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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第十五届例会要求其秘书“探讨有助于

吸引资金和提高效率的备选方案，包括设立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信托基金，以提交

遗传委下届例会审议。遗传委还强调吸取这些部门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性。”1 

2. 本文件首先介绍当前两年度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可利用的人力

和财务资源的状况。然后，根据最近《对粮农组织遗传资源工作的评价》2的结论，

文件审议了提高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效率并为此筹集资金的备选

方案。本文件在附录 I 中提出了实施遗传委《多年工作计划》所需预算的草案3. 

II. 2016-17 年人力和财政资源  

3. 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相关活动和结果已纳入各项战略计划的工作

计划，大部分活动归属战略计划 2：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战略计划主任

负责交付战略计划结果框架和工作计划中确定的产出并实现其中规定的结果。工作

计划由技术部门和区域办事处按照与战略计划主任签订的服务协定执行，确保各项

活动对结果框架作出贡献。对所分配资源的使用情况和结果的实现情况将进行监测，

并在年度《中期审查综述报告》和两年度《计划执行报告》中向管理机构报告。  

4. 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相关工作，既涉及支持各国通过实施遗传委

的各项文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又涉及实施为遗传委工作

提供指导的遗传委《多年工作计划》。利用预算外资源和正常计划资源开展的项目

详情以及部门供资战略实施进展情况，载于关于遗传委全球行动计划和跨部门活动

实施工作的进展报告中。4 

5. 在《2016-2017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5中，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包括对

各国的支持和遗传委《多年工作计划》实施工作可利用的资源可总结如下：  

 为遗传委秘书处和四个政府间技术工作组划拨的受到保护的资金，以及《多年

工作计划》中为落实2016-17两年度各项重大事件所划拨的资金，合计340万美元。 

 战略计划主任通过内部规划划拨的资源，这些资源还有助于推进主要列于战略

目标2项下的、《多年工作计划》不同领域的工作，这部分资金共计约600万美元

（主要用于技术人员支出）；  

                         
1 CGRFA-15/15/Report，第 73 段。  

2 http://www.fao.org/3/a-bd461e.pdf。  

3 CGRFA-16/17/22，附件 1 和 2。  

4 CGRFA-16/17/3，CGRFA-16/17/8，CGRFA-16/17/11，CGRFA-16/17/13，CGRFA-16/17/16，CGRFA-16/17/17，

CGRFA-16/17/19 

5 http://www.fao.org/3/a-mm710e.pdf 

http://www.fao.org/3/a-bd461e.pdf
http://www.fao.org/3/a-mm71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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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在具体信托基金项目或计划中提供的预算外资源，合计2130万美元。这些

资源分配如下：  

o 113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家和区域实施《第二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全球行动计划》；  

o 80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家和区域实施《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  

o 160万美元用于编写《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和实施《多年

工作计划》；  

o 40万美元用于编写《世界粮食和农业水生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III. 对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的评价  

6. 《对粮农组织遗传资源工作的评价》6（《评价》）涵盖所有部门近 10 年

（2007-2015）的工作，包括总部和实地的工作，对粮农组织交付工作的效益和效率、

粮农组织内部重叠或重复的工作领域以及粮农组织规划工作统筹兼顾生物多样性

相关活动等方面进行了评价。  

7. 《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在粮农组织内部或外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

重叠或重复的情况很少。《评价》发现，自 2007 年以来，粮农组织在遗传委《多年

工作计划》框架和粮农组织本身的《战略框架》内，尤其是在战略计划 27中，

共执行了 90 多个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相关项目，价值一亿多美元。根据该项评价，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在粮农组织经审查的《战略框架》中的能见度下降，

2014-2015 两年度正常计划拨款减少，然而，粮农组织为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

成功筹集了预算外资源，此类资源在 2014-2015 两年度增加。《评价》还认为，粮农

组织技术部门与重要捐助者建立了联系和伙伴关系，这些捐助者为粮食和农业遗传

资源活动和技术援助项目提供了补充资金，往往用于支持《世界状况》报告的编写

工作，其次是支持开展实施遗传委全球行动计划的活动。然而，《评价》指出，这些

自愿捐款的增加与工作量的增加并不相称，资金和人员配备方面的制约可能将影响

普遍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尤其是将影响遗传委《多年工作计划》的实施。 

8. 《评价》得出结论，粮农组织在优化其工作规划过程中，必须考虑在哪些方面

和如何区分以下活动：（ i）促进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全球政策决定和满足

国家的需要：（ii）在科学和技术上保持对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充分认识，作为

一个有效的专业组织，提供政策方面的专门知识并发挥领导作用；（iii）维护其作为

                         
6 PC 119/5；《评价》报告全文下载链接为http://www.fao.org/3/a-i5553e.pdf 

7 所有区域计划似乎都没有包含任何专门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 (http://www.fao.org/about/what-we-

do/regional-initiatives/en/）。  

http://www.fao.org/3/a-i555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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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中介的公认而宝贵的地位，同时满足国家对知情意见、建议和政策领导作用的

需要。《评价》建议，为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以及实施全球行动计划提供支持的

活动，应纳入国别规划框架及其实施计划，以确保长期参与和能力建设。国家层面

的支持可利用国家层面找到的资源提供资金，而自愿的专题资金可为支持总部或

权力下放办事处的活动提供专门技术力量。  

IV. 提高效率和筹集资金的备选方案  

9. 在当前两年度（2016-2017）中，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有关的信息通过

一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技术网络传播并对相关项目进行协调，该网络包括粮农

组织总部和权力下放办事处的 140 多名工作人员。  

10. 《评价》建议，在总部，粮农组织可考虑对各部门之间的一些职能进行整合

并实现合理化，以便提高效率和减轻技术专家的业务负担，粮农组织最近的结构

调整可能成为一个契机，便于研究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工作的体制构架，

提出总部和国家部门间更加有效整合职能和提高效率的思路。8 

11. 2016 年 12 月，粮农组织理事会批准了巩固计划管理安排的决定，设立一个

新的气候、土地和水利部 9，这正是反映了进一步加强整合的思路。新的部将推动

环境和可持续性问题方面的跨部门工作，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尤其是，

遗传委秘书处和粮食及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秘书处均将设在该新的部内。  

12. 随着粮农组织和官方发展援助进一步下放权力，实施全球行动计划的国家

项目如果得到政府优先重视，往往将获得资金，争取到大量自愿捐款资助的实地

项目数量增加就反映了这一点。此外，一些捐助者为《落实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

计划供资战略》提供了支持。 

13. 另一方面，随着捐助者强调权力下放和对监测国家影响的要求，加上全球金融

危机，为总部规范活动和实施《多年工作计划》筹集资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14. 过去十年中，一些捐助者为遗传委《多年工作计划》具体的主要产出和重要

事件，甚至为实施《多年工作计划》本身提供了大量捐款。还收到了用于支持发展

中国家代表参加遗传委及其下属机构会议的捐款。然而，为《多年工作计划》中提出

的规范活动和实施遗传委主要产出和重要事件筹集资金的工作挑战性提高。目前在

执行中的所有项目将在 2017 年到期。 

                         
8 PC 119/5 号文件，建议 1。  

9 JM 2016.2/2 第 22 段，CL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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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计划委员会在通过管理层对《评价》的回应时建议，为遗传委《多年工作

计划》制定跨部门预算外项目可促进更加有效的跨部门整合。10 为支持实施遗传委

《战略计划》及其《多年工作计划》开展大规模跨部门项目的优势在于加强技术

协同作用和降低行政费用。 

16. 因此，本文件在附录 I 中为实施《多年工作计划》提出了涉及所有部门和

跨部门产出的一个为期四年的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假设，受到保护的核心技术

领域资源和战略计划分配所构成的正常计划资源，以及为支持实施各项全球行动

计划的实地项目的资源，在 2016-17 年提供的资金基础上保持稳定。所需预算外

资源按《多年工作计划》中提出的部门/跨部门产出和重要事件以及按遗传委会议11

分别介绍，如文件《审查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多年工作计划＞落实情况及

＜战略计划草案（2018-2027 年）＞》12所述。 

17. 用于实施遗传委《战略计划》，主要是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实施全球行动计划

项目的粮农组织正常计划估计捐款（未变）和预算外捐款13，在这四年内为 5740 万

美元。为实施《多年工作计划》向拟议建立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争取筹集的资源在

这四年期内为 830 万美元，如附录 I 所示。 

V. 征求指导意见  

18. 遗传委不妨：  

i. 注意建议为提高业务效率采取的措施；  

ii. 要求粮农组织为实施《多年工作计划》所有产出和重要事件设立一个

跨部门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  

iii. 请捐助者以及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推动落实遗传委

《战略计划》和《多年工作计划》。  

 

  

                         
10 PC 119/5 Sup.1，建议 1。  

11 CGRFA-16/17/22，附录 1 附件 1 和 2。  

12 CGRFA-16/17/22。  

13 不包括现有的大约 200 万美元预算外资源，2017 年之后能否获得这些资源并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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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支持实施《多年工作计划》的四年计划预算草案  

 

A) 2018-2019 年预算草案，千美元（与第十七届例会筹备工作相对应）  
  

正常计划  - 

受到保护 

正常计划  - 

战略计划 

预算外和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的

技术合作计划 

预测的正常

和预算外 

资源合计 

预测的粮农组织和当前捐助者捐款  3400 6000 19300 28700 

 

主要产出和重大事件 人事，顾问 发展中 

国家的 

旅行 /培训 

宣传 /翻译 /印刷 新的预算外

资源合计 

部门事项     

动物遗传资源 2018 年状况和趋势报告的 

编写 320 360  680 

水生遗传资源 提交《世界状况报告》 400 300 181 881 

森林遗传资源 审查《全球行动计划》 

实施状况 320 285  605 

微生物和 

无脊椎动物 

未来工作的工作计划草案 

20   20 

植物遗传资源 审查种子政策的状况和趋势 64 245  309 

跨部门事项     

《世界粮食和

农业生物多样

性状况》 

落实《世界状况报告》 

170 80 290 540 

获取和利益 

分享 

为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不同

部门制定获取和利益分享 

要素 

95 93 50 238 

获取遗传资源信息并分享其

所产生惠益 

生物技术 审查新生物技术的技术和 

政策层面 30   30 

气候变化 关于对气候变化影响及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适应措施 

进行由国家推动的全球评估

的概念说明 350 200  550 

健 康 生物多样性和健康概念说明 20   20 

营 养 工作审查 30   30 

总 计 

 

1819 1563 521 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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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20-2021 年预算草案，千美元（与第十八届例会筹备工作相对应）  

 

 

正常计划  - 

受到保护  

正常计划  - 

战略计划  

预算外和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的

技术合作计划  

预测的正常

和预算外  

资源合计  

预测的粮农组织和当前捐助者捐款  3400 6000 1930 28700 

     

主要产出和重大事件  人事，顾问  发展中  

国家的  

旅行 /培训  

宣传 /翻译 /印刷  新的预算外

资源合计  

部门事项      

动物遗传资源  审查《全球行动计划》  

实施状况  320 300  620 

水生遗传资源  制定《负责任渔业行为

守则》有关要点及相关

工具  320 150  470 

森林遗传资源  编制《第二份世界状况

报告》  120 275  395 

微生物和  

无脊椎动物  

工作审查  

20   20 

植物遗传资源  编制《第三份世界状况

报告》  75 1280  1355 

跨部门事项      

《世界粮食和

农业生物多样

性状况》  

关于实施《世界状况  

报告》落实行动的进展

报告  

100 650  750 

获取和利益  

分享  

审查现行“获取和利益

分享”文书及其对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的影响   50  

 

50 

生物技术  工作审查  
    

气候变化  概念说明  

工作审查  400 300  700 

健 康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  

后续行动  20   20 

营 养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  

后续行动  20   20 

总 计  

 

1395 3005 0 4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