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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2015 年 6 月 6－ 13 日，罗马  

接纳国际组织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会议  

 

内容提要 

1.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1 款规定，总干事已邀请附录 A 所列的

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派代表参加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2.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2 款规定，总干事已邀请与粮农组织订有

派观察员列席会议协定的政府间组织（附录 B-a）与会。  

3.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4 款规定，总干事已临时邀请（但须经

大会批准）与粮农组织订有协定但未规定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一些政府间组织

（附录 B-b）派观察员与会。  

4.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4 款规定，总干事已临时邀请（但须经

大会批准）尚未与粮农组织签订协定的一些政府间组织（附录 B-c）派观察员

与会。 

5.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4 款规定，总干事已临时邀请（但须经

大会批准）与粮农组织无正式关系的一些国际组织（附录 C）派观察员与会。  

6.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3 款和“关于粮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关系的政策”（《基本文件》第 II 编 P 部分）第 19 段(a)项规定，总干事已邀

请在粮农组织享有咨询地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附录 D-a）派观察员与会。  

7.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4 款和“关于粮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关系的政策”第 21 段(a)项规定，总干事已临时邀请（但须经大会批准）在粮

农组织享有专门咨询地位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附录 D-b）派观察员与会。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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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4 款和“关于粮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关系的政策”第 25 段中认可的酌定处置权规定，总干事已临时邀请（但须经

大会批准）在粮农组织具有联络地位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附录 D-c）派观

察员与会。 

9.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VII 条第 4 款规定，总干事已临时邀请（但须经

大会批准）与粮农组织无正式关系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附录 D-d）派观察

员与会。 

建议大会采取的行动  

向与粮农组织没有正式协定的政府间组织和在粮农组织不享有磋商地位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出的邀请是临时性的，需由大会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批准。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大会、理事会和政府关系科科长  

Stephen Dowd 

电话：+39 06570 5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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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邀请与会的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  

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变公约）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联合国人居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  

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办事处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  

联合国土著人问题常设论坛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联合国大学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署  

生物多样性公约  

全球环境基金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农发基金）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4 C 2015/13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万国邮政联盟 

世界银行（世行）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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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邀请与会的政府间组织  

a) 与粮农组织订有派员与会协定的组织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  

非洲联盟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 

阿拉伯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咨询服务中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渔产品销售信息和咨询服务中心  

欧洲理事会 

东非沙漠蝗虫防治组织  

欧亚经济委员会  

欧洲渔业信息组织  

美洲开发银行 

非洲渔产品销售信息及合作服务政府间组织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  

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维多利亚湖渔业组织  

阿拉伯国家联盟  

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络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 

近东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区域中心  

b) 与粮农组织订有协定但未规定派员与会的组织  

非洲－亚洲农村发展组织  

阿拉伯农业投资和开发管理局  

阿拉伯干旱地带和旱地研究中心  

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中心  

加勒比共同体 

地中海先进农艺研究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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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共同基金 

英联邦秘书处 

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国际黄麻研究小组  

国际橄榄油理事会  

国际移民组织 

伊斯兰开发银行  

意大利拉丁美洲学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伊斯兰会议组织  

萨赫勒地带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  

区域植物保护和动物卫生国际组织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c) 未与粮农组织签订协定的组织  

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地中海议会大会  

几内亚湾区域渔业委员会  

南方中心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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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临时邀请与会的其他国际组织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红十字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拉丁美洲议会 

世界保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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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邀请与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a) 在粮农组织享有咨询地位的组织  

世界农村妇女协会  

国际慈善机构 

国际商会 

国际合作社联盟  

国际妇女理事会  

粮食、农业、旅馆、餐馆、餐饮业、烟草及有关劳动者协会国际联合会  

世界工会联合会  

世界天主教妇女组织联合会  

b) 在粮农组织享有专门咨询地位的组织  

侵蚀、技术和保护行动小组  

官方分析化学家协会  

国际农药合作分析理事会  

欧盟食品和饮料业联合会  

消费者国际 

作物国际协会 

欧洲动物科学协会  

欧洲农业联合会  

欧洲农村法律理事会  

谷物和饲料贸易协会  

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  

国际农业信息专家协会  

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  

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  

国际灌溉和排水委员会  

国际动物记录委员会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奶业联合会  

养蜂者协会国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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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家政联合会  

国际人造黄油协会联合会  

国际鱼粉鱼油协会  

国际科学基金会  

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  

国际天主教农业和农村青年运动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泥炭学会 

国际种子联合会  

国际柑桔栽培学会  

国际食品科学和技术联盟  

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  

国际营养科学联盟  

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盟  

国际土壤科学联盟  

各国议会联盟 

欧洲保护农作物品种基金会  

农业、食品、商业、纺织业及相关行业工人工会国际  

和平及自由妇女国际联盟  

世界动物生产协会  

世界信贷联盟理事会  

世界家禽科学协会  

世界兽医协会 

c) 在粮农组织享有联络地位的组织  

援助行动国际 

非洲区域农业信贷协会  

美洲渔业协会 

美国油脂化学家学会  

亚太农村和农业信贷协会  

亚洲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非政府组织联盟  

加勒比海粮食作物协会  

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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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联络中心国际  

欧洲水产养殖协会  

欧洲植物育种研究协会  

欧洲黄麻及其制品贸易联盟  

欧洲食糖制造商委员会  

欧洲农村青年联合会  

欧洲作物关爱协会  

欧洲食品法协会  

欧洲茶叶委员会  

欧洲水产养殖者联合会  

粮食救济饥民国际协会  

法语大学联合会  

社会文化促进基金会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  

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  

国际人道协会 

国际妇女联盟 

国际农业暨相关科学学生协会  

国际水法协会 

国际天主教农村协会  

国际细胞研究组织  

国际基督教企业管理人员联合会  

国际渔工援助合作社  

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  

国际发展和团结合作组织  

国际狩猎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  

国际男天主教徒理事会  

国际森林和纸业协会理事会  

国际经济学协会  

国际蛋类委员会  

国际胚胎移植学会  

国际动物卫生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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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业及职业妇女联合会  

国际果汁生产者联合会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国际法律职业妇女联合会  

国际肥料业协会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国际雅克·马丁研究所  

国际肉类秘书处  

国际有害动植物生物防治组织  

国际豆类贸易和加工业联合会  

国际 Raiffeisen 联盟 

国际慢餐运动 

国际园艺学会 

国际植物病理学会  

国际茶叶委员会  

国际热带木材技术协会  

国际生物科学联盟  

国际拉丁文公证人联盟  

国际生物科学联盟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国际毛纺织品组织  

拉丁美洲发展供资机构联盟  

地中海柑桔类水果栽培联络委员会  

近东－北非区域农业信贷协会  

中欧和东欧水产养殖中心网  

农药行动网 

普朗凯特合作研究基金会  

“实际行动”组织 

国际扶轮社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  

世界女童子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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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类行动责任组织  

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  

世界农村论坛 

世界储蓄银行协会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世界糖业研究组织  

d) 与粮农组织无正式关系的组织  

国际非政府组织特设小组  

食为先信息及行动网络  

国际粮食安全和营养民间社会机制  

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粮食主权国际规划委员会  

西非农民及农业生产者组织网络  

乐施会 

农民之路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