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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委员会  
 

第 一 一 O 届 会 议  

2012 年 5 月 7－ 11 日，罗马  

对粮农组织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权属、  

权利和获取相关工作的评价  

管 理 层 回 应  

 

1. 本“管理层回应”文件是在掌握粮农组织权属工作核心专业力量的自然资

源管理及环境部领导下经磋商后编写的成果，期间得到了总部各相关部 /办公室以

及各下放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文介绍总体意见，管理层对各项建议的观点以及

所提出的行动方案参阅附表。 

2. 粮农组织管理层对本次对粮农组织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权属、权利和获取相

关工作的评价所选择的时间表示认可。本次评价涵盖了2006－2010年的时间段，期

间粮农组织通过创新性跨部门工作方式，对自身的权属相关工作进行了大幅扩展。

评价范围反映了这一演化过程，并认识到了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权属、权利和

获取相关工作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权属治理过程中男性与女性的参与情况。值得

注意的是，在评价期内，粮农组织各成员国已经表现出明确承诺，要通过粮安委

牵头的政府间谈判，最后确定《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

任治理自愿准则》（《权属治理自愿准则》）。谈判工作已于2012年3月9日胜利

结束。就秘书处内部而言，《准则》是跨部门协作的结果，由自然资源部、渔业

及水产养殖部、林业部、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和法律办公室共同参与权属相关工作。  

3. 管理层认为，评价报告内容均衡，对粮农组织的权属相关工作做出了积极评

价。评价报告认为，粮农组织的权属相关出版物是一项宝贵资源，而与权属相关的技

术研讨会则为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利益相关方与粮农组织及其伙伴之间提供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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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宝贵平台。评价报告指出，粮农组织已较好地将性别视角纳入自身的权属相

关工作，而这是在性别平等前提下实现土地权利、土地获取和权属治理的必要条件。  

4. 管理层对评价过程及方法表示赞赏，包括采用“利益相关者认知研究”的方式

来了解和分析各类利益相关方的看法。评价中提出的建议非常有用，且具前瞻性。  

5. 管理层对这些建议表示完全接受，并原则上同意实施这些建议。鉴于成员

国及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农民协会和私营部门已普遍对

《权属治理自愿准则》表示支持，因此准则可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协调机制，促

使各方按照建议采取行动，推动粮农组织实现自身全球目标和当前正在开展的战

略思考进程，促进修订粮农组织《战略框架》并制定《中期计划》，从而为权属

相关工作制定未来远景，并保证此项工作的整体连贯性。 

6. 管理层通过观察发现，在由粮安委牵头、有关《权属治理自愿准则》的政

府间谈判过程中，各成员国及参与方已认识到权属治理薄弱是导致饥饿、贫困和

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一个根源。《自愿准则》的制定和定稿过程已大大提高

了各方对权属事务重要性的认识，包括对土地、渔业及森林资源获取的重要性的

认识，使成员国和粮安委中其它参与该过程的利益相关方对粮农组织在该领域中

所起的主导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预期粮安委将于2012年5月为通过此《准则》召

开一次特别会议，而《准则》一旦得以通过，预计要求粮农组织在该领域提供服

务的成员国数量会快速增加。所需服务可能不仅会涉及传统的权属类事务，还可

能会越来越多地涉及一些新领域，如气候变化相关事务。为满足这些要求，由成

员国自愿捐赠和建立合理的伙伴关系就非常重要。 

7. 管理层已注意到建议4中就粮农组织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合作情况提出的具

体看法，主要是涉及通过合作计划（CP）和世行开展的合作。管理层赞同这一看

法，认为粮农组织为成员国提供的支持计划应该更加均衡。世行项目相对集中在东

欧及中亚，目的是为史上最大力度的一次土地权利重新分配运动提供支持，且重新

分配工作往往都是在冲突后开展的。这些项目资金是按照政府的优先领域安排的。

粮农组织已通过这些合作计划，在资金总额高达10亿美元的土地权属项目的设计和

监督过程中发挥了一种中立、独立的作用。通过与世行在东欧及中亚的合作，粮农

组织正在将学到的经验教训应用到其它区域。同样，粮农组织也从非洲及亚洲的权

属类合作计划（CP）工作中学到了一些可以用于其它地区的经验教训。由于《权属

负责任自愿准则》已获得各方有力支持，《准则》有望成为粮农组织战略规划过程

中权属规划工作所遵循的框架。预计为了给权属治理的改善提供支持，将在越来越

多成员国之间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并与各类捐赠方、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组

织、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农民协会和私营部门开展协作。  

8. 管理层注意到，当计划委员会提议就粮农组织的权属相关工作进行一次评

价1时，已将土地权属及获取确定为农村地区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自然资源的权属

及安全获取仍将是各地区成员国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过程中的一项关键内容。 

                                                 

1 参见文件 PC 103/6 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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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 

管理层 

接受、部分接受或反对 

及对各项建议的看法 

管理层－所需行动 

行动 负责单位 时间框架 需追加资金 

（是或否） 

建议1：粮农组织应该将加强

权属、权利和获取相关工作

的战略方案与实现自身及其

成员国的基本目标联系起来

开展一次评估。 

接受 1.1 启动一项部际合作进程，在《权属负责任治

理自愿准则》框架下加强粮农组织权属、权利和

获取相关工作，类似于粮安委牵头的政府间谈判

进程，并与粮农组织的战略规划做法保持一致。

该进程将侧重知识分享与能力建设。  

由自然资源部（NR）协同渔

业和水产养殖经济及政策司

（FIP）、林业经济及政策司

（FOE）、性别、平等及农村

就业司（ESW）、法律办公

室（LEG）和下放办事处  

2012 年 6月  否 

建议 2：对自身规范性工作进

行更广泛宣传。 

接受 2.1 更广泛地宣传被评价组称为宝贵资源的粮农

组织权属出版物，主要通过知识传播和能力建设，

为《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的实施提供支持，

可采用的方式如下： 

2.2 采用社会媒体；  

2.3 重新设计粮农组织的权属网站，将粮农组织

权属相关信息更好地整合到一起；  

2.4 强化为《自愿准则》的制定所开发的一些宣

传交流手段。  

由自然资源部（NR）协同渔

业和水产养殖经济及政策司

（FIP）、林业经济及政策司

（FOE）、性别、平等及农村

就业司（ESW）和法律办公

室（LEG）、交流及对外关

系办公室（OCE）、知识交

流、研究及推广办公室

（OEK）  

正在开展  

 

2012年  

 

2013年  

 

2013年  

否 

建议 3：对项目绩效开展更加

系统化的监测和评价。 

接受 3.1 在相关项目的设计中，按照最近修订的自愿

捐款资助项目评价规定（FPC/2011/01），纳入适当

的评价措施。 

由自然资源部（NR）协同渔

业和水产养殖经济及政策司

（FIP）、林业经济及政策司

（FOE）、性别、平等及农村

就业司（ESW）和法律办公

室（LEG）、评价办公室

（OED）、下放办事处  

2013年  否 

建议 4：寻求方法，为成员国

在土地权属方面制定出一项

更加平衡的支持计划。 

接受 4.1 加强与粮农驻国家代表的沟通，促进成员国

向粮农组织提出技术援助要求，促进将权属问题

纳入国家规划框架，因为认识到向成员国提供的

由自然资源部（NR）协同渔

业和水产养殖经济及政策司

（FIP）、林业经济及政策司

2013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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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 

管理层 

接受、部分接受或反对 

及对各项建议的看法 

管理层－所需行动 

行动 负责单位 时间框架 需追加资金 

（是或否） 

支持要由需求驱动，并需和其它发展伙伴合作。

将扩大技术援助的范围，遵照《权属负责任治理

自愿准则》改进权属治理，其中仍包括知识分享

和能力建设相关规范性工具。  

（FOE）、性别、平等及农村

就业司（ESW）、投资中心

司（TCI）和法律办公室

（LEG）、交流及对外关系

办公室（OCE）、下放办事处  

建议 5：为总部、分区域和国

家层面员工提供与权属、权

利和获取问题相关的培训和

学习资源。 

接受 5.1启动一项部际合作进程，在《权属负责任治理

自愿准则》框架下，在能够落实资源的前提下，

为员工提供培训，包括通过网上学习课程的方式

提供培训。  

由自然资源部（NR）协同渔

业和水产养殖经济及政策司

（FIP）、林业经济及政策司

（FOE）、性别、平等及农村

就业司（ESW）和法律办公

室（LEG）、知识交流、研

究及推广办公室（OEK）  

2012 年 6月  是 

建议 6：为紧急情况下权属、

权利和获取相关工作提供专

门支持。 

接受 6.1 在灾害风险降低、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

的大框架下，并在考虑城乡粮食安全与营养安全

的前提下，为权属及紧急情况相关的专门支持工

作积极寻求资金和/或借调人员。  

自然资源部（NR）、技术合

作部（TC）、下放办事处  

2013年  是 

建议 7：粮农组织应积极推动

与自己实现成员国基本目标

相关的权属、权利和获取相

关工作。 

接受 7.1启动一项部际合作进程，在《权属负责任治理

自愿准则》框架下，发现和应对权属相关的关键

问题。  

就建议采取的行动将与建议 1 的相关行动联合

展开。  

由自然资源部（NR）协同渔

业和水产养殖经济及政策司

（FIP）、林业经济及政策司

（FOE）、性别、平等及农村

就业司（ESW）和法律办公

室（LEG）、下放办事处  

2012 年 6月  否 

建议 8：应加强粮农组织在就

外国投资方大规模征地提供

意见和指导方面的作用。 

接受 8.1 启动一项部际合作进程，在《权属负责任治

理自愿准则》框架下，为大规模征地提供指导。  

由自然资源部（NR）协同贸

易及市场司（EST）和法律办

公室（LEG）、下放办事处  

2012 年 6月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