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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会议信息  

开幕式 

1. 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将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在粮农组织

总部开幕，并于 2019 年 11月 16 日星期六闭幕。  

2. 开幕式将于 2019年 11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10时在绿厅（A楼一层）举行。 

3. 暂定注释议程 IT/GB-8/19/1.2 载于《条约》网站：http://www.fao.org/plant-

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111365/。 

4. 会议语言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II. 进入粮农组织总部大楼  

5. 粮农组织总部大楼位于大竞技场（Circo Massimo）前的 Viale delle di Caracalla

大道，可乘坐汽车、公共汽车（60、75、81、118、160、271、628）和地铁 B 线

（Circo Massimo 站）抵达。  

6. 到站后，与会人员应首先前往 Viale Aventino 大道的访客主入口处，然后

前往保安亭的接待处，才能进入粮农组织总部大楼。与会人员须出示有效身份

证件（护照或附有照片的其他类型的正式身份证件）。接待处将签发有效期为会议

期间几日的通行证或代表证，与会人员必须始终佩戴通行证或代表证。请注意，

若无有效的通行证，与会人员将不得进入粮农组织总部。  

7. 若不慎遗失通行证，应立即向粮农组织保安处报告。如需协助或有任何

请求，请致电：分机号 53554（使用粮农组织内部的任何电话机拨打），  

或+39 06-57053554（从粮农组织外部拨打），或发送邮件：pgrfa-treaty@fao.org。 

III. 注册与全权证书  

8. 2019 年 6 月已通过粮农组织的官方交流渠道发出会议邀请函。须注册后，

方可进入粮农组织总部大楼并参加会议。  

9. 注册处开放时间如下：  

 2019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和 201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9:00-12:00 以及

14:00-15:30。 

 2019年 11月 11日至 13日（周一至周三）：8:30-13:00以及 14:30-18:00。 

 粮农组织成员和观察员的注册流程有别。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111365/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111365/
mailto:pgrfa-treaty@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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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流程 

代表注册 

10. 请所有被提名的政府代表与本国常驻粮农组织代表处联系，通知其通过

粮农组织成员门户网站的在线密码保护区进行预注册。 

观察员注册  

11. 被指定出席会议的观察员（包括国际组织）应预先在线注册。可通过新的

网络应用程序进行预注册：http://Event-services.fao.org/it-gb8。供访问系统并进行

注册的活动代码为“CBD-806-8”。与会人员在预注册时，须上传护照尺寸近照的

电子版。 

12. 首次请求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管理机构会议的实体或机构应向《条约》秘书处

简要说明其组织，篇幅不超过五百英文单词。该说明应包括组织全名和联系方式、

其主要目标和活动，并说明该组织在与《条约》主题事项有关的领域的资质条件。

说明应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pgrfa-treaty@fao.org。 

照片要求 

13. 照片必须为头部加双肩彩色正面照，浅色或中性颜色背景，头部上方和

两侧的背景很少（免冠、且不能佩戴太阳镜或遮盖面部的配饰）。照片必须采用

数字 JPEG 格式，宽高比约为 3:4。换言之，照片应宽 2 厘米，高约 2.5 厘米。 

全权证书 

14. 秘书处希望尽可能在 2019年 8月 20日前收到各缔约方指定参加本届会议的

各位代表、副代表、专家和顾问的姓名。国家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应说明哪一名

成员是代表、副代表和顾问，且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或有关部长

本人或代表签发。正式邀请函上附有一份全权证书样本。  

15. 若缔约方代表在会议之前尚未提交姓名和全权证书，在注册时须提交其

全权证书。文件上必须写明会议的标题，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  

16. 非缔约方国家以及联合国、其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派观察员出席

本届会议。观察员应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前向秘书通报指定参加会议的人员的

姓名和联系方式（包括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以及电子邮件地址）。若观察员

在本届会之前未通报姓名，注册时必须出示用正式信头纸签发的信函，确认其被

提名参加本届会议。  

http://www.fao.org/members-gateway/en
http://event-services.fao.org/it-gb8
mailto:pgrfa-treaty@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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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或机构，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只要在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领域具备资格，也可作为观察员派代表出席

本届会议。所涉组织或机构必须在 2019 年 8 月 20 前将正式信函送交秘书，其中

提供其代表的姓名、正式职务和联系方式（包括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以及电子

邮件地址），方可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观察员在注册时必须提交其组织或机构

用正式信头纸签发的信函，确认其被提名参加本届会议。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国际条约》秘书处。  

签 证 

18. 需要签证的与会人员须在出发前往罗马前，向所在国家的意大利领事馆或

主管外交使团申领签证。签证申请必须在出发前尽早提交。签发意大利签证通常

平均需要三周或更长时间。与会代表需自行申领签证。请注意，意大利是《申根

条约》的签署国，《申根条约》不允许绕开既定程序走捷径，因此粮农组织不能

以任何形式干预签证的签发进度。  

IV. 文 件

19. 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的工作文件和参考文件一经编制完成，即在《国际

条约》网站上公布，网址如下：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

detail/en/c/1111365/。 

20. 为了尽量减少会议对环境的影响，秘书处将尽可能限制纸张的使用。会议

场所将只提供数量有限的会前文件，如暂定注释议程和《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

如有需要，与会人员可在文件台（A 楼一层）使用“按需打印”服务。所有文件

也附带有二维码，下载地址：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

detail/en/c/1111365/。 

21. 因此，谨建议各位代表酌情携带文件与会，勿再向文件分发处索取。无法

自带文件的与会人员应就此通知秘书处，秘书处将作出安排，以所要求的语文

准备全套工作文件。此类请求应尽早提出，不得晚于 2019 年 10月 25日。 

22. 会议期间印发的文件将在文件分发处提供。请各代表团向秘书处发送电子

邮件，提供发言内容：pgrfa-treaty@fao.org。 

23. 本届会议期间分发的任何文件必须首先得到秘书处的许可。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111365/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111365/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111365/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111365/
mailto:pgrfa-treaty@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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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区域磋商

24. 区域和区域间磋商将于 2019 年 11 月 9-10 日举行。粮农组织为区域小组和

非政府组织预留了下列会议厅，以便举行区域会晤、讨论或磋商。每间会议厅

均配有一台联网电脑、一台打印机和基本文具。  

25. 在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期间（ 2019 年 11 月 11-16 日），这些会议厅供

各区域小组使用。  

群 组 会议厅 

非 洲  黎巴嫩厅（D209）  

亚 洲  巴基斯坦厅（A127）  

欧 洲  伊拉克厅（A23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墨西哥厅（D211）  

近 东  埃塞尔比亚厅（C285/89）（11 月 9-10 日）  

印度厅（A327）（11 月 11-16 日）  

北美洲  古巴厅（B224）  

西南太平洋  加蓬厅（A 楼底楼）  

非政府组织  尼日利亚厅（C215）  

26. 每天将酌情提供两场阿拉伯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同声传译服务。

VI. 活动及资料展示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15周年特别活动 

27. 11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 11 时将在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特别活动。特别活动

将庆祝《国际条约》自 2004 年 6 月生效以来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并探讨其未来发展

的新思路。 

28. 活动将在红厅（A 楼一层）举行。

29. 将提供阿拉伯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同声传译。

会外活动和宣传资料  

30. 会外活动定于 2019年 11月 12-15日 13:15-14:30和 18:15-19:30在会场举行。

会外活动和场地列表载于：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 

list-side-events。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list-side-events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list-side-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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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若要请求会外活动，请登录《国际条约》网站，在线注册后提交申请表：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en/。申请表必须完全填写才会

予以考虑，并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处理。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5 日。

通过其他方式提交和在截止日期之后收到的请求可能不予考虑。  

32. 在截止日期（2019 年 9 月 5 日）之前收到的会外活动请求将根据会议议程

的需要和相关性进行安排。请求组织会外活动的申请表链接：http://www.fao.org/ 

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en/。 

33. 举办会外活动的会议厅配有屏幕和投影仪。一旦会外活动得到秘书处的确认，

必须将餐饮服务请求直接发送至：catering@fao.org。 

34. 为了尽可能多地满足会外活动请求，特别鼓励涉及若干组织实体 /伙伴的提议。

秘书处鼓励活动的主要发言人和主持人确保在性别和地域代表性方面保持平衡。

若收到的会外活动请求超出可安排的时段，则可能会邀请组织者考虑将其活动与

其他具有类似主题的活动合并举行。  

35. 秘书保留根据会议需要更改会议厅或任何拟议会外活动时段的权利。

资料展示 

36. 会议地点将放置若干张书桌，供展示宣传资料。欲了在会前向粮农组织运送

参考资料的信息，请联系：pgrfa-treaty@fao.org。 

VII. 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与会

37. 向秘书处提供了有限的预算外资金，以支持每个签订《国际条约》的发展中

国家的一名代表与会。我们将应要求提供支持。希望获得支持的国家应在 2019 年

8月 30日之前通知秘书处。  

38.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如欲获得与会财政支持，请致函：PGRFA-treaty@fao.org

或致电：+39 06 5705 53554，与我们联系。  

VIII. 住 宿

39. 每位代表或与会人员须自行安排住宿。将通过信托基金，向每个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的一名代表提供财政支持。但他们必须自己预订住宿。推荐酒店清单

载于《条约》网站：http://www.fao.org/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hotels。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en/
http://www.fao.org/%0b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en/
http://www.fao.org/%0b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en/
mailto:catering@fao.org
mailto:PGRFA-treaty@fao.org
mailto:PGRFA-treaty@fao.org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eighth-governing-body/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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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设施和其他服务

衣帽间 

40. 在管理机构会议期间，A楼主入口处（土耳其厅对面）设有一个衣帽间，

供与会人员使用。  

银行服务和其他设施  

41. 联合圣保罗银行（Banca Intesa San Paolo，B 楼底层）和桑迪人民银行

（Banca Popolare di Sondrio，D-016 底层）周一至周五 8:35-16:35 开放。 

42. 自动取款机位于银行（B 楼和 D楼底层）和邮局（B 楼底层）入口处。

43. “精神食粮”书店（Food for Though，B 楼底层）提供多种英语、法语、

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书籍、礼品、文具、贺卡和指南。书店的开放时间为 08:30-17:00。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分机号 53127（电话 06 57053127）。 

44. DHL快递服务处位于 C005，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30提供私人和官方派送

服务。请拨打分机号 54881（如果从粮农组织外部拨打，请拨打+39 06 57054881），

致电邮件和邮袋服务处，了解信息和费率。  

45. 粮农组织纪念品商店位于圣保罗银行（B楼底层）前面，出售品牌商品、

纪念品和收藏品。  

电 压 

46. 在意大利，电流电压为 220 伏特；插头类型是欧洲标准插头。

紧急电话号码 

47. 在粮农组织总部以外发生紧急情况时，请拨打以下电话号码：

 急诊 118

 一般应急 112

 消防 115

上网、印刷、复印  

48. 在绿厅附近的大堂区将放置一些联网电脑。如有大量影印需求，请与秘书处

联系。 

mailto:PGRFA-Treaty@fao.org
mailto:PGRFA-Treaty@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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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粮农组织向与会人员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会议厅和中庭提供此项服务。

要使用此服务，您需要一台符合 802.11b 或 802.11g 标准的无线局域网性能的手提

电脑或设备。 

50.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连接无线网络：

第 1步：在其中一个 WiFi 区域打开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

第 2步：任由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搜索到“guest_internet”信号；

第 3步：打开浏览器并尝试连接到互联网站点。当电脑提示输入用户名和

密码时，请输入：用户名：visitor；密码：wifi2internet

医疗服务 

51. 会议期间，医务处将在粮农组织大楼内向与会人员提供急诊救助。接待

时间为： 

 周一至周四：08:30-12:30 和 13:30-17:00

 周五：8:30-12:00 和 13:00-17:00

52. 如遇医疗紧急情况，请从所有内部电话拨打 30。如需其他医疗服务，请拨打

分机号 53577（粮农组织总部外请拨打 06-53400）。 

餐饮设施 

53. 粮农组织总部大楼内设有多个餐厅和小吃设施，代表们可以在那里享用餐点、

快餐和饮料。 

54. 粮农组织自助餐厅位于 B 楼八楼，每天 12:00-14:30 向与会人员开放，提供

各种开胃菜、第一和第二道菜、烧烤和沙拉。  

55. 粮农组织餐厅位于 C 楼八楼，提供每日菜单和“点菜”服务，并设有一间

固定价格的自助餐厅。请拨打分机号 56823（或从粮农组织外部拨打+39 06 57056823）

预订。 

56. 粮农组织总部大楼内设有几家小吃店，提供冷热饮料以及各式糕点和三明治：

 波兰酒吧（A 楼底层）。

 蓝色酒吧“C”（C 楼 8 楼）。

 八楼酒吧（B 楼八楼）。

 D楼酒吧“Eden 酒吧”（D 楼底层）。

57. 自助餐厅、餐厅、波兰酒吧和蓝色酒吧均接受借记卡和信用卡。



10 IT/GB-8/19/1/Inf.2 

58. 提供各种点心的自动售货机遍布整个大楼的各个地点，包括 A 楼 2 层和书店

旁边的 B 楼底层。  

59. 靠近粮农组织总部的 Viale Aventino 大道附近也有其他餐饮设施。

安 保 

60. 粮农组织保安处设在 B062 室，办公时间为 8:00-17:00（分机号 55159）；

17:00 以后，应与 A 楼警卫联系（分机号 53145，在粮农组织总部大楼外拨打  

+39 06 57053145）。

61. 保安处负责：

 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后接听要求采取后续行动的工作电话；

 在紧急情况下协助找到并通知本组织高级官员；

 就要员安保安排与各国安保代表联络；

 需要救护车、医疗和警方等外部紧急救助时随时与地方当局联络；

 受理失物招领。

公共交通 

62. 公共交通车票应提前购买，可从自助售票机和地铁站售票处、烟纸店和

报摊购买。并非所有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上都设有售票机。  

63. 票价为 1.50 欧元，可乘坐地铁一次，并在 75 分钟的验票时间内不限次数

地乘坐公共汽车 /电车。在进入公共汽车、电车或地铁时，需验票。也可以购买

适用于整个公共汽车/电车和地铁网络的日票。  

64. 可在粮农组织总部大楼附近乘坐以下公共汽车：60 路快线、75、81、118、

160、175、271 和 628 路公共汽车，以及 3 号电车 /公共汽车。欲了解罗马公共

交通的更多信息（包括路线、公共汽车和电车时刻表），请致电： 06 57003，

或上网查询：www.atac.roma.it。 

65. 罗马地铁共有三条路线：A、B 和 C 线。红色背景上标示的白色大号字母

“M”指站点。“Termini 站”是 A 线与 B 线相交的唯一地铁站。粮农组织的

地铁站是 Circo Massimo（B 线）。San Giovanni 站是 A线和 C 线相交的地铁站。  

66. 更多信息可查询；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information/travel/en/

http://www.atac.roma.it/
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information/trav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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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67. 建议与会人员只乘坐带计程器、有执照的出租车。带行李、夜间载运以及

周日和节假日均收取附加费。主接待处（A 楼底层）可帮助与会人员预约出租车。  

68. 与会人员也可使用无线电叫车服务（电话 06 3570 或 06 4994）。呼叫时，

出租车公司接线员会询问呼叫者的电话号码，并将提供出租车的识别号码（在汽车

两侧标记），以及车辆抵达呼叫者所在地的估计时间。  

电 话 

69. 粮农组织总部电话号码为（+39）06-570 加上分机号。若不知分机号，

请拨打(+39) 06-570-51 咨询总机接线员。所有会议厅和休息室均设有电话，可用于

拨打内线，直接拨打所需分机号即可。  

70. 爱沙尼亚 Skype 联络中心位于 B 楼（B016）的底层，紧邻旗厅。  

贵重物品 

71. 建议与会人员妥善保管贵重物品，特别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街上、

地铁、公共汽车和电车上可能会有扒手。一旦与会人员入住酒店，建议将护照等

重要文件留在酒店保险箱内并携带复印件。身份证、纪念品和市内不需要的任何

物品最好留在酒店或住地。  

宣传资料 

72. 秘书处将编写供代表使用的具体宣传资料。请定期查看我们的网站和社交

媒体帐户以获取更新版本：  

 网站：www.fao.org/plant-treaty 

 推特账号：@PlantTreaty (https://twitter.com/planttreaty) 

 领英简历：@PlantTreaty (www.linkedin.com/in/plant-treaty-unfao) 

 

请注意，粮农组织是无烟区。 

粮农组织大楼内禁止吸烟。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
https://twitter.com/planttreaty
http://www.linkedin.com/in/plant-treaty-unf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