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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16 年 10 月 17－21 日，意大利罗马 

粮安委 2015－2016 年度进展报告  

 

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2015－2016 年度报告概要地介绍了 2015－2016 年休会

期间的主要活动、2015 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二届全体会议各项决定和建议的进展

情况以及宣传和外联、预算、资源筹措、人员配备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组

（高专组）活动的最新情况。 

I. 2015－2016 年主要活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 

2. 成立了由 Willem Olthof 先生（欧盟）担任主席的开放性工作组；工作组召开了

四次会议，旨在编制关于粮安委在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力量方面所

发挥作用的提案。该提案正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 

3. 组织了三次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粮安委活动。在 6 月组织了一次关于了解

“2030 年议程”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意义的休会期间信息交流活动。7 月，粮安委

与瑞士和孟加拉国驻纽约使团合作，在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举办了在粮食安全和

营养治理中“一个都不能落下”的会外活动。在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正在

组织关于首批国家志愿审查经验交流的特别活动。 

4. 粮安委向 2016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后续活动和审查工作提供了粮安委为

确保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中“一个都不能落下”所开展工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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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粮安委主席参加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高级别活动，以提高对

粮安委、粮安委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以及粮安委在“2030 年议程”背景下解决粮食

安全和营养挑战所开展工作的认识。活动包括：关于实现“2030 年议程”的联合国

高级别专题辩论、关于“粮食系统转型助推世界转型”的圆桌会议、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签约仪式以及实施气候变化协定的启动仪式。 

6. 目前，粮安委网站上新的工作流程和活动网页显示了粮安委工作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联系。粮安委社交媒体渠道频繁宣传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主题、活动、

文章、信息图表、事实和数据。 

粮安委在推动营养工作中的作用 

7. 成立了由 Khaled El Taweel先生（埃及）担任主席的营养工作开放性工作组。

工作组召开了三次会议，旨在编制有关粮安委参与推动营养工作的提案。该提案

正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工作组还界定了将在 2017 年粮安委第四十四届

会议上发布的高专组“营养和粮食系统”报告的范围。 

8. 4 月，粮安委主席在由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组织的“改进非洲营养倡议”启动

仪式上致开幕辞；6 月，主席在由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和粮安委共同主办的

主题为“贸易与营养：风险和机遇”的首个营养活动上致开幕辞。两个活动都通过

粮安委社交媒体渠道进行了宣传。 

小农与市场接轨 

9. 小农与市场接轨开放性工作组由 Anna Gebremedhin 女士（芬兰）担任主席。

作为 2015 年 6 月举办的“小农与市场接轨高级别论坛”的后续活动，粮安委利益

相关方制定、讨论并商议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将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

会议批准。 

10. 共有 26 项建议，旨在应对使小农更好地进入市场的主要挑战和机遇。这些

建议涵盖一系列广泛事项，旨在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为小农提供支持，加强当地、

国家和区域市场和粮食系统的运行，提升数据收集系统，更加便利地进入国际市场，

为妇女和青年创造机会，改善营养状况以及提升机构采购计划的影响。 

监 测 

11. 由 Robert Sabiiti 先生（乌干达）担任主席的监测工作开放性工作组召开了

两次会议，商定职权范围，分享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组织活动落实粮安委各项

决定和建议的经验和良好做法。职权范围正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 

12. 开放性工作组参与人员还评论了利益相关方提交的关于落实《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自愿准则》）的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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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做法的意见分析。这些意见有助于为在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举办的

《自愿准则》全球专题梳理活动作准备。 

《多年工作计划》 

13. 根据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商定的遴选粮安委活动的指导说明，由 

Md Mazifur Rahman 博士（孟加拉国）担任主席的《多年工作计划》开放性工作组

已着手编制关于高专组 2018 年将处理的议题和技术问题的建议草案。主席团委托

高专组编写并于 2017 年底前提交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和新出现问题”

的说明，为粮安委今后工作提供参考。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 

14. 由 Fernanda Mansur Tansini 女士（巴西）担任主席的《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

战略框架》（《全球战略框架》）开放性工作组今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商定了

《全球战略框架》首次定期更新的主要内容并将提交 2017 年粮安委第四十四届会议

批准。将纳入此次更新的主要参考内容包括“2030 年议程”、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

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届缔约方大会《巴黎协定》。其他拟议

更新包括关于《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和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的参考内容。开放性工作组建议《全球战略框架》第四章

应重点关注粮安委建议和文书，替代与相关商定文件直接链接的文本，使《全球

战略框架》更方便用户使用。 

城镇化、农村转型及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15. 重点活动是计划在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举办论坛，以便更好地认识

现有问题，确定干预领域和粮安委可能发挥的作用。召集已就相关主题开展工作的

利益相关方参与了两个技术研讨会，目的是缩小范围并细化主要领域以便粮安委

在政策上予以关注。论坛将探讨不断变化的城镇－农村形势以及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影响，分享农村－城镇统筹方法的经验。论坛最后将着眼于明确和商定未来粮安委

可能发挥的作用。 

宣传粮安委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和粮安委产品 

16. 主席参加了若干活动以宣传粮安委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并提升对粮安委政策

产品的认识。此外，主席参加了以下活动： 

• 全部五个粮农组织区域会议，介绍粮安委活动的最新情况以及粮安委 

第四十一届和第四十二届会议批准的主要成果和产品。 

• 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了世界人道主义峰会“零饥饿”边会，推动通过《长期

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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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举办的粮食安全长期挑战高级别

研讨会。主席介绍了粮安委包容性模式的附加值以及通过让所有利益相关方

参与主要政策的辩论和制定过程所能取得的结果。 

• 在瑞士弗里堡举办的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大会。 

• 由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加的两次关于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的粮农组织 

研讨会。 

• 在苏丹召开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大会。主席介绍了粮安委

的工作以及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政策趋同的包容性模式。 

17. “全球水伙伴关系”为启动非洲首个计划举办的研讨会。主席向会议发表了

视频讲话，推动落实粮安委关于水促进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主席还录制了介绍

粮安委的视频，在瑞士食品博物馆交互式媒体设备上播放。在国际妇女节上，主席

出现在“零饥饿”博客关于妇女在抗击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访谈节目中。主席

还接受了欧佩克基金杂志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采访并在国际新闻通讯社发表了

题为“确保人人享有粮食安全”的问答文章。此外，通讯社还发表了关于拉丁美洲

落实《自愿准则》所面临挑战的文章。 

18. 同年，为推动粮安委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还组织了三场会外活动。其中一场

活动在 7 月高级别政治论坛上举办（如上所述），另外两场在粮农组织区域会议期间

举办。活动主题分别为“在近东和北非区域建立有效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区域对话”和

“粮安委多利益相关方对话－《自愿准则》在欧洲和中亚应用的经验分享与梳理”。 

粮安委改革评价 

19. 粮安委改革评价于 2016 年 5 月启动且预计将于 2017 年初完成。最初，评价

工作主管与一系列利益相关方举行了访谈，了解他们的职责，听取他们关于评价

所应探讨和强调问题的意见，并确定了文件和其他信息来源。评价最新情况将在

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上介绍。 

II. 高级别专家组 

20. 2015 年，重新组建了高专组指导委员会，包括 9 名新成员和 6 名连任成员，

任期从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止。共收到 93 个提名，包括 7 个连任提名。

2015 年 11 月，委员会选举 Patrick Caron 为主席，Carol Kalafatic 为副主席。选举

由粮安委主席主持。 

21. 2016 年，高专组着手编制了三份报告。7 月发布了题为“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

粮食安全和营养：畜牧业起何作用？”的报告并将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2017 年

10 月将向粮安委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题为“可持续林业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和“营养

http://www.ipsnews.net/2016/01/qa-ensuring-food-security-fo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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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粮食系统”的报告。高专组将在 2017 年底前提交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和

新出现问题”的第二份说明，以支持粮安委《2020－2021 多年工作计划》的编写。 

22. 除支持粮安委工作外，高专组报告也在实地层面产生了影响。例如，“全球

水伙伴关系”在九个非洲国家组织了具有针对性的宣传和能力建设研讨会，利用

高专组题为“水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报告，在国家层面制定水促进粮食安全

的战略。2016 年 5 月还在埃塞俄比亚组织了区域研讨会。 

III. 粮安委各项决定和建议的跟进 

23. 本节对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各项决定和建议所取得的进展加以跟进。这些

决定通过上述开放性工作组的工作以及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加以跟进。这一年，

主席团和咨询小组各召开了六次会议。 

24.  

  II. 粮安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 
粮安委利益相关方呼吁粮安委……将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有关消除饥饿和 
营养不良的目标作为工作的中心。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10 段。 

提案正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 

决定今后《多年工作计划》时，应着重强调

粮安委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方面的附加值。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10 段。 

今年《多年工作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就2018年
将提交的高专组报告达成共识。遴选本阶段

高专组工作时，已适当考虑了可持续发展 
目标。为今后粮安委活动选择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标准正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 
通过。 

IV. 政策趋同 
IV.A 政策圆桌会议：水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粮安委应提高水对于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重要性的认识，向国际组织和机构传播水 
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高专组报告和粮安委

建议，包括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努力采取后续行动。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16 段。 

将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批准的政策建议 
作为单独文件，与相关高专组报告同时上传

至粮安委网站。在2016年3月“世界水日” 
前后，秘书处以政策建议和高专组报告为 
背景材料在在线平台“Medium”上发布了 
一篇博文（水，水无处不在，但水和粮食呢？）

粮安委主席还为“全球水伙伴关系”会议 
录制了视频讲话，赞赏“全球水伙伴关系”

在九个非洲国家支持落实水相关建议中所 
发挥的领导力。 

IV.B 《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 
[粮安委决定将《框架》提交粮农组织、农发

基金、粮食署领导机构审议。 
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第18g段。 

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已于 2015 年

11 月底提交粮农组织理事会审议。2015 年

12 月，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成果已向农发

基金高级管理层报告并纳入了提交农发基金

https://medium.com/@UN_CFS/water-water-everywhere-a7ea39b44d7b#.mh47gd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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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局的驻罗马粮农三机构合作情况报告。

粮食署每年向其执行局提交一份关于“驻罗

马粮农三机构最新合作情况”的文件，重点

介绍驻罗马粮农三机构近期合作情况，包括

为粮安委提供的支持；提交执行局时也会 
提到粮安委。 

粮安委决定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审议、批准并确保向联合国所有 
相关组织和机构广泛传播该《框架》。 
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第18h段。 

2016 年 7 月，作为粮安委年度报告工作的 
一部分，主席将《框架》提交经社理事会。

主席还通过参加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及其他 
相关会议和活动为传播《框架》做出了贡献。 

粮安委同意将《框架》纳入《全球粮食安全

和营养战略框架》（《全球战略框架》） 
修订进程和当前监测工作。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18i 段。 

《框架》已纳入更新的《全球战略框架》。 

VI. 粮安委工作流程和最新活动情况 
VI.C 制定对粮安委决定和建议进行监测的框架：关于粮安委效能调查结果的报告 
要求根据可用资源状况，在 2016 年之前完成

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在《2014－15 多年工作

计划》中批准的对粮安委自 2009 年改革以来

的效能进行评估的外部评价。该外部评价将

建立在粮安委效能调查结果的基础上。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34d 段。 

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评价于 2016 年 5 月 
启动，计划于 2017 年第一季度完成。 

忆及粮安委第四十一届会议做出的关于粮安

委监测工作的决定，根据粮安委第四十一届

会议最终报告第 43b(v)段的建议，在现有结

构基础上继续开发创新机制，并根据可用资

源状况，在粮安委秘书处的支持下，邀请了

志愿国自愿试行开展粮安委效能国家级深入

评估，并与监测工作开放性工作小组讨论 
评估结果。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34e 段。 

由于没有国家志愿开展深入评估且没有获得

资源，监测工作开放性工作组将编制职权 
范围作为优先事项，通过组织活动分享在 
落实粮安委各项决定和建议方面的经验和 
最佳做法。 

同意作为工作的一部分，监测工作开放性 
工作组应考虑落实粮安委《多年工作计划》

列出的工作流程，以制定今后监测活动的 
最佳做法。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35g 段。 

监测工作开放性工作组决定制定“今后监测

活动的最佳做法”，从而为监测工作开放性

工作组提供一般性指导，但没有说明具体 
活动。 

此外，粮安委同意，针对第 f)段提出的活动，

开放性工作组应在2016年确定基本职权范围，

供主席团批准并提交粮安委全体会议通过，

以确保这些活动的参与性、包容性和区域 
代表性。有鉴于此，粮安委还同意在第四十

职权范围将提交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 
批准。在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举办 
关于《自愿准则》的全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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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全体会议期间举办全球专题活动，分享

和梳理《自愿准则》1的应用经验。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35h 段。 
VI.D 《多年工作计划》和优先重点  
通过了粮安委《2016－2017多年工作计划》。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37b 段。 

目前正在实施和/或即将实施《2016－2017 
多年工作计划》内的活动。截至2016年7月，

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赋予妇女 
权能的论坛”（2017 年）未获得供资。 

注意到《多年工作计划》的实施取决于能否

为粮安委工作流程，包括高级别专家组和 
民间社会机制提供充足资金。粮安委促请 
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捐款，以填补现有资金

缺口。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37d 段。 

秘书处定期在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上介绍

预算缺口的最新情况，并鼓励利益相关方 
补齐资金缺口。截至 2016 年 7 月，资金缺口

为 220 万美元。 

建议《多年工作计划》开放性工作在 2016－
2017 两年度继续工作，根据修订后的指导 
说明，编制《2018－2019 多年工作计划》。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37e 段。 

《多年工作计划》开放性工作正在根据经 
修订的指导说明，编制《2018－2019 多年 
工作计划》。 

VII. 粮安委及其在推动营养工作中的作用 
应积极将营养工作纳入粮安委所有工作的 
主流，包括高专组报告。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40a 段。 

营养问题是《2016－2017 多年工作计划》中

所有工作流程的关键内容。高专组项目小组

已开始编制关于“营养和粮食系统”的报告，

并将于 2017 年提交。 
营养工作开放性工作组编制了关于粮安委 
参与推动营养工作的提案，并将提交粮安委

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 
即将成立的营养工作开放性工作组将负责 
确定优先重点，适当考虑其他机构的工作，

以形成合力，避免重复劳动，注重附加值；

这些重点可包括可持续粮食系统和营养敏感

农业等。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40b 段。 

营养工作开放性工作组的提案适当考虑了 
其他机构的工作并指出粮安委可通过加强 
全球层面的政策协调做出特有贡献，推动 
一系列行为体采取协调行动。 

初期优先重点可包括：使从事营养工作的更

多组织参加粮安委咨询小组、将《营养问题

罗马宣言》及其《行动框架》纳入今后粮安

委的工作。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40c 段。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加入了

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并成为营养工作 
开放性工作组的活跃成员。粮安委参与营养

工作的提案考虑了《营养问题罗马宣言》 
及其《行动框架》。 

                                                 
1 本节与第35f段相关：经粮安委第四十一届会议批准，鼓励粮安委利益相关方继续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

并要求粮安委秘书处与监测工作开放性工作组在监测方面展开合作，探索并促进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的方

法，包括在粮安委会议期间和根据可用资源状况，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举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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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要求营养问题开放性工作组审议本届

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粮安委在营养领域开展

工作的建议，该工作组将在本届会议之后 
设立。 
资料来源：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41 段。 

开放性工作组审议了关于粮安委营养工作的

上述建议。 

IV. 宣传和外联 

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外联工作 

25. 一周内共组织了由粮安委全体代表参加的 36 场会外活动。19 个成员国作为

主办方或协办方参加了上述活动，某些国家参加了两场以上活动。粮农组织参加了

17 场会外活动，农发基金参加了 8 场，粮食署参加了 5 场。约有 1 131 人参加了

这些会外活动。许多会外活动吸引了大量媒体报道。 

26. 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材料展示区”吸引了 20 个参展方。 

27. 驻罗马粮农三机构社交媒体小组积极支持了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社交媒体

活动。10 月，@UN_CFS 推特账户推文获得了 90 300 次访问。在粮安委第四十二届

会议期间，网站访问量较 2014 年增加，页面浏览量达到 27 532 次，唯一身份综合

浏览量达到 23 213 次，每个页面的平均访问时间为 2 分 23 秒。 

28. 粮安委所有全体会议都进行了网络直播。网络直播网页的唯一身份综合浏览量

达到3 000次。10月15日的访问量最大，唯一身份综合浏览量达到 686 次。30%的用户

在意大利，其次是巴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墨西哥、荷兰、瑞士和印度。 

网络与媒体 

29. 改版后的粮安委网站（www.fao.org/cfs）更方便用户使用，扩大后的工作流程

和活动栏目涵盖十二个工作领域。每个活动网页包括完整的背景信息以及工作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系。自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以来，网站使用情况统计数据

表现稳健，每月平均有 4 362 个用户访问 13 700 多个网页，每个网页的平均访问

时间是 2 分 23 秒。 

30. 应粮安委利益相关方要求，在登录前，在粮安委工作区提供所有开放性工作组

会议文件的直接链接，使所有利益相关方便捷地获取更多粮安委信息。 

31. 印发了三份新闻稿。粮安委邮件发送列表转移至在线平台，以便更好地开展

分析和跟踪。当前邮件发送列表包括约 5 000 个订阅用户。 

32. 粮安委第四十二届会议试用了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报告服务，多数联合国

主要会议由该服务报道。每日综述和会议报告摘要已上传至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http://www.fao.org/cfs
http://www.iisd.ca/download/pdf/sd/enbplus184num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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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最初反馈显示，这为代表们提供了有用的服务，也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社区

提供了有用的外联工具。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将继续报道九个开放性工作组会议，

也将报道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 

33. 自 2016 年 1 月起，粮安委更定期地利用推特分享粮安委活动的最新信息和

粮安委相关主题的季度信息。粮安委推特听众增加了40%，目前达到2 700名。粮安委

推特的月均浏览次数为 41 780 次并获得 1 295 次转发或点赞。 

34. 2016 年，粮安委脸谱网页收获了 1 580 多名好友。自 2016 年 1 月起，听众数量

增加了 12%，每项上传内容的平均浏览量为 5 415人，较前段时间（2015年 9－12月）

增加了 50%。 

35. 目前，粮安委定期在社交媒体平台“Medium”上发表日志。日志以粮安委

产品、政策建议和高专组报告为主，旨在加强各类新听众对粮安委工作的认识。

涵盖的主题包括：水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粮安委－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生物

燃料和粮食安全、粮安委《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气候变化

及青年人。400 多人阅读了“Medium”上发布的粮安委文章。 

与驻罗马粮农三机构的外联工作 

36. 秘书处与驻罗马粮农三机构宣传部门共同开展宣传工作，提高工作人员对

粮安委及产品的认识。此外，计划在 2016 年 9 月联合举办关于粮安委《长期危机中

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的外联活动，组织从业人员共同探讨如何将《长期

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付诸实施。 

37. 驻罗马粮农三机构宣传团队通过对外和在各自组织内传播信息，为粮安委

第四十二届会议外联工作提供了支持。 

38. 为了巩固粮安委的共同所有属性，在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召开了若干会议和

活动。 

39. 主席与驻罗马粮农三机构负责人和驻纽约代表会面以期进一步加强合作。 

V. 预算、资源筹措和人员配备 

预 算 

40. 在大量努力下，《2016－2017 多年工作计划》资金缺口从 500 万美元下降至

220 万美元（70 万美元用于粮安委全体会议和工作流程；100 万美元用于高专组；

50 万美元用于民间社会机制）。截至 2016 年 7 月，关于 2017 年其他资金支持仍

没有明显迹象，且已要求主席团和咨询小组针对在获得资源之前先搁置哪些活动

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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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筹措 

41. 在 2016－17 两年度之初且根据经批准的《多年工作计划》，粮安委全体会议、

活动、高专组报告以及为民间社会机制提供的支持的整个资金缺口为 500 万美元。

2015 年中，在最终制定《2016－17 多年工作计划》前，与《多年工作计划》开放性

工作组首次讨论了资金缺口问题。随后，与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多次讨论了

该问题；包括粮安委主席或秘书处与各成员进行的双边讨论；以及通过前任和现任

粮安委主席及前任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向成员国致函。在这些努力下，资金缺口

减少到 220 万美元，但仍未弥合。当前计划预算和可用资源详细情况见附件 I。  

人员配置 

42. 秘书处由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正常捐助支持的以下工作人员组成：

粮安委秘书；由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提供的 3 名 P5 级别工作人员（有些是

兼职）；2 名行政支持人员；1 名短期高级宣传干事。 

43. 其他人力资源由自愿捐款供资且因所承担的具体活动而不同。2015 年有 1 个

项目和 1 名短期人员；1 名准专业官员；3 名短期顾问（其中 1 名是粮安委主席助理）

和 1 名初级宣传顾问。 

任务小组 

44. 3 个任务小组支持粮安委秘书处拟定开放性工作组提案： 

• 营养：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民间社会机制、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安全

高级别工作组、农发基金、私营部门机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营养

问题常设委员会、粮食署、世卫组织 

• 可持续发展目标：民间社会机制、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私营部门机制、

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联合国秘书长 2030 年议程小组、粮食署 

• 小农与市场接轨：民间社会机制、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私营部门机制、粮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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