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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第三十三届会议

2016 年 3 月 7－11 日，马来西亚布城

议题 14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结果对 2014-15 两年度

粮农组织战略目标的贡献  

1. 粮农组织 2014-17 年结果框架1指导粮农组织的规划和监测工作。监测框架

的核心是衡量结果链各环节即“产出”、“成果”和“战略目标”层面的进展的指标。

这奠定了评估和报告粮农组织行动如何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实现变革做出贡

献的基础。 

2. 结果框架各层级代表着将取得的不同种类的结果，首先是粮农组织推出的产品

（产出），然后是其将促进国家一级或更广泛层级的变化（成果），或是产生更

广泛的发展影响（战略目标）。这条结果链构成粮农组织的工作与取得的不同层级结

果的联系。结果链还显示了这些联系的根本逻辑：假如粮农组织的特定产品/服务

如期完成，则将交付“产出”；假如“产出”已交付且假设成真，则应导致取得所需

“成果”；假如“成果”得以实现，则将形成导致实现该目标的发展影响的条件。  

3. 粮农组织、成员国和发展伙伴在各结果层级的责任以及衡量进展的手段，

在图 1 中作了描述。 

1 在 www.fao.org/pwb 读取 PC 115/2 附件 1 和附件 2 

本文件可通过此页 QR 二维码快速读取；粮农组织采用 QR 码 旨在尽量减轻环

境影响并倡导以更为环保的方式开展交流。 其他文件可访问：www.fao.org。 

http://www.fao.org/
http://www.fao.org/pwb读取%20PC%2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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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粮农组织生产、控制并全面负责交付以 51 个目标和指标衡量的 48 项组织

产出。根据情况，每年对产出交付进展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进行监测。 

5. 与面向粮农组织干预活动的区域和国家优先重点相关的产出指标，可用以

表示区域对实现粮农组织预期成果所做出的贡献。图 2 说明 2014-15 两年度区域结

果对粮农组织全系统产出目标的贡献程度。  

图 1：粮农组织监测框架  

结果层级 责任和衡量 

产出  粮农组织（通过进程、产品和服务）对组织成果作出的直接

贡献。产出是粮农组织利用正常和预算外资源资助，在国

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干预行动交付的实际产品。  

 粮农组织生产、控制并承担全部交付责任：全部权限。 

 为每项产出确定指标和具体目标并进行每年衡量。 

成果  为实现某项特定战略目标而在国家层面发生的变化，或形成

的全球有利环境和能力。  

 粮农组织影响但不能完全控制“成果”层面的结果。粮农

组织具有一定责任，但交付责任由所有伙伴－粮农组织、

成员国和发展伙伴承担。粮农组织可为实现这些变化作出

贡献。 

 成果层面基线指标和具体目标明确，并将通过全组织评估

每两年衡量一次，评估包括二级数据、政策文件审查、抽样

国一系列回应者调查。  

战略目标  全球层面的发展影响，粮农组织致力于在这些领域努力取得

结果（与粮农组织本身的工作计划明显对齐）。  

 粮农组织作出贡献但不能控制这些高层面的长期结果。没有

分配给任何一个实体，都由集体负责。  

 为跟踪这一层级全球趋势确定了指标，并将由粮农组织（利

用国际数据来源）监测。未确定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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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区域结果对粮农组织全系统产出目标的贡献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产出 指标 2014-15 年度

粮农组织全系

统产出目标 

2014-15 

年度 

区域结果 

区域对全

组织目标

的贡献

（%） 

战略目标 1：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1.1.1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为

粮食安全和营养制定部门和跨部门

政策框架及投资规划和计划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将粮食安全与营养

目标和性别考量进一步纳入部门政策、

投资规划和计划的政策进程数量 

93 24 26% 

1.1.2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为

实现充足食物权，促进安全、

平等获取资源和资产手段而制定

实施法律框架和问责机制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将粮食安全与营养

目标进一步纳入法律框架的政策进程 

数量 
5 10 200% 

1.1.3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在

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开发人力

资源并开展组织建设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加强了其粮食安全

与营养领域的人力资源和组织发展能力

的组织数量 

30 10 33% 

1.1.4 提高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加强公共

资源分配和利用的适宜性、效率

和实效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改进了其粮食安全

与营养领域的财政资源分配和利用的 

国家数量 
8 3 38% 

1.2.1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为

粮食安全和营养开展跨部门和

多方利益相关者战略协调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促使各部门和利益

相关方（如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民间

社会各相关方）为粮食安全与营养治理

进行更具包容性协调的政策进程数量 

47 9 19% 

1.3.1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监

测趋势并分析各行各业和利益

相关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

献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改进了对粮食安全

与营养的监测和分析，包括对不同部门

所做贡献的监测和分析，并将结果用于

知情决策的国家数量 

57 5 9% 

1.3.2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制

定、监测、评价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相关的政策、计划和立法以

便知情决策的能力 

01 -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为管理与粮

食安全与营养决策相关的绘图系统提高

了人员和机构能力的政策进程数量 
11 0 0% 

 02 -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为监测和评

价政策和计划对粮食安全与营养的影响

提高了人员和机构能力的政策进程数量 

10 3 30% 

战略目标 2：可持续增加并改善农业、林业、渔业产品及服务  

2.1.1 创新型可持续农业生产方

法（包括提高可持续性的传统方

法，如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中的方法）得到确定、评

估和传播，其采用得到利益相关

者推动 

粮农组织支持的使用包容性和参与式

方法验证并促进采用创新型可持续农

业生产方法的举措数量 
111 4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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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产出 指标 2014-15 年度

粮农组织全系

统产出目标 

2014-15 

年度 

区域结果 

区域对全

组织目标

的贡献

（%） 

2.1.2 确定、评估和宣传用于生

态系统评价、管理和恢复的综

合、多部门方法，推动利益相关

者采用这些方法 

粮农组织支持的用以确定、存档并促

进采用综合性多部门战略开展可持续

生态系统管理、恢复及气候变化适应

和减缓工作的举措数量 

644 34 5% 

2.1.3 公共和私营机构、组织和

网络在支持创新和向更加可持续

农业生产系统转型方面的组织和

机构能力得到加强 

得到粮农组织提供的组织、机构和/或

技术能力开发支持的公共和私营知识

型组织机构、管理机构和网络的数量 
675 134 20% 

2.2.1 各国在为分析可持续农业

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及备选

方案方面得到支持 

在分析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门综合可持

续性的治理问题和备选方案方面得到

支持的国家数量 

32 5 16% 

2.2.2 各国在为加强推动可持续

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国家

治理框架方面得到支持 

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就发展综合和更

加可持续的农业和自然资源生产系统

进行跨部门对话的政策进程数量 

7 13 186% 

2.2.3 公共服务组织和组织间机

制在实施推动可持续农业生产和

自然资源管理的国家政策、战略

和立法方面得到支持 

得到粮农组织大力支持，对体制机

构、职能或管理程序进行了改革的国

家公共服务组织和政府间机制数量 
216 8 4% 

2.3.1 利益相关者在参与、更新

现有并制定新的粮农组织发起的

国际（包括区域）文书和机制方

面得到支持 

粮农组织某种机制或文书，或其附属 

机构/技术工作组通过的、与可持续 

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有关的国际 

文书（规范性框架、标准、准则、建

议及其它附属文本）数量 

70 n.a. n.a. 

2.3.2 利益相关者在加强对农业

部门在与粮农组织授权相关的、

但并非粮农组织发起的国际文

书、治理机制、进程和伙伴关系

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考虑方面得

到支持 

粮农组织支持的非粮农组织国际机制/

文书在其决定和产品中反映了可持续

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考量的进程

数量 
84 n.a. n.a. 

2.3.3 利益相关者在推动实施和

应用国际（包括区域）文书和相

关治理机制的建议/要求方面得

到支持 

粮农组织支持的促进实施国际（包括

区域）文书和机制以推动可持续农业

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的进程和伙伴关

系数量 

151 23 15% 

2.4.1 - 1 通过与伙伴联合行动，

收集、汇总、整合和传播相关数

据和信息，并通过分析和模拟生

成新的数据 

01 - 粮农组织主要统计数据库相关数

据集新增数据点数量 
799,000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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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产出 指标 2014-15 年度

粮农组织全系

统产出目标 

2014-15 

年度 

区域结果 

区域对全

组织目标

的贡献

（%） 

2.4.1 - 2 02 - 粮农组织主要统计数据库中专门

显示性别分类数据的相关社会数据集

数量 

4 n.a. n.a 

2.4.2 制定和传播收集、管理、

整合和分析数据的方法、规范、

标准、定义和工具 

粮农组织开发并经某主管机构核准的用

于数据/信息的收集、管理、整合和分析

的新的或经改进的方法、规范或标准

数量 

63 3 5% 

2.4.3 为国家和区域两级的机构

规划和开展数据收集、分析、

应用和传播提供能力开发支持 

得到粮农组织能力开发支持的利益相

关方推出的相关数据/信息产品数量 356 34 10% 

战略目标 3：减少农村贫困 

3.1.1 支持加强农村组织机构和

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赋权工作 

在为农村组织和机构创造有利环境并

为农村贫困人口赋权方面得到支持的

国家数量 

21 4 19% 

3.1.2 支持在改进自然资源获取

和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和计划中

促进和采用扶贫方法 

在设计、监测和实施旨在推动平等获

取和可持续管理生产性自然资源的方

法、政策和干预行动方面得到支持的国

家数量 

4 2 50% 

3.1.3 支持农村贫困生产者和家

庭改进获取适宜技术和知识、

投入物和市场的手段 

在开发应用对性别敏感的扶贫知识、

科学和技术以增加粮食供应、改善市

场准入方面得到支持的国家数量 

16 6 38% 

3.1.4 支持在农村贫困人口能够

获取的农村服务供应和基础设

施开发方面的创新 

在设计实施旨在促进新颖、扶贫和对

性别敏感的农村服务供应系统和农村

基础设施模式方面得到支持的国家数

量 

11 3 27% 

3.1.5 为制定性别平等的、可持

续的农村发展和减贫战略提供

跨部门政策咨询和能力开发 

在设计、实施和监测可持续、包容性

和对性别敏感的农村发展政策和减贫

战略方面得到支持的国家数量 

14 1 7% 

3.2.1 在制定实施创造农村体面

就业并特别注重促进青年和农

村妇女经济及社会赋权活动的

政策、战略和计划方面的循证

决策支持和能力开发 

得到援助以起草或修订农村和农业发

展政策、战略和计划从而把“农村体

面就业原则”作为落实“农村体面就

业”计划的核心要素的国家数量 

12 1 8% 

3.2.2 对农村地区推广应用国际

劳工标准的政策支持 

获得援助以支持在农村地区实施国际

劳工标准的国家数量 

7 1 14% 

3.2.3 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

建立农村体面就业信息系统并

生成相关数据和知识提供技术

支持 

生产和传播的关于农村体面就业的知

识产品数量 
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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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产出 指标 2014-15 年度

粮农组织全系

统产出目标 

2014-15 

年度 

区域结果 

区域对全

组织目标

的贡献

（%） 

3.3.1 为改进社会保护制度，促

进可持续、平等的农村发展、

减轻贫困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

进行政策咨询、能力开发和宣

传 

在改善扶贫、对年龄和性别敏感的以

农村人口为对象的社会保护系统的设

计和实施方面得到支持的国家数量 7 0 0% 

3.3.2 为评估社会保护制度对减

少不平等、改善农村生计和加强农

村贫困者管理风险的能力的影

响，改进信息系统和循证知识

文书 

在提高能力以监测社会保护系统及其

对减轻农村贫困所产生影响方面得到

支持的国家数量 6 0 0% 

战略目标 4：推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建设更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4.1.1 各国在食品质量安全和植

物卫生领域编制并商定了新的

和修订的国际标准并以此作为

统一国际标准的参照 

新的或经修订的国际食品安全、质量

和植物卫生标准的数量 

- 研究的新问题数量 

- 推进的拟议标准数量 

- 通过的新标准数量 

42 

56 

30 

n.a. 

n.a. 

n.a. 

n.a. 

n.a. 

n.a. 

4.1.2 国家及其区域经济共同体

在有效制定和实施旨在提高市

场透明度、增加全球和区域市

场机遇的国际协议、条例、机

制和框架方面得到支持 

粮农组织为其提供了实证、能力开发

或对话论坛的贸易相关协定数量 

7 0 0% 

4.1.3 政府和国家利益相关者获

得其设计和实施高效、包容市

场及贸易战略所需的最新信息

和分析结果 

利用率得到提高的粮农组织市场信息

产品数量 8 n.a. n.a. 

4.1.4 公共部门机构在提高其设

计和实施更好的政策和管理框

架，提供与动植物健康和食品质

量安全有关的公共服务方面得到

支持 

在粮农组织支持下设计并落实动植物

卫生及食品安全与质量政策和监管框

架的国家和/或区域机构数量 

- 植物卫生 

- 动物卫生 

- 食品监管 

134 

25 

175 

28 

10 

39 

21% 

40% 

22% 

4.2.1 公共部门机构获得支持，

以便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战

略，提供能够提高农产品链包

容性和效率的公共产品 

从粮农组织提供的支持中获益以制定

实施旨在提高农产品价值链的包容性

和效率的战略并提供相关公共产品的

机构数量 

60 7 12% 

4.2.2 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

制定以证据为基础的减少粮食

损失和浪费的计划提供支持 

在减少粮食浪费和损失方面得到粮农

组织支持的国家数量 60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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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产出 指标 2014-15 年度

粮农组织全系

统产出目标 

2014-15 

年度 

区域结果 

区域对全

组织目标

的贡献

（%） 

4.2.3 价值链行为体在促进包

容、高效和可持续农产品链方

面得到技术和管理支持 

在实施包容、有效和可持续的价值链

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国家数量 40 10 25% 

4.3.1 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在设

计实施金融工具和服务，为建

立高效、包容的农产品系统而

改进资本获取手段方面得到支

持 

在增加对农业部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供应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机构数量 

70 4 6% 

4.3.2 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在增

加对高效、包容的农产品系统

的负责任投资方面得到支持 

在增加对有效且包容的农产品系统的

负责任投资方面得到粮农组织大力支

持的国家数量 

16 5 31% 

4.3.3 为监测、分析并管理贸

易、食品、农业政策对粮食系统

的影响建立系统，并向各国提

供支持 

在监测、分析并改革粮食和农业政策

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国家数量  
13 0 0% 

战略目标 5：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5.1.1 提高制定和推行减少风险

和管理危机的政策、战略和计

划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制定实施了降低

风险和管理危机的战略/计划的国家数量 
5 个(分)区域

的 34 个国家 

9 

1 

26% 

20% 

5.1.2 加强减少风险和管理危机

的协调工作，改进投资规划和

资源筹集战略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改进了旨在降低

风险和管理危机的投资战略和规划的

国家数量 

2 个(分)区域 

及 17 个国家 

4 

0 

24% 

0% 

5.2.1 建立/改进相关机制，以确

定和监测威胁，评估风险，发

布综合、及时预警 

获粮农组织支持旨在加强预警发布工

作的威胁监测机制/系统数量 253 49 19% 

5.2.2 加强开展脆弱性和/或抵御

能力分析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支持而改进了抵御能力/脆

弱性绘图和分析的国家数量 
3 个区域 

49 个国家 

5 

0 

10% 

0% 

5.3.1 加强国家、社区和主要利

益相关者采取良好预防和减缓

做法的能力，降低威胁和危机

的影响 

因粮农组织支持而加强应用风险预防

及缓解综合和/或部门特定标准、技术

和方法的国家数量 

34 

1 

11 

0 

32% 

0% 

5.3.2 改进最脆弱群体对服务的

获取，从而减轻灾害和危机所

产生的影响 

因粮农组织支持而加强应用旨在减轻

存在威胁和危机分析社区的脆弱性并

加强其抵御能力的措施的国家数量 

17 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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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产出 指标 2014-15 年度

粮农组织全系

统产出目标 

2014-15 

年度 

区域结果 

区域对全

组织目标

的贡献

（%） 

5.4.1 提高国家主管部门和利益

相关者做好应急防备和降低危

机影响的能力 

在应用危害和部门性应急防备标准、

准则和实践方面得益于粮农组织支持

的国家数量 

107 13 12% 

5.4.2 加强更好防备和应对危机

所需的协调能力 

按紧急情况级别，在受到农业、粮食

和营养危机影响的区域/国家中，应急

响应活动受益于粮农组织协调支持的

区域/国家比例 

3 级：100% 

2 级/1 级： 

60-100% 

100% 

100% 

34% 

5.4.3 加强国家主管部门和利益

相关者应对危机的能力 

受农业危机影响、由粮农组织及时提供

性别敏感型应对行动的国家比例 
60-100% 80%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