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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五 四 届 会 议  

2016 年 5 月 30 日－ 6 月 3 日，罗马  

计划委员会第一一九届会议  
（2016 年 5 月 16－20 日）报告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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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粮农组织《战略框架》并编制《2018－21 年中期计划》－区域优先

重点（第 3 段） 
b) 对粮农组织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方面所作贡献的评价

（第 4 段） 
c)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战略－路线图（第 5 段） 
d) 性别问题及其他跨领域主题（包括营养和气候变化）报告（第 6 段） 
e) 粮农组织在抗菌素耐药性方面的最新工作情况（第 7 段） 

计委提请理事会注意其关于这些事项的审议结果和建议。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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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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委员会第一一九届会议报告 

2016 年 5 月 16－20 日，罗马 

 

引 言 

1. 计委向理事会提交其第一一九届会议报告如下。 

2. 除了因主席缺席而主持本届会议的副主席Claudio J. Rozencwaig阁下（阿根廷）

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以下成员代表： 

N.C.Montani Cazabat 先生（阿根廷） 1 O. Kubota 先生（日本） 

E. Robinson 先生（加拿大） F.R.Salamh Al Argan 先生（约旦） 

M. Mankoussou 先生（刚果） M. Hooper 先生（新西兰） 

J.A.Carranza Barona 先生（厄瓜多尔） I. Nordang 阁下（挪威） 

M.N.Camara 先生（几内亚） A. Halasiewicz 先生（波兰） 

V. Sharan 先生（印度） H.A.Shoja’aadin先生（也门） 

  

审查粮农组织《战略框架》及编制 
《2018－21 年中期计划》－区域优先重点 2 

3. 计委欢迎该文件成为审查《战略框架》和编制《2018－21 年中期计划》进程

的一个组成部分。计委： 

a) 欢迎区域会议表示支持继续坚持本组织战略方向； 

b) 注意到该文件概述了全球进展情况，包括制定了实施框架的《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气候变化巴黎协议》、第二届

国际营养大会、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并注意到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

和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等进展情况； 

c) 注意到确定的区域趋势和挑战，包括青年就业、城市化、人口迁移和流离

失所、创新与技术、价值链开发与贸易、用于制定循证政策的统计资料、

抵御能力及充足的发展融资； 

d) 支持区域会议所述区域优先重点，该文件及其附件对这些优先重点做了概述； 

e) 对2016－17年所有区域倡议及有关气候变化、营养、蓝色增长的区域间工作

表示支持； 

                                                      
1 N.C.Montani Cazabat 先生被指定取代 Claudio J. Rozencwaig 阁下，作为阿根廷代表参加计划委员会第一一

九届会议。  
2 PC 119/2，Add.1/Rev.1，Add.2，A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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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欢迎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与《2018－21年中期计划》结果框架相联系的重要性； 

g) 赞赏继续利用和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在区域层面； 

h) 强调在粮农组织规范和标准制定工作基础上向成员提供政策建议和能力发展

的重要性； 

i) 期待在下届会议上根据农业委员会、渔业委员会、林业委员会、商品问题

委员会成果审议《2018－21年中期计划》概要草案。 

对粮农组织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方面 
所作贡献的评价 3 

4. 计委欢迎该项评价和管理层回应，并： 

a) 注意到对粮农组织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领域所开展工作的相关性、声誉

和贡献给予肯定评价； 

b) 支持评价结果、结论和建议，赞赏管理层确认正在采取行动落实这些建议，

特别有关跨部门工作； 

c) 强调总部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支持进一步开发权力下放办事处的能力及支持

这些办事处的更大程度参与，具体通过将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纳入国家计划

及推进能力建设工作； 

d) 强调粮农组织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保持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e) 强调寻求新型伙伴关系模式、与其他行为方在这一领域开展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以期筹集资源，避免工作重复； 

f) 期待及时收到关于该评价的进展报告。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战略－路线图 4 

5. 计委： 

a) 重申粮农组织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注意到粮农组织在这方面的

比较优势，为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做出贡献； 

b) 注意到拟议概念框架及制定该《战略》的三大总体成果； 

c) 赞同路线图建议； 

d) 强调在《战略》及其《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中考虑到国家和地方实际条件

的重要性，并强调权力下放办事处的作用； 

e) 期待在下届会议上根据各技术委员会所提供材料审议《战略》及其《行动

计划》，并提交理事会批准。 

                                                      
3 PC 119/5；PC 119/5 Sup.1 
4 PC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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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及其他跨领域主题（包括营养和气候变化）报告 

6. 计委： 

a) 重申理事会第一五三届会议强调适当注意跨部门主题，包括性别、营养、

气候变化和治理等问题的重要性； 

b) 欢迎《2014－15年计划执行报告》中所提供的关于性别问题作为跨部门主题

的信息； 

c) 期待继续关注把性别问题纳入粮农组织主流活动并通过本组织报告机制就此

进行报告； 

d) 要求在即将进行的对《战略目标》的评价工作中适当重视粮农组织在性别

方面的工作； 

e) 要求针对粮农组织在性别问题上所做工作编写一份评价报告供2019年大会

审议。 

粮农组织在抗菌素耐药性方面的最新工作情况 5 

7. 计委： 

a) 赞赏粮农组织在抗菌素耐药性方面工作取得进展，敦促在这方面继续予以

关注； 
b) 欢迎粮农组织《行动计划》及战略计划小组的重点工作领域和实施机制； 
c) 注意到权力下放工作作为有效实施《行动计划》的关键要素的重要性； 
d) 赞赏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三方伙伴关系项下就抗菌素

耐药性，包括食品法典相关方面继续开展合作； 
e) 赞赏秘书处在《工作计划和预算》范围内支持抗菌素耐药性方面工作，感谢

资源伙伴迄今认捐且已提供预算外资金； 
f) 强调提供更多资金用于开展抗菌素耐药性方面工作的重要性；鼓励粮农组织

成员和其他捐助方提供更多预算外资金，满足1 000万美元自愿捐助需求用于

实施抗菌素耐药性行动计划。 

对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及 
分区域办事处的评价之后续行动报告（参阅 PC 115/3 号文件） 6 

8. 计委注意到该报告，并： 

a) 欢迎所接受建议的实施进展情况； 

b) 强调需要提供有关实施所接受建议的影响方面更多信息及管理层行动记录

评分得高分； 

                                                      
5 PC 119/3 
6 PC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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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期待针对遭拒绝建议提交报告； 

d) 鼓励本组织继续关注太平洋岛国所面临挑战； 

e) 强调粮农组织继续与亚太区域组织开展合作及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对粮农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和 
分区域办事处的评价之后续行动报告（参阅 PC 115/4 号文件） 7 

9. 计委注意到该报告，并： 

a) 欢迎所接受建议的实施进展情况； 

b) 强调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权力下放工作取得进展的重要性； 

c) 强调需要提供有关实施所接受建议的影响方面更多信息及管理层行动记录

评分得高分； 

d) 强调总部与各权力下放办事处形成合力的重要性； 

e) 支持粮农组织工作与所确定优先重点相结合。 

对粮农组织在支持作物生产中 
所发挥作用的评价之后续行动报告（参阅 PC 115/5 号文件） 8 

10. 计委注意到该报告，欢迎粮农组织在实施所接受建议方面取得进展，特别

是通过提供一个中立平台讨论农业生态学和生物技术等问题。 

第一二 O 届会议日期和地点 

11. 计委获悉，第一二 O 届会议将于 2016 年 11 月 7－11 日在罗马举行。 

 

 

                                                      
7 PC 119/7 
8 PC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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