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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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文件可访问：www.fao.org。   

MZ086/Ch 

C 

计 划 委 员 会  

第 一 二 六 届 会 议  

2019 年 3 月 18－ 22 日，罗马  

对粮农组织性别相关工作的评价 

管理层回应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经济及社会发展部（ES） 

助理总干事  

Máximo Torero Cullen 先生 

电话：+39 06570-50869 

  

征求计划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计划委员会可就评价报告中的主要问题，以及管理层对报告所提建议和

拟议后续行动的回应提供意见和指导。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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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层欢迎对粮农组织性别相关工作的评价。尤其是，管理层高兴地看到，

该评价确认了将性别平等政策作为指导本组织性别工作的总体框架的有效性。

管理层赞赏为进行评价而与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和外部伙伴开展广泛的磋商进程，

以获取其观点和建议，包括通过实地访问所有区域办事处和选定的驻国家办事处。

管理层普遍赞同该评价的结论和建议，并将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  

2. 管理层尤其赞同以下具体建议：粮农组织应更新现有的性别平等政策，

考虑本组织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与粮农组织任务授权相关的外部发展。还欢迎

该评价关于制定一项含中期性别产出 /目标的行动计划的建议。此外，管理层赞同，

此行动计划有助于更好地将根据战略框架开展的技术工作与性别平等政策所载的

性别平等目标挂钩。  

3. 管理层接受以下具体建议：粮农组织应扩大其与致力于解决农业领域性别

问题的主要行动方（如农发基金、开发署、联合国妇女署、儿基会和粮食署）的

伙伴关系，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尤其是，管理层赞同，这些伙伴关系应认识到

粮农组织在农村地区的比较优势，并在开展联合活动时充分加以利用。  

4. 管理层欢迎以下建议：进一步加强技术官员将性别问题纳入其主流工作的

能力，尤其是通过权力下放办事处性别官员和性别工作联系人提供的专门建议和

支持，且性别工联系人应能够在所有区域发挥该支持作用。  

5. 最后，管理层赞同以下建议：粮农组织应梳理并审查现有的性别相关成就

监测和报告机制，特别是在国家一级如此，并赞同有效监测和报告至关重要。

管理层欢迎建议采取的行动，即评估国别计划对性别目标的贡献。虽然该建议

建议将此项行动纳入年度国别规划框架审查中，但管理层认为，将此作为年度

国别报告的性别部分可能更合适。  

6. 详细信息请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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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就对粮农组织性别相关工作的评价所作的回应  

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部分接受或 

拒绝 

管理层计划 

待采取的行动，和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拒绝的评论意见  
负责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追加资金 

（是或否） 

(a) (b) (c) (d) (e) (f) 

建议 1：粮农组织应更新现有的性别平等政

策，考虑本组织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与粮农

组织任务授权相关的外部发展。除更新性别平

等政策外，须制定一项含中短期性别平等目标

的行动计划，以确保充分实施和监测本组织高

级别政策目标的进展。 

完全接受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并将重点关注 i）更新性别平等政策， ii) 修订该政策的问责框架，

iii）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并在 2020年 12 月前完成所有行动。 

建议 2：粮农组织应扩大其与致力于解决农业

领域性别问题的主要行动方（如农发基金、开

发署、联合国妇女署、儿基会和粮食署）的伙

伴关系，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些伙伴关系

应认识到粮农组织在农村地区的比较优势，并

在开展联合活动时充分加以利用。  

完全接受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及该评估就其实施建议采取的两（2）项行动。 

建议采取的行动 1 

基于项目一级的成功伙伴关系，加强国家和区

域两级有关性别问题的全面伙伴关系。  

完全接受  社会政策及农村

机构司 

伙伴关系及南南

合作司 

战略计划 

权力下放办事处 

2020 年 12月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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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部分接受或 

拒绝 

管理层计划 

待采取的行动，和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拒绝的评论意见  
负责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追加资金 

（是或否） 

(a) (b) (c) (d) (e) (f) 

建议采取的行动 2 

借鉴并效仿性别主流化领域其他伙伴的最佳做

法，例如开发署的性别平等标识认证，激励驻

国家办事处将性别平等纳入其开发工作的各个

方面。粮食署和儿基会也制定了类似的激励制

度。 

完全接受  社会政策及农村

机构司 

伙伴关系及南南

合作司 

战略计划 

权力下放办事处 

2019 年 12月前 否 

建议 3：粮农组织需进一步加强技术官员将性

别问题纳入其主流工作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权

力下放办事处性别官员和性别工作联系人提供

的专门建议和支持。粮农组织需确保性别工作

联系人有能力且可在所有区域发挥支持作用。

战略计划小组和技术部门也需就如何将性别问

题纳入其专业领域的计划和项目的主流工作提

供建议。 

完全接受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及该评价提出的六（6）项建议行动中的五（5）项。一（1）项行动被

拒绝，但提出了两（2）项替代行动。 

建议采取的行动 1 

为技术官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定期举办强制性培

训。 

完全接受  社会政策及农村

机构司 

人力资源办公室 

权力下放活动支

持办公室 

技术部门 

2019 年 12月前 是（由各部门、

战略计划和权力

下 放 办 事 处 投

资） 



PC 126/4 Sup.1 5 

 

 

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部分接受或 

拒绝 

管理层计划 

待采取的行动，和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拒绝的评论意见  
负责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追加资金 

（是或否） 

(a) (b) (c) (d) (e) (f) 

区域办事处、 

分区域办事处和

驻国家办事处 

建议采取的行动 2 

利用绩效评价及管理系统，确保管理人员对每

年设定的性别相关结果负责。虽然要求性别工

作联系人在其绩效评价及管理系统中纳入性别

目标 /指标，但须同样要求高级管理人员（如

粮农组织驻国家代表、办事处主任、助理总干

事和战略计划负责人），他们最终负责开展性

别相关工作。 

完全接受  社会政策及农村

机构司 

人力资源办公室 

权力下放活动 

支持办公室 

权力下放办事处 

技术部门 

2020 年 12月前 否 

建议采取的行动 3 

将总部性别小组的官员调派或暂时调动至最需

要支持的区域，特别是近东及北非、南亚和西

亚以及西非和中非。 

完全接受 管理层赞同，在应对临时或不断变化的支持需求方面，这不失为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

式，也可以通过总部和区域办事处性别官员及性别工作联系人提供的专门建议和支持。  

建议采取的行动 4  

战略计划小组和技术部门就如何将性别问题纳

入其计划和项目的主流工作编制指导材料。总

部性别小组应协调其制作和传播。  

完全接受 继续确保在能力发展和政策支持

方面使用指导材料。 

社会政策及农村

机构司 

战略计划 

技术部门 

2020 年 6 月前 是（由战略计划

小组和技术部门

投资） 



6 PC 126/4 Sup.1 

 

 

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部分接受或 

拒绝 

管理层计划 

待采取的行动，和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拒绝的评论意见  
负责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追加资金 

（是或否） 

(a) (b) (c) (d) (e) (f) 

建议采取的行动 5 

确保性别工作联系人的任务授权包括提供技术

官员并予以支持，并确保向该活动分配必要的

时间 

完全接受 性别工作联系人的任务授权已包括就性别主流化向技术官员提供支持，并且具体分配 20%

的时间来行使这项职能。关于利用绩效评价及管理系统的建议采取的行动 2（本建议下）

将有助于通过确保管理人员问责，加强性别工作联系人向技术官员提供支持的作用。  

建议采取的行动 6 

激励技术司和权力下放办事处支持性别平等的

官员，重视其做出的贡献（例如通过奖励机

制）。 

完全接受  社会政策及农村

机构司 

权力下放活动 

支持办公室 

区域办事处、 

分区域办事处和

驻国家办事处 

部门 

2019 年 12月前 否 

建议 4：粮农组织应梳理并审查现有的性别相

关成就监测和报告机制，特别是在国家一级如

此，从而增强本组织跟踪性别平等政策目标进

展的能力。有效监测及报告对于确定需要解决

的差距和障碍，以及各国和各技术司之间分享

经验教训和成功故事至关重要。  

 

完全接受 管理层接受该建议，但建议重新拟定建议采取的第一项行动。第二项行动对实施该建议没

有帮助，因此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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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部分接受或 

拒绝 

管理层计划 

待采取的行动，和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拒绝的评论意见  
负责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追加资金 

（是或否） 

(a) (b) (c) (d) (e) (f) 

建议采取的行动 1 

在年度国别规划框架审查中评估国别规划对性

别目标的贡献。 

部分接受 由于已对关于性别问题的国别报

告提出要求，管理层建议稍微调

整建议采取的行动，重新拟订如

下： 

1. 审查并更新性别相关结

果国别报告的要求，在

年度国别报告中纳入性

别问题部分。 

社会政策及农村

机构司 

战略、规划及资

源管理办公室 

权力下放活动支

持办公室 

2019 年 12月前 否 

建议采取的行动 2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这些审查与在国家一级开

展国别性别评估结合起来。  

完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