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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问题委员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2012 年 5 月 28－30 日，罗马  

暂定议程和议程说明  
 

1)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和时间表  

b) 任命起草委员会成员  

2) 总干事讲话 

3) 世界农产品市场状况  

a) 市场回顾：现状与展望  

b) 中期农业展望：趋势及新出现的问题  

4) 政策发展情况 

a) 20 国集团倡议进展报告，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b) 多哈回合农产品谈判及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情况  

c) 2007－2011 年国内粮价及粮食政策情况  

d) 支持小农户参与市场的政策干预  

5) 关于农业商品的国际行动  

a) 商品委和政府间商品小组的改革－商品委改革开放性工作组报告  

b) 商品问题委员会职权范围中的工作优先重点  

6) 其它事项 

a) 选举商品委新的主席团成员  

b) 第七十届会议安排  

7)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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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说明 

商品问题委员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将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09:30 开幕。

预计商品委将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通过报告。  

1)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和时间表  

商品委将首先通过会议议程。制定暂定议程时考虑了商品委的职权范围、

计划和财政两委员会的建议以及第六十八届会议提出的建议。  

b) 任命起草委员会成员  

商品委将任命起草委员会主席和成员。  

2) 总干事讲话 

3) 世界农产品市场状况  

a) 市场回顾：现状与展望  

在此议题下，商品委将对农产品市场状况和有关政策发展情况进行评价。

将提供《主要市场发展情况和短期前景》（CCP12/INF/5）这一背景文件来指

导讨论。 

b) 中期农业展望：趋势及新出现的问题  

在《中期农产品市场展望：趋势及新出现的问题》（CCP 12/INF/6）这

一文件的帮助下，商品委将对今后十年主要粮食商品的生产、利用、贸易和

价格的市场前景进行评估。商品委还将讨论新的推动因素和中期内这些市场

面临的主要问题。  

4) 政策发展情况 

在此议题下，商品委将讨论对商品市场和贸易产生影响的主要政策走势。 

a) 20 国集团倡议进展报告，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i) 提交 20 国集团的机构间粮食和农产品价格波动报告  

在《首尔多年发展行动计划》粮食安全支柱活动中，20 国集团

“要求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发组织、贸发

会议、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与主要利益相关方一道，拟

定关于如何在不扭曲市场行为情况下更好地减少和管理与粮食和其他

农产品价格波动相关的风险、最终保护最脆弱人们利益的备选方案，

供 20 国集团审议”。在此议题下并在《提交 20 国集团的机构间粮食

和农产品价格波动报告》（CCP 12/2）这一文件的帮助下，商品委将

获悉有关应对价格波动及其影响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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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  

根据机构间粮食和农产品价格波动报告，20 国集团农业部长在

2011 年 6 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开展粮食信息合作计划即农产品

市场信息系统，使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与国际组织之间产生更大合力。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在粮农组织总部设立了由九个国际组织组成的一

个联合秘书处，对现有系统予以利用和补充，以改进全球粮食市场信

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各公共产品。《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CCP 

12/3）这一文件介绍了该系统的详细情况和工作安排。  

b) 多哈回合农产品谈判及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情况  

贸易协定为创造有利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环境、应对高位波动的粮价

做出重大贡献。虽然多哈回合农产品谈判自 2008 年底以来遭受挫折，但该进

程在某种程度上仍在继续。同时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扩大。《多哈回合农产品

谈判及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情况》（CCP 12/4）这一背景文件将审议这些发

展情况及有关农业待遇问题。该文件还着重说明了秘书处有关贸易的活动，

征求商品委就将来工作计划提出指导意见。  

c) 2007－2011 年国内粮价及粮食政策情况  

在 2007－2011 年世界粮食市场价格高位波动时期，许多国家的粮价急剧

上涨。这引发了旨在抑制价格上涨和波动、解决长期粮食问题的许多不同政

策回应，可从中学到很多。《 2007－2011 年国内粮价及粮食政策情况》

（CCP 12/5）这一背景文件将介绍国内粮价和政策发展情况及分析型问题。 

d) 支持小农户参与市场的政策干预  

该议题利用最近的分析研究和实地经验，特别是欧盟资助的非加太所有

农产品计划、“创造有利市场环境，改善生计并提高农村发展水平”这一多

学科基金项目和商品共同基金商品发展项目中的分析研究和经验，将首先审

议不同类别小农户获得其他市场销路的偏爱和所面临的制约因素。然后将概

述有利于增加市场参与的其他政策干预，考虑这些干预在不同背景下的适宜

性。该议题将着重说明在制定政策干预时进一步关注小农户参与市场的重要

性及在证据基础和决策者利用这种证据的能力方面予以改进的必要性。《确

定支持小农户参与市场的适当政策干预》（CCP 12/6）和《增加政府间小组

商品发展活动对小农户融入市场链的影响》（CCP 12/7）这两个文件将帮助

商品委讨论这个议题。  

5) 有关农业商品的国际行动  

商品委将收到各个政府间商品机构的报告供了解情况：《政府间香蕉及热

带水果小组第五届会议报告》（CCP 12/10）；《政府间硬纤维小组第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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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及政府间黄麻、槿麻及同类纤维小组第三十八届会议联席会议报告》

（CCP 12/11）；《政府间茶叶小组第二十届会议报告》（CCP 12/12）；《政府

间谷物小组与政府间稻米小组闭会期间特别联席会议报告》（CCP 12/13）。

商品委还将收到《产品和市场开发活动（包括与商品共同基金联合开展的活

动）报告》（CCP 12/INF/9）。 

a) 商品问题委员会和政府间商品小组的改革－开放性工作组关于商品委改革

的报告 

商品委在 2010 年 6 月第六十八届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开放性工作组，以

审议商品委及其下属委员会的作用和工作安排。商品委将审议开放性工作组的

工作，认真考虑该工作组提出的关于商品委及其下属机构改革的建议。商品委

将得到涉及这一议题的下述文件的帮助：《开放性工作组关于商品委改革的报

告》 (CCP 12/9) ；《对商品委各政府间商品小组的审查》 (CCP 12/INF/7) ；

《国际商品机构》 (CCP 12/INF/8) ；以及《商品委各下属委员会的发展方向》

（CCP 12/INF/11）。 

b) 商品问题委员会职权范围中的工作优先重点  

商品委将在该议题下讨论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分析、咨询和能力建设工

作优先重点。商品委讨论该议题的辅助文件为《国际商品市场的主要问题和

工作优先重点》（CCP 12/8）和《全球趋势及粮农组织工作面临的未来挑战》

（CCP 12/INF/12）。商品委还将在《商品问题委员会 2012－2016 多年工作

计划》（CCP 12/INF/10）这一文件的帮助下讨论其多年工作计划草案。  

6) 其它事项 

商品委可提出与提交本届会议参考文件相关的任何问题，和/或提出主题

供下届会议审议。  

a) 选举商品委新的主席团成员  

商品委将选举新的主席团成员，这些成员的任期到下届会议结束时为止。

现任主席是 Gothami Indikadahena 女士（斯里兰卡），第一副主席是 Elías José 

Guía López 先生（西班牙），第二副主席是 Gustavo Infante 先生（阿根廷）。 

b) 第七十届会议安排  

商品委将在该议题下审议下届会议日期和任何有关组织事项。  

7) 通过报告 

商品委将审议通过报告草案。商品委第六十九届会议报告将提交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四五届会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3 年 6 月 15－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