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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价的总体答复 

1. 管理层赞扬评价小组全面审查粮农组织的战略结果框架，并欢迎评价小组

提出的八项建议，有助于粮农组织在审议将提交 2021 年大会的《战略框架》时

进行参考。 

2. 这些建议触及本组织若干最重要的管理挑战。管理层欢迎审查小组就如何

进一步提高本组织的效率和效力、促进实现成果——尤其是国家一级，而开展了

分析并提出建议。  

3. 所提各项结论和建议恰逢总干事履新之初，在高级管理层反思本组织优先

重点以及如何改进这些不同领域的实施活动之际，此次评价非常及时。需要更多

时间就今后努力方向进行协商，讨论评价小组就结构和相应资源配置调整提出的

更详细建议。 

4. 评价强调了《战略计划》在国家一级将粮农组织的技术工作转化为实际成果

的作用，并认识到成果框架和矩阵结构为本组织创造共同语言和愿景，增强了

本组织在全球、区域、分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多学科协作，对此，管理层表示赞赏。

管理层赞赏评价就如何弥补国家一级的不足提供了指导，为本组织进一步接触关键

伙伴以成功推进联合国发展系统重新定位以及落实《2030 年议程》提供了参考。  

5. 管理层致力于解决所有八项建议中提出的问题。管理层将充分考虑评价

概述的详细调整建议。然而，管理层要强调，若根据建议 1、3、5 和 6 采取行动，

可能需要调整目前结构，其中任何一项变更都必须提交领导机构。 

6. 管理层注意到建议 2，以及提高粮农组织规范性工作在《战略结果框架》的

可见度至关重要。此外，管理层承认需要更好地使结果框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保持一致，并详细阐明变革思路，包括具体变革途径。管理层将在 2020 年审查

《战略框架》及编制新的《2022-25 年中期计划》期间特别注意这项建议，草案将

在 2021 年 6 月举行的粮农组织大会上提交成员国核准。  

7. 管理层欢迎建议 4、7 和 8，具体涉及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区域一级技能

组合和能力发展）和解决妨碍交付工作的行政程序问题。秘书处正在审查这些

问题且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对现行政策进行更全面审查后，将作出其他决定。  

8. 粮农组织管理层致力于与所有有关技术部门、战略计划和权力下放办事处

密切协商处理所有建议，并认为评价将大大有助于推动粮农组织采取更具计划性的

办法实现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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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回应矩阵表 

管理层对《战略结果框架》评价的回应 日 期 

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部分接受或否决 

管理计划 

待采取的行动和/或关于部分接受或否决的 

意见 

主管部门 时 限 是否需要追加资金

（是或否）  

建议1 

为粮农组织参与《2030年议程》和联

合国改革制定明确的战略和行动计

划。在今后几个月中，将需要作出大

规模的国家一级努力，以影响《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粮农组织

需要能回应这些要求，同时铭记自身

的资源限制。 

a) 接受 

 

b) 部分接受 

 

c) 部分接受 

a) 同意制定一项阐明粮农组织参与联合国

改革的战略和行动计划非常重要。 

b) 将进一步讨论和阐述战略发展目标小

组的设立事宜和建议的行动，并尽可能改

组其他小组。 

c) 同意专项资源很重要，但将在现有资源

范围内实施。 

副总干事（计划）、

副总干事（运行）、

副总干事（自然资

源）、战略、规划

及资源管理办公

室、经社部、各战

略计划以及各区域 

2020-2021 是 

建议2 

制定与发展问题有关的更具体的计划

目标，表明粮农组织对战略发展目标

的主要贡献，提高结果框架作为指导

粮农组织在国家一级参与的计划结构

的适用性。这一进程应阐明粮农组织

规范性工作在促进全球公共产品和发

展目标方面取得的成果，并确定相关

指标，推动以成果为导向的计划管

理，同时对照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以

及其他关键发展利益相关方的指标，

监测粮农组织的贡献。 

接受 认为此项建议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总体建

议，将指导落实其他几项建议。将在 2020

年审查《战略框架》期间讨论主要内容并

将为编制《2022-25 年中期计划》提供参

考。审查结果将提交 2021 年 6 月粮农组

织大会供成员国核准。 

战略、规划及资源

管理办公室-副总

干事（计划）/战

略计划、副总干事

（自然资源）、各区

域办事处 

2021 年 6 月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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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对《战略结果框架》评价的回应 日 期 

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部分接受或否决 

管理计划 

待采取的行动和/或关于部分接受或否决的 

意见 

主管部门 时 限 是否需要追加资金

（是或否）  

建议3 

制定交付结构，采用自下而上的逻辑，

使粮农组织切合国家一级的需求， 

包括实施《2030年议程》的需求。 

部分接受  这项建议对于制定新的《中期计划》/《工

作计划和预算》以及实施所需的相应结构

性改革至关重要。目前，管理层尚无法同

意具体建议的行动，包括在分区域一级设

立多学科小组，因为这涉及本组织资源问

题，包括总部和权力下放办事处之间的资

源分配。把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进一步纳

入总体预算也将为这方面的讨论工作提供

指导。    

副总干事（计划）、

副总干事（运作）、

副总干事（自然资源）

以及战略、规划及

资源管理办公室及

各区域办事处 

2021 年 6 月 是 

建议4 

为确保符合需求，粮农组织需要建立

机制，确保其员工职能符合各级需

求，并继续培养员工能力，以适应不

断变化的需求。 

接受 管理层接受这项建议，并将通过技能组合

运用和分析员工职能方面的缺口加以实

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并进行磋商。 

人力资源办公室、

副总干事（计划）、

副总干事（自然资源）

以及战略、规划及

资源管理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是 

建议5 

加强粮农组织总部的计划管理职能，

以提供战略导向，促进计划办法。 

部分接受 管理层同意计划管理职能的重要性。需进

一步讨论和分析是否创建强化计划职能以

及所在部门。 

副总干事（计划）、

各区域办事处，以

及战略、规划及资

源管理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是 

建议6 

建立全组织定性监测和管理学习部门。 

部分接受  管理层同意建立全组织定性监测和管理学

习职能，但这一职能的设置部门需进一步

分析。 

副总干事（计划）

和战略、规划及资

源管理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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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对《战略结果框架》评价的回应 日 期 

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部分接受或否决 

管理计划 

待采取的行动和/或关于部分接受或否决的 

意见 

主管部门 时 限 是否需要追加资金

（是或否）  

建议7 

提高行政程序效率，以提高粮农组织

在满足各国需求方面的灵活性。 

接受 管理层致力于加强权力下放，并落实问责

措施。目前正在审查现行政策和拟议解决

方案。 

副总干事 (运作)、 

人力资源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否 

建议8 

粮农组织应制定并实施一项战略，使

本组织良好的变革管理做法制度化。 

接受 管理层同意，本组织需要建立有效的变革

管理系统，但评价的详细建议将需要进行

更多的讨论。 

人力资源办公室、

总干事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