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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514/Ch.20 

C C 

 

理 事 会理 事 会理 事 会理 事 会  
 

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 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 届 会 议届 会 议届 会 议届 会 议  

2011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1－－－－ 15 日日日日，，，，罗马罗马罗马罗马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安排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安排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安排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安排  

（（（（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向大会提出的建议））））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本文件载有大会的暂定时间表，并列出了大会有待提名候选人的官员职位。 

 

要求理事会要求理事会要求理事会要求理事会：：：： 

� 批准附录 A所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暂定时间表； 

� 为大会以下官员职位提名候选人： 

- 第一委员会主席； 

- 第二委员会主席； 

- 大会的三名副主席； 

- 总务委员会的七名选举产生的成员； 

- 证书委员会的九名成员；以及 

- 决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请联系请联系请联系：：：： 

大会、理事会和政府关系科科长 

Stephen Dowd 

电话：+3906 5705 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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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1. 按照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009年11月）的决定，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

于2011年6月25日至7月2日在罗马举行。 

2. 本文件补充了文件C 2011/12所载理事会第一四O届会议（2010年11－12

月）批准的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2011年6月25日－7月2日）安排，包括

关于在议题10“审查粮食和农业状况”下开展的大会一般性辩论主题应为“女性

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一提案。 

暂定时间表暂定时间表暂定时间表暂定时间表 

3. 将大会的暂定时间表（附录A）提交给理事会审议，以便提交给大会批准。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主席团成主席团成主席团成主席团成员员员员 

4. 大会第一四O届会议（2010年11－12月）就提名埃塞俄比亚农业和农村发展

部长Teferra Derebrew阁下担任大会主席达成共识，并且建议第一委员会主席应来

自77国集团以外的国家，第二委员会主席应来自77国集团的某一个国家。
1
 

5. 要求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为以下职位提名候选人： 

(i) 第一委员会主席； 

(ii) 第二委员会主席； 

(iii) 大会的三名副主席； 

(iv) 总务委员会的七名选举产生的成员； 

(v) 证书委员会的九名成员；以及 

(vi) 决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 

非政府组织非正式会议非政府组织非正式会议非政府组织非正式会议非政府组织非正式会议 

6. 同大会前几届会议的情况一样，建议邀请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出席6月25日

星期六的非正式会议，以便将他们对本组织各项活动和计划的意见和建议通报给

大会。 

 

 

                                                 

1
 CL 140/REP，第 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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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A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暂定时间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暂定时间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暂定时间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暂定时间表 

 

201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5 日星期六日星期六日星期六日星期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30－－－－12:30））））－－－－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 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 任命总务委员会和证书委员会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35 任何其他事项 

 35.1 麦克杜格尔纪念演讲 

（（（（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4:30））））－－－－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3 通过会议议程及相关安排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4 接纳观察员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5 申请加入本组织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6 任命总干事 

 6.1 总干事职位候选人演讲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30））））－－－－菲律宾厅菲律宾厅菲律宾厅菲律宾厅 

[非政府组织观察员非正式会议] 

 

 

 

201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6 日星期日日星期日日星期日日星期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0:30））））－－－－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6 任命总干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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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7 日星期一日星期一日星期一日星期一 

 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绿厅绿厅绿厅绿厅）））） 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红厅红厅红厅红厅）））） 

9:30－－－－12:30 总干事发言 

理事会独立主席发言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35：任何其他事项 

35.2：颁发 B.R.森氏奖 

35.3：颁发 A.H.布尔马奖 

35.4：颁发爱德华·萨乌马奖 

35.5：玛格丽塔·利扎拉加奖章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0：审查粮食和农业状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30－－－－12: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1：2008－2009 年计划执

行报告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2：2011年计划评价报告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4：“粮农组织革新图变近

期行动计划”大会委员会报告 

14:30 －－－－ 17:30

（（（（如需要则如需要则如需要则如需要则

延长延长延长延长））））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0：审查粮食和农业状况（续）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1：下列会议报告提出的全球政策和管理

事项： 

11.1：第三十一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会

议（2010年 4月 26－30日）报告 

11.2：第二十六届非洲区域会议（2010 年 5

月 3－7日）报告 

11.3：第二十七届欧洲区域会议（2010 年 5

月 13－14日）报告 

11.4：第三十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2010年 9月 27日–10月 1日）报告 

11.5：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2010 年 12

月 4－8日）报告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3：水土资源状况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3：《2010－13 年中期计

划》（经审查）和《2012－13 年

工作计划和预算》（预算水平决

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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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8 日星期二日星期二日星期二日星期二 

 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绿厅绿厅绿厅绿厅）））） 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红厅红厅红厅红厅）））） 

9:30－－－－12:30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0：：：：审查粮食和农业状

况（续）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2：：：：下列会议报告提出的全球政策和管理

事项： 

12.1 ：：：：商品问题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

（2010年 6月 14－16日）报告 

12.2：：：：农业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2010

年 6月 16－19 日）报告 

12.3：：：：林业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2010 年

10月 4－8日）报告 

12.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0年 10 月 11－14日和 16 日）报告 

12.5：：：：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2011

年 1月 31 日－2 月 4 日）报告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4：：：：《根除牛瘟宣言》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3：：：：《 2010－ 13 年中期计划》

（经审查）和《2012－13 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预算水平决议草案）（续） 

14:30－－－－17:30

（（（（如需要则如需要则如需要则如需要则

延长延长延长延长））））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0：：：：审查粮食和农业状

况（续）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5：：：：对联合国系统发展业务活动的三年度

全面政策审查临时报告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6：：：：《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的落

实情况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9：：：：《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全球战略》执

行计划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0：：：：2010年粮农组织性别审计  

 

（第一委员会起草委员会）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3：：：：《 2010－ 13 年中期计划》

（经审查）和《2012－13 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预算水平决议草案）（续） 

 

 

 

 

 

（第二委员会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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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9 日星期三日星期三日星期三日星期三 

 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绿厅绿厅绿厅绿厅）））） 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红厅红厅红厅红厅）））） 

9:30－－－－12:30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0：：：：审查粮食和农业状

况（续）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7：：：：联合国 /粮农组织合办的世界粮食计

划署 

27.1：：：：《世界粮食计划署总条例和规则》修

正案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7：：：：对“2009 国际天然纤维年”的评价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8：：：：2011 国际森林年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3：：：：《 2010－ 13 年中期计划》

（经审查）和《2012－13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预算水平决议草案）（续） 

14:30－－－－17:30

（（（（如需要则如需要则如需要则如需要则

延长延长延长延长））））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0：：：：审查粮食和农业状

况（续） 

 

 

 

 

 

 

 

 

（第一委员会起草委员会）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3：：：：《 2010－ 13 年中期计划》

（经审查）和《2012－13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预算水平决议草案）（续）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5：：：：为采取措施提高包括代表性

在内的领导机构效率而设立的开放性工

作组的报告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6：：：：理事会多年工作计划 

 

（第二委员会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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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30 日星期四日星期四日星期四日星期四 

 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绿厅绿厅绿厅绿厅）））） 第二委员第二委员第二委员第二委员会会会会（（（（红厅红厅红厅红厅）））） 

9:30－－－－12:30 
[教皇接见]（有待确认）  

 

 

 

14:30－－－－17:30 

（（（（如需要则如需要则如需要则如需要则

延长延长延长延长）））） 

议议议议题题题题 30：：：：2008－2009年审定帐目（决议草案）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31：：：：2012－2013 年会费分摊比额（决议

草案）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32：：：：欧洲联盟对因其加入本组织而产生

的行政开支及其他费用的付款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33：：：：其他行政和财务事项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9：：：：任命粮农组织大会参加职工养恤金委

员会的代表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35：：：：任何其他事项 

35.6：：：：粮农组织职工机构代表发言 

35.7：：：：悼念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34：：：：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通过报告通过报告通过报告通过报告（（（（时间待定时间待定时间待定时间待定）））） 

 

 

 

通过报告通过报告通过报告通过报告（（（（时间待定时间待定时间待定时间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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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 日星期五日星期五日星期五日星期五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30－－－－12:30））））－－－－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8 《基本文件》修正案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29 其他章程和法律事项 

 
通过第二委员会关于议题 23（《2012－201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的报告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4:30－－－－17:30－－－－如需要则延长如需要则延长如需要则延长如需要则延长）－）－）－）－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8 选举理事会成员 

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7 任命理事会独立主席 

 

 

 

2011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2 日星期六日星期六日星期六日星期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编写提交全体会议的报告）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4:30－－－－17:30－－－－如需要则延长如需要则延长如需要则延长如需要则延长）－）－）－）－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全体会议 

 通过以下报告：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全体会议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