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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对权重

和技术支持能力，并继续致力于计划管理工作。在新

的领导层带领下，粮农组织有机会着力解决本报告中

提出的问题，为拥抱具备战略导向性、注重专业技能

层面参与和灵活执行特点的新组织文化做好准备，从

而实现快速转型。

对《粮农组织战略成果框架》的评价

粮农组织的《战略框架》制定于2013年，目标是对粮

农组织进行更具战略性的定位，并解决一些现实问

题——粮农组织的计划活动采用筒仓式专题条线设计

方式，且粮农组织的工作并未很好地结合国别计划优

先重点。《战略框架》背后的理论是成熟的，近期开

展的评价肯定了制定旨在利用粮农组织技术优势的战

略框架的价值：能够促进粮农组织在国家层面的参与

度，且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了准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改革”提出的下一步转

型，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状况、提高国家能力，

粮农组织需要重新考虑其作为一个知识和技术组织的

定位。如果成果框架能详细说明粮农组织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的行动如何能够在促成高级别影响方面形成互

补，那么其将能够加强粮农组织的管理、资源调动和

报告效率。粮农组织需要调整工作模式，使其工作与

国别优先重点垂直相关，为各国提供易于获得的计划

全组织专题评价覆盖粮农组织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关于某个特定主题、政策或领域的工作。这些评价
从战略角度评估粮农组织所做的贡献，确保计划与粮农组织战略目标的进展相符。

1.	全组织专题评价

粮农组织评价工作
粮农组织的评价工作旨在为成员国在进行政策和执行层面的决策时提供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客观的基础，
并促进粮农组织的机构学习，为粮农组织改进规划和计划的国家相关性、目标定义、设计与执行提供良好
基础。此外，评价为成员国根据粮农组织商定的目标和战略目标与粮农组织的计划进行合作提供了基础，
有助于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全的目标。评价对于促进问责和学习至关重要，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哪些做法是
正确的，哪些有可能是错误的。本文概括了每个类别中近期完成、正在进行和已规划的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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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
的评价

粮农组织响应成员国呼吁，于2013年通过《粮农组织

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以推动私营部门更多参

与粮农组织的计划和行动。虽然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粮农组织还未完全发挥其伙伴关

系工作的潜力，而其它几个联合国机构则不同，它们

已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视私营部门的理念

做出响应，制定了新的伙伴关系战略。粮农组织的私

营部门伙伴关系与其战略目标相关联，总体上规模与

范围有所局限，成果没有什么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

大多数局限源自粮农组织的内部流程和工作方法，它

们阻碍了私营部门的参与。评价建议粮农组织就与私

营部门合作制定新的方

案，详细列出响应《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

新兴发展趋势的方法，并

确定优先专题合作领域，

最终修订《战略》及其指

南。评价还建议粮农组织

改进内部伙伴关系确定和

管理流程，更多运用现有

伙伴关系中获得的经验

教训。

对《粮农组织营养工作战略和愿景》的评价

营养是一个传统上由健康问题主导的领域，但是现在

注意力已转移到改革粮食生产、供应和消费从而预防

营养不良的方式上。粮农组织被授权于该项任务，不

仅有广泛的技术经验，适用的工具和指标，而且有覆

盖全球、各区域和各国的影响力来领导这一以粮食为

基础的营养方法。本评价评估了《粮农组织营养工作

战略和愿景》自2012年通过以来的实施进展。评价提

出了七项广泛的建议，旨在为粮农组织的营养工作提

供新的推动力，包括制定一项新的战略，评估在评价

期间发生的主要政策和战略上的变化，以及清楚地宣

传粮农组织所承担的角色和在支持营养敏感型粮食系

统上的专业知识。 

http://www.fao.org/3/ca3762en/ca3762en.pdf.

对粮农组织性别工作的评价

《2012-2017年粮农组织性别平等政策》是粮农组织

性别平等工作的指导框架。粮农组织已经对将性别观

点纳入主流制度的机制给予投资，制定了若干技术准

则和增强公众意识的文件，建立了伙伴关系，以便

在项目实施中纳入性别层面，并在可持续农业生产和

农村发展中实现性别平等成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该政策需要更新以反映外部发展，并应该附有

指导其运作的行动计划。知识产品也应更加具有针对

性，以便在不同的部门和国家使用。粮农组织应利用

其与农村社区的亲近关系，将自己定位为解决农村地

区性别问题的核心伙伴，并应建立更具战略性和长期

性的伙伴关系。缩减性别差距和确保有效的性别主流

化这一行动需要从高层管理人员和地区办公室负责人

做出强有力的承诺。这需要粮农组织成员国的持续参

与和成员政府的承诺，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支持粮农

组织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规定的性别平

等承诺。http://www.fao.org/3/ca3755en/ca3755en.pdf

战略目标评价得到的发现和经验教训汇总

这份材料基于评价办2014年至2017年期间所开展的专题

评价，汇总了经审查的《战略框架》在概念化和操作化

过程中得到的发现和经验教训及其成果。汇总总结认

为，《战略框架》在快速演变的发展环境下重新对一个

拥有70年历史的组织进行导向和定位，迈出了变革性的

重要一步。经审查的《战略框架》使粮农组织形成了

一种新的跨部门工作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筒仓形式，

将新的重点放在伙伴关系上。汇总对近期全球性进展

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比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协定》和“联合

国改革”，为粮农组织制定下一个《战略框架》提供参

考。http://www.fao.org/3/my909en/my909en.pdf 

 即将开展的机构专题评价：

• 对粮农组织统计工作的评价

• 对粮农组织与公民社会伙伴关系战略的评价

• 对粮农组织为“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2）所
做贡献的评价

Thematic evaluation series

Evaluation of the FAO  
Strategy for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http://www.fao.org/3/ca3762en/ca3762en.pdf
http://www.fao.org/3/ca3755en/ca3755en.pdf
http://www.fao.org/3/my909en/my90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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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价审查了由预算外资源资助的单个计划和项目，或具有特别价值的项目组合。这些评价有助于
未来项目的决策。

2.	项目/计划评价

对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全球战略计划 
(2014-2018年）的最终评价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是一套标准，用于在已有的调

查、统计数据和研究基础上分析一国的粮食安全状况。

它根据各国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技术工作组成员的

一致估算，形成了一份显示不同区域粮食安全阶段和粮

食不安全人口数量的地图。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的目

的是通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可靠且容易获得的信

息，推动关于粮食不安全和营养的有效政策和响应。对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全球战略计划的最终评价着重于

计划如何以及在哪里得到运用和机制化（所有权和可持

续性）。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主要用于在全球和国家

层面瞄准关于人道主义资金的决策，帮助做出知情的决

策。虽然全球战略计划可以说在上一阶段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仍需设定战略优先重点以满足粮食安全阶段综合

分类的要求。http://www.fao.org/3/ca4203en/ca4203en.pdf 

对《完善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的评价

《全球战略》是史上最大的改善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

统计的努力，通过调查、培训和技术援助建设非洲和

亚太地区农业和农村统计的能力，并提升其形象。在实

践层面，《全球战略》对于将本地和区域系统纳入国家

系统起了重要作用。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公室的介入带

来了诸多益处，比如加强了计划活动和粮农组织规范工

作之间的连接，以及使粮农组织的全球性知识适合当地

背景。然而，该计划在其主要利益相关者之外仍鲜为人

知。在第二阶段，评价建议将战略重点从数据的产生转

向使用（尤其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以及从狭义的

农业转向农业和农村发展相结合。 

http://www.fao.org/3/ca4159en/ca4159en.pdf

对“在津巴布韦通过综合、可持续小型家畜部
门的商业化提高家庭粮食、收入和营养安全”
项目的最终评价

在20世纪90年代，津巴布

韦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

发展强劲，粮食生产自给

自足，还有盈余供出口。

然而，自2000年起，政策

变化导致商业农事活动中

断，致使农业投资下降。

迄今为止，津巴布韦将近

70%的人口主要依赖农作物

和/或家畜饲养为生。粮农

组织及时进行干预，支持

制定促进家畜饲养的政策和环境，改善家畜卫生和收

入可持续性，并提高小农对冲击的抵御力。该项目利

用了共同申请者的本地知识和专业技能，但还是因为

缺乏合适的金融工具而被推迟。然而，项目总体上展

示了在家庭层面将家畜生产从维持生存转向以市场为

导向是可能的。项目也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处理

项目领域发生的紧要生产问题，即疾病和缺水造成的

家畜死亡。http://www.fao.org/3/CA2612EN/ca2612en.pdf

对“通过改善口蹄疫等跨境动物疾病的防控建
立阿富汗家畜饲养者的抵御力和自给自足能
力”项目的最终评价

家畜在阿富汗发挥着重要作用—提高营养和提供生计。

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疾病的爆发不断威胁营养的

改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通过改进口蹄疫等跨境动物

疾病的防控建立家畜饲养者的抵御力和自给自足能力”

这个项目旨在从中央、省级和社区层面提供援助，通过

改善农场内家畜医疗卫生状况增强粮食安全。评价发

现，项目在改善动物卫生和疾病防控方面取得了良好进

展。由于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密切，项目已超

OFFICE OF EVALUATION

Project evaluation series

October 2018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Increased Household Food, 

Income and Nutrition Security 
through Commercialization of 
an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Smallholder Livestock 
Sector in Zimbabwe” 

©
FA

O
/M

in
 Q

in
g

w
en

http://www.fao.org/3/ca4203en/ca4203en.pdf
http://www.fao.org/3/ca4159en/ca4159en.pdf
http://www.fao.org/3/CA2612EN/ca2612en.pdf


4	 2019	评价更新

过了起初的接种目标。当地的流行病学水平已经得到改

善，虽然仍然有限。分析技能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需

求，更好地获取疾病爆发和监控的数据也很重要。项目

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可持续性，没有明确的退出计划。评

价建议立即制定后续项目。 

http://www.fao.org/3/ca4992en/ca4992en.pdf

对“将气候抵御力纳入农业生产以促进马里农
村地区粮食安全”项目的最终评价

马里农业部门正在适应气候变化，同时奋力在受冲突影

响的环境下减轻贫困、改善农村生计。粮农组织实地支

持马里政府以及大量发展伙伴，将气候抵御力纳入农业

部门的政策和实践。农民田间学校已被证明是一条受青

睐的成功路径，使马里农民在提高生产力和害虫整体管

理方法方面能够进行学习、交流和试验。气候抵御力已

成为在马里全国各地推广的农民田间学校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通过小型育种和种子传播倡议，筛选和宣传能够

抵御干旱的短周期种子。粮农组织能够向马里提供进

一步支持，支持途径包括与政府和/或气候基金进行谈

判，以实现农民田间学校农业推广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将现有项目扩大到其它领域，以及将性别和社会包容纳

入农业部门的政策和实践中。 

http://www.fao.org/3/I8755EN/i8755en.pdf 

对“减少特克斯特佩克市（Texistepeque）和坎
德拉里亚•德拉弗龙特拉市（Candelaria	de	la	
Frontera）脆弱小型流域地带的土地退化”气
候变化适应项目的评价

气候变化模式、极端天气

事件和土地退化对萨尔瓦

多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

人们的生计财产产生了负

面影响。而且，该国的主

要水资源位于中美洲的干

旱走廊，已受到不断增加

的干旱的影响。为了解决

这些挑战，全球环境基金

的这个项目支持圣安娜省

各市组织活动，推动自然

资源的整体管理，在当地引入更具抵御力的生产系统。

通过机构间协调和小农参与实施的管理方法和实践是成

功的。然而，即使水资源的质量和可获得性提高了，

获得收入的途径也更具保障，很多家庭仍然处于脆弱状

态。需要巩固极端天气事件的本地响应机制。 

 http://www.fao.org/3/ca5009en/ca5009en.pdf

对粮农组织“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计划的中
期评价—第三阶段

粮农组织—欧洲联盟（欧盟）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

计划支持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协会共同

支持木材生产国的法律和贸易改革，目的是提高木材

合法贸易。该计划始于2008年，目前正处于融资的第

三阶段，覆盖24个亚非拉国家。对第三阶段的评价显

示，虽然木材市场和流动出现了大幅转变，但该计划

仍然与国家和区域森林治理目标、国别贸易优先重点

和市场需求高度相关。该计划还很好地结合了捐赠者

目标和子目标，尤其是欧盟—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

行动计划以及粮农组织的战略目标。计划已在国家层

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使得除了国家之外的行动方能够

发声，提高能力和技能，推进政策、法律和监管改

革，改善透明度和信息公开，以及提高木材贸易的合

法性。http://www.fao.org/3/ca5189en/ca5189en.pdf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o Reduce Land Degradation 
in Fragile Micro-Watersheds 
located in the Municipalities 

of Texistepeque and 
Candelaria de la Frontera”

Project evaluation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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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钦博拉索自然资源管理”项目的最终评
价

“钦博拉索自然资源管理”项目旨在保护和可持续地

管理安第斯山脉高寒地区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

统发挥着重要的环境功能，比如产生水和捕获二氧

化碳。而且，该地区原住民社区的传统知识使得各

种各样的本土作物得到了保护。项目获得了显著成

就：提高了保护水资源的环境意识；制定法规，实

施环保服务补偿机制，改善自然资源治理；推动省

和州层面的条例审批，通过设立委员会监管灌溉和

用于人类消费的水资源使用，保护灌溉用水的生物

多样性、存储和最佳使

用方式。未来的项目应

该继续支持国家和当地

政府保护地方性生物

多样性（包括农业生

物多样性），并实施

关于钦博拉索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状况的信

息系统。http://www.

fao.org/3/CA3373EN/

ca3373en.pdf

对“安哥拉西南部小型农牧生产系统中的土
地修复和牧场管理”项目的最终评价

在安哥拉西南部，气候变

化的影响已降低了土壤覆

盖率，增加了土壤侵蚀。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安哥

拉西南部小型农牧生产系

统中的土地修复和牧场管

理”项目支持采取行动，

增强主流化土地管理参与

式规划的能力和知识。该

项目为数项机制性成果做

出了贡献，并且提高了社

区对可持续农业系统的意识和能力。虽然已有证据

表明项目受益者的生计得到了改善，但是项目在实

现环保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不尽如人意，因为

牧场的修复需要大量时间才能产生效果。未来要看

见效果的话，除了推动与国家级研究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以产生国别和区域知识，还需要从项目开始便

制定成果可持续性战略。 

http://www.fao.org/3/ca5189en/ca5189en.pdf. http://

www.fao.org/3/CA2863EN/ca2863en.pdf

OFFICE OF EVALUATION

Project evaluation series

November 2018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Land Rehabilitation and 

Rangelands Management in 
Smallholders Agro-pastoral 

Production Systems in South 
Western Angola (RET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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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EVALUATION

Project evaluation series

October 2018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of 
Chimborazo’s Natural 

Resources”  

 

http://www.fao.org/3/CA3373EN/ca3373en.pdf
http://www.fao.org/3/CA3373EN/ca3373en.pdf
http://www.fao.org/3/CA3373EN/ca3373en.pdf
http://www.fao.org/3/ca5189en/ca5189en.pdf
http://www.fao.org/3/CA2863EN/ca2863en.pdf
http://www.fao.org/3/CA2863EN/ca286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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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那盆地分散化供给和水资源利用管理，
以维持水资源和农村生计”项目的最终评价

“萨那盆地分散化供给和水资源利用管理，以维持水资

源和农村生计”项目旨在加强农民家庭的粮食安全，以

及在萨那盆地22个子流域中的四个子流域减少地下水

枯竭。调整现代灌溉系统、引入气候智慧型种植实践

以及支持农民转向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改善了农民的生

产力、收入和抵御力，同时也减少了地下水抽取。妇

女被纳入治理结构和决策过程。项目支持成立水资源

使用者协会，这对地下水使用的分散监管不可或缺。

为了确保也门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持续取得进步和积极

成果，政府和外部支持机构应该在整个萨那盆地执行

整体方法。在制定未来的地下水和生计项目时，应优

先考虑对气候相关数据以及提议的减缓和适应活动加

以更好地分析。 

http://www.fao.org/3/CA2874EN/ca2874en.pdf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15相关的其它项目评价

• “对巴基斯坦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
援助”	http://www.fao.org/3/CA2361EN/ca2361en.pdf 

• “农业创新系统能力发展(CDAIS)”

• “格兰德岛湾生态系统整体管理”（BIG项目）http://
www.fao.org/3/ca4806en/ca4806en.pdf 

• “刚果共和国红树林及其相关湿地以及沿海森林生态系
统整体管理”http://www.fao.org/3/ca4853fr/ca4853fr.pdf 

• “连接加纳和科特迪瓦森林保护区和保护地带的跨
境保护区的发展”http://www.fao.org/3/CA3396EN/
ca3396en.pdf 

• “对主流化和增大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决策支持”

 即将开展的项目评价

• “确保依赖森林景观的社区获得土地权属”

• “在黄山市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 “在中国的洞庭湖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

• “粮农组织牧民知识中心最终评价”

• “对主流化和扩大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决策支持”

• “厄立特里亚持久性有机农药和农药废弃物预防和处理”

• “加勒比农药废弃物（包括持久性有机农药）处理、
替代品推广以及农药管理的强化”

• “莫桑比克持久性有机农药和农药废弃物处理”

• “运用非热处理方法净化持久性有机农药污染土壤示
范项目”

• “厄瓜多尔大陆地区生物多样性高价值海洋和沿海地
区整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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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农组织为在南部非洲建立对厄尔尼诺所
引发干旱的抵御力（2016-2017年）所做贡献
的评价

在2015-2016年的农业季节，南部非洲遭遇了50年来最严

重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经历了严重干旱。鉴于南部

非洲7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厄尔尼诺事件既冲击了粮

食安全，也影响了来自作物和家畜的收入。粮农组织

启动了一项全组织应急响应行动，支持政府重建和巩

固农业生计，恢复农业生产、收入和资产，以及提高

家庭对有营养食物的获得。粮农组织的国别团队根据

区域规划量身定制了实际干预措施。但是，虽然农业

气象和早期预警是及时的，它们并未引发早期行动。

评价呼吁粮农组织采用系统性方法进行适应型规划，

对减缓南部非洲产出的因素开展深入分析，扩大对不

同群体的覆盖，以满足脆弱程度各不相同的农民的需

求，并在国家间加强学习、信息共享和宣传努力。

粮农组织和粮食署对“支持马里北部脆弱人
口抵御力”项目的联合评价

近年来，武装冲突影响了

马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

会凝聚力，使马里人民遭

受了影响，尤其是北部地

区人民。为了使马里北部

地区脆弱社区的农林牧活

动更具抵御力，粮农组织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

署）于2015年至2018年期

间执行了一项联合计划。

对该计划所做的联合评价

显示，干预促进了农业和

家畜生产的改善，为受益家庭的饮食引入了新产品，

并帮助创造了收入，以保护财产、满足基本需求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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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aluation conjointe  
FAO/PAM du projet  

« Appui à la résilience des 
populations vulnérables 

au nord du Mali »

Série évaluation de projet

评价办还开展了专题和集群评价，关注粮农组织在抵御力和人道主义-发展-和平方面的工作。这个
评价组合源自人道主义和战略计划5资助的大量项目，需要以更具战略性和计划性的方式加以评
价，以吸取经验教训并改进行动。此评价组合需引起特别关注，因为它跨越了人道主义和发展的分
界线，与人道主义部门的很多其它机构和伙伴结成伙伴关系并进行联络。该组合完全由信托基金的
评价资金予以资助。

3.	抵御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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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新生计。所有这些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投资和

减缓了冲突。评价指出，在活动的某些领域或方面，这

两家机构分别进行干预，这种做法降低了干预的效果。 

http://www.fao.org/3/ca5186fr/ca5186fr.pdf（法文）

跨界动植物病虫害紧急预防系统计划第二阶
段（2014-2017年）：防控西部地区（Western	
Region）的沙漠蝗虫

2017年，粮农组织西部地

区防治沙漠蝗虫委员会要

求对粮农组织的跨界动植

物病虫害紧急预防系统计

划中的沙漠蝗虫部分进行

独立评价。主要目标之一

是评估西非国家在第二阶

段结束后承担长期监测和

预防责任的能力。评价小

组到访五个国家，得出的

结论是跨界动植物病虫害

紧急预防系统计划明显促进了该地区蝗虫管理的可持续

性。其中，成员国对委员会信托基金的付款大幅上升。

计划开发了管理工具协助国家蝗虫预防单位的工作，

并增派了员工，建立了单位网络。除了西部地区干预力

量，还成立了蝗虫风险管理区域基金。然而，还需要做

出更多努力来开发和实施新技术，对其它预防方法和气

候变化对蝗虫动态的影响开展操作性研究。 

http://www.fao.org/3/ca4005fr/ca4005fr.pdf（法文）

 即将开展的抵御力评价

• 对通过改善灌溉系统和增强机构能力以加强农业生产
项目的评价(OSRO/AFG/502/JCA)

• 对粮农组织应对乍得湖盆地危机的评价（2015-2018年）

• 对粮农组织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做贡献的评价

• 在萨赫勒地区通过抵御力库（Caisses	de	Resilience）方
法降低农业生计的脆弱性

• 粮农组织也门应急行动审查

• 对人道主义-发展-和平相关评价汇总

• 新兴流行病威胁（EPT-2）计划（2014-2019年）

• 对和平建设基金的专题评价

• 运用抵御力库（Caisses	de	Resilience）方法对粮农组织
计划和成果进行的专题评价

• 对粮农组织现金转移计划、政策和成果的专题评价

• 阿富汗国别计划评价

• 南苏丹—抵御力计划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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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Kenya

巴基斯坦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肯尼亚

缅甸

洪都拉斯

孟加拉国

尼加拉瓜

喀麦隆

几内亚

不丹

古巴

柬埔寨

东帝汶

危地马拉

科特迪瓦

墨西哥

黎巴嫩

萨尔瓦多

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

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圭亚那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东加勒比国家和巴巴多斯
尼日尔

索马里

南苏丹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沙特阿拉伯

布基纳法索

中非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

布隆迪

中美洲
哥伦比亚

摩洛哥

越南
也门

印度尼西亚

阿富汗

塞拉利昂

叙利亚

巴巴多斯
圣卢西亚

格林纳达

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基茨和尼维斯

多米尼克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Completed	in	2015–2018		 			Completed	in	2019	 Ongoing	 Tentatively	planned	for	2020

对粮农组织墨西哥计划的评价，2013-2018年

截至2016年，墨西哥62.4%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

中，21%的农村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粮食匮乏以及

缺少获得粮食的途径的情况在该国南部尤为明显，存

在于32个州中的五个州。这几个州主要为农村地区，

农业所占据的经济比重更大（尤其是墨西哥州、恰帕

斯州和韦拉克鲁斯州），是全国最大型农业、家畜和

林业活动的所在地。墨西哥还遭遇了严重的气候现

象，大部分领土及农业部门受到影响。粮农组织的工

作横跨与墨西哥政府商定的所有优先重点领域：改善

粮食和营养安全，发展农业、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以及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评价确定了粮农组织能够

在哪些领域进一步改善努力、更有效地开发墨西哥农

村地区。 

http://www.fao.org/3/ca5333es/ca5333es.pdf（西文）

对粮农组织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所做贡献的
评价，2013-2018年

东帝汶的很多经济基础设

施已在几十年的冲突中受

到严重损害。但农业的发

展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

供优先重点服务至关重

要，农业仍是该国的主要

经济部门。超过90%的东

帝汶家庭从事农业工作，

农业占非石油国内生产总

值的约20%。耕种是一种

最普遍的小型家庭农业，

但环境情况和农作实践不足持续导致东帝汶农业的脆

弱性，该国的发育不良率为世界第三高。粮农组织协

国别计划评价旨在确定经验教训，提供建议使粮农组织的计划能够更好地在国家一级进行定位，能够更
贴近所在国家的需求，并使粮农组织为协助成员国实现全球目标所做的努力产生更大的影响。国别计划
评价通常在国别计划框架的最后一年内开展，以在下一个规划周期内以最佳方式利用各项结果和建议。	

4.	国别计划评价

Serie de evaluaciones  
de los programas en los países

 Evaluación del Programa de FAO en 

México 
2013–2018

 

 

http://www.fao.org/3/ca5333es/ca5333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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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东帝汶重整了全国营养不良应对行动背后的多部门

协调机制，使其重新开始在解决粮食和营养安全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其面临挑战的原因仍然是营养不良的

根本推动因素本质上是复杂、多面的。在粮农组织的

支持下，多部门协调机制应该寻求通过法律（基本

法）来获得权威性、财政拨款和行政权力。  

http://www.fao.org/3/ca5653en/ca5653en.pdf 

对粮农组织布隆迪计划定位和所做贡献的评
价，2012-2018年

布隆迪将近65%的人口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使

其在世界银行2016年的

188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

中排名第184位。在经历

长期内战之后，布隆迪

正遭受严重的粮食和营

养不安全，社会环境脆

弱。2015年那场充满争

议的总统选举以来，国

家持续动荡，导致人口

大规模流离失所，大量国际援助暂停，本就糟糕的经

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粮农组织2011年制定的国别计划

框架是一项危机后响应计划，但是不得不转向紧急运

作模式。评价指出，近期的重点转向了中期项目，但

是该国将会从更重视抵御力建设的计划中获益，以缩

小危机管理和发展之间的差距。新的国别计划框架使

得布隆迪有机会增强干预的连贯性，更好地平衡实际

工作和机制性支持。粮农组织应与布隆迪政府以及技

术和金融伙伴联络，确保作为该国主要收入来源的农

业部门被列为核心优先事项。

对粮农组织古巴计划定位和所做贡献的评
价，2013-2018年

古巴总体上是一个城

市国家，在人类发展

指数和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方面得分很高。

然而，飓风和干旱等

因素限制了人们获得

优质、安全的食品。

农业生产力也受到内

部因素和国际经济动

态的影响，因此该国

所消费的70%粮食产

品来自进口。粮农组

织的计划促进了粮食、种子和动物饲料的可持续生

产，以及气候变化适应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该计划通过粮农组织—欧盟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影

响、抵御力、可持续性和变革计划（FIRST）支持

公共政策进程，促成农业食品部获得全球性环境基

金，并促进了古巴农业模式的范式转换。近年来，

粮农组织提高了与政府机构和捐赠者的对话级别，

增加了与其合作的行动方的多样性，通过调动外部

资源扩大了国家项目库的规模。

对粮农组织中美洲分区域办公室工作的评
价，2012-2017年

中美洲拥有约2亿居民，贫困程度超过整个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中美洲的粮食不安全水

平（10.3%）也高于南美洲（7%）。农业是经济发展

（咖啡、甘蔗、可可、水果和家畜）的一个关键重

点，对气候变化具有高度脆弱性。特别是，尼加拉

瓜、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这几个国家长

期受干旱影响，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粮农组织中美

洲分区域办公室提供技术支持，并与其它分区域和

区域倡议产生协同效应，大幅改进了可持续森林管

理，提高了气候抵御力，推动了与原住民和性别平

等相关的方法。它还推动了粮食安全和家庭农作等

主题的政治对话。评价建议，应该与驻国家办事处

合作，鼓励设定分区域计划愿景。还可以改善与其

它联合国机构的协作，“南南合作”也有扩大的空间。  

http://www.fao.org/3/ca5999es/ca5999es.pdf

 

Country programme evaluation series

Evaluation of FAO’s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2015–2018  

©
FA

O

©
FA

O
/E

ze
q

u
ie

l B
ec

er
ra

http://www.fao.org/3/ca5653en/ca5653en.pdf
http://www.fao.org/3/ca5999es/ca5999es.pdf


	 2019	评价更新	 11

你可以在这里观看评价办制作的一个内部培训短视频介绍。

EVAL-ForwARD实践社区

评价办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粮食署的评价办公室一起，正在为EvalForward提供支持，
后者是对农业、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进行评价的实践社区。EvalForward成立于2018年，
旨在推动不断扩大的专家、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群体进行评价知识共享，目标是增强国
家层面的能力和评价应用。截至2019年10月，该社区拥有来自86个国家的近500名成员。
浏览以下网站，加入这个社区吧！www.evalforward.org 

粮农组织的所有评价报告和管理响应都是公开文件，可在此处下载： 
www.fao.org/evaluation

评价办权力下放办公室项目评价手册：由预算负责人负责开展的项目评价
规划和实施

2019年，评价办发布了一份新手册，为粮农组织项目和计划的规划、制定和实施提供指
导。手册主要面向需要自行开展评价工作的粮农组织总部和权力下放办公室工作人员，
评价办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并为粮农组织的项目制定者、预算负责人和联络
官提供关于项目评价进程和原则的信息。手册概括了从评价制定阶段到评价完成的项目
评价关键步骤。手册指出了评价办管理的评价和由预算负责人负责开展的评价之间的差
异，明确了与两种办法相关的角色和职责。 

http://www.fao.org/3/ca4821en/ca4821en.pdf

对粮农组织为格鲁吉亚所做贡献的评价

格鲁吉亚是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在其从事经济活动

的人口中，39％为农业从业人员。但是，该国生产力

低下、推广服务欠缺，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潜力。自

2016年以来，粮农组织根据格鲁吉亚的国家发展优先

事项，提供了相关的技术和政策建议，促进其制定了

国家战略、体制框架以及相关的政策和计划。粮农

组织还在有关粮食和农业的国家协调平台中发挥了

领导作用；但是，未来的计划应侧重于支持实际实

施工作以及成就的巩固。评价还建议粮农组织纳入

明确的可持续性和退出战略，并致力于应对农业部

门的潜在风险。

其它活动

能力发展评价框架

评价办于2019年发布了评价办能力发展评价框架。框架基于粮农组织的能力发展机构
战略（2010年），为评估粮农组织能力发展干预的过程和成果提供指导。由于粮农组
织的发展支持大多以能力发展为中心，评价办开发了这一工具，以便通过更加系统化
的方法对能力发展进行评价。  
http://www.fao.org/3/ca5668en/ca5668en.pdf

https://www.powtoon.com/online-presentation/dticB6mZbFc/cd-evaluation-framework-oed-fao-v5/?mode=movie
http://www.evalforward.org
http://www.fao.org/evaluation
http://www.fao.org/3/ca4821en/ca4821en.pdf
http://www.fao.org/3/ca5668en/ca5668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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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战略目标

帮助人们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我们推动制定有关政策，为支持实现粮食安全
作出政治承诺，确保提供和便于获取与饥饿
和营养挑战有关的最新信息，为消除饥饿做出
贡献。

提高农业、林业、渔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我们依据实证经验，促进有关政策和实践，支
持高产农业系统（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
业），同时确保自然资源基础在生产过程中不
被削弱。

减少农村贫困

我们帮助农村贫困者争取获得其所需的资源
和服务，包括农村就业和社会保护计划，开辟
摆脱贫困的途径。

推动建设包容、有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我们帮助建设安全有效的粮食系统，支持小农
农业发展，减少农村贫
困和饥饿。

加强生计手段，提高灾后恢复能力

我们帮助各国防备自然和人为灾害，减轻风
险，增强其粮食和农业系
统的恢复能力。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粮农组织评价办公室主任 邮箱：evaluation@fao.org
粮农组织- Viale delle Termi di Caracalla 00153 Rome, Italy   

粮农组织所有评价报告和管理层回应均为公开
文件，下载网址:	

http://www.fao.org/evaluatio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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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部分权利。本作品根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
方式共享3.0政府间组织许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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