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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21 年 2 月 8-11 日  

粮安委2019-2020年年度进展报告  

 

1. 本年度进展报告概述了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闭会期间开展的主要

活动，包括 2019 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六届全体会议各项决定和建议的落实进展；

宣传和外联、预算、资源筹措的最新情况；以及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

专家组（高专组）的活动。  

I.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后至第四十七届会议前的主要活动  

粮食体系与营养  

2. 《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的编制工作结束磋商，进入正式谈判阶段。

在 2020 年期间举行了两轮谈判，最后一轮谈判计划于 2021 年 1 月下旬举行；同时，

一个“主席之友”小组将进一步举行若干次会议。预计将在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

期间通过《自愿准则》。  

3. 继 2019 年 7 月至 11 月举行六次区域磋商之后，于 2019 年 12 月分发了

《自愿准则》的草案初稿。 

4. 征询了粮安委各利益相关方意见、评论和建议，然后纳入了正在编写的草案中，

以供开展谈判。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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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举措，打造可持续农业和粮食体系，加强粮食安全

和营养 

5. 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初步讨论了“生态农业和其他创新举措”，

启动了政策趋同进程。预计该进程将于 2020 年 10 月结束，届时各项政策建议将

获得批准。 

6. 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之后，报告员发起了书面意见公开征集活动，

以征求粮安委各利益相关方对建议所涉拟议问题和议题的反馈意见。  

7. 2020 年 1 月 27 日，在粮农组织总部举行了第一次公开会议，邀请粮安委

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建议初稿编写工作，并提供更多投入。  

8.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正式谈判被迫推迟，主席团同意在 2020 年 5 月至 6 月间

举行五次（线上）非正式小组讨论，以处理利益相关方就初稿反馈的主要问题。

讨论的结果为第一稿（http://www.fao.org/cfs/workingspace/workstreams/agapp/en/）

编制工作提供了参考。2020 年 7 月 23 日举行的另一次公开会议讨论了第一稿。 

9. 在 Emadi 大使（伊朗）退休后，主席团提名尼日利亚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公使

兼常驻代表 Yaya Olaitan Olaniran 阁下为政策趋同进程的新报告员。  

10. 考虑到罗马常设机构的日程安排和工作量，粮安委主席、秘书和新任报告

员建议在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之后开始就政策建议进行谈判。正式谈判的日期

定于 2021 年 3 月 29-31 日和 5 月 3-7 日。 

11. 计划在 2021 年 6 月 4 日举行为期一天的粮安委特别全体会议（粮安委  

第四十八届会议期间），以批准政策建议。  

监测粮安委的成效  

A. 筹备于 2019 年 10 月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  

举行的粮安委全体会议，讨论粮安委三套政策建议的使用和应用问题  

12. 秘书处在技术工作组的支持下，组织了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全体会议，

讨论粮安委三套独立政策建议的使用和应用问题。这三套政策建议对“2019-2028 年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作出了重要贡献，分别为：  

i) 《投资小农农业，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2013 年）； 

ii) 《助力小农户打通市场》（2016 年）； 

iii) 《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畜牧业起何作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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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之前，将粮安委利益相关方提供的有关活动、

经验和良好做法的意见汇总成了一份文件。  

13. 技术工作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盖茨基金会、民间社会和

土著人民机制、私营部门机制、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B. 在 2020 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举办的  

关于《应对长期危机中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行动框架》  

使用和应用的全球专题活动  

14. 2019 年期间，分两次发出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第一次关于在国家、区域

和全球层面组织的活动，以讨论使用《应对长期危机中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行动

框架》的经验；第二次关于应用该文书的经验和良好做法。之后，秘书处分析了

收到的 52 份意见，并汇编成文，载于 CFS 2021/47/Inf.17 号文件“《应对长期危机中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行动框架》的使用和应用监测：分析所收到的意见，以便为

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全球主题活动提供参考”。分析是在技术工作组的支持下

完成的，该工作组于 2020 年 6 月举行会议，以筹备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有关

《行动框架》的全球专题活动。  

15. 技术工作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署、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

私营部门机制 

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16. 该工作流程的目标是制定一套全球公认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

和妇女赋权自愿准则》，供 2022 年 10 月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批准。  

17. 《自愿准则》将就如何在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努力中促进

性别平等、妇女和女童权利以及妇女赋权，为成员国和粮安委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

具体实用的指导。  

18. 该工作流程首先由主席团共同主席  – 布基纳法索常驻代表 Josephine 

Ouedraogo 大使和芬兰常驻代表 Satu Lassila 女士确认成立一个技术工作组，并制定

《自愿准则》的职责范围。  

19. 性别问题开放性工作组为编写职责范围召开了两次会议，该职责范围将提交

2021 年 2 月举行的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以供通过。  

20. 技术工作组成员：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联合国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私营部门机制、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儿基会、联合国

妇女署、粮食署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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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工作计划  

21. 根据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批准的《粮安委关于新版<多年工作计划>结构和

流程的落实报告》（CFS 2018/45/3）附件 B 的规定，主席团经与咨询小组磋商，

编写了粮安委《2020-2023 年多年工作计划》第一次年度更新，并将提交粮安委

第四十七届会议，以供审议和批准。  

粮安委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治理高级别线上特别会议  

22. 粮安委于 2020 年 10 月 13-15 日组织了一次关于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治理的

高级别线上特别会议。这次为期三天的线上会议旨在：  

(i) 在《2020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和粮安委高级别专家组关于

“编写全球综述，迈向 2030 年”报告的指导下，对全球粮食安全状况

进行评估； 

(ii) 利用高专组主题为“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影响：制定

有效的政策应对措施，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大流行病”的议题文件，思考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以及“重建更美好的

未来”所需的努力；  

(iii) 讨论粮安委《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草案和粮安委《关于生态农业和

其他创新举措的政策建议》草案，并审议其与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目标的

相关性。 

23. 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改于 2021 年 2 月 8-11 日举行，这次特别会议则在

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原定时间举行。超过 5,000 多名注册与会者参加了 3 次全体

会议和 12 次伙伴会议。7 位部长、联合国副秘书长、6 位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粮农

组织、农发基金、劳工组织、儿基会、粮食计划署和世卫组织）负责人以及来自

世界各地的其他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导人在会上发言。  

24. 《主席概要》综述了会议记录及主要成果，目前已经分发，并发布到粮安委

网站上。关于这次特别会议的更多信息，包括发言、声明、介绍、Zoom 录像和  

12 次伙伴会议的摘要，可在会议网页上查阅。 

粮安委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  

25. 粮安委高专组如期实现了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所有预期成果。  

26. 2020 年，应粮安委主席的特别要求，除了落实粮安委《2020-2023 年多年

工作计划》规定的目标外，高专组还编写了两份关于新冠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

影响的议题文件，并开始参与 2021 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筹备工作。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2020/en/
http://www.fao.org/3/ca9731en/ca9731en.pdf
http://www.fao.org/3/ca9731en/ca9731en.pdf
http://www.fao.org/3/cb1000en/cb1000en.pdf
http://www.fao.org/3/cb1000en/cb10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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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疫情之下，指导委员会和特设项目组审时度势，采用改良的连接工具，改善

了会议条件和成本效益，积极响应了粮安委主席的额外要求，促进了高专组的工作。 

28. 2019 年 11 月和 12 月，高专组取得了以下成果：  

 在罗马组织了一次指导委员会会议。  

 选举指导委员会主席（Martin Cole）和副主席（Bernard Lehmann）。 

 同意高专组第 16 号报告“促进青年在农业和粮食体系中的参与和就业”

的范围。 

29. 高专组在 2020 年取得的具体成就包括：  

 组织两次指导委员会线上会议。  

 为高专组第 16 号报告“促进青年在农业和粮食系统中的参与和就业”

遴选一个项目小组，并编写报告的初稿，供开展电子磋商。  

 为高专组第 16 号报告组织 11 次项目小组线上会议。  

 最后确定、出版、发布并在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特别会议（2020 年

10 月 13-15 日）上介绍高专组主题为“粮食安全和营养：编写全球综述，

迈向 2030 年”的第 15 号报告。 

 为 3 月 19 日的主席团和咨询小组特别会议编写一份临时议题文件“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并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写更新文件“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制定

有效的政策应对措施，应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大流行”。应粮安委主席的

要求，已将这些文件提交给粮安委主席团和顾问组会议以及 2020 年 10 月

粮安委高级别特别会议。  

 征集 2021 年指导委员会换届提名，任期两年。  

 为高专组第 17 号报告“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项目组

招聘专家。 

粮安委私营部门机制 

30. 2020 年，私营部门机制为粮安委的所有讨论做出了贡献，并发现通过举行

线上会议，有利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声音更容易地参与讨论，包括参与粮安委的

工作组和特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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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除了协调代表团和投入外，私营部门机制还一直在倡导采用粮安委产品，

包括在即将举行的粮食体系峰会上积极倡导。此外，还开展了一些特别活动，包括

在粮安委高级别线上特别会议周期间举行了粮食体系高级别对话。  

粮安委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  

32. 2020 年 3 月，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协调委员会将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

疫情确定为该机制的新优先重点。协调委员会要求所有成员与他们代表的民间社会

和土著人民及区域进行联系，回答三个问题：1）疫情对粮食体系、粮食安全和

食物权有哪些影响？2）社区、团结运动、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在如何应对这些影响？

3）为了建立更公平、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各方提出了哪些新的公共政策建议？

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的妇女工作组和青年工作组贡献了各自代表群体的观点。 

33. 收到了非洲、亚洲、太平洋、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妇女、青年、农业

和粮食工人、渔民、土著人民、农民和小规模家庭农民、城市粮食无保障者、消费者、

无地者、牧民反馈的数百份意见，并将其纳入了三份主要报告中：《青年宣言》、

《妇女报告》和《全球综合报告》。 

II. 宣传和外联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综述  

34. 粮安委全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庆祝了粮安委成立 45 周年。会议以“加快推进

可持续发展目标 2，全面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题，是因为认识到自

2015 年以来，世界饥饿人数一直在上升，已退回到 2010-2011 年水平。  

35. 126 个国家的代表以及来自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组织、

国际金融和研究组织、慈善基金会的代表和观察员出席了本届会议，参会人数为

史上最多，达 1,669 人。 

36. 私营部门机制和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的青年代表组织了一次特别活动，

详细介绍了实现“零饥饿”将在哪些方面需要青年直接参与地方和全球层面的政策

制定。 

37. 会议选举了新的主席团，包括 12 名成员，泰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联合国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代表 Thanawat Tiensin 先生当选为主席，任期两年。 

38.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的 1,669 位与会代表构成如下： 

 114 个粮安委成员；  

 12 个非粮安委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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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个联合国机构；  

 172 个民间社会组织（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参与。

这个数字包括该机制中的 141 个民间社会组织）；  

 12 个国际农业研究组织；  

 7 个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  

 115 个私营部门协会和私人慈善团体（这个数字包括私营部门机制中的 94 个

协会）。 

高级别与会者包括一位第一夫人、12 位部长、8 位副部长和 1 位国务秘书。 

会外活动  

39.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共举办 54 场会外活动和 2 场发布会。这些活动是

从创纪录的 106 份申请中选定的，其中许多主题重合的活动应秘书处的请求进行了

合并。共有 159 家会外活动主办方参与，包括粮安委的新成员组织。很多主办方

参与不止一场会外活动，联合国粮农组织参与 30 场，农发基金参与 11 场，粮食署

参与 12 场。估计有 1,793 名参与者出席了各项会外活动。  

媒体与宣传  

 主席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致辞； 

 主席与联合国秘书长特使 Agnes Kalibata 和高专组主席 Martin Cole 的联合

专栏文章，强调了粮安委的作用及 2019 冠状病毒病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

状况的威胁； 

 《彭博社商业周刊》对主席的访谈，谈论了粮安委就 2019 冠状病毒病对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影响这一主题正在开展的工作；  

 主席的专栏文章，呼吁采取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推广在应对 2019 冠状病

毒病方面行之有效的举措；  

 主席总结，介绍了粮安委关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全球治理的高级别

特别活动； 

 《中国日报》对主席的访谈，主题为减少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  

 在庆祝首个“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之际发表了一篇媒体文章，

突出介绍了粮安委围绕该主题开展的工作。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920/Chair/CFS_Chair_Statement_COVID_EN.pdf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threatens-to-unleash-global-food-insecurity-by-thanawat-tiensin-et-al-2020-03?barrier=accesspaylog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threatens-to-unleash-global-food-insecurity-by-thanawat-tiensin-et-al-2020-03?barrier=accesspaylo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4-01/there-s-no-good-reason-to-hoard-anything-especially-food
https://medium.com/committee-on-world-food-security-cfs/cfs-calls-for-building-back-better-to-avert-a-covid-19-food-crisis-f293a52e36ea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Events/October_Event/Chair_Summary.pdf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008/18/WS5f3b1251a310834817260dd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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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外联活动  

40. 粮安委主席在一年当中参加了诸多活动，旨在提高对粮安委及其多方利益

相关方模式的认识，推行粮安委的政策文件，彰显粮安委为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挑战所作出的努力。相关活动包括：  

 向 2019 年 12 月 4 日举行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会议介绍《粮安委  

第四十六届会议最终报告》。理事会赞同报告，并鼓励审议粮安委参与筹划

2021 年世界粮食系统峰会一事；  

 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部五个区域会议，包括在每次会上发言和主持

小组会议，并启动了新成员招募；  

 按照粮安委的任务规定召开了两场开放式线上研讨会，讨论 2019 冠状病毒

病大流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影响；  

 参加了粮食署组织的首次线上“Gazebo”活动，旨在提高对粮安委及其

《粮食系统和营养资源准则》草案的认识；  

 参加了由粮食安全集群成员与罗马常设机构工作人员组织的一次公众活动，

讨论粮安委的《粮食系统和营养资源准则》草案及未来的实施机遇；  

 接受《彭博社商业周刊》对粮安委主席的采访，谈及粮安委针对 2019 冠状

病毒病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影响所开展的工作；  

 在纽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主席在 7 月 13 日举行的

《2020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高级别发布会上发言；  

 主席参加了《2020 年全球营养报告》发布会，一场关于森林、土著人民和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网络研讨会，以及一次关于新版“谷神 2030”报告的线上

对话（此报告估算了扭转 2019 冠状病毒病所致饥饿危机需要的成本）；  

 主席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讲话，

介绍了粮安委在 2019 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特别开展的工作的最新情况； 

 2020 年 6 月 25 日举行了粮安委高级别专家组报告发布会，报告题为“粮食

安全和营养：构建面向 2030 年的全球叙事”；  

 主席参加了“非洲绿色革命论坛”（即此前的“非洲农业论坛”）期间的

一次线上部长级圆桌会议。他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一场“非洲绿色

革命论坛”会外活动上发言，突出介绍了粮安委的《粮食系统和营养资源

准则》和各项旨在变革粮食系统的政策改革建议；  

 主席参加了 8 月 13 日由拉丁美洲餐饮行业协会联盟组织的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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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举办了一场关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全球治理的粮安委

高级别特别活动； 

 在举办粮安委高级别特别活动的同一周，主席在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的

十周年庆祝活动以及私营部门机制的粮食系统对话中发言；  

高专组外联活动  

粮安委内部影响  

41. 高专组作为粮安委的科学与政策界面，是 2009 年改革的中坚力量，致力于

实现其两大关键目标，即：包容与循证。高专组报告是由作为指导委员会成员、项目

团队成员或同行评审员参与高专组工作的专家持续对话产生的结果，在众多科学

学科、专业性和区域性专长之间建立了联系。除了高专组的专家，这种对话的参与者

还包括世界各地的众多知识持有者，他们通过开放式的线上磋商（电子磋商）及

会议参与对话。 

 

42. 高专组报告受到广泛认可不仅因为其科学信息内容的数量和质量过硬，

也因为高专组能够以一种清楚、平衡、全面的方式向非专业人士分析和说明有关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复杂问题。  

43. 2020 年，高专组为其报告和内容提要设计了一种新的视觉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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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cfs/home/events/cfs-high-level-special-event-on-food-security-and-nutrition/en/
http://www.fao.org/cfs/home/events/cfs-high-level-special-event-on-food-security-and-nutri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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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外部影响 

44. 高专组指导委员会成员及项目团队成员在超过 50 项活动和出版物中介绍了

高专组报告和问题文件的结论：  

 10 个国际论坛，包括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高级别政治论坛；  

 5 篇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  

 5 篇专栏文章，包括粮安委主席与联合国可持续性标准论坛特使联合发表的

一篇专栏文章；  

 4 篇媒体文章；  

 在瑞士、印度和中国等国举办的 7 个国家论坛； 

 18 次研讨会和教学课程。  

45. 2020 年，在同时使用现有工具（网站和邮件列表）的基础上，高专组秘书处

通过领英（LinkedIn）和专门的推特（Twitter）帐号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 

咨询小组外联活动  

46. 2019-2020 年咨询小组成员包括：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当然成员） 

 （特设成员）世卫组织、食物权特别报告员、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

委员会、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私营部门机制、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世界银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47. 在闭会期间，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为促进粮安委政策成果的利用、应用和

传播做出了巨大努力。它们：  

 参加主席团与咨询小组联合会议、开放性工作组及其他闭会期间活动，包括

技术工作组会议和相关活动；  

 通过以下方式在所有层面参与 2019 年 10 月举行的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

包括其筹备进程：  

o 为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文件的编制提供建议和支持；  

o 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周联合主办多项会外活动；  

 参与关于《粮食系统和营养自愿准则》的区域磋商；  

 向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各区域会议组成部分的粮安委线上会议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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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的最新进展情况和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成果的

后续行动状况，并通过在农业和卫生之间建立联系，支持采取跨部门的办法

解决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这意味着还需采取多方利益相关方的办法；  

 向有关既定高专组报告《构建面向 2030 年的全球叙事》范围界定问题的在

线磋商会议提供技术投入；  

 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管理会议；  

 支持粮安委秘书处和粮安委政策趋同进程报告员就农业生态及其他创新

方法正在开展的政策趋同工作；  

 为高专组的磋商会议提供资料，包括即将发布的《促进农业和粮食系统中青年

参与和就业》报告的范围和大纲；  

 在相关会议、研讨会、出版物及自己的员工当中提高对粮安委政策成果的

认识； 

 向自身管理机构提供关于参与粮安委活动的年度最新情况。  

III. 跟踪粮安委的决定和建议  

48. 下列决定摘自《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最终报告》。  

X.《粮安委 2020-2023 多年工作计划》  

粮安委：  

 

依据粮安委《评价执行报告》，要求：  

- 主席团批准一项强有力的筹资战

略以帮助支持全体会议和工作流

程、高级别专家组以及民间社会

机制，面向《多年工作计划》所

确定的粮安委重点工作提供支

持，同时依据粮农组织准则提供

明确保障，防止供资方面出现利

益冲突；  

 

- 秘书处继续努力拓展粮安委筹资

基础并使之多样化，包括与粮安

委成员国、私人基金会、私营部

门和金融机构进行接触。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28 f)段 

 

 

 

主席团于 2020 年 1 月批准了粮安委秘书处

提交的粮安委筹资战略。 

 

作为粮安委筹资战略的一部分，粮安委主席

与关键合作伙伴举行了若干次关于《粮安委

多年工作计划》的双边讨论。目前已开展的

外联活动包括与比利时、加拿大、欧盟、芬

兰、法国、大韩民国、西班牙、瑞典和阿联

酋高级官员的会谈。最后，芬兰、法国、西

班牙和瑞典向有关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

工作流程贡献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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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预算和资源筹集  

49. 粮安委 2019 年活动总支出为 xxx 美元。2020 年，粮安委预算三个组成部分

的资金总需求估计为 xxx 美元，包括： 

粮安委秘书处、全会和主题工作流程 xxx 美元 

高专组 xxx 美元 

民间社会机制 xxx 美元 

粮安委秘书处  

50. 罗马常设机构的捐款和预算外捐款将足以承担 2020 年支出及 2021 年的额外

预计支出，包括三次计划内全会的支出。  

资金  2019 年实际情况  2020 年预计情况  

罗马常设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粮

食 署 各 675,000 美元 ，农发基金

550,000 美元——实际）（联合国粮农

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各 675,000

美元——预计）  

1,900,000 2,025,000 

GCP/GLO/MUL/932——法国、瑞士、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42,411 242,373 

GCP/GLO/GER/964——德国  260,683 260,682 

GCP/GLO/EU/XXX——欧盟  294,008 208,049 

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GINC/MUL

（待确认）——芬兰、法国、西班牙、

瑞典  

0 700,000 

资金总额  2,697,102 3,43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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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019 年实际情况 2020 年预计情况  

职工 1,604,444  

外联活动——主席和职工 10,982  

全会及其他活动  450,772  

宣传和报告 102,113  

一般业务开支  88,420  

口译 95,070  

笔译/印刷 112,799  

差旅：小组成员和发言者  52,370  

工作流程 301,881  

林业 515  

高专组——混农林业后续行

动 
0  

高专组——多方利益相关方

伙伴关系后续行动  
2,718  

《2020-2021 多年工作计划》  1,209  

粮食系统与营养  274,775  

监测和采纳——小农、水和气

候变化 
0  

城市化和农村转型  22,664  

性别平等 0  

总支出 2,368,079  

 

高专组 

资金 2019 年实际情况 2020 年预计情况 

欧洲联盟  539,480.76 

法国  44,593.09 

摩纳哥  22,511.91 

斯洛伐克 3,412.97  

瑞士 250,000.00  

资金总额 253,412.97 606,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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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019 年实际情况 2020 年预计情况 

1.电子磋商 14,103.41 15,000.00 

2.项目团队支持 68,555.00 50,000.00 

3.报告印刷 7,739.76 5,000.00 

4.报告翻译 130,365.10 100,000.00 

5.报告发布会、粮安委的参与和外联活动  13,054.19 11,464.86 

6.指导委员会会议 107,085.80 0.00 

7.秘书处的其他运营支出  4,351.46 5,000.00 

8.秘书处一般服务人员  99,607.15 99,941.47 

9.技术人员计划支持  49,320.97 90,405.03 

10.科学宣传官员 - - 

11.高级技术顾问 实物支持  实物支持  

12.高专组协调员 实物支持  实物支持  

13.评价费用 - - 

14.改进提升费用回收  - - 

15.项目服务费用 49,316.78 37,681.14 

总支出 543,499.62 414,492.50 

民间社会机制  

51. 民间社会机制收到的捐款来自粮安委、联合国粮农组织、法国、欧盟、农发

基金、意大利、德国、瑞士和几个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注意：民间社会机制

的金额单位为欧元，按 0.837 欧元=1 美元的汇率换算成美元。由于 2019 冠状病毒

病大流行期间差旅受限且采用了线上会议技术，预计两个预算年份的支出都低于

计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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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关于民间社会机制预算的更多信息，请致函 cso4cfs@gmail.com。 

支出  2019 年实际情况  2020 年预计情况  

参加粮安委咨询小组会议  101,603 53,800 

民间社会机制政策工作组及参加  

粮安委闭会期间活动  
134,667 89,600 

支持监测和实施粮安委成果  98,615 17,900 

民间社会机制协调委员会年度会议、

论坛及参加粮安委全会  
160,919 18,100 

秘书处  171,582 179,200 

问责制、监测和其他费用  5,974 5,980 

管理费  34,063 23,698 

总支出  707,423 388,278 

 

私营部门机制  

支出  2019 年实际情况  2020 年预计情况  

秘书处核心活动费用  148,251 134,856 

政策制定工作  115,200 107,000 

活动和外联活动  59,257 2,704 

粮食系统峰会  0 84,000 

总支出  322,708 328,560 

53. 关于私营部门机制预算的更多信息，请致函 robynne@emergingag.com，

也欢迎访问 www.agrifood.net。  

 

mailto:cso4cfs@gmail.com
mailto:robynne@emergingag.com
http://www.agrifoo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