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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为了更有效地评价这方面的贡献，我们

加大了与合作组织以及区域和国家的评价团体

的合作。我们还通过实践社区加快国家评价伙

伴的能力发展。

本文概括了2020年最新完成的评价的结果，

提供了正在进行和已规划的评价项目清单。评

价主要分为四类：1、全组织专题评价；2、项

目/计划评价；3、应急和抵御力评价；4、国别

计划评价。

粮农组织的评价工作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粮农

组织在实现其组织目标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

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

做的贡献，并分析了有效和无效措施及其原因。

因此，我们的评价可以为成员国和粮农组织管理

层在作出政策和执行层面的决策时提供客观基础。

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行，我们

的评价更多地关注粮农组织作为广泛的多伙伴关

系一员，在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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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农组织统计工作的评价

统计数据仍然是粮农组

织整体工作的核心。成员

国需要数据以支持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的实施，决

策过程中统计数据的使用

也有所增加。粮农组织开

展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的方法论工作以及有关国

家标准的外联工作，组织

形象因此得到提升。

然 而 ， 需 要 采 取 紧 急

补救措施解决内部治理、数据质量和能力发展方面的漏

洞。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长期投资协调一致的高质量

数据治理、生成和传播，以及在可持续能力发展框架内

更好地使用资源。 

对粮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战略的评价

于2013年通过的《粮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

战略》重申了粮农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的承诺。自

战略通过以来，粮农组织进一步推动民间社会积极参与

全球政策讨论、区域和国家磋商、以及国际论坛，签署

了若干正式的伙伴关系协定。尽管上述工作值得称赞，

但粮农组织尚未将伙伴关系发展活动有效地纳入其项目

和工作计划中。由于规划的局限性，以及缺乏适当的知

识管理和指导，大多数伙伴关系倡议，特别是国家层面

的倡议，没有将重点放在建立长期关系上，且范围与规

模有所局限。粮农组织应采取必要步骤，确定并了解潜

在的合作伙伴，寻求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并通过

建立稳健的监测和知识管理系统，简化相关合作方法和

程序，强化战略的实施。 

对粮农组织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 ：消除
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
可持续农业”所做贡献的评价——第二阶段

粮农组织完全有能力在全球层面为各国实现其可持续

发展目标2的具体目标提供相关支持，并致力于支持可持

续发展目标（粮农组织参与设计的一项全球议程）。新

的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高度契合，将提供一个以协调一致的方式促进和宣传粮

农组织作用的机会。粮农组织以非常合作的态度参与了

联合国改革，改革工作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息息相关。

本评价第二阶段的重点在国家层面。由于计划的覆盖

面有限，粮农组织在国家层面的影响力普遍较弱。尽管如

此，仍有许多措施得到了“大规模实施”并取得了成果。大

规模实施的前提条件在于：对

制定法律和政策，促进农业贸

易和投资，推动气候融资或南

南合作，以及正式和非正式教

育予以支持。伙伴关系的深度

和广度整体有所提升，但需要

与私营部门建立更多的伙伴关

系并调   动国内资源，才能对

粮食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技术合作计划评价

于1979年启动的技术合作计划（TCP）使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可以利用其正常计划资源，响

应各国最为迫切的技术援助需求。在已过去的四个两年

度期间(从2012-2013年至2018-2019年)，技术合作计划拨款

占粮农组织正常计划预算的11.5％至14％。技术合作计划

是粮农组织提升其在成员国的影响、关注度和行动的重

要工具。但是，某些项目规模小且孤立，难以对发展产

生可观的影响。

Evaluation of FAO’s 
statistical work

Thematic Evaluation Series 
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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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题或领域的工作，
旨在评估粮农组织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所做的贡献。

1. 全组织专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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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nc854zh/nc854zh.pdf
https://youtu.be/J0ckgtfrx_8
http://www.fao.org/3/nd866zh/nd866zh.pdf
https://youtu.be/u2DMCEgD2HA
http://www.fao.org/3/ne032en/ne032en.pdf
http://www.fao.org/3/ne030zh/ne030zh.pdf
https://youtu.be/VnROldBx0lI
https://youtu.be/_Vq_fqzKr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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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推动技术合作计划

的 现 代 化 ， 并 对 其 重 新 定

位，以确保更多的技术合作

计 划 项 目 可 以 起 到 催 化 作

用，并产生持续影响。粮农

组织应改革技术合作计划，

使其成为更具战略性和更便

利的工具，为成员国提供技

术援助以实现《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某些项目规

模小且孤立，难以对发展产

生可观的影响。技术合作计划标准还应包括：要求项目

契合特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和/或指标，并为

这些具体目标和/或指标做出贡献。同时，技术合作计划

应继续以国家为重点，以需求为导向，从而确保为成员

国带来切实的利益。

	即将开展的全组织专题评价

• 对粮农组织支持“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13)	的评价

• 对粮农组织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中的作用和所做
工作的评价

• 对粮农组织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应对和恢复计划的评价

• 对驻罗马机构间合作的联合评价

• 对粮农组织支持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可持续发展
目标6）的评价

• 对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的评价

• 对粮农组织支持	 “陆地生物”（可持续发展目标15）的
评价

• 对粮农组织支持	 “水下生物”（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
评价

Evaluation of the FAO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me

Thematic Evaluation Series 
11/2020

区域评价综述

计划委员会在第125届会议上明确邀请评价办在2020年向粮农组织区域会议提交一份各区域的经验教训以及趋势综

述。这些区域综述涵盖了评价办在2014至2019年间管理和完成的各类评价，并指出了经验教训和问题所在，以便区域

会议可以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讨论。下表列出各区域综述的链接。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2014-2019年拉丁美洲及加
勒比地区粮农组织评价综
述(LARC/20/INF/18)	

亚洲及太平洋
2014-2019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别
计划评价中的经验教训及趋势综述
(APRC/20/INF/20)

近东及北非
近东及北非地区过往评价综述
(NERC/20/INF/19)	

非洲
2014-2019年非洲地区评
价综述(ARC/20/11)

欧洲及中亚
2014-2019年欧洲及中亚地区粮
农组织评价综述(ERC/20/6)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0。符合Map No. 4170 Rev. 19， 联合国（2020年10月）

http://www.fao.org/3/nc923en/nc923en.pdf
http://www.fao.org/3/nc424en/nc424en.pdf
http://www.fao.org/3/nc552en/nc552en.pdf
http://www.fao.org/3/nc230en/nc230en.pdf
http://www.fao.org/3/nc321zh/nc321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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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计划在与国家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的基

础上，推动了政策改革和政策实施。为支持这项长期工

作，建议采取后续评价。如此一来，全球管理团队也可

整合已有的经验教训，为全球治理流程提供信息。

对农业创新系统能力发展（CDAIS）的评价

由粮农组织和Agrinatura（一个由31所欧洲大学和研

究机构组成的联盟）于2015至2019年合作实施的 “农业创

新系统能力发展” 项目支持热带农业平台（TAP），以在

全球范围内提高农业创新的能力发展。该项目开发了实

用方法共同框架，并在八个国家实施。该方法注重培养

和加强软技能，并强调流程的重要性，而非注重培养技

术和硬技能的主流做法。经证实，在热带农业平台的40个

古巴

危地马拉

墨西哥

黎巴嫩

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

布隆迪

哥伦比亚

摩洛哥

印度尼西亚

阿富汗

塞拉利昂

厄立特里亚
苏丹

多明尼加共和国

约旦

毛里塔尼亚

尼泊尔 

阿根廷

安提瓜和巴布达

突尼斯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安哥拉

巴哈马

巴巴多斯

孟加拉国

伯利兹

巴西

博茨瓦纳

佛得角

柬埔寨
贝宁

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中国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刚果民主共和国

多米尼加

厄瓜多尔

埃及

加蓬

加纳

格林纳达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冈比亚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伊拉克

牙买加

肯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莱索托

马拉维

马里

蒙古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巴拿马

秘鲁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塞内加尔

南非

南苏丹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

泰国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津巴布韦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1 项评价
2 项评价
3 项评价
4 项评价

88 个国家 49 个项目/计划评价

全球层面

粮食和营养安全、影响、抵御力、可持续性
及转型（FIRST）计划

FIRST计划设计独特，支持目标国家的政府加强扶持

性政策和制度环境，以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

促进可持续农业。该计划在伙伴国家的行政机构中安排

一位政策干事，有助于与伙伴国家建立信任，推动政策

流程的完善。事实上，FIRST计划已与政府伙伴和其他主

要利益攸关方建立了高度信任，成为推动变革和改革的

催化剂、杠杆和触发器，带来的惠益超出了欧盟/粮农组

织在有关国家的干预措施。此外，事实证明，通过边做

边学/边监测边学来增强能力的方法是有效的。

这些评价审查了由自愿捐款资助的单个计划和项目，或具有特别价值的项目组合。这些评价确保粮农组织
对供资伙伴、粮农组织管理层和受益者负责，且有助于未来项目的决策和学习。

2. 项目/计划评价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0。符合Map No. 4170 Rev. 19， 联合国（2020年10月）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18130/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9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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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中，该方法对大多数成员有用，提升了他们能力发

展活动的连贯性和影响力。该共同框架也可供非热带农

业平台成员使用。但是，未来在采取类似干预措施时，

同时推动执行和技术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对粮农组织对牧民知识中心所做贡献的集群
评价

由粮农组织主持的牧民知识中心（PKH）将牧民与

该行业的主要人员召集起来，以促进国家和全球层面的

对话与政策制定。粮农组织就宣传和政策事务给予中心

支持，并为牧民的生计和抵御力提供技术支持。评价旨

在评估牧民知识中心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牧民组织参与

决策并为决策做出有效贡献的能力。评价发现，牧民知

识中心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地区牧民联盟，尤其

吸纳了妇女和青年的参与。但是，利益相关者也普遍认

识到应审查中心的结构和执行情况，特别是与牧民民间

社会的互动，以及提升游牧知识相关工作（如识别、分

析、组织、传播）标准的质量。增设一个常设科学顾问

委员会是维持这些标准的关键。 

对“加强全球有效管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能力”的最终评价

国 家 管 辖 范 围 以 外

的海域（ABNJ）覆盖了

40%的地球表面，占海洋

表面的64％和海洋总体积

的95％。2014至2019年，

粮农组织实施了“国家管

辖 范 围 以 外 区 域 公 海 计

划”（“公海计划”），汇

集了各利益相关者，共同

管理和保护公海。“加强

全球有效管理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能力”项目是“

公海计划”的一部分，解决了不同流程间的跨部门协调

和对话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的海域管理工作。该项目支持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的海域跨部门治理中各决策者的参与和知识共享。应

该解决项目设计、预算和问责方面的问题，以促进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计划第二阶段的校正行动。

对“公海计划”的其他内容，以及“对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的海域进行全球可持续渔业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部分内容进行了评价：

计划协调   

深海项目    

金枪鱼项目      

对“对主流化和增加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决策支
持”项目的最终评价

土地退化降低粮食生产力和安全水平，破坏重要的

生态系统功能，增加碳排放，导致更易受气候变化影

响。评估和研究表明，土地退化影响了52％的农业用

地，全球15亿人口受到直接影响。尽管问题严重，但用

于可持续土地管理的资源和规划工具仍然有限。2015至

2019年间，粮农组织在全球15个国家实施了“对主流化和

增加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决策支持”项目。该项目旨在改善

对土地管理最佳做法的信息获取。最终评价检查了项目

结果的影响和可持续性。哪些因素促成或阻碍了已规划

活动的开展？该项目与其他主要国别倡议之间的联系和

合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Terminal evaluation of
“Strengthening global 
capacity to effectively 

manag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Project Evaluation Series 
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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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70437/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12178/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64122/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12183/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12175/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0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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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善埃塞俄比亚牧民区动物卫生服务， 
以提高牧民抵御力”的最终评价

小 反 刍 动 物 是 埃 塞

俄 比 亚 农 牧 民 的 主 要 生

计 来 源 。 跨 境 动 物 疫 病 

(TAD）是造成产量和生产

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小反

刍兽疫（PPR）、绵羊痘

和山羊痘（SGP）和山羊

传染性胸膜肺炎（CCPP）

等跨境动物疫病导致绵羊

和山羊（尤其是羊羔和小

羊）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粮农组织于2014至2020年

实施的项目旨在支持加强针对大多数跨境动物疫病的

监测系统。项目的首要重点是实施逐步控制小反刍兽

疫计划。评价发现，该项目推动了小反刍兽疫的控制和

根除，并且埃塞俄比亚有能力继续维持这项工作，并

在2027年彻底根除小反刍兽疫。为确保未来项目的可持

续，必须克服与政府战略、协调和资源相关的挑战。

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可持续稻米系统的
伙伴关系”的最终评价

近几十年来，非洲的稻米消费量猛增，其增长速度超

过了其他重要主粮的消费量。但是，除埃及外，目前没

有任何非洲国家能实现稻米的自给自足。从2014年5月到

2019年12月，粮农组织帮助十个受益国发展了可持续且高

产的稻米系统：贝宁、喀麦隆、科特迪瓦、几内亚、肯

尼亚、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和乌干达。事实证明，在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南南合

作是集中资源和努力的极好机制。与决策者分享知识并

在最高级别进行政治协商对于重申和更新政策战略和干

预重点以及动员来自许多国家的合作伙伴十分有效。若

干生产者、生产者团体和社区通过增产，减少收获后的

损失，以及提高稻米质量，成功地从生计型农业转变为

商业化农业。

区域/国家层面

非洲

对粮农组织为塞拉利昂小农商业化计划以及
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所做贡献的评价

塞拉利昂的小农商业化计划旨在提升农村社区可持续

地增加其粮食安全和收入的能力。评价涵盖了粮农组织在

2012至2018年间对该计划的贡献。粮农组织的贡献集中在

以下方面：通过实施农民田间学校（FFS）提高生产；通

过支持农业商业中心（ABC）促进商业化；以及增强地区

农业办公室和中央一级的计划管理单位的技术能力。农民

已成功获得了知识，而且国家对于农民田间学校也有很大

的自主权。尽管农业商业中心模式与塞拉利昂的情况高度

相关，且已被证实有效，但仍需要支持才能使其持续发

展。尤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商业中心的治理结构以及

营销和商业模式，并增加其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同时支

持农业商业中心、农民田间学校和农民组织的多管齐下的

模式也得到了其他发展伙伴的认可和采纳。

Final evaluation of
“Pursuing pastoralist

resilience through
improved animal

health service
delivery in pastoralist

areas of Ethiopia”

Project evaluation series 
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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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已完成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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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厄立特里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农药废
弃物预防和处理”的评价第二期	  

• “莫桑比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农药废弃物
处理” 

• “加强埃塞俄比亚国家以下各级制度性协调
结构和统一机制”    

• 对“为西非制定零饥饿倡议”	 和	 “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方案以及农业政
策和计划中将营养主流化”	的集群评价  

• “中部非洲野生生物和丛林野味部门的可持
续管理”	  

• “保护加那利洋流大海洋生态系统”  

亚洲及太平洋

对大湄公河分区域的粮农组织亚洲区域一体
化虫害管理和减少农药风险计划的评价

预计到2050年，全球化

学品销售量每年将以约3％

的速度增长，其中大部分销

售将发生在亚洲。东南亚许

多国家缺乏化学品管理的能

力，因此迫切需要就该问题

建立机构、立法、知识和意

识。目前，大湄公河分区域

各国将以减少农药风险为重

点的农药治理列为国家和区

域优先事项。但是，这项工

作要求高素质的员工，定期升级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分

析能力和设施（如果可能）。“东南亚无毒环境未来”计划

十分及时，且以需求为导向。大多数受过培训的农民使

用了危害较小的农药和生物防治措施。为了实现减贫、

两性平等和无害环境生产方法等更宏大的目标，以及发

展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利用现有计划淘汰高毒性农药的

工作势头必须保持。

对“通过改善灌溉系统和增强机构能力以加强
农业生产”项目的最终评价

稻米和土豆是阿富汗仅

次于小麦的两种重要主粮作

物，它们的产量依赖于灌溉

渠 。 阿 富 汗 大 部 分 的 灌 溉

基础设施失修，导致农民处

境脆弱。2016至2018年间，

粮 农 组 织 驻 阿 富 汗 代 表 处

(FAOAF）与阿富汗农业、

灌溉和畜牧部（MAIL）修

复 了 灌 溉 基 础 设 施 ， 并 为

昆都士、巴格兰和塔哈尔三

省的无病毒马铃薯种子行业奠定了基础。该项目提高了

粮食产量，并为政府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目标做出了

贡献。评价建议，未来的灌溉修复应包含培训，以展示

改进的耕作方法，从而帮助农民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

力。对该行业的马铃薯农民和企业的培训将有助于保障

项目结束后该行业的可持续性。 

“减少脆弱性并增强适应能力，以应对气候变
化和多变性对尼泊尔农业部门可持续生计的
影响”

尼泊尔农业部门面临诸多与气候相关的危害，包括

洪水、干旱、病虫害、森林砍伐和荒漠化。需要在农业

部门政策、方案、计划和地方行动中纳入可以抵御气候

变化和极端气候的耕作技术。2015年10月至2019年9月，

粮农组织实施了一个项目，通过推广《国家适应行动方

案》（NAPA）中列出的紧急和快速适应措施，支持尼

泊尔农业部门。该项目的成果包括：将气候变化适应纳

入尼泊尔的相关组织结构，提升项目区的意识和知识管

理，并提高农民田间学校最脆弱的小组成员，特别是妇

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需要强大的农业部门支持

机制来维持未来的影响。

Evaluation of FAO’s Asia 
Regional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and 

Pesticide Risk Reduction (PRR) 
Programme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Project Evaluation Series
02/2020

Final evaluation of 
"Enhancing Agriculture 

Production through 
Irrig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and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Capacity" 

Project Evaluation Series 
01/2020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60960/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63539/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73554/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64109/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60642/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63557/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72172/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10483/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70060/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5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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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已完成的项目评价

• “通过提升牲畜卫生、生产力和营销来改善缅甸
干旱地区的农民生计”   

•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增加碳
汇纳入蒙古生产性森林景观工作”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对促进生物质衍生能源项目的最终评价

根据2008年国家能源平衡的数据，阿根廷90％的能源

供应来自化石燃料，造成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破坏了环

境。这些项目旨在解决使用液态化石燃料发电的问题。

促进生物质衍生能源的项目（PROBIOMASA）寻求通

过在地方生产生物质衍生能源，以增加可再生能源和竞

争性能源的供应。该项目增加了生物能源在国家和地方

能源组合中的占比。然而，

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生

物质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较

高，而且生物能源的竞争优

势在于其产生的积极外部效

应。在未来项目的设计中，

应更多的考虑到这些积极外

部效应。

	其他已完成的项目评价

• “促进墨西哥的可持续土地管理”   

• “改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森林和保护区管理”  

•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森林、土壤和
水，助力厄瓜多尔纳波省实现美好生活”   

• “加强国家政策和知识框架，以支持巴西森林资
源的可持续管理”    

Evaluación final 
del proyecto para la 

promoción de la energía 
derivada de biomasa 

(PROBIOMASA)

Serie de evaluaciones de proyectos
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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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7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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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响应也门人道主义需求激增的应急措施的
审查

目前，也门是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尽管

人道主义粮食援助持续不断，但一半人口仍面临严重粮

食不安全状况。为了积极了解当地情况，评价办审查了

粮农组织驻也门办事处的全组织响应系统、结构、战略

和执行情况。审查认为粮农组织已通过一系列项目成功

地支持了许多受益人。可以通过改善当地工作人员的管

理和发展，以及国内现金计划，并在项目设计、目标确

定和监测中利用执行伙伴的知识，以提高业务能力。粮

农组织需要扩大与各分办事处的联系，以进一步实现应

对措施的本地化。审查建议鼓励战略投资，以提高和改

善应对措施，如提升项目规划和采购能力；提高执行伙

伴和受益人在计划设计和监测中的能力和参与度；以及

改善战略沟通，基于证据的报告和成果监测。

对粮农组织沙漠蝗灾应对计划的实时评价 
(三个阶段)

 沙漠蝗灾让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地区的生计和粮

食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索马里、南苏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目前

估计有2020万人面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粮农

组织已筹集了超过1.2亿美元资金，用于应对这场25年

最严重的沙漠蝗灾。粮农组织的三大关键应对措施为：

（1）遏制沙漠蝗虫的蔓延（包括监测）；（2）保障生

计和促进恢复；（3）加强协调与准备，应对蝗虫数量

激增的情况。

评价办公室按要求在一年内分三个阶段开展实时评

价。实时评价将涵盖2020年1月至2021年全球应对计划下

的所有活动，以及粮农组织各机构和区域委员会在中东

及非洲之角开展的筹备活动。第一阶段(于2020年10月结

束)对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汇总，并对今后的工作提

出了调整建议。第二和第三阶段将持续到2021年6月。

评价办还开展了专题和集群评价，关注粮农组织重大危机应对措施，以及抵御力和人道主义-发展-和
平方面的工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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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的很多其他机构结成伙伴关系。该组合完全由信托基金的评价资金予以资助。

3. 应急和抵御力计划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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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粮农组织在加强人道主义－发展－和平
关系中的作用和工作

人 道 主 义 － 发 展 － 和

平关系（简称“三重关系”

）是指人道主义、发展与

和平行动和行动者之间的

相互联系，它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所必需的。联合国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Antonio Guterres）

在2016年12月的联合国大

会上指出，“维持和平”、

人道主义响应和发展可并

称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支

柱。这些转变与粮农组织尤为相关，作为肩负双重使命

的机构，粮农组织在加强上述“三重关系”方面能发挥独特

的作用。粮农组织长期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救济和发展

问题，并力求通过其抵御力建设工作，对脆弱人口及其

复原力和防灾能力产生长期影响。

该评价具备战略性、高水平、形成性和学习性的特

征，有两大主要目的：i）审查粮农组织如何应对人道主

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以前和现在的做法，以及粮

农组织如何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冲突/和平关系维度的工

作，包括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ii）为评估能够加强人

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的工作办法提供指导，以用于

后续评估。

“粮食和农业是一项基本人权。当谈论基本人权时，和
平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通过抵御力库（Caisses	de	Résilience）减少萨
赫勒地区农业生计的脆弱性”项目的最终评价

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加强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脆

弱人口在气候灾害面前的生计复原力，改善他们的粮食

和营养安全状况。其有助于改善目标脆弱群体的粮食和

营养安全。项目通过农民田间学校这一被证明能够有效

传授知识的方法，对各个家庭开展了具备气候抵御力的

农林牧做法培训。由于建立了乡村储蓄和信贷协会，一

些家庭能够获得信贷资金来开展创收活动，该协会的团

结基金帮助加强了相关群体的社会凝聚力。评价发现，

项目对性别和社会文化敏感性的分析不足，这对妇女参

与项目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支持实施基于亚马逊生态系统的保护愿景，
以造福当地社区并保护亚马逊地区的生态系
统服务”的最终评价

亚马逊生物群落是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热 带 生 态 系

统，占地球表面的6%。

它是3400万人口的家园，

拥 有 全 世 界 1 0 %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 并 在 调 节 全 球

气 候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为 了 支 持 亚 马 逊 保

护 区 内 公 园 管 理 者 群 体

(REDPARQUES），并确

保 亚 马 逊 保 护 区 得 到 有

效、共同的保护，2014年

至2019年中，粮农组织实施了”亚马逊生物群落保护区

一体化”（IAPA）项目。IAPA项目为保护当地土著社

区及其生计、保护亚马逊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支

持生态系统的管理，以及加强保护区的区域整合做出

了巨大贡献。今后的项目应继续致力于影响政府一级

的保护政策，强调将土著居民和妇女纳入项目发展，

并整合保护区管理、可持续农业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方

面的工作。

哥伦比亚土地开垦项目的集群评价

“加强土地和领土恢复进程”和“建设富有抵御力的农

村社区，以促进和平进程”这两个项目成功支持哥伦比亚

说服来自23个族裔群体的3000多个家庭加入领土恢复进

程。“快速恢复农业生产”模式、地方生产一体化网络和

向发展过渡的试点项目对于改善目标社区的生计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改善国家机构之间的沟通也为项目取

得成功以及促进和平和减少贫困做出了贡献。为了继续

Evaluation of FAO’s role and work on the  
Humanitarian-Development-Peace Nexus 

INSIDE THIS BRIEF

• Why an evaluation? 

• What will this evaluation cover? 

• What will the process be and 
who will be involv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arta.Bruno@fao.org
Paul.Neuman@fao.org 

Why an evaluation on FAO’s role and work on the 
Humanitarian-Development-Peace Nexu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evaluative learning to FAO’s 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lessons for programming at country level, the Office of Evaluation 
(OED) has launched an evaluation of FAO’s role and work on the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peace (HDP) nexus. The evaluation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Programme Committee in November 2020. 

The HDP nexus or “triple nexus” refers to the interlinkages between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 and peace actions and actors, necessa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is remark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December 2016,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named ‘sustaining 
peace’ as a pilla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ong with humanitarian 
response and development. While there have been previous efforts to foster 
linkages between humanitarian action and aid for development, the HDP 
nexus approach encourages more fundamental structural shifts that have 
implications for how different actors work together and on how aid is planned 
and financed. 

These transformations are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FAO which, as a dual-
mandate agency, finds itself uniquely positioned in relation to the HDP nexus. 
FAO has a long history of working on issues that address humanitarian relief 
and development, and through its work on resilience, it has aimed to have a 
long-term impact on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nd their ability to recover from 
disasters and crises as well as to prevent them. Since 2016, FAO has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third component of the nexus, sustaining peace.   

What will this evaluation cover? 

Recognizing that the triple nexus is principally about ways of working,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ference points for this evaluation: the New Ways of Working, 
to which FAO is a signatory; Key Messages on the nexus by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oup & IASC; and the OECD-DAC Recommendation on the 
Humanitarian-Development-Peace Nexus.

This is a strategic and high-level evaluation. It is also formative and learning-
oriented, and will focus on two main purposes: The first, is to review how FAO 

Briefing Note May 2020

Evaluación final del “Apoyar 
la implementación de la visión 
de conservación basada en el 
ecosistema del Amazonas, en 
beneficio de las comunidades 

locales y la conservación 
de los servicios ambientales 

en la región amazónica”   

Serie de Evaluaciones de Proyectos
03/2020

http://www.fao.org/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detail/es/c/1301416/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07569/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69138/
http://www.fao.org/3/ca9211en/ca921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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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恢复管理工作常设机

制，评价建议：未来的项

目采用创新和可复制的模

式，以实现计划中的农村

转型；整合地方行动者和

组织的监测和评价系统，

作为交流和学习的工具；

继续采用上述两个项目所

确立的性别良好做法，并

扩大培训举措。

视频：粮农组织对津巴布韦因厄尔尼诺现象
遭遇干旱作出响应。农民的视角。

为了应对南部非洲50年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粮

农组织大幅增加援助，以支持受影响的政府，帮助他们

恢复农业生产、收入和资产，并增加各个家庭获得营养

食品的机会。本视频展示了津巴布韦农民的亲身经历，

通过他们的视角讲述有用的经验教训，以供其他农民借

鉴，并为决策者、资源伙伴和执行机构改进战略和计划

方法提供参考。

	已完成的其他紧急和抵御力项目评价

• 对新发流行病威胁（EPT-2）计划（2014-2019）
的评价

• 对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区域难民和抵御力计
划的评价

• 对乍得湖流域战略的评价

• 对 营 养 、 粮 食 安 全 和 抵 御 力 决 策 信 息
(INFORMED)	的评价

• 对“通过实施农牧业综合管理，加强萨赫勒地区
气候变化适应力（马里可持续土地管理办法的
一部分)”	的评价  

• 对“马格里布绿洲系统的适应性管理和监测”
的评价	  

• 对“通过促进社区林业发展、消除可持续生物质
能的壁垒以及开展气候变化减缓基础工作来减
少阿富汗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		

	2021/2022年即将开展的抵御力评价

• 对粮农组织与和平建设基金联合工作的评价

• 对加强抵御力行动国家投资项目和全球网络计
划的评价

• 对粮农组织莫桑比克“艾代”气旋响应行动的
评价 

• 对粮农组织现金补助和现金+计划的专题评价 

• 对粮农组织在强迫移民方面所开展工作的评价 

	联合项目

对联合计划“帮助莫桑比克加快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1C”的评价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与欧洲联盟驻莫桑比克

马普托代表团合作，共同开展了对“帮助莫桑比克加快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1C”联合计划的最终评价。评估过程确保

了各方的参与。除了管理小组外，评价还依赖由计划工

Evaluación final conjunta
de los proyectos 

“Fortalecimiento de los 
procesos de restitución 
de tierras y territorios” 

y “Comunidades 
rurales resilientes para 

la construcción de paz”

07/2020
Serie de evaluaciones de proyectos 

CASE STUDY

SBCC)  

https://youtu.be/7FN1yfMc1x4
http://www.fao.org/3/cb0852en/cb0852en.pdf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00923/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7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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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队和国家对口机构组成的参考小组。这对于应对评价

过程中的挑战，以及合理应对气旋艾代和肯尼斯造成的

项目延期至关重要。通过本次联合评价，共汇编了四个

案例，用于记录和宣传可能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

的良好做法（单击下面的标题，以访问PDF文档)：

i. 通过多部门办法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ii. 营养教育和促进社会行为改变的宣传；

iii. 电子券； 

iv. 农民田间学校   

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和恢复计划

2020年，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迫使所有

发展和人道主义行动者重新调整计划，重新确定计划活

动的优先次序。因此，我们的评价工作经历了一个重新

确定优先次序的过程。评价办公室还与其他机构的评价

职能部门携手合作，制作快速知识产品，并正在汇编评

价证据，以供制订最新应对计划和方案使用。预计大部

分工作将在2021年取得成果。

通过与联合国评价小组的合作，评价办公室为2019冠

状病毒病全球评价联盟的工作做出了贡献，该联盟由各国

政府机构、联合国组织和多边机构的评价部门组成。联盟

旨在提供可靠的证据，为开展国际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

实施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非临床应对和恢复提供信息，进

而帮助确保各国吸取经验教训，帮助全球发展部门兑现其

承诺。评价办公室与驻罗马各机构的评价部门和相关的经

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一道，为编写一份题为“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粮食安全应对办法”的经验总结文件

做出了贡献，该文

件已递交于2020年6

月举行的发展合作

部长会议。 

正如粮农组织总干事对世界各国领导人所言，我们
都需要采取措施，确保世界上的穷人和最脆弱的人
口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能够获得粮食，特别
是“我们必须确保粮食价值链不遭到破坏，能够保
持正常运作，并促进为所有人生产和提供多样化、
安全和有营养的粮食”。 

机构间人道主义评价（IAHE）
粮农组织是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的战略合作伙
伴，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是机构间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的
主要机制。粮农组织评价办公室积极参与机构间人道
主义评价（IAHE）的管理。以下为最新发布的评价。

对莫桑比克“艾代”气旋响应行动的机构间人道
主义评价

“艾代”气旋来袭前，莫桑比

克已经因干旱而陷入严重的粮

食不安全境地。许多在2007年遭

遇严重洪灾的社区在2019年也受

到了“艾代”气旋的严重影响。该

机构间人道主义评价（IAHE）

对2019年莫桑比克“艾代”气旋

的集体人道主义援助开展了独

立评估。这是自机构间常设委

员会（IASC）于2018年采用新的增援启动机制（Scale-Up 

activation mechanism）后，首次对该机制的贡献作出评

估，也是首次为这一重要工具提供进一步完善的建议。这

是第二次以受影响人群为调查对象的机构间人道评价。因

此，它从受影响人口的角度提供了有关人道主义响应行动

的宝贵见解。 

对2015-2018年埃塞俄比亚抗旱工作的机构间人
道主义评价

在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支持下，埃塞俄比亚的集体人

道主义抗旱工作由于良好的协调，挽救了许多生命。调查

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得到了生存所需的紧急援助，并感觉

受到了尊重。四个受灾地区的人们回复称，援助使他们能

够保住自己的家园和资产。2015年引入的集群系统（cluster 

system）有效地加强了协调工作，集体资源调动在许多时

候都很成功。需要改进的领域包括加强早期行动、优先考

虑抵御力支持和对受影响人群的援助。评价总结了改善埃

塞俄比亚未来干旱和类似危机应对行动的经验教训。这些

经验教训为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正在开展的有关抵御力、风

险、预见性行动和人道主义与发展合作的工作提供了参

考，同时也有助于当地部门有针对性地改进现有应对行动。

Inter-Agency Humanitarian Evaluation of the  
Response to Cyclone Idai in Mozambique 

July 2020

Inter-Agency

Steering Group
Humanitarian Evaluation

Education during COVID-19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lost months of classroom tim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se closures not only interrupt learning and threaten to roll 
back recent gains in education access and quality, but also have broader adverse effects on the well-
being of students, particularly girls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 Given the experience of previous 
disease outbreaks, it is expected that girls will be disproportionally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note provides evidence and lessons from evaluations relevant to addressing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during disease outbreaks and other emergencies that can inform respons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also draws on a synthesised body of evidence from evaluations on 
what works, for whom and in what contexts to advance SDG 4 Target 5: Equality and inclusion in 
education.  This enables us to identify relevant evidence to consider and build on before designing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an unprecedented context. 

LESSONS FROM EVALUATIONS
Issue 2: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Email: COVID19evaluation@oecd.org

The COVID-19 Global Evaluation Coalition is a network of the independent evaluation units of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 NGO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Coalition is to provide
credible evidence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ponding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 helping to ensure
lessons are learnt and tha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livers on its promises. The Coalition is about
learning with the world.

Evaluation evidence is key to learning from the past and 
a way to leverage known successes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2020-02/Ethiopia%20IAHE%20final%20Feb%202020_1.pdf
https://www.oecd.org/dac/evaluation/jointevaluations.htm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inter-agency-humanitarian-evaluations/inter-agency-humanitarian-evaluation-response-cyclones-idai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0499EN/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498EN/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0495EN/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49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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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5-2018年完成国
别计划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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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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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M）

哥伦比亚

摩洛哥

印度尼西亚

阿富汗

塞拉利昂

阿塞拜疆

厄立特里亚
苏丹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乍得

多米尼加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

毛里塔尼亚

尼泊尔

塞尔维亚 乌兹别克斯坦

太平洋岛屿多国评价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办事处
（RLC）

海湾国家和也门分区域办事处

东加勒比国家和巴巴多斯

沙特阿拉伯

加勒比分区域办事处（SLC）

突尼斯

北非分区域办事处
（SNE）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对粮农组织黎巴嫩国别计划的评价	 
(2016-2019年)

黎巴嫩是一个拥有450万人口的中上等收入国家。黎

巴嫩的农业部门为贫困和脆弱人口的生计作出了重要贡

献，包括收容在该国的150万叙利亚难民。粮农组织审慎

地整合了捐助方和政府的优先事项，设计了支持收容社

区的抵御力计划，重点关注脆弱农民。通过直接支持小

规模农户和农粮合作社、以社区为基础的分部门规划、

自然资源管理和各级能力发展等干预措施，粮农组织的

抵御力计划满足了紧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在近期受到

金融危机困扰，以及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契约

下农业重新得到关注的背景下，评价建议，粮农组织应

协助黎巴嫩政府进行必要的农业转型，使之成为一个具

备更高生产力、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部门。优先行

动包括：制定部门战略，以打造可持续和高产的农业部

门；在价值链中制定经济激励措施；建设人力资本；以

及支持可持续和高效的资源使用。 

对粮农组织埃塞俄比亚国别计划的评价
(2014-2019年)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农业是经济的支柱，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占总就业份额的70%。尽管在

减少贫困和饥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埃塞俄比亚仍

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通过其《增长与转型计

划》(GTP II），埃塞俄比亚政府一直将农业转型作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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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关于加强粮农组织国家层面战略相关性
的建议，促进在下一个规划周期内最大限度地利用评价的成果。

开展国别计划评价的国家地图

4. 国别计划评价

于2019年完成 于2020年完成 正在进行（2020年） 计划于2021/ 2022开展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0。符合Map No. 4170 Rev. 19， 联合国（2020年10月）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296449/ 
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1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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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事项，即将农业从低投

入、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

转变为快速增长、集约化

和商业化的部门，以支持

该国实现到2025年成为中

等 收 入 国 家 的 愿 望 。 粮

农 组 织 的 国 别 计 划 框 架

（2016-2020年）就是根

据GTP II制定的。在评价

期间，粮农组织超额完成

了资源调集目标。总的来

说，粮农组织的计划中存

在一些不平衡和脱节的地方，特别是在发展活动和应急

响应之间。评价要求粮农组织采取一种更有凝聚力的计

划方法，并继续整合零散的计划。参照政府制订的农业

转型计划，评价还建议粮农组织支持经济上合理的价值

链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农业发展办法，同时维护包容性和

生态可持续性的规范价值。 

对粮农组织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作贡献
的评价（2012-2018年）

叙利亚危机在该国造成了激烈和持续的暴力冲突，

农业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粮食系统的所有组成部

分被摧毁。该国共有930万人面临重度急性粮食不安全问

题。在评价所涉期间(2012-2018年)，粮农组织的干预措施

针对的是全国各地受冲突影响的流离失所和收容家庭。

粮农组织最初在政府控制区开展行动，后来随着“叙利亚

全境”(WoS)办法的出台，展开了跨境行动。尽管条件不

利，但粮农组织工作人员仍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活

动，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提供具体机会，并为自然资源管

理、土地权属、价值链和生计提供了支持。与农业部门

和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叙利亚非政府组织和用水者协会

的协调，在提供援助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不过，如果

能更好地顾及危机的区域性特征，改进目标定位和优先

次序，包括协调各机构的活动，粮农组织的应急响应行

动还能取得更高的成效。粮农组织管理层应继续关注和

恢复农村生计，同时促进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良好治理。

对粮农组织亚美尼亚国别计划的评价	
(2016-2020年)

亚美尼亚的农业代表了

农村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该国的GDP做出了重大贡

献，雇佣了约30％的劳动人

口。粮农组织的计划与亚美

尼亚的国家发展重点保持一

致，因而十分契合该国的优

先重点，侧重于为国家政策

制订和机构的发展提供高度

专业化的技术专长，并提供

创新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评

估得出的结论是，粮农组织应继续在其职权范围内，提

供专题领域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重点关注所取得成

果的长期可持续性，并考虑粮食和农业系统在气候变化

面前的脆弱性。在粮农组织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领域，

国家办事处应扩大支持范围，并在即将发布的《2021-

202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指南（UNSDCF）》的

背景下应对新的需求。 

2016-2020对粮农组织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所
作贡献的评价（2016-2020年）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人口数量位居世

界第四，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分权和城市化进程

加速，导致需要进行艰难的权衡。粮食和农业部门的投

资来自地方当局、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粮农组织需要

建立包容性伙伴关系，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的广度和深

度。粮农组织和政府都需要在早期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设

计预防和抵御力建设行动。印度尼西亚粮食价值链的现

代化，特别是对小规模生产者而言，需要有商业头脑、

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市场研究和销售渠道。粮农组织应

将盈利性、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纳入价值链项目。《粮

食法》为建立包容、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奠定了基础，这

Evaluation of FAO’s country 
programme in    

Ethiopia   
2014-2019

Country Programme Evaluation Series 
09/2020

Evaluation of FAO’s country 
programme in    

Armenia   
2016-2020

Country Programme Evaluation Series 
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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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evaluation/evaluation-digest/evaluations-detail/en/c/131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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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
自 2 0 1 8 年 以 来 ， 由 粮 农 组 织 、 农 发 基 金 和 粮 食 署 评 价 办 公 室 共 同 支 持 的

EvalForward实践社区（农业、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评价实践社区）一直是发展评价文

化和加强发展中国家从业人员能力的重要渠道。该社区致力于促进知识交流、提高认

识和建立网络，拥有来自98个国家/地区的900多名不同背景的成员（评估人员、决策者

和学者），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提供服务。访问网站并加入社区！ 

https://www.evalforward.org/

与评价办公室合作，根据在23个国家进行的为期六个月的采访，共同编制了《农业

部门监测和评价能力审查》。这项研究审查了评价和基于结果的管理做法在农业部门

的利用情况，以及官员是否能够获取所需的能力和资源。

一粮食系统超越机构界限，涉及全面的政策改革和机构

变革。粮农组织需要支持这些转型变革，并侧重于提供

证据和填补数据空白，以更好地支持决策者并指导国家

政策、机构和投资改革。

对北非分区域办事处的评价

对北非分区域办事处的作用和工作的评价是应其协调

员的要求进行的，在分区域和机构层面不断发展的背景

下，其要求对该办事处的定位及其组织程序的适当性进

行集体审查。评价的依据是一次工作人员调查、一次参

与式内部研讨会、一系列工作人员个别访谈以及查阅

许多二手资料。在对该办事处的作用，特别是其区别

于相关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的作用进行审查后，发现有

必要对其作用进行澄清，且在该办事处，辅助性原则

（subsidiarity principle）难以落实。很明显，北非分区

域办事处应作为国家办事处的技术支持中心，但该区域

办事处的现有技能组合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求。就执

行而言，援助偏向于东道国，这表明有必要更明确地区

分北非分区域办事处和国家办事处的使命。

 新！管理层回应和跟进报告自动请求系统
评价办公室发布了一款全新的在线半自动系统，可通过该系统请求获取评价管理层回应和跟进报告，其目的是建

立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公司流程，系统地收集数据并监控建议的接受程度及其后续实施情况。这一新系统将提高效率，

并为粮农组织评价系统提供有关问责和学习的丰富信息来源。

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	疫情下评
价工作指导说明

本指导说明解释了评价管

理者应如何应对2019冠状病

毒病疫情造成的特殊情况以

及许多国家/地区设定的行动

限制。 

粮农组织评价职能下放

2020年6月，第128届计划委员会会议收到了关于扩

大粮农组织评价职能的提案。该提案指出，要依据评

价办公室的职责范围扩大现行评估模式，除集中式评

价 (centralized evaluations）外，还要增加非集中式评价

(decentralized evaluations）。这一办法将使评价办公室能

够更快速和高效地履行其职能，更好地促进组织学习。

其目的是激励和支持计划和项目经理，使项目的后期阶

段更为活跃，产生透明、开放的评估证据，供国家和区

域两级开展更广泛的学习 

其他活动

OED Guidelines Series
04/2020

Risk analysis and 
guidanc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conduct of evaluations 

during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level Covid-19 

crisis and restrictions 

06/2020

Review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apacities  
i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about:blank
http://www.fao.org/3/ca8796en/ca8796en.pdf
http://www.fao.org/3/nc856en/nc856en.pdf
https://youtu.be/WoXLsl2j9Ko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462en


16	 2020年	评价更新

Certains droits réservés. Ce(tte) œuvre est mise à disposition
selon les termes de la licence CC BY-NC-SA 3.0 IGO

©
 粮
农

组
织

,2
02

0 

可持续发展目标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评价办公室主任

evaluation@fao.org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Rome, Italy

评价报告和管理层回应为公开文件，下载网址为：

www.fao.org/evaluatio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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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名称，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或地区
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国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地图上的虚线表示可能尚未完

一致的近似边境线。全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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