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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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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概要
第三十届粮农组织近东区域会议主要提议如下：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事项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
1. 敦促 粮农组织发挥力量进一步加强权力下放后的办事处网络
2. 核准 权力下放的总构想和第 NERC/10/2 Add 号文件所载的关于对下放办事处
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的建议。

设立单一全球共享服务中心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
1. 提议 合并成单一共享的服务中心的决定应基于一个详细的和深入的研究，考虑
到区域会议的磋商意见。

粮农组织区域会议在改革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中的角色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
1. 敦促 粮安委秘书处与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和其它联合国专门机构紧密配合在粮
安委第三十七届会议举行前举办一个近东粮食安全和营养讲习班。

粮农组织在近东地区的活动（2008-2009）及根据第二十九届粮农组织近东
区域会议的主要建议采取的行动情况报告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
1. 呼吁 加强地区办事处使之能够更好的响应成员国的需求。

粮农组织区域优先框架
提请成员国和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
1. 核准所提议的区域优先框架，会议还表示赞成以财务和人力资源支持的形式实
施此提议。

i

.

《2010-2011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实施和下一个两年度近东地区的优先行
动领域

提请粮农组织和成员国注意
会议:
1. 支持 通过编制 2012-2013 年区域成果着手开展经会议核准的区域各领域优先行
动和这些领域对粮农组织成果的贡献问题；并
2. 敦促 调集充足资源以着手实施本区域优先领域的行动。

飙升的粮食价格及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近东粮食和营养的影响
提请成员国注意
会议呼吁成员国：
-

考虑审议全国消费者支持计划，将重点放在满足弱势群体紧急的粮食和营养
需求，包括人均粮食消费和食品篮子变化的评估；

-

采用可持续发展的和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政策；

-

鉴于气候变化，考虑建立一个区域基因库，帮助开发能够抗热和抗旱的新作
物品种；

-

增加农业研究支出，增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研发，以弥补本区域生产力的
缺口；

-

提高市场和供应链的效率，创造一个支持营商的环境；

-

在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的国家中改进计划生育计划服务；

-

采用区域内贸易作为解决粮食危机，尽量减少价格波动和克服粮食供给不确
定性的一种手段；

-

通过粮食安全信息系统促进区域贸易及合作，加强机构，消除合资的农业综
合企业面临的障碍；

-

适当考虑到计划接受外国投资的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包括尊重土地财产权
和对拟议的投资进行一个环境影响评估，确保有利于当地社区；

-

对小农、牧民和渔民的采取农村综合发展途径，以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
的流动；
ii

-

通过对规则和法规的审议，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一个有助于吸引区域
内投资的环境，以确保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资本富裕的国家之间的互补。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请粮农组织:
-

鉴于粮食价格飙升，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援，帮助其更新农业政策和粮食安
全及营养政策，包括设立粮食安全监控系统，同时也可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关
粮食安全的“区域论坛”；

-

呼吁在粮安委会议之前召集一次近东各国预备会议，以便就区域内的粮食安
全问题达成共识；

-

支持成员国用水管理努力，加强区域性问题上的合作；

-

制定国际土地收购和外国直接投资农业综合企业准则；

-

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协助编制解决未来粮食涨价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并

-

协助建立一个区域论坛，继续讨论各种涉及近东区域农业投资的相关议题，
包括信息分享和设立一个最佳做法、法规和立法库。论坛还会对目前正在进
行的《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原则》的拟定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

近东跨界植物病虫害，着重于小麦黑杆锈病（UG99）
提请成员国注意
会议呼吁成员国：
-

审议和制定《植物检疫措施》的国家政策、包括在区域层面上的协调工作；

-

加强与粮农组织、近东植物保护组织（近东植保）和其他相关区域和国际组
织的合作建立相关数据库，进行信息分享，支持植物保护方面国内和区域联
网活动；

-

在国家层面上提高安全使用杀虫剂的意识，鼓励采用虫害综合管理法；

-

与粮农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合作，继续加强各国抗击沙漠蝗虫的力度；并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请粮农组织:
-

继续提供技术协助，制订国家和区域性的干预措施，监控跨界虫害的爆发，
尤其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南部柠檬树上爆发的丛枝病；

-

协助加强国家人力和体制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能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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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设立一个近东植物病虫害，尤其是麦秆黑锈病爆发早期预警系统。

近东区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区域会议成果报告
农业、土地及水利用委员会 (简称ALAWUC)
提请各成员国注意
会议呼吁各成员国：
-

探索区域内非传统水利资源农用的潜力，作为委员会未来活动中的一个优先
领域；

-

适当考虑编订委员会的内部章程、自各成员国选举出一个董事会负责管理委
员会事务、及委员会资源的捐助等方面的有关建议；

-

支持近东的动物生产及卫生委员会的工作，着重支持禽畜养殖户，因为他们
容易受到抗气候变化，贫穷和粮食安全之类挑战的影响；并

-

促进区域合作的扩大，以便从某些成员国近期在农业用水管理、跨界动物疾
病、作物类型等方面的实施政策中获益，同时也可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加强知
识的交流。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请粮农组织:
-

为各成员国可持续的土地和水利资源的管理提供技术援助。

近东林业及牧场委员会 (简称NEFRC)
提请各成员国注意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

加强各国在林业和牧业适应气候变化、利用国际投资机会，以及使用废水安
全再利用于造林项目等方面的努力；并

-

适当考虑到建立一个林业和牧业的信息库以支持各国制订林业计划和规划可
持续的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iv

区域渔业促进委员会（简称 RECOFI）和地中海综合渔业委员会
（简称 GFSM）
提请各成员国注意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

加强各区域渔业委员会，特别是区域渔业促进委员会，保障包括社会经济成
分在内的可持续的渔业管理和水产养殖的发展。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请粮农组织:
-

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增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合作，
以响应粮农组织/区域渔业促进委员会联合提出的使用渔业的生态系统发展
法实现可持续的渔业管理的倡议；

-

继续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各成员国遵守国际渔品贸易规则，反对非法、不报
告和不管制（IUU）捕鱼；并

-

适当支持红海和亚丁湾建立区域渔业管理机构的建立以及《红海海洋资源评
估项目》不再延迟的实施。

中部区域沙漠蝗虫防治委员会
提请各成员国注意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

尽全力帮助有沙漠蝗虫虫害的国家，增派六个小组，调查、监测和治理虫害；

-

适当注意及时提供的沙漠蝗虫剧增的信息，推动与区域网和国际网络进行联
合调查和信息交流。

提请粮农组织注意
会议请粮农组织:
-

继续支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沙漠蝗虫控制活动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

第三十一届粮农组织近东区域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会议欢迎伊拉克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主办2012年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提议，会议请粮
农组织总干事在与各国政府磋商决定下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时，将这一提议考虑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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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开幕事项
大会组织工作
1.

第三十届粮农组织近东区域会议是在苏丹共和国政府的诚挚邀请下于 2010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在苏丹共和国喀土穆举行，与会者来自 17 个成员国、2 个观察
员国、4 个联合国组织和 7 个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的 83 名代表。与会者名单见
附录 B。

开幕式
2.

参加开幕式的有各成员国代表、观察员、各国高级官员、驻苏丹共和国的外

交使团的团长、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的代表和媒体代表。
3.

会议由苏丹共和国农业部长阁下 Abdul-Halim Al-Muta’afi 博士代表苏丹共

和国主持开幕。在会上致辞的有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博士和粮农组织理事
会独立主席 Luc Guyau 先生。
4.

粮农组织总干事对苏丹共和国总统奥马尔 哈桑 艾哈迈德 巴希尔阁下、苏丹

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和好客深表谢意。他首先回顾了世界粮食安全的最新数据
资料，指出世界挨饿人数的趋势并没按预期的速度下降。近东区域会议国家的整
体状况反映了全球的状况。
5.

总干事表示，除了冲突造成的问题，近几年来还出现新的挑战，包括粮食储

备和气候变化，其负面影响从农业生产感受得到。粮食价格的上升和动荡是由一
系列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包括反常的天气状况和初级粮食商品用于生物燃料的生
产。
6.

总干事回顾了近期本区域农业生产的趋势，他对成员国粮食和农业生产取得

积极成果表示满意，但是尽管如此，区域内还有三千七百万人仍旧受着饥饿和营
养不良的煎熬。
7.

虽然近东属于低森林覆盖率地区，但是其林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

70 亿美元。
8.

他还指出粮农组织所经历的重大改革，包括：在布达佩斯建立“单一全球共

享服务中心”以更好地管理人力和财政资源，将更多的职能和监督职责下放给下放
办事处，为其塑造一个新的角色，改革粮食安全委员会，以及转向基于结果的管
理转变。
9.

总干事的发言最后着重指出外国投入农业的重要性和在区域中增强区域内贸

易以改善粮食供应的必要性。

1

10.

苏丹农业部长阁下 Abdul-Halim Al-Muta’afi 博士在发言中代表苏丹共和国

欢迎全体与会者，并表示非常荣幸主办粮农组织会议。他表示苏丹政府对农组织
与苏丹在各领域的积极合作非常赞赏。部长阁下还表示希望这种合作进一步扩
大，以便增强粮农组织对苏丹取得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努力的支持。
11.

部长阁下发言的结尾重点提到了一些苏丹政府启动的影响其 70%人口的农

业和农村发展计划。该国拥有的庞大自然资源，加上政府执行的优惠的投资条
例，应该可以让苏丹成为一个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的地区，从而有助于改善粮食
安全。
12.

粮农组织理事会独立主席 Luc Guyau 先生在开幕式后发言，吁请在《粮农组

织革新图变近期行动计划》指导下进行粮农组织的改革，他还突出提到了世界粮
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的改革，尤其是粮安委新的行政职责和构想，他重申新的
粮安委与各国政府携手并与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结成伙伴共同工作。
13.

独立主席结束发言时强调区域会议已经成为粮农组织的一部分，这些会议目

前通过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向粮农组织理事会报告计划和预算事务，向大会
报告政策和立法相关事务。

选举主席、副主席和任命报告员
14.

会议一致通过选举苏丹共和国农业部长为会议主席。

15.

会议决定所有其他代表团团长为副主席并任命 Habib Abdalla Al-Hasni 先生

（阿曼苏丹国）为会议报告员。
16.

会议还选举伊拉克共和国的水利资源部长为会议发言人。

通过议程
17.

大会通过暂定议程 NERC/10/1(附录 A) 和时间表 NERC/10/INF/2，无任何

修改。提交会议的文件清单列于附录 C 中。

II. 发 言
粮农组织总干事的发言
18.

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博士在开幕式中（见上）发表讲话，全文见附

录 D。

主办国政府的发言
19.

苏丹农业部长在开幕式（见上）中发表讲话，全文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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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理事会主席的发言
20.

粮农组织理事会独立主席 Luc Guyau 先生在会上发表讲话（见上），全文见

附录 F。

III. 讨论事项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事项，特别是包括
下放办事处网络问题在内的《近期行动计划》落实情况
21.

会议审议了 NERC/10/2 号文件《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事项》

及其附录，对本组织在《近期行动计划》指导下进行的权力下放组织工作表示赞
赏。会议敦促粮农组织进一步努力加强下放办事处网络的工作。
22.

会议核准权力下放的总构想以及载于 NERC/10/2 add.1 号文件中的关于下放

办事处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的建议。
设立单一全球共享服务中心
23.

会议审议了共享服务中心自曼谷、布达佩斯和圣地亚哥枢纽站提供行政服务

的经验，会议指出总部、非洲和近东区域的用户没有报告任何被拒绝提供服务的
事件，由此持续节省的经费每两年超过 800 万美元。
24.

会议提到 2008-2009 对共享服务中心进行的外部评估，评估建议考虑只在布

达佩斯设立一个单一的枢纽机构，据估计每两年还可节省 160 万美元。这种做法
有助于程序标准化，达到规模经济，同时也是几个类似机构采用的方式。
25.

会议建议在详细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合并成单一共享服务中心的决

定，并考虑到与各区域会议磋商的情况。
粮农组织区域会议在改革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中的角色
26.

会议欢迎和支持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进行中的改革及其实施改革

取得的进展。
27.

会议认同加强粮安委和近东区域的联系的重要性，会议敦促粮安委秘书处与

粮农组织各区域办事处和其它相关联合国专门机构紧密合作在粮安委第三十七届
会议之前举办一个近东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讲习班。
《粮农组织在近东区域的活动（2008-2009）及根据第二十九届粮农组织近东区域
大会的主要建议采取的行动情况报告》
28.

文件说明了根据第二十九届粮农组织区域会议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文件还

报告了 2008/2009 年度执行的紧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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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大会赞扬了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根据第二十九届会议要求取得的成绩，会议

吁请加强区域办事处使之能更好的满足成员国的需求。
粮农组织近东区域的优先重点框架
30.

会议审议了概述粮农组织在近东区域的工作的区域优先重点框架文件，其中

确定的五个优先领域分别是：i) 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ii）促进农业产品和农村发
展，以改善生计；iii）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的管理；iv）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制定
适应战略；及v)防备、应对粮食和农业紧急情况。
31.

拟议的区域框架预计会帮助成员国确定国家、分区域的和区域的优先领域，

促进《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中规定的全球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与各自的发展
议程和全球承诺完全接轨，并且与联合国和其它发展伙伴的相关计划看齐。
32.

区域优先框架确定了所有粮农组织的实地项目和计划，应根据基于结果的管

理原则帮助取得的一些高层次的结果和成果。区域优先重点框架将作为一种争取
区域内外捐助方参与的资源动员和合作计划制定工具。
33.

会议核准会上提出的拟议《区域性优先重点框架》，并表示支持以财务和人

力资源支持的形式实施《框架》。
《工作计划和预算（2010-2011）》的实施及下两年度近东的优先行动领域
34.

会议报告了《2010/2011两年度的工作计划和预算》，重点突出预算和合作

战略目标的相关性，与已经确定的近东区域的五个优先领域的看齐。
35.

会议审议了《2010-2011 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实施进展，及区域内下两年度

的优先行动，会议支持编制 2012-13 年度区域的结果以作为着手开展经会议核准的
区域各领域优先行动和这些领域对组织结果的贡献的一个手段。会议还敦促调集
充足资源以着手实施本区域优先领域的行动。
高级官员会议报告
36.

高级官员会议报告呈交大会的部长级会议并获得通过，报告附于大会报告的

附录F。

IV. 其它事项
第三十一届近东区域会议审议的主题拟议清单
37.

会议提到将由第三十一届区域会议审议的主题拟议清单：
•

森林和牧场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服务：对土壤、水利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
挑战和机遇；

•

森林和牧场中的自然资源对粮食安全计划、政策和良好治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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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农业水利应用的精简和发展；

•

发展区域战略控制农业跨界虫害和疾病

•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管理和发展：近东和北非国家的各类情况和选项；

•

近东区域农业生产的支援服务和生产率问题；

•

制定一个区域战略以提高近东区域农业数据；

•

近东区域使用非常规水利资源的政策和技术支持的经验和需求；

•

采取行动/减轻环境和气候变化对近东区域畜牧生产和健康的影响；

•

提高对近东区域农业投资的途径和方法；

•

减少近东区域作物收获后的质量和数量的损失；

•

增加近东国家间的农业贸易往来；及

•

减少荒漠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会外活动报告：

组织了三个与会议相关的会外活动，包括（i）探索外国投资近东农业的远景；
（ ii ） 加 强 国 家 和 区 域 对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的 治 理 ： 通 过 利 用 粮 安 委 的 改 革 ； 及
（iii）对近东区域和分区域办事处的评估。
39.

会议分别报告了三个会外活动讨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

V.

闭幕事项

第三十一届近东区域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40.

会议欢迎伊拉克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主办2012年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提议，会议

请粮农组织总干事在与区域各国政府磋商决定下届会议日期和地点时，将这一提
议考虑进去。

通过《第三十届区域会议报告》（包括《高级官员会议报告》）
41.

在对报告进行审议并做出若干修改后，鼓掌通过了会议报告。

会议闭幕
42.

在通过会议报告后，苏丹农业部长Abdul-Halim Al-Muta’afi博士阁下宣布会

议正式闭幕。
43.

副总干事和近东区域代表Saad Bin A’yedh AlOtaibi先生向苏丹共和国政府对

会议的出色的组织工作和苏丹人民的热情欢迎表达一致的感谢，他同时还表达了
对与会各国代表团的感谢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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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议 程
(A) 高级官员会议
2010 年 12 月 4 日-6 日

I.

II.

开幕事项
1.

高级官员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副主席和任命报告员

3.

通过议程和时间表

讨论事项
4.

飙升的粮食物价和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近东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影响

5.

近东跨界植物病虫害，着重于小麦黑杆锈病（Ug99）

6.

近东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区域会议的建议概要
 农业、土地及水利用委员会
 近东林业委员会
 区域渔业促进委员会
 地中海综合渔业委员会
 中部地区沙漠蝗虫防治委员会

III.

闭幕事项
7.

通过《高级官员会议报告》

8.

高级官员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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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长级会议
2010 年 12 月 7－8 日

I.

II.

开幕事项
1.

开幕式

2.

选举主席、副主席和任命报告员

3.

通过议程和时间表

发言
4.

总干事的发言

5.

苏丹农业部长的发言

6.

粮农组织理事会独立主席的发言

III. 审议和辩论事项
7.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事项，特
别包括下放办事处网络在内的《近期行动计划》落实情况。

8.

设立单一全球共享服务中心

9.

粮农组织各区域会议在改革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中的角色

10. 粮农组织在近东区域（2008-2009）活动报告及根据第二十九届粮农组织
近东区域会议主要建议所实施的行动报告
11. 粮农组织近东区域优先框架
12. 《2010-2011 工作计划和预算》实施情况和下一个两年度近东地区优先
行动领域
13. 《高级官员会议报告》

IV. 其它事项
14. 将由第三十一届近东区域会议审议的拟议主题清单

V. 闭幕事项
15. 粮农组织第三十一届近东区域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6. 通过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报告，包括《高级官员会议报告》
17.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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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ﻗﺎﺋﻤﺔ ﺑﺄﺳﻤﺎء اﻟﻤﺸﺎرآﻴﻦ
LIST OF PARTICIPANTS
与会者名单
هﻴﺌﺔ ﻣﻜﺘﺐ اﻟﻤﺆﺗﻤﺮ
OFFICERS OF THE CONFERENCE
会议主席团成员
Chairperson:
H.E. Abdul Halim Ismail Al-Meta’afi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Sudan

: اﻟﺮﺋﻴﺲ
 ﻋﺒﺪ اﻟﺤﻠﻴﻢ إﺳﻤﺎﻋﻴﻞ اﻟﻤﺘﻌﺎﻓﻰ/ ﻣﻌﺎﻟﻰ ا ﻟﺴﻴﺪ
وزﻳﺮ اﻟﺰراﻋﺔ
ﺟﻤﻬﻮرﻳﺔ اﻟﺴﻮدان

Vice-Chairperson:
All Heads of Delegations

: ﻧﻮاب اﻟﺮﺋﻴﺲ
ﺟﻤﻴﻊ رؤﺳﺎء اﻟﻮﻓﻮد

Rapporteur for Senior Officers Meeting
Habib Ben Abdalla Al-Hasni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uscat，Oman

: اﻟﻤﻘﺮر ﻟﻼﺟﺘﻤﺎع اﻟﻮزاري
ﺣﺒﻴﺐ ﺑﻦ ﻋﺒﺪ اﷲ اﻟﺤﺴﻨﻰ
ﻣﺪﻳﺮ داﺋﺮة 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ﻰ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ﻣﺴﻘﻂ – ﺳﻠﻄﻨﺔ ﻋﻤﺎن
: اﻟ ﺮﺋﻴ ﺲ اﺟﺘﻤﺎع آﺒﺎر اﻟﻤﺴﺌﻮﻟﻴﻦ
 ﻋﺒﺪ اﻟﻠﻄﻴﻒ ﻋﺠﻴﻤﻰ. د
وآﻴﻞ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ﺟﻤﻬﻮرﻳﺔ اﻟﺴﻮدان

Chairperson of the Senior Officers
Meeting:
Dr Abdel Latif Ijaimi
Undersecretary，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udan
Vice-Chairperson:
All Heads of Delegations

: ﻧﻮاب اﻟﺮﺋﻴﺲ
ﺟﻤﻴﻊ رؤﺳﺎء اﻟﻮﻓﻮد

Rapporteur for Ministerial Meeting:
Habib Ben Abdallah Al-Hasni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uscat，Oman

اﻟﻤﻘﺮر ﻻ ﺟﺘﻤﺎع آﺒﺎر اﻟﻤﺴﺌﻮﻟﻴﻦ
ﺣﺒﻴﺐ ﺑﻦ ﻋﺒﺪ اﷲ اﻟﺤﺴﻨﻰ
ﻣﺪﻳﺮ داﺋﺮة 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ﻰ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ﻣﺴﻘﻂ – ﺳﻠﻄﻨﺔ ﻋﻤﺎن

Spokesperson of the Conference:
H.E. Abdellatif Gamal Rashid
Minister for Water Resources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aghdad，Iraq

: اﻟﻨﺎﻃﻖ اﻟﺮﺳﻤﻰ ﻟﻠﻤﺆﺗﻤﺮ
 ﻋﺒﺪ اﻟﻠﻄﻴﻒ ﺟﻤﺎل رﺷﻴﺪ/ ﻣﻌﺎﻟﻰ اﻟﺴﻴﺪ
وزﻳﺮ اﻟﻤﻮارد اﻟﻤﺎﺋﻴﺔ
وزارة اﻟﻤﻮارد اﻟﻤﺎﺋﻴﺔ
 اﻟﻌﺮاق- ﺑﻐﺪا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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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Chairperson of the FAO
Council
Mr Luc Guyau
Chairperson of CFS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Philippines to FAO
Mr Noel De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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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ﻟﺪول اﻷﻋﻀﺎء ﻓﻰ اﻹﻗﻠﻴﻢ
MEMBER NATIONS OF THE REGION
本区域成员国
AFGHANISTAN

أﻓﻐﺎﻧﺴﺘﺎن

ALGERIA

اﻟﺠﺰاﺋﺮ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Idir Bais
Director of Studies Dep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lgiers

ﻗﺪﻳﺮ ﺑﺎﻳﺲ
ﻣﺪﻳﺮ ﻗﺴﻢ اﻟﺪراﺳﺎت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واﻟﺘﻨﻤﻴﺔ اﻟﺰراﻋﻴﺔ
اﻟﺠﺰاﺋﺮ

AZERBAIJAN

ا ذ رﺑ ﻴ ﺠﺎن

KINGDOM OF BAHRAIN

ﻣﻤﻠﻜﺔ اﻟﺒﺤﺮﻳﻦ
ﻗﺒﺮص

CYPRUS
DJIBOUTI

ﺟﻴﺒﻮﺗﻲ
ﻣﺼــﺮ

EGYPT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H.E. Abdel Ghafar El-Deeb
Ambassador of Egypt
Egyptian Embassy in Sudan
Khartoum，Sudan

 ﻋﺒﺪ اﻟﻐﻔﺎر اﻟﺪﻳﺐ/ ﺳﻌﺎدة اﻟﺴﻔﻴﺮ
ﺳﻔﻴﺮ ﺟﻤﻬﻮرﻳﺔ ﻣﺼﺮ اﻟﻌﺮﺑﻴﺔ ﻓﻰ ﺟﻤﻬﻮرﻳﺔ اﻟﺴﻮدان
اﻟﺴﻔﺎرة اﻟﻤﺼﺮﻳﺔ ﺑﺎﻟﺴﻮدان
 اﻟﺴﻮدان،اﻟﺨﺮﻃﻮم

Alternates

اﻟﻤﻨﺎوﺑ ﻮن

Mohsen Al-Batran
Chief，Economic Affairs Sec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Land
Reclamation
Cairo

ﻣﺤﺴﻦ اﻟﺒﻄﺮان
رﺋﻴﺲ ﻗﻄﺎع اﻟﺸﺌﻮن اﻻﻗﺘﺼﺎدﻳ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واﺳﺘﺼﻼح اﻷراﺿﻰ
اﻟﻘﺎهﺮ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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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ma Shaltout
Deputy Egyptian Mission in Sudan
Egyptian Embassy in Sudan
Khartoum，Sudan

أﺳﺎﻣﺔ ﺷﻠﺘﻮت
ﻧﺎﺋﺐ اﻟﺒﻌﺜﺔ اﻟﻤﺼﺮﻳﺔ ﺑﺎﻟﺴﻮدان
اﻟﺴﻔﺎرة اﻟﻤﺼﺮﻳﺔ ﺑﺎﻟﺴﻮدان
اﻟﺨﺮﻃﻮم – اﻟﺴﻮدان

Mohamed Saleh
Director，Specialized Int. Agencies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airo

ﻣﺤﻤﺪ ﺻﺎﻟﺢ أﺑﻮ ﺑﻜﺮ
ﻣﺪﻳﺮ ﺷﺌﻮن اﻟﻮآﺎﻻت اﻟﺪوﻟﻴﺔ اﻟﻤﺘﺨﺼﺼﺔ
وزارة اﻟﺨﺎرﺟﻴﺔ
اﻟﻘﺎهﺮة

Adel Shabaan Mostafa El-Gezawy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ept.
Agriculture Foreign Relation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Land
Reclamation
Cairo

ﻋﺎدل ﺷﻌﺒﺎن ﻣﺼﻄﻔﻰ اﻟﺠﺰاوى
ﻣﺪﻳﺮ إدارة اﻟﻤﻨﻈﻤﺎت واﻟﻤﺆﺗﻤﺮات ﺑﺎﻟﻌﻼﻗﺎت
اﻟﺰراﻋﻴﺔ اﻟﺨﺎرﺟﻴ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واﺳﺘﺼﻼح اﻷراﺿﻰ
اﻟﻘﺎهﺮة

Ahmed Eid
Second Secretary
Egyptian Embassy in Sudan
Khartoum，Sudan

أﺣﻤﺪ ﻋﻴﺪ
ﺳﻜﺮﺗﻴﺮ ﺛﺎن
اﻟﺴﻔﺎرة اﻟﻤﺼﺮﻳﺔ ﺑﺎﻟﺴﻮدان
 اﻟﺴﻮدان،اﻟﺨﺮﻃﻮم

Mohamed El-Abrak
Diplomatic Attaché

ﻣﺤﻤﺪ اﻷﺑﺮق
ﻣﻠﺤﻖ دﺑﻠﻮﻣﺎﺳﻰ
ﺟﻤﻬﻮرﻳﺔ إﻳﺮان اﻹﺳﻼﻣﻴﺔ

IRAN，ISLAMIC REPUBLIC OF
Delegate
H.E. Sadegh Khalilian
Minister of Jihad-e-Agriculture
Ministry of Jihad-e-Agriculture
Tehran
Alternates
Javad Tavakolian
Ambassador，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UN Agencies in Rome
Rome，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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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hbal Mohammadi
Parliament Member
Tehran
Ahmad Dehghan
Hea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Ministry of Jihad-e-Agriculture
Tehran
Javad Torkabadi
Ambassador
Embassy of Iran
Khartoum，Sudan
Javad Abou
Commercial Attaché
Embassy of Iran
Khartoum，Sudan
Mehdi Ghaemian
Head of Common Pest Control Group
Ministry of Jihad-e-Agriculture
Tehran
Seyed Zamani
Ministry of Jihad-e-Agriculture
Tehran
Basim Mohammadi
Ministry of Jihad-e-Agriculture
Tehran
Janali Behzadnasab
Ministry of Jihad-e-Agriculture
Tehran
IRAQ

اﻟﻌـﺮاق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H.E. Abdellatif Gamal Rashid
Minister for Water Resources

 ﻋﺒﺪ اﻟﻠﻄﻴﻒ ﺟﻤﺎل رﺷﻴﺪ/ ﻣﻌﺎﻟﻰ اﻟﺴﻴﺪ
وزﻳﺮ اﻟﻤﻮارد اﻟﻤﺎﺋﻴ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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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aghdad

وزا رة اﻟﻤﻮارد اﻟﻤﺎﺋﻴﺔ
ﺑﻐﺪاد

Alternates

اﻟﻤﻨﺎوﺑ ﻮن

Subhy Mansour Al-Jumaily
Senior Deputy Minist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aghdad

ﺻﺒﺤﻰ ﻣﻨﺼﻮر اﻟﺠﻤﻴﻠﻰ
وآﻴﻞ أﻗﺪم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ﺑﻐﺪاد

Hassan Janabi
Head of Near East Group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Iraq
Rome，Italy

ﺣﺴﻦ اﻟﺠﻨﺎﺑﻰ
رﺋﻴﺲ ﻣﺠﻤﻮﻋﺔ اﻟﺸﺮق اﻷدﻧﻰ ﺑﺮوﻣﺎ
واﻟﻤﻨﺪوب اﻟﺪاﺋﻢ ﻟﻠﻌﺮاق ﻟﻤﻨﻈﻤﺔ اﻟﻔﺎو
 إﻳﻄﺎﻟﻴﺎ،روﻣﺎ

Salih Alhassani
General Directo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aghdad

ﺻﺎﻟﺢ اﻟﺤﺴﻨﻰ
ﻣﺪﻳﺮ ﻋﺎم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ﺑﻐﺪاد

Ali Ghalib Al Hilli
Senior Chief Engineer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aghdad

ﻋﻠﻰ ﻏﺎﻟﺐ اﻟﻬﻴﻠﻰ
آﺒﻴﺮ رؤﺳﺎء اﻟﻤﻬﻨﺪﺳﻴﻦ
وزارة اﻟﻤﻮارد اﻟﻤﺎﺋﻴﺔ
ﺑﻐﺪاد
اﻷردن

JORDAN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Riyad Al-Najada
Jordanian Chargé d’Affairs
Jordanian Embassy in Sudan
Khartoum，Sudan

رﻳﺎض اﻟﻨﺠﺎدة
ﻗﺎﺋﻢ ﺑﺄﻋﻤﺎل اﻟﺴﻔﺎرة اﻷردﻧﻴﺔ
ﺳﻔﺎرة اﻷردن ﺑﺎﻟﺴﻮدان
 اﻟﺴﻮدان- اﻟﺨﺮﻃﻮم
آﺎزاﺧﺴﺘﺎن

KAZAKHSTAN
KUWAIT

اﻟﻜﻮﻳﺖ

KYRGYZ REPUBLIC

ﺟﻤﻬﻮرﻳﺔ ﻗﺮﻏﻴﺰﻳﺎ

LEBANON

ﻟﺒﻨﺎ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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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Samir El Chami
Director-Gen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rut

ﺳﻤﻴﺮ اﻟﺸﺎﻣﻰ
ﻣﺪﻳﺮ ﻋﺎم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ﺑﻴﺮوت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Alternates
Salah Hussein El-Hag Hassan
Advisor to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rut

ﺻﻼح ﺣﺴﻴﻦ اﻟﺤﺎج ﺣﺴﻦ
ﻣﺴﺘﺸﺎر وزﻳﺮ اﻟﺰراﻋ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ﺑﻴﺮوت

LIBYAN ARAB JAMAHIRIYA

اﻟﺠﻤﺎهﻴﺮﻳﺔ اﻟﻌﺮﺑﻴﺔ اﻟﻠﻴﺒﻴﺔ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Alsedieg Alshaibi
Manager of Economy and Society Planning
Programme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Finance
Tripoli

اﻟﺼﺪﻳﻖ اﻟﺸﻴﺒﻰ
ﻣﺪﻳﺮ ﺑﺮﻧﺎﻣﺞ اﻹﻗﺘﺼﺎد وﺗﺨﻄﻴﻂ اﻟﻤﺠﺘﻤﻊ
وزارة اﻟﺘﺨﻄﻴﻂ واﻟﻤﺎﻟﻴﺔ
ﻃﺮاﺑﻠﺲ

Alternates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Mostafa Sghayer
Engine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ripoli

ﻣﺼﻄﻔﻰ اﻟﺼﻐﻴﺮ
ﻣﻬﻨﺪس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ﻃﺮاﺑﻠﺲ
ﻣﺎﻟﻄﺎ

MALTA
MAURITANIA

ﻣﻮرﻳﺘﺎﻧﻴﺎ
اﻟﻤﻨﺪوب

Delegate
Ould Dehah Mohamed El-Hanchi
Counselor
Mauritanian Embassy
Khartoum，Sudan

وﻟﺪ دهﺎﻩ ﻣﺤﻤﺪ اﻟ ﺤﻨﺸﻰ
ﻣﺴﺘﺸﺎر
اﻟﺴﻔﺎرة اﻟﻤﻮرﻳﺘﺎﻧﻴﺔ
 اﻟﺴﻮدان- اﻟﺨﺮﻃﻮ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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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OCCO

اﻟﻤﻐﺮب
اﻟﻤﻨﺪوب

Delegate
Mohamed Maealainine
Ambassador of Morocco
Embassy of Morocco in Khartoum
Sudan

ﻣﺤﻤﺪ ﻣﺎء اﻟﻌﻴﻨﻴﻦ
ﺳﻔﻴﺮ اﻟﻤﻤﻠﻜﺔ اﻟﻤﻐﺮﺑﻴﺔ
ﺳﻔﺎرة اﻟﻤﻐﺮب ﺑﺎﻟﺨﺮﻃﻮم
اﻟﺴﻮدان

Alternates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Mostafa Essaouri
Deputy Ambassador of Morocco
Embassy of Morocco in Khartoum
Sudan
Mekki Chouibini
Chief，Plant Protection Dept.
Natural Food Security Office (ONSS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ing Marine
Rabat

ﻣﺼﻄﻔﻰ اﻟﺴﺎورى
ﻧﺎﺋﺐ ﺳﻔﻴﺮ اﻟﻤﻤﻠﻜﺔ اﻟﻤﻐﺮﺑﻴﺔ
ﺳﻔﺎرة اﻟﻤﻐﺮب ﺑﺎﻟﺨﺮﻃﻮم
اﻟﺴﻮدان
اﻟﻤﻜﻰ اﻟﺸﻮﻳﺒﺎﻧﻰ
رﺋﻴﺲ ﻗﺴﻢ وﻗﺎﻳﺔ اﻟﻨﺒﺎﺗﺎت
ﻣﻜﺘﺐ ﺳﻼﻣﺔ اﻟﺼﺤﺔ ﻟﻠﻤﻨﺘﺠﺎت اﻟﻐﺬاﺋﻴﺔ
وزارة اﻟﻔﻼﺣﺔ واﻟﺼﻴﺪ اﻟﺒﺤﺮى
اﻟﺮﺑﺎط

Larbi Khajour
Directorate of Irrigation and Agricultur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ing Marine
Rabat

اﻟﻌﺮﺑﻰ ﺧﺠﻮر
ﺧﺒﻴﺮ ﻓﻰ وزارة اﻟﻔﻼﺣﺔ واﻟﺼﻴﺪ اﻟﺒﺤﺮى
ﻣﺪﻳﺮﻳﺔ اﻟﺮى وإﻋﺪاد اﻟﻤﺠﺎل اﻟﻔﻼﺣﻰ
وزارة اﻟﻔﻼﺣﺔ واﻟﺼﻴﺪ اﻟﺒﺤﺮى
اﻟﺮﺑﺎط

Mostafa Tahri
Strategy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ing Marine
Rabat

ﻣﺼﻄﻔﻰ ﻃﺎهﺮى
ﻣﺪﻳﺮﻳﺔ اﻹﺳﺘﺮاﺗﻴﺠﻴﺔ واﻹﺣﺼﺎء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واﻟﺼﻴﺪ اﻟﺒﺤﺮى
اﻟﺮﺑﺎط
ﺳﻠﻄﻨﺔ ﻋﻤﺎن

OMAN，SULTANATE OF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Ishak Ahmed AlRekeshi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uscat

إﺳﺤﺎق أﺣﻤﺪ اﻟﺮﻗﻴﺸﻰ
وآﻴﻞ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ﻣﺴﻘﻂ

Alternates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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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b Ben Abdalla Al-Hasni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uscat，Oman

ﺣﺒﻴﺐ ﺑﻦ ﻋﺒﺪ اﷲ اﻟﺤﺴﻨﻰ
ﻣﺪﻳﺮ داﺋﺮة 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ﻰ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ﻣﺴﻘﻂ – ﺳﻠﻄﻨﺔ ﻋﻤﺎن

Darwish AlBaloushi
Director-General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Wealth (Batinah
Reg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uscat

دروﻳﺶ اﻟﺒﻠﻮﺷﻰ
ﻣﺪﻳﺮ ﻋﺎم اﻟﺰراﻋﺔ واﻟﺜﺮوة اﻟﺤﻴﻮاﻧﻴﺔ ﺑﻤﻨﻄﻘﺔ اﻟﺒﺎﻃﻨ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ﻣﺴﻘﻂ

Mohammed Suhail Said Al-Shanfari
Assistant General-Director of Livestock
Wealth
(Dofar Reg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uscat
PAKISTAN

ﻣﺤﻤﺪ ﺑﻦ ﺳﻬﻴﻞ ﺑﻦ ﺳﻌﻴﺪ اﻟﺸﻨﻔﺮى
ﻣﺴﺎﻋﺪ ﻣﺪﻳﺮ ﻋﺎم اﻟﺰراﻋﺔ واﻟﺜﺮوة اﻟﺤﻴﻮاﻧﻴﺔ
( ) ﺑﻤﺤﺎﻓﻈﺔ ﻇﻔﺎر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ﻣﺴﻘﻂ
ﺑﺎآﺴﺘﺎن

QATAR

ﻗﻄـ ﺮ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Soltan Ben Saad Al-Moraikhi
Ambassador of Qatar in Rome
Embassy of Qatar
Rome，Italy

ﺳﻠﻄﺎن ﺑﻦ ﺳﻌﺪ اﻟﻤﺮﻳﺨﻰ
ﺳﻔﻴﺮ دوﻟﺔ ﻗﻄﺮ ﻓﻰ روﻣﺎ
 إﻳﻄﺎﻟﻴﺎ،روﻣﺎ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Alternates
Akeel Alkhaldi Hatoor
Expert in UN Agencies
Embassy of Qatar
Rome，Italy

ﻋﻘﻴﻞ اﻟﺨﺎﻟﺪى ﺣﺎﺗﻮر
ﺧﺒﻴﺮ ﻓﻰ ﺷﺌﻮن اﻟﻤﻨﻈﻤﺎت اﻟﺪوﻟﻴﺔ اﻟﻌﺎﻣﻠﺔ ﻓﻰ روﻣﺎ
ﺳﻔﺎرة ﻗﻄﺮ
 إﻳﻄﺎﻟﻴﺎ- روﻣﺎ

Ali Mohamed Al Naam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i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Doha

ﻋﻠﻰ ﻣﺤﻤﺪ اﻟﻨﻌﻤﺔ
اﻟﻘﺎﺋﻢ ﺑﺄﻋﻤﺎل وﺣﺪة 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ﻰ
وزارة اﻟﺒﻴﺌﺔ
اﻟﺪوﺣﺔ
اﻟﻤﻤﻠﻜﺔ اﻟﻌﺮﺑﻴﺔ اﻟﺴﻌﻮدﻳﺔ

SAUDI ARABIA，KINGDO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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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H.E. Fahad Bin Abdulrahman Balghunaim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ﻓﻬﺪ ﺑﻦ ﻋﺒﺪ اﻟﺮﺣﻤﻦ ﺑﻠﻐﻨﻴﻢ/ ﻣﻌﺎﻟﻲ اﻟﺪآﺘﻮر
وزﻳﺮ اﻟﺰراﻋ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ﺮﻳﺎض

Alternates
Gaber Mohamed AlShahry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ﺟﺎﺑﺮ ﻣﺤﻤﺪ اﻟﺸﻬﺮى
وآﻴﻞ وزارة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ﺮﻳﺎض

Fahad Al-Saqan
Director-General of Plant Protec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Naief Ghazi AlShammar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ﻓﻬﺪ ﺁل ﺳﺎﻗﺎن
ﻣﺪﻳﺮ ﻋﺎم إدارة وﻗﺎﻳﺔ اﻟﻨﺒﺎﺗﺎت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ﺮﻳﺎض
ﻧﺎﻳﻒ ﻏﺎزى اﻟﺸﻤﺎرى
إدارة اﻟﻌﻼﻗﺎت اﻟﺨﺎرﺟﻴﺔ و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ﻲ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ﺮﻳﺎض

Mohamed Ben Hamad AlBlowi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Animal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ﻣﺤﻤﺪ ﺑﻦ ﺣﻤﺪ اﻟﺒﻠﻮى
ﻣ ﺪﻳﺮ ﻋﺎم إدارة اﻟﺜﺮوة اﻟﺤﻴﻮاﻧﻴ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ﺮﻳﺎض

Abdel Aziz Ben Abdel Rahman El-Heweesh
Director-General，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ﻋﺒﺪ اﻟﻌﺰﻳﺰ ﺑﻦ ﻋﺒﺪ اﻟﺮﺣﻤﻦ اﻟﻬﻮﻳﺶ
ﻣﺪﻳﺮ ﻋﺎم إدارة اﻟﻌﻼﻗﺎت اﻟﺨﺎرﺟﻴﺔ و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ﻰ
وز 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ﺮﻳﺎض

Ahmed Ben Saleh Ben Eyada Al-Khamshi
Director General of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أﺣﻤﺪ ﺑﻦ ﺻﺎﻟﺢ ﺑﻦ ﻋﻴﺎدة اﻟﺨﻤﺸﻰ
ﻣﺪﻳﺮ ﻋﺎم إدارة ﺑﻴﺌﺔ اﻷﺣﻴﺎء اﻟﺒﻴﺌﻴ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ﺮﻳﺎض

Waleed Ben Abdel Karim Al-Khareegy
Director-General
Riyadh

وﻟﻴﺪ ﺑﻦ ﻋﺒﺪ اﻟﻜﺮﻳﻢ اﻟﺨﺮﻳﺠﻰ
ﻣﺪﻳﺮ ﻋﺎم اﻟﻤﺆﺳﺴﺔ اﻟﻌﺎﻣﺔ ﻟﺼﻮاﻣﻊ اﻟﻐﻼل وﻣﻄﺎﺣﻦ
اﻟﺪﻗﻴﻖ
اﻟﺮﻳﺎض

Mashal Ben Abdallah AlShathry

ﻣﺸﻌﻞ ﺑﻦ ﻋﺒﺪ اﷲ اﻟﺸﺜﺮ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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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SUDAN

ﺳﻜﺮﺗﻴﺮ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ﺮﻳﺎض
اﻟﺴﻮدان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H.E. Abdul-Halim Ismail Al-Mutaa'fi
Federal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Fed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Khartoum
H.E. Faisal Hassan Ibrahim
Federal Minister for Animal Resources and
Fisheries
Federal Ministry of Animal Resources and
Fisheries
Khartoum

 ﻋﺒﺪ اﻟﺤﻠﻴﻢ إﺳﻤﺎﻋﻴﻞ اﻟﻤﺘﻌﺎﻓﻰ/ ﻣﻌﺎﻟﻲ اﻟﺴﻴﺪ
وزﻳﺮ اﻟﺰراﻋ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ﺨﺮﻃﻮم
 ﻓﻴﺼﻞ ﺣﺴﻦ إﺑﺮاهﻴﻢ/ ﻣﻌﺎﻟﻰ اﻟﺴﻴﺪ
وزﻳﺮ اﻟﻤﺼﺎدر اﻟﺤﻴﻮاﻧﻴﺔ واﻟﺴﻤﻜﻴﺔ
وزارة اﻟﻤﺼﺎدر اﻟﺤﻴﻮاﻧﻴﺔ واﻟﺴﻤﻜﻴﺔ
اﻟﺨﺮﻃﻮم

H.E. Kamal Ali Mohamed Ahmed
Federal Minister for Irrig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Federal Ministr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Alternates

 آﻤﺎل ﻋﻠﻰ ﻣﺤﻤﺪ أﺣﻤﺪ/ ﻣﻌﺎﻟﻰ اﻟﺴﻴﺪ
وزﻳﺮ اﻟﺮى وﻣﺼﺎدر اﻟﻤﻴﺎﻩ
وزارة اﻟﺮى وﻣﺼﺎدر اﻟﻤﻴﺎﻩ
اﻟﺨﺮﻃﻮم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Abdellatif Ahmed Ijaimi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Khartoum

ﻋﺒﺪ اﻟﻠﻄﻴﻒ أﺣﻤﺪ ﻋﺠﻴﻤﻰ
وآﻴﻞ وزارة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ﺨﺮﻃﻮم

Mohamed Abdelrazig Abdelaziz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Animal Resources and Fisheries
Khartoum

ﻣﺤﻤﺪ ﻋﺒﺪ اﻟﺮازق ﻋﺒﺪ اﻟﻌﺰﻳﺰ
وآﻴﻞ وزارة
وزارة اﻟﻤﺼﺎدر اﻟﺤﻴﻮاﻧﻴﺔ واﻟﺴﻤﻜﻴﺔ
اﻟﺨﺮﻃﻮم

Adam Abaker Bashir
Undersecretary
Ministr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Khartoum

ﺁدم أﺑﺎآﺮ ﺑﺸﻴﺮ
وآﻴﻞ وزارة
وزارة اﻟﺮى وﻣﺼﺎدر اﻟﻤﻴﺎﻩ
اﻟﺨﺮﻃﻮم

Mohamed El-Faky El-N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ﻣﺤﻤﺪ اﻟﻔﻘﻰ اﻟﻨﻮر
اﻟﻤﻤﺜﻞ اﻟﺪاﺋﻢ ﻟﻤﻨﻈﻤ ﺔ اﻷﻏﺬﻳﺔ واﻟﺰراﻋﺔ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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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rtoum

اﻟﺨﺮﻃﻮم

Abdel Meguid Badr El-Deen
Director-General for Public Fisheries
Administration
Animal and Fisheries Wealth
Khartoum

ﻋﺒﺪ اﻟﻤﺠﻴﺪ ﺑﺪر اﻟﺪﻳﻦ
ﻣﺪﻳﺮ ﻋﺎم اﻹدارة اﻟﻌﺎﻣﺔ ﻟﻸﺳﻤﺎك
اﻟﺜﺮوة اﻟﺤﻴﻮاﻧﻴﺔ واﻟﺴﻤﻜﻴﺔ
اﻟﺨﺮﻃﻮم

أﺣﻤﺪ ﺳﺮ اﻟﺨﺎﺗﻢ
ﻣﺪﻳﺮ ﻣﺮآﺰ اﻷراﺿﻰ واﻟﻤﻴﺎﻩ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ﺨﺮﻃﻮم

Ahmed Sir ElKhatem
Director
Land and Water Research Centre (ARC)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Khartoum
Ibrahim Hassan Ahmed
Director-General
Animal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Animal Wealth and Fisheries
Khartoum
SYRIA

إﺑﺮاهﻴﻢ ﺣﺴﻦ أﺣﻤﺪ
ﻣﺪﻳﺮ ﻋﺎم ﺻﺤﺔ اﻟﺤﻴﻮان وﻣﻜﺎﻓﺤﺔ اﻷوﺑﺌﺔ
وزارة اﻟﺜﺮوة اﻟﺤﻴﻮاﻧﻴﺔ واﻟﺴﻤﻜﻴﺔ
اﻟﺨﺮﻃﻮم
ﺳﻮرﻳﺔ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Ali Mahmoud
Syrian Chargé Affairs
Syrian Embassy in Sudan
Khartoum，Sudan

ﻋﻠﻰ ﻣﺤﻤﻮد
ﻗﺎﺋﻢ ﺑﺄﻋﻤﺎل اﻟﺴﻔﺎرة اﻟﺴﻮرﻳﺔ
ﺳﻔﺎرة ﺳﻮرﻳﺎ ﺑﺎﻟﺴﻮدان
 اﻟﺴﻮدان- اﻟﺨﺮﻃﻮم

TAJIKISTAN

ﻃﺎﺟﻴﻜﺴﺘﺎن

TUNISIA

ﺗﻮﻧـﺲ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Mohamed Amin Sayeb
First Secretary
Tunisian Embassy
Khartoum，Sudan

ﻣﺤﻤﺪ أﻣﻴﻦ اﻟﺴﺎﻳﺐ
ﺳﻜﺮﺗﻴﺮ أول
اﻟﺴﻔﺎرة اﻟﺘﻮﻧﺴﻴﺔ
 اﻟﺴﻮدان- اﻟﺨﺮﻃﻮ م

TURKEY

ﺗﺮآﻴ ﺎ

TURKMENISTAN

ﺗﺮآﻤﻨﺴﺘﺎ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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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ARAB EMIRATES

اﻹﻣﺎرات اﻟﻌﺮﺑﻴﺔ اﻟﻤﺘﺤﺪة
اﻟﻤﻨﺪوب

Delegate
Hassan Ahmed Al-Shehy
Ambassador
Embassy of UAE in Sudan
Khartoum，Sudan

ﺣﺴﻦ أﺣﻤﺪ اﻟﺸﺤﻰ
ﺳﻔﻴﺮ
ﺳﻔﺎرة دوﻟﺔ اﻹﻣﺎرات اﻟ ﻌﺮﺑﻴﺔ اﻟﻤﺘﺤﺪة
 اﻟﺴﻮدان- اﻟﺨﺮﻃﻮم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Alternates
Mansour Ibrahim Mansour
Direct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ep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Water
Dubai

ﻣﻨﺼﻮر إﺑﺮاهﻴﻢ ﻣﻨﺼﻮر
ﻣﺪﻳﺮ إدارة اﻟﺘﻨﻤﻴﺔ اﻟﺰراﻋﻴﺔ
وزارة اﻟﺒﻴﺌﺔ واﻟﻤﻴﺎﻩ
دﺑﻰ

UZBEKISTAN

أوز ﺑﻜﺴﺘﺎن
اﻟﺠﻤﻬﻮرﻳﺔ اﻟﻴﻤﻨﻴﺔ

YEMEN，REPUBLIC OF
Delegate

اﻟﻤﻨﺪوب

H.E. Mansour Ahmed Al-Hawshabi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and Irrig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Irrigation
Sana’a

 ﻣﻨﺼﻮر أﺣﻤﺪ اﻟﺤﻮﺷﺒﻰ/ ﻣﻌﺎﻟﻲ اﻟﺪآﺘﻮر
وزﻳﺮ اﻟﺰراﻋﺔ واﻟﺮي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 ﺔ واﻟﺮي
ﺻﻨﻌﺎء

Alternates

اﻟﻤﻨﺎوﺑﻮن

Fadl Razeh
Director-General，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lations，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Irrigation
Sa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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ﻓﻀﻞ رازح
ﻣﺪﻳﺮ ﻋﺎم اﻟﻌﻼﻗﺎت و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ﻰ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واﻟﺮى
ﺻﻨﻌﺎء

ﻣﺮاﻗﺒﻮن ﻣﻦ دول أﻋﻀﺎء ﻣﻦ ﺧﺎرج اﻹﻗﻠﻴﻢ
OBSERVERS FROM MEMBER NATIONS NOT IN THE REGION
本区域成员国观察员
PALESTINE

ﻓﻠﺴﻄﻴﻦ
ﻋﺼﺎم ﻧﻮﻓﻞ
ﻣﺪﻳﺮ ﻗﺴﻢ اﻟﻤﻴﺎﻩ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ﺴﻠﻄﺔ اﻟﻮﻃﻨﻴﺔ اﻟﻔﻠﺴﻄﻴﻨﻴﺔ

Issam Nofal
Director of Water Depart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
Amjad S. Al-Mughayyar
Deputy Director
Plant Protection Inspection Servic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

أﻣﺠﺪ ﺻﻼح اﻟﻤﻐﻴﺮ
ﻧﺎﺋﺐ ﻣﺪﻳﺮ ﻋﺎم وﻗﺎﻳﺔ اﻟﻨﺒﺎت واﻟﺤﺠﺮ اﻟﺰراﻋﻰ
وزارة اﻟﺰراﻋﺔ
اﻟﺴﻠﻄﺔ اﻟﻔﻠﺴﻄﻴﻨﻴﺔ

FRANCE
Jean-Jacques Soula
Agricultural Advis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France to FAO
Rome，Italy
ﻣﻤﺜﻠﻮ اﻷﻣﻢ اﻟﻤﺘﺤﺪة واﻟﻮآﺎﻻت اﻟﻤﺘﺨﺼﺼﺔ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PECIALIZED AGENCIE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Qu Liang
Director，Joint FAO/IAEA Division of
Nuclear Technique in Food and Agriculture
Vienna，Austria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Mohamed Abdelgadir
IFAD Country Representative in Sudan
Khartoum，Sud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
(ESCWA)
Fidele Byiringino
Economic Affairs Officer
Beirut，Lebanon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Zalatan Milisic
Deputy Regional Director
Cairo，Egypt
Hazem AlMahdy
Head of VAM
Khartoum，Sudan
Rossella Fanelli
External Relations Officer
Rome，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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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ﺮاﻗﺒﻮن ﻋﻦ ﻣﻨﻈﻤﺎ ت ﺣﻜﻮﻣﻴﺔ دوﻟﻴﺔ
OBSERVERS FROM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
政府间组织观察员
ARAB AUTHORITY FOR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AAID)
Sanaa Gadalla
Head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hartoum，Sudan

ARAB ORGANIZATIO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OAD)
Ahmed Abdel Wali AlSamawi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Khartoum，Sudan
Salah Abdelgagir
Director of Food Security Department
Khartoum，Sudan
Mahmoud Hadad
Technical Advisor
Khartoum，Sudan
Khalil Abo Afifa
Director of Natural Resources
Khartoum，Sudan

THE SAUDI FUND FOR DEVELOPMENT
(SFD)
Saud A. Al-Abdulhadi
Senior Specialist
Riyadh，Saudi Arabia
Mohamed Ibrahim El-Shaybibi
Economic Research
Riyadh，Saudi Arabia
ﻣﺮاﻗﺒﻮن ﻋﻦ ﻣﻨﻈﻤﺎت دوﻟﻴﺔ ﻏﻴﺮ ﺣﻜﻮﻣﻴﺔ
OBSERVERS FROM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DRY AREAS (ICARDA)
Fawzi Karajeh
Regional Director
Cairo，Egypt
Hassan Elawad
Director
Khartoum，Sudan

ARAB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ARID ZONES AND DRY LANDS
(ACSAD)
Fathy ElSedeek Biram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Damascus，Syria
Hussein Meer Asaad
Expert
Damascus，Sy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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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B BANK FOR ECONOMIC
DEVELOPMENMT IN AFRICA (BADEA)
Abdulmagid Burawi
Expert，Operations Department
Khartoum，Sudan

COMMUNITY OF SAHELSAHARAN STATES (SEN-SAD)
Noury Ibrahim Badr El-Deen
Advisor
Tripoli，Libya

ﻣﻮﻇﻔﻮ اﻟﻤﻨﻈﻤﺔ
FAO STAFF
Jacques Diouf
Director-General，FAO
أﻣﺎﻧﺔ اﻟﻤﺆﺗﻤﺮ
CONFERENCE SECRETARIAT
Saad AlOtaibi
ADG/Regional Representative，RNE
Conference Secretary
Nasredin Elamin，RNE
Reports Officer
Mohamed Saket，R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icer Mohamed AbouHaggar，RNE
Information Officer
Nagwa Farag，RNE (M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ficer Magdi Latif，RNE
Documents Officer
Myriam Aziz，RNE (Ms.)
Registration Officer
Heba Fahmy，RNE (Ms.)
Officers:
Daud Khan
Principal Officer，OSD
Boyd Haight
Director，OSP
David Hallam
Director，EST
Robert Moore
Director，OEDD
Thomas Price
Chief，Partnerships with Civil Society and Private
Sector，OCE
Carlos Tarazona
Evaluation Officer，OEDD
Chiara Cirulli
Food Security Officer，ESA (Ms)
Pascal Liu
Trade Economist，EST
Younes Bouarafa
FAO Consultant，OED
Mohamed Bazza
Senior Irrig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Officer ，
RNE
Mohamed Saket
Senior Forestry Officer，RNE
Piero Mannini
Senior Fisheries Officer，RNE
Mohamed Barre
Regional Statistician，RNE
Munir Butrous
Secretary of the Commission for Controlling the
Desert
Locust in the Central Region，RNE
Ghassan Hamdallah
FAO Consultant，RNE
Taher El Azzabi
FAO Consultant，RNE
Aysen Tanyeri-Abur
FAO Consultant，RNE
Shinya Abe
Associated Professional Officer (AP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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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文件清单
讨论事项
NERC/10/1

暂定注释议程

NERC/10/2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事
项，特别包括下放办事处网络在内的《近期行动计划》落实情况

NERC/10/3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的改革

NERC/10/4

粮农组织在近东地区（2008-2009）活动及根据第二十九届粮农组
织近东会议主要建议所实施的行动报告

NERC/10/5

《2010-11年工作计划和预算》实施情况及下两年度近东区域的优
先行动领域

NERC/10/6

设立单一全球共享服务中心

NERC/10/7

粮农组织近东区域优先框架

NERC/10/8

飙升粮食价格和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近东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影响

NERC/10/9

近东跨界植物病虫害，着重于小麦黑杆锈病（Ug99）

文件资料
NERC/10/INF/1

情况说明

NERC/10/INF/2

暂定时间表

NERC/10/INF/3

暂定文件清单

NERC/10/INF/4

粮农组织总干事的发言

NERC/10/INF/5

农业用海水淡化技术

NERC/10/INF/6

为生态系统和民生服务所做的牧场评估

NERC/10/INF/7

近东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知识、信息和交流：最新的经验和教训

NERC/10/INF/8

近东跨界动物疾病情况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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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C/10/INF/9

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农业、林业和渔业的新举措和更新

NERC/10/INF/10 近东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会议的提案概要
NERC/10/INF/11 粮农组织角色评估和水利相关工作
NERC/10/INF/12 提交独立外部评价大会委员会的报告：在拉美区域会议、非洲区域
会议、欧洲区域会议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上有关权力下放和共
享服务中心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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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粮农组织总干事的发言
总统先生，
粮农理事会独立主席先生，
尊敬的部长们，
尊贵的与会代表们，
诸位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引 言
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与各位参加在苏丹共和国的历史名城喀土穆举行的
粮农组织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请允许我首先代表粮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和所
有与会者向共和国的总统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阁下和他的政府及苏丹人
民的好客和热情欢迎表达我们深切的谢意。
I

区域会议于 1967 年在喀土穆首次召开，43 年后再次在这里召

开。作为非洲最大的国家，这些年苏丹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进步，同时还积极参加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包括非洲联盟、阿拉伯
国家联盟、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政府间发展机构和其它组织。

世界和区域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主席先生，
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1996 年，第一届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在罗马召开，会议宣誓要在 2015
年减少一半的饥饿并实现人人粮食持久安全。之后的全球协议中又重申这样高级
别的承诺，特别是在 2000 年的千年首脑会议上和五年后的 2002 年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上得到重申。为了回顾我们的工作成果，在粮农组织倡议下，2009 年 11 月
在罗马举行了另一次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决定要完全根除全世
界的饥饿问题。
根据粮农组织去年 10 月发表的《2010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全球
目前有 9.25 亿人口饱受饥饿和营养不良之苦，虽然这个数字相对于 2009 年的水
平显示了令人满意的 10%的降幅，但是这个降幅大多是由于 2010 年经济增长，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预期好转及 2008 年中国际粮格走低所致。
此外，如今有 100 个国家要求紧急救援来重建农业生产力，其中有 30 个国
家处于粮食危机当中。因此粮农组织紧急救援项目在这些国家的规模达到 11 亿美
元，有 2000 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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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区域成员国有更多的人饱受饥饿和营养不良之苦。这种状况反映出世
界的状况，2010 年区域内挨饿和食物不足人数估计是 3700 万，这意味着比 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时增长了 1700 万人，但是这比 2009 年减少了 500 万人。
近东国家之间在食物不足人的程度和范围以及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区域中的冲突地区，尤其是阿富汗、加沙地带和西岸、伊
拉克、索马里、 苏丹和也门令人严重关切。

近东区域的农业生产
2008/09 年度区域谷物生产总量达到 1.6 亿吨，比 2006/07 年度减少 5%，
由此引起的结果是同期粮食进口增加了 11.5%，从 6100 万吨增加到 6800 万吨。
2008/09 年度该区域若干国家遭受严重干旱和始料未及的热浪袭击，这是导致谷物
生 产 下 降 的 主 要 因 素 。 畜 牧 业 却 有 较 大 的 改 善 ， 肉 类 生 产 在 2006/07 年 度 和
2008/09 年度之间增长了 5%。
由于本区域有丰富的海洋和淡水生物物种，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正担当日
益重要的角色，但其增长速度仍然不高，2008 年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总量为
500 万吨，其中水产养殖占 24%。
虽然本区域与世界其它地方相比被视为低森林覆盖区，但是林业对本区域
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了 70 亿美元，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导致森
林和牧场减少和加速区域内沙漠化的主因。

未来的主要挑战和优先事项
全球的农业生产需要增加 70%，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加倍，以养活 2050 年将
达到 91 亿的全球人口，预期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首
先在城市地区。此外，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日趋严重，正成为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
重大问题。此外，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我们要挺身接受消除世界饥饿的挑战，就要有强烈的政治愿望和充足的资
金，决策后紧接着要有与既定的目标相称的行动。
农业生产和生产力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提升，尤其在低收入粮食短缺的
国家里，通过促进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资 – 包括水利规划、农村道路、仓储设
施、冷链物流、屠宰场、通讯网络等，而且还要通过利用生产要素，加强它们的
生产体系的弹性。
给予农业的官方发展援助应达到每年 440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本身必须为
该部门投入其预算的更大一部分，低收入缺粮国用于农业的公共支出比例必须至
少达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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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区域的特色是它由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极不相同的国家拼合而成的区
域，区域中 30 个国家覆盖的地域广阔，土地和水利资源极其多样。此外，区域中
的几个国家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储量，该区域居住着 10%的世界人口，占
世界农业劳动力的 6%，2008 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 5%。
区内实现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三大挑战是：1）快速增长的人口；2）水和土
地资源有限；及 3）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与全球平均每人每年 8，900 立方米相
比，区内人均每年拥有的可更新水资源目前约为 1，050 立方米，而且这个数字预
计到 2050 年还会减少一半。
虽然农业产量在一些国家有提高，区域总体生产率落后于其它区域，区域
平均谷物产量目前大约为世界平均产量的一半，这个差距还在加大。估计谷物的
短缺在 2000 年和 2030 年之间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不断加剧的粮食短缺情况使
大多数近东国家更依赖进口，因此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更容易受到冲击。
促进对农业的投资以提高生产率是非常关键的，与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
这段时期不同，区域的农业方面的公共支出近几年一直非常低，尤其就农业对生
产总值的贡献而言。虽然农业产值约占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 12%，但是农业支出
占国家公共支出却不到 5%。最近几年，本区域内农业投资有所增加，而且是在全
球金融危机和外国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逐渐增加的。
相较于 20 世纪后半叶，区域内目前的经济合作和投资条件似乎比较令人鼓
舞，区域内合作通过增加贸易和投资而加强，继续令人对近东产生极大兴趣。

区域会议议程
主席先生
诸位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在这第三十届区域会议期间，各位会了解到粮农组织在区域内的各项行
动，还会有机会讨论重振粮食组织的《近期行动计划》的实施，建立下放办事处
的网络和改革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等问题。这次会议还将提供机会审议和讨论
《区域优先框架》的草案，这是过去两年粮农组织和你们各国之间进行比较广泛
的磋商之后的产物。此文件确定了达到本区域战略框架下的目的和战略目标而设
定的区域优先行动领域。

粮农组织的改革
粮农组织目前正在经历联合国系统内最为深刻的改革进程，这个改革正在
革新本组织的工作程序及其执行任务和为成员国提供服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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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粮农组织大会于 2008 年 11 月通过《近期行动计划》后，实施《近期行动计
划》一直是成员国也是秘书处的主要目标。《近期行动计划》的主要行动主要涉
及以下重要内容：采用规划框架和一种新的基于结果的管理方式；权力下放和加
大权力下放力度；组织精简；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及更有效的管治系统。
自去年 1 月起，区域办事处已经负起本区域技术活动计划和预算的监督责
任，并正逐步接手国家办事处的技术工作，此外，区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已经接
受培训，以便接手负责《技术合作计划》下进行的活动。
为了使本组织的行政构架与基于结果的管理的目标对齐，粮农组织总部于
2009 年着手重组，并计划于 2012 年完成。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废除 40 个司处长
级别的职位以精简组织结构和层次。
理事会独立主席将对正在进行的活动的性质，尤其是成员国代表们承担的
活动的性质，做更详细的说明。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的改革
去年 11 月，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核准了另一个重大改革，即世界
粮食安全委员会的改革，目的是为了使粮安委通过利用现有结构和项目，通过建
立有效的伙伴关系提高治理世界粮食安全的能力，从而使粮安委成为一个真正与
饥饿做斗争的国际和政府间机构。
粮安委在它的革新框架下于 2010 年 10 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的特色
是一种新的开放精神并注重于实际的结果。委员会现在包括有一个高级别专家
组，使成员们能够根据客观和公正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做出适当的决定。
在国家层面并在各政府的主持之下，以粮食安全方面的专题组和国家联盟
为基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这应该有助于有关的国家主管部门确保预
算资源、官方发展援助及国内直接投资和外国私人投资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因
此，新的粮安委和它的高级别专家组与相关国家机制一起将成为农业和粮食安全
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

结 论
主席先生
尊敬的部长们，
诸位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目前距 2015 年只有 5 年的时间，世界各国领导人已宣誓要到那时将饥饿和
赤贫减半，但是，如果过去的趋势继续不变，这个目标可能达不到。然而我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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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们团结一致就可以将饥饿从我们的星球消除，为了将这个目标变成现实，
我们必须将言词落实到行动，而且要快速落实。
过去 15 年中，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已成功地将其国内挨饿人
数大幅减少，这意味着我们知道要做什么来击退饥饿。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有
必要进行政策和机构改革，加强目前的机构能力，将投资转向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
在当今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世界里，如果我们要解决影响跨界粮食安全的
问题、加强区内贸易和投资，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需政策达成共识，促进区域
合作就成为关键。我对活跃在本区域的海湾理事会、伊斯兰发展银行、社会和经
济发展基金、阿拉伯国家联盟、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提
出的许多提议感到鼓舞，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目的和目标，粮农组织希望继续加
强它与各区域和分区域的组织本已卓越的合作关系。我真诚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沿
着同样的思路共同努力，我们在一起就能战胜全世界的饥饿，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
的战争。
感谢你们，祝愿你们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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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苏丹农业部长的发言
粮农组织总干事先生，
尊敬的部长、代表团成员，
各位贵宾，
愿真主保佑大家，
值此我们有幸主办的粮农组织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开会之际能向会议致
词，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我谨借此机会代表苏丹共和国政府欢迎各位，并通
过各位向本区域的人民致以问候，祝你们在苏丹舒适随意，并力请各位尽情享受
各位出席会议带来的欢乐气氛。
尊敬的与会嘉宾，
苏丹国一直致力于向农业部门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我们的农业部门是其它
部门的支柱，也是为超过 70%的人口提供原材料和生计的来源。我们国家还一直
致力于实行经济改革计划和一个政府的农业振兴计划，这些计划有相当的规模涉
及通过在农村地区实施基础设施方案来战胜饥饿和实现全社会粮食安全。政府还
核准了建立在与工业部门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的一揽子政策，目的在于根
据制定的经济计划，提高战略粮食作物自给自足的比例，使苏丹具有优势的农产
品多样化，促进出口生产。我们国家还通过战略合作，优先重建正在进行的农业
项目，通过集中力量发展高价值产品，启动中央和各州政府的监控、评估和能力
建设机制，提高技术和管理工作的效益，专注见效快和产量高的的大规模项目。
尊敬的嘉宾，
通过采用这个农业振兴计划和一揽子政策，我们国家旨在支持农业从一个产
量、生产率和质量都低、刚能维持生计部门转变成一个有活力的部门，通过可以
以数量和质量在本地和国际市场竞争的产品，使本部门相关的领域及国民经济都
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得经济、财政和社会的效益，由此支援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增
加出口外汇收入。
在短期内，我们希望向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展示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将普遍
传统的小农经济形式转变成现代化的生产形式。我们借此机会促请这个会议和本
区域的国家获益于这样一个方向，即为了本区域的人口和邻近国家的繁荣和利
益，为了他们有安全、充实和干净的粮食的安全供应，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
施大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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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嘉宾，
在这个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对苏丹是极其重要的，作为 2009 年 11 月世界粮食
安全首脑会议的战略目标之一，粮委会已经通过改革决议，各国和各国政府的领
导们也已经承诺要实施这个改革，我们苏丹支持这一改革的努力，改革的目标就
是将粮委会推到国际组织的前沿，帮助提高所有国家的全国性组织的能力，并参
与各国的粮食和营养安全计划的实施。
尊敬的嘉宾，
如你所知，各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面临着几个挑战，我们苏丹一直在关
注各国的各自努力，但是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将这些努力集合起来。我们很高兴粮
农组织最近努力促进不同区域的国家间磋商，以制定一个应对这些挑战的路线
图。我们也珍视大会提出确定今后一段时间支持粮农组织活动的优先领域的倡
议，因为相较于强加给各国的项目而无法获得人们的热情或欲望来参与，由各国
自己产生出来的方案和计划则更好地反映了粮农组织的抱负并能在实施阶段得到
这些国家的全力支持。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方法可以使不同区域的各国利用这些计
划和策略，从他们的竞争和相对优势上获益，并可以从同一个区域的各国或可能
从不同区域的相似国家中找到共同的优先领域，通过这一方式取得可持续的粮食
安全和农业发展。
这次在苏丹我们期待你们的辩论结果，作为有效的机制，用以开采本区域可
用的资源、制定携手合作及外国投资刺激计划。
尊敬的嘉宾，
最后我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会议，感谢粮农组织宝贵的信任，选择我们主办此
次会议。我们向你们保证苏丹对会议审议工作结果的支持。
愿真主保佑各位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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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粮农组织理事会独立主席的发言
大会主席先生，
尊贵的部长们及代表团领导们，
粮农组织总干事先生，区域办事处主任先生，
尊敬的代表们和观察员们，
女士们和先生们，

引 言
我代表粮农组织理事会对苏丹共和国政府主办此次区域会议和周到地安排会
议需要的一切设施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还要感谢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主任和他
的团队，及喀土穆市和所有苏丹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慷慨。
我确实很荣幸也很高兴参加这次区域会议，我们这次在喀土穆的会议是
2010 年五个区域大会中的第五个。上半年，我参加了在埃里温举行的欧洲区域会
议、在卢旺达举行的非洲区域会议和在巴拿马举行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会
议。9 月，我在庆州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会议现在
由于成员国在执行改革计划方面给予了新的角色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0 年这一轮区域会议代表了本组织机构史上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这是
改革计划《近期行动计划》实施的第一个两年度。由正常预算资助的这个计划的
实施是我们集体的责任，需要成员国、罗马的秘书处和各下放办事处坚持不懈的
努力。
理事会第一四 O 届会议刚刚结束，我愿借此机会：
1. 向各位介绍我担任理事会独立主席的任务的进展情况，汇报你们委托我的任务
的执行情况；
2. 评估我以改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执行改革计划的情况；
3. 审议这些不同的机构的未来远景。

首先，我的任务完成情况
各位去年 11 月选我上任，我对我的工作总结了五条与各位分享：
1- 合议：我为成员有限的各委员会主席们和改革委员会的副主席们建立了一个非
正式的协调程序，看来应该在执行今后的任务时使用协商一致和有全面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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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这个小组定期开会便于沟通和寻找一个共识，以便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任
务。这种磋商方式已经推广到粮安会的主席和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各位主席中间。
2 – 辅助性：领导机构更好地协调以避免重叠和重复十分关键。当我们从一个级别
上到另一个级别时，每上一级价值必须有所增加。我会核实处理过的事不会在下
一级再处理一遍。在这方面，闭会期间的工作至关重要，体现了改革精神。从这
个意义上讲，积极的举措已经采取，而且方向正确，因为这些举措为深入筹备正
式会议创造了条件。
3 – 主人翁感：区域集团内部的对话以及与区域集团的对话必须在定期会议的基础
上进行，以便每个集团都能表达关切和提出建议。因此我定期邀请区域集团主席
参加工作会议，特别是有关实地访问和理事会改革问题的会议。我有意扩展这种
协作以提高凝聚力和实效率，我借此机会感谢近东集团的主席伊拉克的积极配合。
4 –独立性：你们都应该知道保持独立性这个准则对于成员国、秘书处和总干事办
公室的重要性，调整工作也正在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着。我保证将视遵守独立性
为我任务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我每天都力图维护独立性，尤其是重要期限，其
中包括 2011 年的总干事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
5 – 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对达成我们的任务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与其他联
合国机构、各国政府、民间社会、非政府机构及私营公司发展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

第二，改革进程的情况如何？
改革正在进行中，现在是集体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加强这仍然脆弱的进
程的势头，我们必须携手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惰性，尽量利用好本组织得到举世
公认的优质的人力资源。内部沟通是关键，因为正是这些工作人员每天在执行改
革。同样外部沟通也重要，每个国家必须做出其贡献。
这就是我们将如何在罗马和你们的区域期望取得具体的结果。成员有限的委
员会的新的工作和规划方法在上周导致理事会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你们知道理事
会的权限已经在计划、制定优先领域、控制、监督和监控管理层决定的执行情况
方面得到了加强，本理事会直接受益于在其之前各区域会议做出的结论。
我还希望与你们盘点一下我们路线图上五个主要进程：
(1) 关于领导机构效率开放性工作组：这个工作组 4 月 9 日正式成立并已经召开两
次会议，目的在于提高理事会及其委员会的绩效。有关理事会的代表性的敏感问
题和这个领导机构更多的行政角色，我在 10 月提出了在与区域实体的对话基础上
的一个详尽草案。在 2011 年进一步审议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审议这个文件，相关
安排也正在审议中，目标是在 6 月下旬的下一届会议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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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预算外资金整合的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会议是改革计划的一部
分，定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召开，会议讨论情况将在准备 2012-2103 两年度的预算
时考虑进去，这是一种新的制定预算的工具，重要的是让每个成员国参与这个准
备过程和积极参加会议。
(3) 总干事选举的准备工作：理事会和大会与候选人面谈的安排事宜已经由章程及
法律事务委员会审核，秘书处根据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的规定和实际做法的比较
分析制作和提交的建议书由理事会在 5 月批准，此外，在粮农组织的网站已登出征
求总干事候选人提名的公告。
(4) 各区域会议的地位：这些会议已经取得完全合格的领导机构的地位，这是加强
区域治理方面的一个突破，现在各区域会议直接与大会和理事会联系，还必须向
两者报告：
-

向联合国大会报告的是涉及政策和立法方面的问题；

-

向理事会报告的是涉及计划和预算方面的问题。

(5) 制定理事会多年度计划，跨两个两年度，确定要解决的问题和跟踪辩论的进展
情况。
在预算方面，计划委员会要求我提请各位注意区域会议在规定区域的优先领
域，尤其对《粮农组织在水利方面的作用和工作评价》的作用。在这方面，我确
认我愿与本区域会议的主席、主席团和秘书处全力配合，以便这个领导组织改革
进程中的关键要素可以很快实现。
此外，由于粮安委向理事会报告计划和预算事务，我希望评论一下这个委员
会的主席团所做的工作，我认为其工作极其有成效，已经显现出来的显著进展只
会使粮安委和理事会的关系获益。

短期前景如何？
大会新的时间安排（目前定在 6 月）的生效意味着本两年期被缩短了将近 6
个月，因此我们的时间紧迫，必须尽可能利用好现有的时间。
从这点来看，在非正式小组进行工作成为一个好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必须透
明公开，并与领导机构的正式会议匹配，不得抢在正式会议的决定之前。这类小
组可以为重要的期限作及早而考虑周全的准备，这些小组应该与改革委员会、理
事会和其他团队的工作保持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联系和协调关系。
下几次改革委员的会议将论下放办事处和工作人员轮换政策，这些问题就权
力下放而言是重要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应该从同时进行的区域会议的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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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到启发，我将在决策过程中，尤其是在理事会审议期间为审议各区域会议的
意见和建议创造方便。
各委员会已经审议了与权力下放直接相关的问题，例如技术合作计划实施的
进展情况。计划委员会已经明确建议我在秘书处的支持下采取行动，以便各区域
会议能制定提交理事会的有关对各区域属于高度优先的问题的确切建议，我将落
实这一建议，尤其在制定下一个《工作计划和预算》时予以落实。
各位也知道我被委任的任务要求我与处理粮农组织任务范围内问题的各机构
不断接触，以便理事会能够不断了解相应动态，我将确保及时向理事会通报其它
机构进行的与粮农组织相关的讨论情况，争取与其它领导机构进行对话，尤其是
那些总部在罗马处理粮食和农业事务的机构。另外，我将继续与工作人员代表保
持联系，加紧与民间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当然还有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会的代表们的会晤。
最后，我已经计划了几个实地考察，与粮农组织工作的受益人见面来评估改
革的效果。

结 论
最后，我要确认我随时都能接受你们委托执行的使命，无论在罗马还是在实
地。我希望听取你们关切的问题，我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将它们转达给所有的成员国。
我的祖国法国已经重申对我的信任，要我再次竞选理事会独立主席的职位，
如果你们对我有信心，我会很乐意也很荣幸地积极地继续完成你们赋予我的使命。
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在改革的实施上面，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再重新处理已
经解决的问题。前面的道路漫长，布满障碍，改革过程仍然十分脆弱。我们必须
坚定地站在一起，使粮农组织各级机构效率更高、反应更快，加强对成员国的问
责，争取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即更好地与饥饿做斗争。
我高兴地注意到近东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和超越其国家的多样性特点之上制
定了一个区域优先工作框架，重点放在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确保今后几
代人，尤其是农村地区不再受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和贫穷之苦为压倒一切的目
标，改善区域的粮食安全。为此，成员国被要求可持续地提高粮食供应，为农
业、渔业和牧业建立法制和立法框架，保护和增进各自的自然资源，鼓励发展知
识和加强机构能力。在对变化采取灵活和开放的态度的同时，《区域框架》合乎
逻辑地反映了本区域成员国确定的五个优先领域，即：1）改进粮食和营养安全状
况；2）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以改善生计；3）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4）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制定适应策略；及 5）准备和应对农业和粮食紧急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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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重申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争取提高粮农组织上下级的高效率和
效益，秘书处和管理层已经采取有为的行动，争取实现风气的改变，各区域，包
括你们区域现在的结构能更好地应对这种变革。
各领导机构、理事会、各委员会，当然还有我本人都已经改变作风，以鼓励
每个代表团都参加并更多地涉入粮农组织的体制运作之中。这是我们要圆满地在
各地和各个国家完成任务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必须使粮农组织在有
关粮食安全问题的国际论坛中拓展其对外联络范围的认知度，这些论坛包括在纽
约举行的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最近在首尔举行的 20 国首脑会议和在名古屋举
办的生物多样性高峰会议，成员国和粮农组织应该参与这种辩论。
对照已经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我们需要保证其它平台(相关
水、土壤，气候……)的凝聚力，在这方面我们还要积极主动一些，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粮农组织的改革是关键，我们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尽快而且可持续地做
到“消除世界饥饿”。
我希望本次会议能从其辩论的丰富性和建议的有针对性中获得成果，从而在
粮农组织的支持下促进近东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促使本地区粮食安全得到加
强。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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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NERC/10/SOM/REP
2010 年 12 月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报告

高级官员会议报告
苏丹共和国喀土穆（2010 年 12 月 4 日-6 日）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近东区域办事处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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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开幕事项
会议组织工作
1.

粮农组织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的高级官员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在苏丹共和国喀土穆举行。
开幕仪式
2.

会议由苏丹共和国农业部长阁下 Abbas Guma 先生主持开幕，接着粮农

组织副总干事和近东区域代表 Saad AlOtaibi 先生发言。参加会议的有代表 15
个成员国的 70 名代表和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的 11 名观察员，还
有驻苏丹共和国的外交使团代表，一些非政府组织及民间社会组织，以及新
闻媒体的代表。与会者名单载于附录 B 中。
3.

AlOtaibi 先生在他的开幕发言中对苏丹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欢迎和好客表

示感谢，他指出这是 43 年后第二次在喀土穆召开区域会议。AlOtaibi 先生感
谢农业部长阁下参加会议的开幕式，并感谢农业部和国家组织委员会所做的
全部努力，为会议成功召开提供的完美安排和设施，AlOtaibi 先生还感谢成员
国及各国际和区域组织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参加会议。
4.

区域代表们强调高级官员会议的作用，是区域会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是深度讨论区域技术问题的一个预备性论坛。AlOtaibi 先生审议了会议的
议程并表示希望会议能取得积极的和实质性的建议供部长级会议通过，他指
出区域会议的指导和建议将为粮农组织及其在区域内的区域办事处未来两年
的工作计划奠定基础，另外，他强调了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新的结构、管理
及功能的变化。
5.

AlOtaibi 先生指出与区域会议同时举办的三个会外活动，他还特别提到

区域办事处完成的区域优先框架的文件。
6.

苏丹农业部长在他的开幕发言中对粮农组织及其近东区域办事处同意在

苏丹举办粮农组织区域会议表示真挚的感谢，他总结了本区域国家在农业、
水利和环境方面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有限的水资源、沙漠化、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和跨界动物疾病的控制。
7.

Guma 先生重申苏丹会继续其对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和千年发展目

标的承诺，尤其是在消除贫困方面。
8.

苏丹部长提到感谢与粮农组织的有效合作，这种合作改善了苏丹的粮食

安全。在这个方面，苏丹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最佳使用土地和水资源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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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策略。他还指出苏丹的相对优势，即苏丹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
础，成为主食作物净进口国的邻国的一个主要供应国。
9.

发言结尾，苏丹部长重申了他的国家采取的鼓励外国投资苏丹农业的政策。

选举主席、副主席和任命报告员
10.

会议一致通过选举苏丹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 Abdel Latif Ijaimi 先生为轮

值主席，并决定所有参加高级官员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为副主席，任命阿曼苏
丹国的国际合作司司长 Habib Ben Abdalla Al-Hasni 先生为报告员。
通过议程和时间表
11.

未 经 任 何 修 改 通 过 暂 定 注 释 议 程 （ NERC/10/1 ） 和 时 间 表

（NERC/10/INF/2）。

II. 讨论事项
飙升的粮食价格和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近东粮食和营养的影响
12.

会议审议了 NERC/10/8 号文件，《飙升的粮食价格和全球金融和经济

危机对近东粮食和营养的影响》，此文件是对 2008 年召开的粮农组织第二十
九届区域会议提出的一个建议的回应，会议赞许粮农组织提出这样一个重要
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同时还注意到文件的高技术质量。
13.

鉴于大多数国家是粮食净进口国，特别由于这些国家需依赖世界商品市

场以获取主要粮食产品而造成粮食价格对他们的冲击，飙升的粮食价格被认
为是本区域的主要关心议题。虽然飙涨粮食价格的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对这
些国家的影响的大小主要来自于非最佳利用资源，缺乏国家间的互补合作，
低下的生产力，和短缺的粮食生产。
14.

会议提到鉴于家庭的大部分预算用于食物，粮价飙涨情况存在于本区域

的许多国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一个主要挑战，因此影响穷人的生计，
使粮食缺乏安全。
15.

会议赞赏各政府采取的行动和政策以解决中短期和长期的粮食价格的震

荡。
16.

为更好实现粮食安全，各政府的行动需要与区域贸易及合作，以及对农

业的国际投资互补。
17.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i

考虑审议全国范围的消费者支持方案，注重于满足弱势群体即刻的粮食
和营养需求包括评估人均粮食消费和食品篮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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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采用可持续的和综合的自然资源管理政策；

iii

鉴于气候的变化，考虑设立一个区域基因库，帮助开发能够抗热和抗旱
的新作物品种；

iv

增加农业研究支出，增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研究，以弥补本区域生产力
缺口；

v

提高市场和供应链的效率，创造一个支持营商的环境；

vi

在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的国家中改进计划生育服务；

vii 采用区域内贸易作为解决粮食危机、尽量减少价格波动和克服粮食供给
不确定性的一种手段；
viii 通过粮食安全信息系统促进区域贸易及合作，加强机构，消除合资的农
业综合企业面临的障碍;
ix

适当考虑到计划接受外国投资的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包括尊重土地财
产权和对拟议的投资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确保有利于当地社区；

x

对小农、牧民和渔民采取农村综合发展途径，以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中
心的流动；

xi

通过对规则和法规的审议，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一个有助于吸引
区域内投资的环境，以确保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资本富裕的国家之间
的互补。

18.

会议拟请粮农组织：
i

鉴于粮食价格飙升，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其更新农业政策和粮
食安全及营养政策，包括粮食安全监测系统，同时也可有助建立一个有
关粮食安全的“区域论坛”。

ii

呼吁在粮安委届会之前召开一次近东各国预备会议，以便就区域内的粮
食安全问题达成共识。

iii

支持成员国农业用水管理努力，加强在区域性问题上的合作；

iv

制定国际土地收购和海外直接投资农业综合企业准则；

v

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协助编制解决未来粮食涨价的策略和行动计划；

vi

协助建立一个区域论坛，继续讨论各种涉及近东区域农业投资的相关问
题，包括信息分享和建设一个最佳做法、法规和立法库。论坛还会对目
前正在进行的《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原则》的拟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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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跨界植物病虫害，着重于小麦黑杆锈病（Ug99）
19.

会议审议了 NERC/10/9 号文件，《近东跨界植物病虫害，着重于小麦

黑杆锈病（UG99）》，目的在于强调近东跨界植物害虫威胁的现状和各国采
取的解决措施，这些害虫包括番茄蛀果虫、红棕象甲、桃果象虫、沙漠蝗虫
和小麦锈病的新毒株。
20.

根据第二十九届粮农组织区域会议的建议，文件将重点放在最严重的锈

病小麦黑杆锈病上，依据文件，在感病品种里，条锈病可能导致 60%的作物
损失，杆锈病（UG99）可以导致 70%-100%的损失。
21.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i

审议和制定《植物检疫措施》的国家政策、包括区域层面上的协调工作；

ii 加强与粮农组织、近东植物保护组织（“近东植保”）和其他相关区域和
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相关数据库，进行信息分享，支持植物保护方面国
内和区域联网活动；
iii 在国家层面上提高安全使用杀虫剂的意识，鼓励采用虫害综合管理法；
iv 与粮农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合作，继续加强各国抗击沙漠蝗虫的力度；并
22.

会议请粮农组织
i

继续提供技术协助，制订国家和区域性干预措施，监控跨界虫害的爆
发，尤其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南部柠檬树爆发的丛枝病；

ii 协助加强国家人力和体制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能力；
iii 支持设立一个近东植物病虫害、尤其是麦秆黑锈病爆发早期预警系统
近东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区域会议成果报告
23.

该文件（NERC/10/INF/10）讨论了近东区域各委员会和其他相关区域

会议的结论和建议，包括：
农业、土地及水利用委员会 (ALAWUC)；
24.

农业、土地及水利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各项危急挑战，包括气候

变化的影响和干旱问题，本次会议审议并核准农业、土地及水利用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采纳的决议和建议。
25.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i

探索区域内非传统水利资源农用的潜力，作为委员会未来活动中的一个优先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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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适当考虑编订委员会的内部章程、自各成员国选举出一个董事会负责管理委
员会事务、及委员会资源的捐助等方面的有关建议；
iii 支持近东的动物生产及卫生委员会的工作，着重支持禽畜养殖户，因为他们
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贫穷和粮食安全之类挑战的影响；并
iv 促进区域合作的扩大，以便从某些成员国近期在农业用水管理、跨界动物疾
病、作物类型等方面的实施的政策中获益，同时也可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加强
知识的交流。
26.

会议请粮农组织：
i

为各成员国可持续的土地和水利资源的管理提供技术支援。

近东林业及牧场委员会 (NEFRC)
27.

会议听取了近东林业委员会纳入“牧业”这一新任务的介绍，该委员会从

而成为近东林业和牧场委员会（NEFRC），委员会确定的区域问题是脆弱的
森林和牧场生态系统、逐步减少的对林业和牧业的投资、自然资源的信息的
缺乏，及气候变化和机构能力弱导致的风险和弱势。
28.

会议认同森林和牧场在国家战略、抗击沙漠化的行动计划和项目、适应

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的关键角色，会议还进一步指出对森林、树木和
牧场的信息和知识的缺乏阻碍了采用合理的政策决定。
29.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i

加强各国在林业和牧场适应气候变化、利用国际投资机会，以及使用废水安
全地再利用于造林计划等方面的努力；并

ii 适当考虑到建立一个林业和牧场的信息库以支持各国制订林业计划和规划可
持续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区域渔业促进委员会（RECOFI）和地中海综合渔业委员会（GFSM）
30.

会议提到 2009 年 5 月的区域渔业促进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及 2009 年 3 月

和 2010 年 4 月召开的地中海综合渔业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重点放在保护和
管理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重要问题上。
31.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i

加强各区域渔业委员会，特别是区域渔业促进委员会，保障包括社会经济成
分在内的可持续渔业管理和水产养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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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会议请粮农组织
i

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增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合作，
以响应粮农组织/区域渔业促进委员会联合提出的使用渔业的生态系统发展
法实现可持续渔业管理的倡议；

ii 继续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各成员国遵守国际渔品贸易规则，反对非法、不报
告和不管制捕鱼；并
iii 适当支持红海和亚丁湾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建立以及《红海海洋资源评估计
划》不再延宕的实施。
中部地区沙漠蝗虫防治委员会
33.

会议关注中部地区沙漠蝗虫防治委员会上次会议的结论和建议，内容涉

及本区域根除沙漠蝗虫的主要问题和关注。
34.

会议吁请各成员国：
i

尽全力帮助有沙漠蝗虫虫害的国家，增派六个小组，调查、监测和治理虫害。

ii 适当注意及时提供的任何沙漠蝗虫剧增的信息，推动与区域网和国际网进行
联合调查和信息交流。
35.

会议吁请粮农组织：
i

继续支持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沙漠蝗虫控制活动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

III. 其他事项
36.

会议关注为这次区域会议准备的技术情况说明，内容涉及以前几次会议

提出的关于本区域的重要问题，以下情况说明在会中传阅：
NERC/10/INF/5: 《农业用海水淡化技术》
NERC/10/INF/6: 《为生态系统和民生服务所做的牧场评估》
NERC/10/INF/7:《 近东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知识、信息和交流：最新经验和教训》
NERC/10/INF8: 《近东跨界动物疾病情况更新》
NERC/10/INF/9: 《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农业、林业和渔业的新的举措和更新》
NERC/10/INF/10: 《近东区域各委员会和其他相关会议的提案概要》
NERC/10/INF/11: 《粮农组织角色评估和水利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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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C/10/INF/12: 《提交独立外部评价大会委员会的报告：在拉美区域会议、非
洲区域会议、欧洲区域会议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上有关权力
下放和共享服务中心的讨论情况》
会外活动
37.

会议提到与本次区域会议同时举行的三个会外活动，参加方有来自各国

的代表团和一些区域组织，还有粮农组织的工作人员。这些会外活动涉及以
下主题：

A. 探索农业接受外国投资的前景
38.

这个活动于 2010 年 12 月 5 日举办，包括各国代表团和其他观察员共

69 人参加，会议旨在征求他们对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会和世界银行联合制定的《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原则》的看法并讨论外国投
资的各个方面的国家特定的性质和正确的政策回应，活动建议建立一个区域
论坛，继续讨论各种涉及近东区域农业投资的相关议题，包括信息分享和建
设一个最佳做法、法规和立法库。论坛还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负责任的农
业投资原则》的拟订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

B.利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改革加强国家和区域对粮食和营养安全的治理
能力
39.

受益于改革后的粮安委的结构和构想，有来自各个代表团、区域各团

体、联合国各机构、民间机构、近东区域的研究和学术界共 70 人参加了活
动，小组讨论产生三个议题：（i）有必要在区域内启动一个粮食安全的多学
科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计划；（ii）有必要制定国家的和区域的粮食和营养安
全的长期战略；（iii）各国政府的承诺的重要性，是区域努力成功的前提条
件。活动还建议通过区域内的协调避免工作的重复，会外活动建议：i)在目前
区域粮食安全机构的基础之上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ii）应用相关联
合国机构的技术专长；及 iii）在粮食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前组织年度区域多方
利益相关者协调会议。

C. 近东区域和分区域办事处的评估
40.

这个活动在 2010 年 12 月 6 日举办，由各国代表参加。评估小组和近东

区域成员国之间进行了成果丰富的对话和意见的交流，这为完成评估报告提
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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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闭幕事项
通过高级官员会议报告
41.

会议在加入一些修正案后通过高级官员会议报告。

高级官员会议闭幕
42.

高 级 官 员 会 议 审 议 工 作 结 束 后 ， 助 理 总 干 事 / 近 东 区 域 代 表 Saad

AlOtaibi 先生感谢所有与会代表、各联合国机构代表、粮农组织国家代表组成
的近东集团的领袖及与会的观察员参加会议，他还感谢苏丹农业部长给予的
大力支持及国家组织委员会的支持。
43.

会议主席，苏丹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 Abdel Latif Ijaimi 先生对所有代表

团的审议工作和参加会议表示感谢，他还感谢粮农组织及其区域办事处和会
议秘书处的文件准备工作及会议的良好准备和顺利进行。
44.

Ijaimi 先生宣布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 16:00 时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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