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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粮农组织很高兴有机会根据计划委员会第一二七届会议指导意见，介绍

在实施《粮农组织战略结果框架评价管理层回应》 1中商定行动方面取得

的进展。 

 评价提出了八项建议，其中四项完全接受（建议 2、4、7 和 8），四项部分

接受（建议 1、3、5 和 6）。 

 

征求计划委员会指导意见 

 计划委员会不妨注意在实施商定的“管理层回应行动”方面取得的进展。  

建议草案 

计委： 

a) 欢迎《管理层关于粮农组织战略结果框架评价建议的落实情况进展报告》； 

b) 支持围绕评价建议采取的行动； 

c) 同意矩阵中提议的措施，供管理层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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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综述/亮点 

1. 管理层很高兴有机会根据计划委员会第一二七届会议的指导，介绍在实施

《粮农组织战略结果框架评价管理层回应》2中商定行动方面取得的进展。  

2. 评价提出了八项建议，其中四项完全接受（建议 2、4、7 和 8），四项部分

接受（建议 1、3、5 和 6）。 

II. 八项评价建议进展情况概述  

3. 下文简要介绍管理层回应中商定行动的进展情况，更详细情况可见矩阵。  

4. 就建议 1 来说，粮农组织实质性修订了《<国别规划框架>准则》，制定了

内部战略和行动计划，以期提高对新国别规划模型的认识，发现所需能力，支持

制定并实施共同国家分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国别

规划框架。  

5. 就建议 2 和建议 3 而言，粮农组织在《新<战略框架>暂行纲要》中介绍了

加强结果框架适宜性所需进程和变革的初步情况。 

6. 在建议 5 和建议 6 方面，《对<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进一步调整》

介绍了本报告编写之时提出的新建议，且粮农组织已在各区域办事处分别设立了

一个新的职位，支持各国开展监测评价工作。 

7. 就建议 7 而言，粮农组织在采购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进一步的工作正在

推进当中。在建议 8 方面，目前尚未制定总体变革战略；正如管理层承诺的一样，

本组织正在积极加强与职工的透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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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关于粮农组织战略结果框架评价建议的落实情况进展报告 - 矩阵 

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 

部分接受或 

否决 

管理层计划 

需要采取的行动，及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否决的说明  

责任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

追加资金

(是或否) 

2020 年 4 月前已采取行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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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需要做出

大规模的国家层面努

力，以影响《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粮农组织要能回应这些

要求，同时铭记自身的

资源限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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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经济学家，

战略、规划及

资源管理办公

室，以及各区

域办事处 

2020-2021 是 为及时响应联合国改革带来的新要求和新

的业务模式，粮农组织实质性修订了《<国

别规划框架>准则》，以便国家层面的规划

和计划制定工具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合作框架准则》的要求，完全源自《联合

国合作框架》。同时，粮农组织制定了一

项内部战略和行动计划，提出两个主要目

标： i）就新的国别规划模型和相关的粮农

组织参与活动提高认识，积累知识； ii）发

现并协调（以及从资金上协调）本组织各

个层面的突出能力，及时支持驻国家办事

处制定并实施共同国家分析、《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合作框架》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国

别规划框架。 

关于拟议战略发展目标办公室的情况，请

参考《对<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

进一步调整》（CL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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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发目标的主要贡

献，提高结果框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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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5 年中期

战略、规划及资

源管理办公室， 

副总干事，首席

经济学家，各区

域办事处 

2021 年 

6 月 

否 《新<战略框架>暂行纲要》（PC 128/2）

就加强结果框架适宜性所需的进程和变革

提供了初步信息，包括契合可持发目标指

标，提高粮农组织规范性工作的可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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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 

部分接受或 

否决 

管理层计划 

需要采取的行动，及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否决的说明  

责任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

追加资金

(是或否) 

2020 年 4 月前已采取行动介绍 

指导粮农组织在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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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照可持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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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的编制提供参考。审查

结果将提交 2021 年 6 月粮农组

织大会供成员国核准。 

以及围绕具体的计划目标提高本组织的可

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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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层面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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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同意具体的建议行动，包括

在次区域层面设立多学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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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经济学家，

战略、规划及

资源管理办公

室，以及各区

域办事处 

2021 年 

6 月 

是 新的《中期计划》/《工作计划和预算》的

编制仍处在早期阶段。当前建议在《对

<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进一步调

整》中有所介绍，包括调整围绕战略计划

的管理安排。 

根据原定时间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情况

将在《中期计划纲要》（2020 年 11 月）以

及完整的《中期计划》 /《工作计划和预

算》文件（2021 年上半年）中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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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 

部分接受或 

否决 

管理层计划 

需要采取的行动，及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否决的说明  

责任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

追加资金

(是或否) 

2020 年 4 月前已采取行动介绍 

建议 4：为确保符合需

求，粮农组织需要建立

机制，确保员工职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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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缺口加以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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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规划及资源管理

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是 工作仍在推进中，将根据原定时间表进行

报告。 

建议 5：加强粮农组织

总部的计划管理职能，

提供战略导向，促进计

划办法。 

部分接受 管理层认可计划管理职能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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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域办事处，

战略、规划及

资源管理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是 《对<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进一

步调整》（CL 164/3）介绍了建议总部实

行的新的组织计划，以及当前预计需要做

出的调整。 

建议 6：建立全组织定 

性监测和管理学习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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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规划及

资源管理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是 截止目前采取的行动包括在每个区域办事

处设立一个新职位，支持各国开展监测评

价工作（《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调

整》(CL 163/3)）。其他初步措施在《对

<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进一步调

整》中有所介绍，包括调整围绕战略计划

的管理安排以及建立战略发展目标办公

室。  

建议 7：提高行政程序

效率，加强粮农组织在

满足各国需求方面的敏

捷性。 

接受 管理层致力于加强权力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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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

资源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否 采购方面启动了深远的改革，在新《手

册》502 部分有所体现，包括向驻国家办事处

和区域办事处负责人授予更多权限，同时

组建国际采购官员实地网络，协助权力下

放办事处，支持其管理风险，确保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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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 管理层回应 

接受， 

部分接受或 

否决 

管理层计划 

需要采取的行动，及 /或 

关于部分接受或否决的说明  

责任单位 时间表 是否需要

追加资金

(是或否) 

2020 年 4 月前已采取行动介绍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推出了若干项措施，

包括完善非职工人力资源程序，以及增加

对人事事项的权力下放。更多详细信息可

见《人力资源管理》（FC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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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尚未制定总体变革战略；但本组织在

近期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方面推行变

革，每天与职工进行及时、开放和透明的

沟通，此种变革不失为强有力变革管理的

一个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