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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 景 

1. 大会各届会议均要批准下一个两年度的《工作计划》并就实施工作计划所需

预算拨款进行投票表决。大会同时还就其他计划和预算事项向总干事提供指导并

授权。 

2. 有鉴于此，2017年 7月大会批准了总干事提出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水平1。 

3. 大会同时授权总干事，尽管有《财务条例》第 4.2 条的规定，将 2016-17 年

拨款中未支出余额一次性用于支持本组织各项计划，包括经 2017 年 11 月 /12 月

计划和财政两委员会联席会议及理事会会议同意后用于“发展融资活动特别

基金”。结转余额的数额和使用情况将根据既定条例于 2018-19 年向领导机构报告。 

4. 总干事认识到其职责是全面负责并支出预算拨款以落实《工作计划》，预计

在 2016-17 两年度结束时，会产生少量未支出余额。目前估计的数额在预算执行

情况定期更新中向财政委员会报告。2 

5. 大会以往多次批准预算拨款未支出余额可结转用于多种具体用途。 3 特别是

自 2008-09两年度以来，大会均授权拨款未支出余额可一次性结转至下一个两年度

用于多种具体用途：  

 2008-09 年结转 250 万美元至 2010-11 年，补充资本支出基金  

 2010-11 年结转 870 万美元至 2012-13 年，用以全面执行《粮农组织革新

图变近期行动计划》  

 2012-13 年结转 940 万美元至 2014-15 年，用于转型变革  

 2014-15 年结转 560 万美元至 2016-17 年，用以巩固转型变革  

6. 根据 2017 年大会的授权，总干事提交了有关通过为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

补充资金将 2016-17年拨款中未支出余额一次性用于支持本组织各项计划的提案，

供联席会议和理事会同意。  

II. 依 据 

7. 成员越来越多要求粮农组织通过各项计划提供技术专门知识和援助，尤其

考虑到粮食和农业问题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粮农组织通过两种

渠道提供技术专门知识和援助：一是《工作计划和预算》，由分摊会费供资；

二是多年来相继设立的信托基金、特别计划和协定，旨在满足成员和伙伴的需求

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其由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供资。  

                                                 
1 C 2017/3；C 2017/REP 第 73-77 段和 CR 12/2017。  

2 FC 169/7 

3 1979 年、1981 年、1983 年、1987 年、1991 年、1997 年、1999 年、2001 年、2009 年、2011 年、2013 年

和 2015 年情况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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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2018-19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总干事提出同时大会批准在维持名义

预算不变的情况下重新分配 2 370万美元，用于提升本组织在更高优先级计划中的

技术能力，并完善计划交付工作。其中包括增设 58 个新的预算内技术职位，涵盖

生态农业、抗菌素耐药性、气候、冲突分析 /粮食安全、渔业、食品安全、粮食

系统、林业、遗传资源、畜牧、营养、“同一个健康”、减贫、统计、可持续

生产和技术管理领域。4 

9. 《2018-19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还维持了专项资金水平，用于有关支持食品

法典委员会和食品安全科学建议的全组织技术活动和承诺；有关植物保护、农药

和植物遗传资源的条约机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国际和机构间渔业、林业和

营养倡议。 

10. 粮农组织《工作计划》的交付工作得到了成员通过技术和紧急援助信托

基金慷慨提供的自愿捐款的推动。在 2018-19 年，自愿捐款水平有望高出分摊

会费水平 50%。 

11. 粮农组织还通过若干由分摊会费和 /或自愿捐款供资的特别计划和协定提供

技术援助。例如，通过长期开展的世界银行合作计划，粮农组织为投资立项任务

提供技术援助，同时技术合作计划根据要求为成员国提供粮农组织的实用技能和

技术专门知识。  

12. 与此同时，粮农组织的工作环境不断演变，特别是在提供发展融资方面。

尽管基于赠款的传统官方发展援助通过信托基金为粮农组织的大多数技术援助活

动提供支持，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要求大幅增加粮食和农业投资。  

13. 为此，在粮食和农业部门，正越来越多地通过专项投资基金（如全球环境

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和区域开发银行提供发展融资。随着成员相继获取和运用

发展融资，此类机构呼吁粮农组织通过各项计划提供技术援助。粮农组织自身定位

是通过各项战略计划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各国编制和执行发展融资一揽子计划。  

14. 就绿色气候基金和区域开发银行而言，这类基金通常要求粮农组织在可报销

的基础上提供技术援助，不必动用预先融资的信托基金。2016 年，总干事认识到

有必要随时调取资源，以便为发展融资技术援助垫付资金并加大援助力度，同时

经财政委员会同意，设立了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这会促进本组织与全球性基金

和区域开发银行积极接触，以满足成员日益增长的技术援助需求。  

                                                 
4 C 2017/3 第 52-63 段和第 108-113 段，C 2017/REP 第 73-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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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尽管正通过上述《工作计划和预算》预算资源和相关自愿捐款满足其他

计划需求，但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仍要求一次性补充资金，以便启动第 III 节

所述工作。 

III. 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  

16. 2016 年 5 月，财政委员会支持同时理事会注意到总干事依据《财务条例》

第 6.7条设立“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从而促进粮农组织能够与全球性基金和

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区域开发银行）积极接触，以满足成员日益增长的技术援助

需求。5 

17. 设立的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包括两个部分：  

a) 营运资金部分，与全球性基金、区域开发银行及其它要求垫付开支的实体

在全额偿还的基础上为技术援助垫付资金；  

b) 周转资金部分，支持粮农组织扩大与全球性基金、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

开发银行之间的投资规划伙伴关系的参与度。  

18. 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的初始目标资金水平为 1 000 万美元，可从下列四个

渠道获取资金：  

a) 感兴趣捐助方的直接自愿捐款；  

b) 捐助方授权留存/转拨的已完成非紧急项目余款；  

c) 捐助方授权留存/转拨的非紧急项目余款利息收入；  

d) 经大会批准，一次性转拨的预算拨款未支出余额。  

19. 迄今为止，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尚未收到捐助方的任何直接自愿捐款。

此外，尚无捐助方授权把已完成的非紧急项目余款转至该基金；且在目前经济

环境下，项目资金余额的短期利息收入没有实际意义。  

20. 同时，成员国对绿色气候基金及区域开发银行相关的技术援助和投资规划

提前融资有很大需求。  

绿色气候基金 

21. 绿色气候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向具有气候抵御能力和低排放的发展路径过渡

提供支持。通过为公共和私营部门项目提供大规模融资（通常提供优惠），绿色

气候基金可以发挥催化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发掘必要的投资项目，驱动

持久的转型变革。  

                                                 
5 FC 161/7、CL 154/4 第 17-18 段、CL 154/REP 第 16c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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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为在今后几年加大力度支持成员国履行各自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和增强

宏愿的一部分，粮农组织正在快速加大与绿色气候基金的接触力度。粮农组织以

若干方式支持成员国与绿色气候基金合作：  

a) 作为一个绿色气候基金认证实体，粮农组织牵头制定和实施了创新转型项

目。粮农组织获得了基于赠款的中型项目（不超过 2.5 亿美元）的管理认证。

2017 年，粮农组织着手在 28 个成员国为绿色气候基金项目（均为复杂和

综合的投资导向型项目）立项提供支持。这些项目的制订正由一系列合格

的项目筹备小组牵头。  

b) 粮农组织为其他认证实体牵头的绿色气候基金项目提供支持。例如，粮农

组织正为开发署牵头的若干项目筹备工作提供支持。粮农组织的技术专门

知识可以支持这些实体增强其牵头的项目的技术质量和转型潜力。有鉴于

此，粮农组织特别重视为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直接获得资金”）认证

实体提供支持。粮农组织正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讨论设立一个非正式基金，

粮农组织可以借此支持直接获得资金的实体在农业部门筹备高质量的项目。  

c) 粮农组织正在绿色气候基金应备和筹备支持计划下利用自身技术专门知识

向成员国提供支持。这个绿色气候基金的供资窗口支持各国推进适应规划、

提高国内能力、制定绿色气候基金国别计划和促进项目筹备。粮农组织正

与超过 12 个成员国合作制定绿色气候基金应备项目，旨在加强农业部门的

“气候融资应备能力”。 

23. 在上述所有方式中，亟需一次性为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补充资金，加快

粮农组织提供支持的速度，为此要在可报销的基础上为技术援助和投资规划垫付

资金，便于在技术上合理的绿色气候基金项目的立项和筹备。  

区域开发银行 

24. 粮农组织在促进投资领域与区域开发银行扩大合作方面也有类似优势，

目的是要促进经济增长、扶贫、粮食安全和营养、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干预活动。

尽管单个区域开发银行的贷款力度小于世界银行之类的全球国际金融机构，但很多

往往仍是各自区域各国的首要贷款来源。在这方面，非洲开发银行（非行）、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是各自区域若干国家的首要贷款

机构。农业、粮食和农村发展融资在世界银行供资中占 7%，在非行融资中占 20%，

在亚行占比不足 6%，在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占比不足 5%。 

25. 粮农组织与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合作计划（自 1964 年起）之类的全球国际

金融机构有着长期合作，并与农发基金协作（自 1978 年起），最近还与全环基金

和绿色气候基金接触。然而，粮农组织与区域开发银行的协作仍然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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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除外，粮农组织与其开展了非常积极的合作。最近，若干

区域开发银行已经制定战略，旨在大幅加大粮食、农业和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

领域的投资力度。例如，非行计划从 2017 年起增加两倍农业贷款，从 2014 年的

7.07 亿美元增至今后十年的每年 24 亿美元，亚行计划从 2017 年起，将粮食和农业

贷款从 14.5亿美元增至 20亿美元。有鉴于此，加强粮农组织与区域开发银行的

协作对在成员国加大粮食和农业投资力度具有战略意义。  

26. 作为粮农组织支持成员国在其战略计划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影响的工作的

一部分，粮农组织将加强与区域开发银行的协作，在下列领域开展协作：  

a) 支持下列领域的公共投资：政策和战略制订；投资前研究；确定、筹备和

评估投资项目和计划；项目实施支持。例如，可为支持公共投资加大协作

力度，与加勒比开发银行 6在加勒比国家制定水资源和灌溉投资项目，并与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编制增强气候变化抵御能力的投资提案。  

b) 支持私营部门投资，侧重政策分析等公共产品、便利公私对话、营造有利

环境和开展主题研究。例如，可与非行进一步支持私营部门投资，促进

有助于价值链发展、便利公私政策对话和能力发展的有利环境。  

27. 一次性为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补充资金有助于粮农组织协同区域开发

银行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提供支持，为上述领域的技术援助垫付资金。  

结 论 

28. 如上述实例所示，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可以加快粮农组织向成员提供

技术和计划支持，通过垫付资金为发展融资提供技术援助和投资规划。各国对

这类援助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无法从粮农组织的分摊预算中得到满足，也没有

吸引到自愿捐款。商定的最多 1 000万美元的一次性补充资金有助于发展融资活动

特别基金发挥预期功效，通过粮农组织各项计划向成员提供支持。因此，总干事

提出，通过为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补充资金，分配 2016-17年拨款中未支出余额

一次性用于支持本组织各项计划。  

IV. 征求指导意见  

29. 提请联席会议建议理事会同意通过上文第 III 节所述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

将 2016-17 年拨款中未支出余额一次性用于支持本组织各项计划，余额情况将在

预算执行情况定期报告中向财政委员会报告。  

 

 

                                                 
6 加勒比开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