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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2015 年 6 月 6－ 13 日，罗马  

《2014－17 年中期计划》（经审议）及  

《2016－17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决议草案）  

 

摘自理事会第一五一届会议（2015 年 3 月 23－27 日）报告 

《2014－17 年中期计划》（经审议）及  

《2016－17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1
 

5. 理事会审议了《2014－17 年中期计划》（经审议）及《2016－17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赞同计划和财政两委员会及其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 

6. 关于改善粮农组织财政健康、现金流量和储备金状况的提案，理事会： 

a) 鼓励秘书处进一步积极参与联合国共同制度探索离职后医疗费用负债这一

复杂问题的切实最佳解决方案； 

b) 要求秘书处继续努力控制医疗保险费用，方法包括改变粮农组织医疗保险

的单位和参保人员保费分摊安排； 

c) 关于 2016－17 两年度，建议大会继续采用先前批准的为离职后医疗保险

既往服务负债提供 1 410 万美元部分供资的办法。 

  

                                                      
1 C 2015/3；C 2015/3 号文件情况说明之一；C 2015/3 号文件情况说明之二；C 2015/3 号文件情况说明之三；

C 2015/3 号文件情况说明之四；C 2015/3 号文件情况说明之五；CL 151/3，第 19－21 段；CL 151/4，第 5 段；

CL 151/5，第 4 段；CL 151/PV/2；CL 151/PV/7 

 

http://www.fao.org/


 C 2015/LIM/7 

 

 

2 

7. 关于《中期计划》 /《工作计划和预算》建议的实质内容，在审议了秘书处

提供的补充信息之后，理事会： 

a) 强调《中期计划》继续保持粮农组织战略方向的重要性； 

b) 支持所提出的《工作计划》，注意到秘书处将做进一步说明供成员审议，

包括提供更多信息说明性别作为一项跨部门问题如何在整个《工作计划

和预算》中得到反映；  

c) 赞赏确定了拟议的重点领域、去重点领域、节约领域，欢迎提议将 1 420 万

美元重新分配给优先程度更高的领域； 

d) 欢迎关于通过预算外资源在 2016－17 年寻求增加 610 万美元，专门用于

加强技术合作计划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一提议，特别用以适应气候

变化的影响；  

e) 支持组织结构调整建议，强调要加强权力下放工作以增强粮农组织整体

工作； 

f) 赞赏关于中等收入国家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量身定制的方法这一建议； 

g) 鼓励继续利用伙伴关系以发挥本组织的比较优势； 

h) 鼓励继续审查人力资源能力和地点及技能组合，从而最有效地完成工作

计划。 

8. 关于 2016－17 年预算水平，理事会： 

a) 欢迎秘书处提供费用增长最新估算额并确定进一步节支增效领域；  

b) 同意在 2016－17 年作为特殊情况，利用预算外资源为技术合作计划拟

增加的 610 万美元提供资金； 

c) 同意《2018－19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技术合作计划拨款应符合大会

第 9/89 号决议，从而尽一切努力把技术合作计划可用资源恢复到占正常

计划预算总额 14%的以往水平； 

d) 赞赏 2012 年以来粮农组织所进行的转型变革提高了其效益和效率，一致

认为总干事在实现尚待确定的进一步增效节支时拥有完全灵活性十分重要； 

e) 建议大会批准[下文]所列大会决议草案；  

f) 注意到其中所列预算水平能够全面完成《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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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草案 

2016－17 年预算拨款  

 

大会， 

审议了总干事提出的《工作计划和预算》；  

考虑到 2016－17 年财政周期拟议净拨款总额，按 1 欧元兑换 1.30 美元的

2014－15 年汇率计算为 1,035,749,000 美元，并假设美元开支为 546,399,000，欧元

开支为 376,423,000； 

考虑到按 1 欧元兑换 1.22 美元的 2016－17 年预算汇率将欧元开支折合美元后，

上述净拨款相当于 1,005,635,000 美元； 

1. 批准总干事提出的 2016－17 年工作计划，内容如下：  

a) 按 1 欧元兑换 1.22 美元的汇率表决通过了下列用途的拨款：  

  美元 

第 1 章：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83,652,000 

第 2 章： 可持续增加并改善农业、林业、渔业产品及服务  202,401,000 

第 3 章： 减少农村贫困  64,787,000 

第 4 章：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105,451,000 

第 5 章：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50,206,000 

第 6 章： 技术质量、知识和服务  58,619,000 

第 7 章： 技术合作计划  138,131,000 

第 8 章： 外联活动  74,685,000 

第 9 章： 信息技术  35,516,000 

第 10 章： 粮农组织治理、监督和指导  81,248,000 

第 11 章： 实现有效和高效的行政管理  73,635,000 

第 12 章： 应急费用  600,000 

第 13 章： 资本支出  16,892,000 

第 14 章： 安保支出  22,485,000 

尚待确定的进一步增效节支  (2,673,000) 

总拨款（净额） 1,005,635,000 

第 15 章： 向税收平衡基金的转拨  90,100,000 

拨款总额（总值）  1,095,7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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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述(a)段表决通过的拨款（净值）减去估算的杂项收入 5,000,000 美元，

应由成员国 1,000,635,000 美元的分摊会费提供，用于实施工作计划。分摊的

会费应分为美元和欧元，由 541,399,000 美元和 376,423,000 欧元构成。

这考虑到拨款（净额）54%为美元，46%为欧元，杂项收入 100%为美元。 

c) 还有 14,100,000 美元也应由成员国分摊会费提供，为离职后医疗保险既往

服务负责提供资金。缴款应分为美元和欧元，33%为美元，67%为欧元，

即 4,653,000 美元和 7,743,000 欧元。 

d) 成员国为实施批准的工作计划以及为摊提离职后医疗保险资金应缴纳的会费

总额为 546,052,000 美元和 384,166,000 欧元。成员国应按照大会第三十九届

会议通过的会费分摊比例缴纳 2016 和 2017 年的会费。  

e) 在确定各成员国应缴纳的实际会费数额时，如果某一成员国对其在粮农

组织工作的职员从粮农组织得到的工资、酬金和补偿金征税，且这些税款

由粮农组织返还，则该成员国应通过税收平衡基金进一步缴付一定数额

的款项。预计用于此目的的款项约为 8,500,000 美元。 

2. 授权总干事尽管有《财务条例》第 4.2 条的规定，将未支出的 2014－15 年度

拨款余额用于任何与巩固转型变革相关的额外一次性支出。  

3. 要求总干事为实现上文第 1(a)段所述有待确定的、目前尚未反映在章节结构中的

2,673,000 美元进一步增效节支提出调整《工作计划》的方案，供计划和财政

两委员会审议及 2015 年 12 月理事会第一五三届会议批准，并注意到为两年度

期间实施提案所进行的章节内部的划拨和章节之间的划拨将按照财务条例

第 4.5 条进行。  

4. 呼吁联合国大会尤其要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全面审查的范围内，

考虑对共同制度下职工费用增长保持更大警觉的需要。  

5. 建议《2018－19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技术合作计划拨款应符合大会第 9/89 号

决议； 

6. 鼓励成员国提供自愿捐款，以推动在结果框架下实现战略目标和实施统一的

工作计划。 

 

（2015 年 6 月……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