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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理 事 会理 事 会理 事 会  
 

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 四四四四 三三三三 届 会 议届 会 议届 会 议届 会 议  

2011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 12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罗马罗马罗马罗马  

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和第一四二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和第一四二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和第一四二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和第一四二届会议  

所做决定的落实情况所做决定的落实情况所做决定的落实情况所做决定的落实情况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 理事会《多年工作计划》要求理事会审议有关上届会议所做决定落实情况

的文件。 

• 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2011 年 4 月 11－15 日）和第一四二届会议

（2011 年 7 月 4 日）所做决定内容列在左栏并提及在理事会报告中的相关

段落。决定的落实情况则列在右栏。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 请理事会注意本文件所提供的信息。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大会、理事会及礼宾事务司司长 

Ali Mekouar 

电话：+3906 5705 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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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 

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2011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1－－－－15 日日日日）））） 

《《《《2010－－－－13 年中期计划年中期计划年中期计划年中期计划》（》（》（》（已审查已审查已审查已审查））））及及及及《《《《2012－－－－13 年工作计划和年工作计划和年工作计划和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预算预算预算》（》（》（》（向大会提出预算水平建议向大会提出预算水平建议向大会提出预算水平建议向大会提出预算水平建议）））） 

 

今后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应包含计委和财委要求提供的补充资

料，并要求及时提交文件供领导机构充分审议（第 6 段） 

计划为 2014－15 两年度落实。 

把 2012－13 两年度用于评价工作的预算设定为净拨款的 0.7% 

（第 7-b 段） 

已完成并纳入 CL143/3 号文件，题为“对《2012－13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的调整”。 

在不影响总体预算水平的同时，增加对战略目标 K（性别）的预算

拨款（第 7-c段） 

已完成并纳入 CL143/3 号文件，题为“对《2012－13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的调整”。 

在 2011 年 6 月大会之前报告费用增长假设数和估算数的任何重大

变动情况（第 7-d段） 

已完成。 

采取进一步措施改善本组织财务状况，并将周转基金和特别储备金

账户的资金补充以及最终付款基金的新增资金推迟到以后几个两年

度（第 7-e 段） 

建议已得到财政委员会第一四 O 届会议、第一四二届会议以及理

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和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审议。 

关于 2012－13 两年度，继续采用大会先前批准的方法，对数额为

1410 万美元的离职后医疗保险既往服务负债提供部分供资，并在

今后的两年度重新审议（第 7-f 段）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做出决定。在编制《2014－15 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时重新审议该方法。 

在下一个规划周期进一步改进优先重点的确立程序，特别是重点领

域和不再作为重点的领域的转变以及计划变动所产生的预算影响

（第 7-g段） 

将在编制《2014－17 年中期计划》和《2014－15 年工作计划和预

算》过程中予以实施。 

根据计划委员会第一 O 六届会议报告 ,重新制定组织结果指标 B4

和组织结果 C01 的重点领域（第 7-h） 

已完成。 

向大会提交两份有关共享服务中心的议案：将各中心整合为一个布

达佩斯中心；保持圣地亚哥和曼谷两个分中心及布达佩斯中心的现

状（第 7-i 段） 

已由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决定并完成（参阅 C 2011/REP第 96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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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 

计划委员会第一计划委员会第一计划委员会第一计划委员会第一 O 五届会议五届会议五届会议五届会议（（（（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8－－－－9 日日日日））））和第一和第一和第一和第一 O 六六六六

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2011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1－－－－25 日日日日））））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为下一个规划周期进一步改进优先重点的确立程序，包括有关战略

目标和职能目标内部和相互之间资源划拨的更多情况（第 10段） 

将在编制《2014－17 年中期计划》和《2014－15 年工作计划和预

算》过程中予以落实。 

在《工作计划和预算》中反映新的“能力开发战略和实施计划”

（第 10 段） 

在编制《2014－1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时予以落实。 

改进今后《中期审查综述报告》的结构和格式（第 10段） 在编制《2012年中期审查综述报告》时予以落实。 

在其他区域开展类似“对近东区域和分区域办事处的评价”的活动

（第 10 段） 

参阅 PC 108/4 号文件第 12、17和 26段提出的建议。 

各区域小组在理事会独立主席的协助下，继续就以赠款形式获取技

术合作计划资源的资格标准进行磋商（第 10段） 

9月 23日召集了会议。 

评价主任的任期延长为四年（第 10 段） 已完成。 

财政委员会第一三六届财政委员会第一三六届财政委员会第一三六届财政委员会第一三六届（（（（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8－－－－9 日日日日）、）、）、）、第一三七届第一三七届第一三七届第一三七届

（（（（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10－－－－11 日日日日））））和第一三八届和第一三八届和第一三八届和第一三八届（（（（2011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1－－－－25

日日日日））））会议报告会议报告会议报告会议报告 

 

将关于 2008－09 年审定账目决议草案提交大会通过（第 12 段） 已完成（参见大会第 10/2011 号决议）。 

将关于 2012－13 年会费比例决议草案提交大会通过（第 14 段） 已完成（参见大会第 11/2011 号决议）。 

落实第 1/141 号决议，延长外聘审计员的任期（第 15段） 已完成。 

2012－13 年继续对数额为 1410 万美元的离职后医疗保险既往服务

负债提供部分供资，并推迟到今后几个两年度再就增加资金以改善

本组织财政状况的建议做出决定（第 16段） 

已完成。 

考虑第一份《中期审查综述报告》进程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以改

进下一份《中期审查综述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并研究联合国其他

机构在报告执行情况方面的最佳做法（第 16段） 

在编制《2012年中期审查综述报告》时予以落实。 

制定一项以义务性更强的模式为基础的岗位流动政策（第 16段） 岗位流动政策正在按惯例与职工代表机构开展磋商，有望于 2011

年 9月提交人力资源委员会并于 2012年 1 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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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 

在《2012－1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背景下对有关共享服务中心

的两个备选方案予以审议（第 16段） 

已完成（参见 C 2011/REP 第 96d 段）。 

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第三十届近东区域会议（（（（2010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4－－－－8 日日日日，，，，苏丹喀土穆苏丹喀土穆苏丹喀土穆苏丹喀土穆）））） 

提出的计划和预算事项提出的计划和预算事项提出的计划和预算事项提出的计划和预算事项 

 

进一步加强权力下放办事处网络，以更好地响应成员国需求 

（第 18 段） 

题为“为实现粮农组织权力下放办事处网络结构和运作愿景所采取

的行动”的文件，将由 2011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计财委联席会议

予以讨论。 

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201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2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提出的计划和预算事项提出的计划和预算事项提出的计划和预算事项提出的计划和预算事项 

 

渔委提出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优先重点在《2012－13 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中得以适当体现（第 20 段） 

已完成。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2011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7－－－－9 日日日日））））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将有关《财务条例》修正案决议草案提交大会通过（第 22 段） 已完成（参见大会第 9/2011号决议）。 

修订《监察长办公室章程》有关“内部审计报告的披露”政策 

（第 23 段） 

已完成。 

理事会根据财政委员会和章法委 2011 年秋季会议提出的建议，任

命职业道德委员会外部成员（第 24 段） 

理事会将于 2011年 11月－12月召开的第一四三届会议上批准任命。 

在 2011 年下半年和 2012 年初与各区域小组举行磋商，以商定关于

区域会议运作的提案，包括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V 条第 4

款所可能开展的修正（第 25 段） 

以一份“专题文件”为基础上开展了磋商活动；实施工作按计划 

进行。 

向大会提交下列建议供批准：更改粮农组织的西班牙文正式名称，

将“粮食”一词置于“农业”之前（第 26 段） 

已完成。 

《《《《近期行动计划近期行动计划近期行动计划近期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报告实施进展报告实施进展报告实施进展报告  

在商定的时限内全面实施《近期行动计划》（第 28 段） 正在商定的时限内着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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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 

采取措施提高包括代表性在内的领导机构效率的开放性工作组报告采取措施提高包括代表性在内的领导机构效率的开放性工作组报告采取措施提高包括代表性在内的领导机构效率的开放性工作组报告采取措施提高包括代表性在内的领导机构效率的开放性工作组报告  

向大会提交有关下列领域的建议供批准：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安

排、领导机构文件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以及用于领导机构各届会议及

闭会期间工作的现代化技术，以及农业委员会和商品问题委员会会

议的会期与安排（第 31和 32 段） 

已完成。 

总干事的任职条件总干事的任职条件总干事的任职条件总干事的任职条件  

确保关于总干事任职和报酬（如住房）的所有条件要透明、清晰

（第 37 段） 

已完成（参见大会第 12/2011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201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7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将 CL 141/12 号文件所列的暂定时间表提交大会批准（第 38段） 已完成。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 2010 年度活动报告年度活动报告年度活动报告年度活动报告  

把有关修订《粮食计划署总条例》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批准 

（第 45 段） 

已完成（参见大会第 7/2011号决议）。 

利用常驻代表网站征求理事会成员有关《粮食计划署总条例》 

第 XIV条第 6款 a 项拟议修订的意见（第 45段） 

已完成。 

对粮农组织宗旨具有对粮农组织宗旨具有对粮农组织宗旨具有对粮农组织宗旨具有重要性的其他论坛发展情况重要性的其他论坛发展情况重要性的其他论坛发展情况重要性的其他论坛发展情况  

提交大会通过一项有关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

平台决议草案（第 49 段） 

已完成（参见大会第 14/2011 号决议）。 

理事会工作方法理事会工作方法理事会工作方法理事会工作方法  

把“代表和观察员名单”作为理事会报告网络版附件（第 51段） 已完成。 

玛格丽塔玛格丽塔玛格丽塔玛格丽塔····利扎拉加奖章利扎拉加奖章利扎拉加奖章利扎拉加奖章  

总干事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向亚洲及太平洋水产养殖中心网络

颁发玛格丽塔·利扎拉加奖章（第 52 段）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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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会议决定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落实情况 

理事会第理事会第理事会第理事会第 142 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2011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大会会议提出的事项大会会议提出的事项大会会议提出的事项大会会议提出的事项  

理事会在第一四三届会议上批准更新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全球行动计划》，并对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

会在其第十三届例会（2011 年 7 月）上可能通过的任何其他建议

予以批准和执行（第 7段） 

文件将提交理事会第一四三届会议。参见 CL 143/17号文件。 

对粮农组织宗旨具有重要性的其他论坛发展情况对粮农组织宗旨具有重要性的其他论坛发展情况对粮农组织宗旨具有重要性的其他论坛发展情况对粮农组织宗旨具有重要性的其他论坛发展情况  

采取后续行动，尤其是通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开展行动，作为对

20国集团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积极成果的响应（第 9 段） 

正在进行中。 

2011－－－－2013 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及其它主要会议时间表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及其它主要会议时间表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及其它主要会议时间表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及其它主要会议时间表  

把 2012 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及其他主要会议时间表提交理事会第

一四三届会议供批准（第 10 段） 

参见 C 143/LIM/2 号文件。 

理事会第一四三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三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三届会议理事会第一四三届会议（（（（2011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暂定议程暂定议程暂定议程暂定议程  

在理事会第一四三届会议暂定议程草案有关理事会《多年工作计

划》的议题 11项下新增一个分项议题（第 12段） 

已完成。 

考虑在理事会第一四三届会议之前是否有可能召开“里约＋20”研

讨会，主题为：发展农业，促进绿色经济（第 13 段） 

“里约＋20”非正式研讨会于 2011年 11 月 4日召开。 

理事会独立主席邀请当选总干事参加理事会第一四三届会议 

（第 15 段） 

已完成。 

粮农组织应发挥主导作用，在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为女性提供支

持，并促使领导机构持续关注该问题（第 16段） 

正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