的工作计划；  

d) 欢迎阐明去除重点领域和调整领域，要求进一步提供这方面信息；  

e) 赞赏区域会议指导意见在该文件中得到体现；  

f) 赞同拟议增加技术合作计划活动以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g) 赞赏针对中等收入国家采取更加积极主动、量身定制的方法这一建议，以便

更好地满足其具体发展需要，挖掘其南南合作潜力；  

h) 满意地注意到总部办公室结构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i) 鼓励继续利用伙伴关系以发挥本组织的比较优势；  

j) 鼓励继续审查人力资源能力和地点及技能结构，以便最理想地交付工作计划； 

k) 强调要加强权力下放工作以增强粮农组织整体工作。  

抗菌素耐药性状况报告3
 

6. 计划委员会欢迎状况报告所作清晰分析。尤其是计委：  

a) 赞赏地注意到粮农组织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了主导作用及其与世卫组织、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三方伙伴关系，强调需要在所有层面开展合作，包括

信息分享、制定共同准则、参加预警、建立监测和行动系统等；  

b) 指出抗菌素耐药性产生巨大社会、经济、环境影响；  

c) 注意到需要提高认识，尤其在政策层面，鼓励采用基于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 

d) 支持大会通过关于抗菌素耐药性的一项决议，建议该决议也考虑资源问题； 

e) 要求至少每年向其通报粮农组织关于抗菌素耐药性方面工作的新情况。  

针对评价职能开展的独立评价工作职责范围4
 

7. 计委欢迎“针对评价职能开展的独立评价工作职责范围”草案，并：  

a) 指出职责范围的最终确定可能得益于《粮农组织治理改革独立审查报告》； 

b) 强调需要阐明评价办公室在该项工作中的作用，因为该办公室就是该次评价

的主要对象； 

c) 鼓励有相同业务模式和需要的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专家参加评价小组；  

  

                                                      
3 C 2015/28 
4 PC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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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指出独立评价应研究评价办公室评价工作的区域平衡问题；  

e) 期待收到关于评价工作进展的最新信息。  

对粮农组织在粮食和营养安全、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投资  

所发挥作用的评价之后续行动5
 

8. 计委欢迎《对粮农组织在粮食和营养安全、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投资所发挥

作用的评价之后续行动》报告和在落实各项建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计委强调投资

中心所做工作的重要性，赞赏该项工作与战略框架和战略目标的行动计划相一致。

计委还： 

a) 鼓励继续努力落实所有建议；  

b) 指出外联工作对于进一步增强粮农组织与融资机构的关系、拓展伙伴关系、

增加自愿捐款用于支持开展其重要工作至关重要；  

c) 强调与驻罗马各机构，尤其是农发基金，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并鼓励粮农

组织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对粮农组织欧洲和中亚区域及分区域办事处评价的 

后续行动6
 

9. 计委赞赏《对粮农组织欧洲和中亚区域及分区域办事处评价的后续行动报告》。

计委： 

a) 满意地注意到“同一个粮农组织”方针在该区域已牢固确立；  

b) 欢迎广泛使用俄语；  

c) 赞赏建立性别网络，期待配置必要人力；  

d) 赞赏欧洲农业委员会主席出席计委会议，主席先生确认该委员会正在恢复

活力。 

其他事项 

10. 计委赞赏本届会议文件分发及时，决定在未来某届会议上重新审议对《议事

规则》中有关文件分发和副主席选举内容的可能修正。  

 

 

                                                      
5 PC 117/3 
6 PC 1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