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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可通过此页快速响应二维码读取；粮农组织采用此二维码  

旨在尽量减轻环境影响并倡导以更为环保的方式开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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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19 年 10 月 14-18 日，意大利罗马  

议  程  

 

 

 

 

时间管理与高级别参与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为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和互动提供机会。请各位代表发言

简洁（控制在三分钟以内）并切合所讨论主题。强烈呼吁请勿发表冗长正式发言。

会场将设置“交通灯”系统帮助管理时间。发言时间超过三分钟的代表可将其发言

发送至 cfs@fao.org，发言内容（原语言）将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网页上的发言

栏目贴出。 

如成员国发言人为部长、副部长、国务秘书（或同等级别官员），将在发言人

列表中予以优先安排，但需提前书面通知秘书处。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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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和时间表（供决定）  

b) 委员会成员（供参考） 

c) 起草委员会成员（供决定）  

背景文件： 

 CFS 2019/46/1/Rev.2 – 暂定议程（本文件）  

 CFS 2019/46/Inf.1 – 暂定时间表  

 CFS 2019/46/Inf.2/Rev.2 –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指南  

II. 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及其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政策影响  

（供参考和讨论）  

a) 以下人员本人或其代表的开幕式发言将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文件

网页上贴出：  

 联合国秘书长  

 粮安委主席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总干事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总裁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执行干事  

 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  

b) 介绍 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及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

政策影响，随后为代表发言。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发言与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背景文件： 

 CFS 2019/46/Inf.13 – 2019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  

 CFS 2019/46/Inf.14 – 《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成果文件：国家及政府首脑政治

宣言》（一俟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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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粮安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经验教训  

（供参考和讨论）  

粮安委自 2009 年改革以来的十年间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怎样贡献的经验

教训，重点关注加快进展，包括食物权特别报告员 Hilal Elver 女士的主旨发言。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IV. 庆祝“国际农村妇女日”  

（供参考）  

纪念“国际农村妇女日”并研究农村妇女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重大贡献的

方式。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V. 粮食系统与营养  

（供参考和讨论）  

a) 将提供有关粮安委《粮食系统与营养自愿准则》制定工作最新进展情况，

包括接下来的工作。  

b) 将提供关于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后续行动的第二份进展报告。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背景文件： 

 CFS 2019/46/2 – 粮安委《粮食系统和营养自愿准则》零草案 

 CFS 2019/46/3 –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后续行动进展报告》，包括联合国

“营养问题行动十年”实施工作  

VI. 城市化、农村转型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供参考和讨论）  

将讨论闭会期间两次粮安委活动成果，分别为“城市化和农村转型在粮食安全

和营养方面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及“促进青年和妇女在整个城乡连续体的粮食

系统中的参与和就业”。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背景文件： 

 CFS 2019/46/4 –  《城市化、农村转型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2018-19 年度闭会期间活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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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依托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  

在《2030 年议程》框架内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筹措资金并推动进展  

（供讨论）  

粮安委将讨论在《2030 年议程》框架内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筹措资金并推动

进展的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的潜在优缺点。讨论将以高专组报告（2018 年）和

粮安委利益相关方提供的具体经验为基础。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背景文件： 

 CFS 2019/46/Inf.15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概述  

 CFS 2019/46/Inf.16 –《依托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在<2030 年议程>框架内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筹措资金并推动进展》高专组报告（2018 年） 

VIII. 农业生态以及其他创新方法  

（供讨论）  

为粮安委利益相关方针对所有粮安委政策趋同进程内容做出反馈和贡献提供

机会。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背景文件： 

 CFS 2019/46/5 – 《采用农业生态及其他创新方法，打造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高专组报告概要与建议 

 CFS 2019/46/Inf.17 – 《采用农业生态及其他创新方法，打造有助于加强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高专组报告（2019） 

IX.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 年）启动活动 

（供参考）  

粮安委将回顾“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农民对全球粮食

安全和营养作出的贡献。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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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粮安委 2020-2023 多年工作计划  

（供决定）  

粮安委将批准和启动战略性《2020-2023 多年工作计划》，该计划将界定其目标、

预期成果、实现方式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决定和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背景文件： 

 CFS 2019/46/6 – 关于《2020-2023 多年工作计划》的决定草案 

 CFS 2019/46/7 – 《2020-2023 多年工作计划》  

 CFS 2019/46/Inf.18 – 《粮安委 2018-2019 年度进展报告》  

XI. 监测粮安委关于小农的政策建议  

（供讨论）  

在考虑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的《有关分享落实粮安委各项决定的经验和

良好做法的职责范围》（CFS 2016/43/7）的同时，粮安委将讨论以下粮安委政策

建议的采用和实施情况：  

a) 《投资小农农业，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2013 年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

批准） 

b) 《小农与市场接轨》（2016 年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  

c) 《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畜牧业起何作用？》（2016 年

粮安委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  

最终报告：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情况综述，以纳入最终报告。  

背景文件： 

 CFS 2019/46/Inf.19 – 《监测粮安委有关小农的政策建议：小农的贡献综述》 

 CFS 2019/46/Inf.20 – 《投资小农农业，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  

 CFS 2019/46/Inf.21 – 《小农与市场接轨》  

 CFS 2019/46/Inf.22 – 《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畜牧业起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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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其他事项  

a) 粮安委《议事规则》修正案（供决定） 

b) 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安排（供决定） 

c) 选举主席、主席团成员和候补成员（供决定）  

d) 通过最终报告（供决定）  

背景文件： 

 CFS 2019/46/8 – 粮安委《议事规则》修正案 

 CFS 2019/46/Inf.23 – 选举粮安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