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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版附件 6：产出指标 

 

战略目标 1：为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做贡献 

 

成 果 产 出 指 标 

1.1：成员国及其发展伙伴作出明确

政治承诺，为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

和营养不良制定政策、投资规划和计

划以及法律框架并分配必要资源。 

1.1.1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制定部门和

跨部门政策框架及投资规划和计划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将粮食安全与营养目标和性别考量进一步纳入部门

政策、投资规划和计划的政策进程的百分比 

1.1.2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为实现充足食物权，促进安

全、平等获取资源和资产手段而制定实施法律框架和问责机

制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将粮食安全与营养目标进一步纳入法律框架的政策

进程的百分比 

1.1.3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开发人

力资源并开展组织建设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加强了其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人力资源和组织发

展能力的组织的百分比 

1.1.4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加强公共资

源分配和利用的适宜性、效率和实效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改进了其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财政资源分配和利

用的国家的百分比 

1.2：成员国及其发展伙伴针对消除

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采用包

容性治理和协调机制 

1.2.1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开展跨部门

和多方利益相关者战略协调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促使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为粮食安全与营养治理进

行更加包容性协调的政策过程百分比 

1.3：成员国及其发展伙伴依据证据

和优质、及时、全面的粮食安全与营

养分析作出有关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决

定，而该分析又依据现有部门和利益

相关者信息系统网络中可获得的数据

和信息。 

1.3.1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监测趋势并分析各行各业和利

益相关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为知情决策改进了对粮食安全与营养，包括对不同

部门的贡献进行监测和分析的国家百分比 

1.3.2 提高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制定、监测、评价与粮食安全

和营养相关的政策、计划和立法以便知情决策的能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为管理与粮食安全和营养决策相关的绘图系统提高

了人员和机构能力的政策进程的百分比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为监测和评价粮食安全与营养政策和计划对决策的

影响提高了人员和机构能力的政策进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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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2：以可持续方式增加并改善农业、林业和渔业产品及服务 

 

成果 产出 指标 

2.1：生产者和自然资源管理者采用

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加和改善农

业、林业和渔业产品及服务的作法。 

2.1.1 新颖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法得到查明、评估和传播，

其采用得到推动。 

 粮农组织支持的使用包容性和参与性方法核实并分享新颖的可持续农业

生产方法的举措数量  

2.1.2 生态系统综合和多部门评价、管理和恢复方法得到查

明、评估和传播，利益相关者对其采用得到推动。 

 粮农组织支持的使用多部门方法核实并分享可持续生态系统管理、恢复

及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综合战略的举措数量 

2.1.3 公共和私营机构、组织和网络在支持创新和向更加可

持续农业生产系统转型方面的组织和机构能力得到加强。 

 得到粮农组织根据评估的需要提供的组织、机构和/或技术能力开发支

持的公共和私营知识型组织机构、管理机构和网络的数量 

2.2：成员国的利益相关者加强向可

持续农业生产系统转型方面的治理 

– 支持生产者和资源管理者所需的

政策、法律、管理框架和制度。 

2.2.1 各国在为分析可持续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及

备选方案方面得到支持。 

 在分析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门综合可持续性的治理问题和备选方案方面得

到支持的国家数量 

2.2.2 各国在为加强推动可持续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的

国家治理框架方面得到支持。 

 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就发展综合和更加可持续的农业和自然资源生产系

统进行跨部门对话的定向政策进程的数量 

2.2.3 公共服务组织和组织间机制在实施推动可持续农业生

产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国家政策、战略和立法方面得到支持。 

 得到粮农组织大量支持，因而对体制机构、职能或管理程序进行了改革

的国家公共服务组织和政府间机制的数量  

2.3：利益相关者制定、采用和实施

旨在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系统的国际

文书和相关治理机制。 

2.3.1 利益相关者在参与、更新现有的和制定新的粮农组织

发起的国际（包括区域）文书和机制方面得到支持。 

 粮农组织某种机制或文书，或其附属机构/技术工作组通过的，与可持

续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有关的标准、准则、建议和其它附属文本的

数量 

2.3.2 利益相关者在加强对农业部门在与粮农组织授权相关

的、但并非粮农组织发起的国际文书、治理机制、进程和伙

伴关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考虑方面得到支持。 

 报告年份中，非粮农组织国际机制/文书在其决定和产品中反映了粮农

组织推动的可持续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考量的进程数量 

2.3.3 利益相关者在推动实施和应用国际（包括区域）文书

和相关治理机制的建议/要求方面得到支持。 

 就粮农组织文书实施情况提交报告的利益相关者数量 

 得到粮农组织支持以提高国际（包括区域）层面扶持框架中对关键可持

续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考量的认识的进程和伙伴关系数量 

2.4：利益相关者就农业部门和自然

资源的规划与管理做出循证决策，通

过监测、统计、评估和分析支持向可

持续的农业生产系统转型。 

2.4.1 通过与伙伴联合行动，收集、汇总、整合和传播了相

关数据和信息，并通过分析和模拟生成新的数据。 

 粮农组织主要统计数据库中相关数据集的数量 

 粮农组织主要统计数据库中专门显示性别分类数据的基于人口的相关数

据集的数量 

2.4.2 制定和传播收集、管理、整合和分析数据的方法、规

范、标准、定义和工具。 

 粮农组织开发并经某个主管机构核准的用于数据/信息的收集、管理、

整合和分析的新的或改进的方法、规范或标准的数量 

2.4.3 为国家和区域两级的机构规划和开展数据收集、分

析、应用和传播提供能力开发支持。 

 从粮农组织定制的技术支持中获益的与数据/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使用

有关的国家或区域进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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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3:减少农村贫困 

 

成果 产出 指标 

3.1：农村贫困者获取生产资料、服

务、组织和市场的手段得到加强和平

等，能够更加可持续地管理其资源。 

3.1.1 支持加强农村组织机构和促进农村赋权工作。  在为农村组织和机构创造有利环境并赋予农村贫困者权力方面得到支持

的国家数量 

3.1.2 支持在改进自然资源获取和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和计划

中促进和采用扶贫方法。 

 在设计、监测和实施旨在推动平等享有和可持续管理生产性自然资源的

方法、政策和干预行动方面得到支持的目标国家数量 

3.1.3 支持农村贫困生产者和家庭改进获取适宜技术和知

识、投入物和市场的手段。 

 在开发应用对性别敏感的扶贫知识、科学和技术以增加粮食供应、改善

市场准入方面得到支持的国家数量 

3.1.4 支持在农村贫困者能够获取的农村服务供应和基础设

施开发方面的创新。 

 在设计实施旨在促进新颖、扶贫和对性别敏感的农村服务供应系统和农

村基础设施模式方面得到支持的国家数量 

3.1.5 为制定性别平等的、可持续的农村发展和减贫战略提

供跨部门政策咨询和能力开发。 

 在设计、实施和监测可持续、包容性和对性别敏感的农村发展政策和减

贫战略方面得到支持的目标国家数量 

3.2：农村贫困者拥有获取体面农业

和非农就业的更多机会。 

3.2.1 在制定实施创造农村体面就业并特别注重促进青年和

农村妇女经济及社会赋权活动的政策、战略和计划方面的循

证决策支持和能力开发。 

 在修订或起草包含农村体面就业原则作为根本目标，或以便实施农村体

面就业计划的农村和农业发展政策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针对性政策

进程的数量 

3.2.2. 对农村地区推广应用国际劳工标准的政策支持。  获得援助以支持在农村地区实施国际劳工标准的目标国家数量 

3.2.3 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建立农村体面就业信息系统

并生成相关数据和知识提供技术支持。 

 生产和传播的关于农村体面就业的知识产品的数量 

3.3：旨在支持可持续减轻农村贫困

的社会保护制度得到加强。 

3.3.1 为改进社会保护制度，促进可持续、平等的农村发

展、减轻贫困以及粮食和营养安全进行政策咨询、能力开发

和宣传。 

 在改善扶贫、对年龄和性别敏感的以农村人口为对象的社会保护系统的

设计和实施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国家数量  

3.3.2 为评估社会保护制度对减少不平等、改善农村生计和

加强农村贫困者管理风险的能力的影响，改进信息系统和循

证知识文书。 

 在提高对社会保护系统及其对减轻农村贫困的监测能力方面得到支持的

目标国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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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4：推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建立更加包容、有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成果 产出 指标 

4.1：各国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更加有

效和更具包容性的贸易和市场的国际

协定、机制和标准。 

4.1.1 各国在食品安全与质量和植物卫生领域编制并商定了

新的和修订的国际标准并以此作为统一国际标准的参照。 

 新的或经过修订的国际食品安全、质量和植物健康标准的数量  

 

4.1.2 国家及其区域经济共同体在有效制定和实施旨在提高

市场透明度、增加全球和区域市场机遇的国际协定、条例、

机制和框架方面得到支持。 

 粮农组织为其提供了证据、能力开发或对话论坛的贸易相关协定的数量 

4.1.3 政府和国家利益相关者获得其设计和实施高效、有效

的市场及贸易政策所需的最新信息和分析。 

 粮农组织市场信息产品的用户数量（按国家分列） 

4.1.4 公共部门机构在提高其设计和实施更好的政策和管理

框架，提供与动植物健康、食品安全和质量有关的公共服务

方面得到支持。 

 在粮农组织支持下，政策和管理框架的设计和实施能力得到提高的机构

数量  

4.2：公共和私营部门发展和建立了

更加包容和有效的涉农企业和农产品

加工链。 

4.2.1 公共部门机构在制定实施旨在提高农产食品链的包

容性和效率的政策与战略并提供公益产品方面得到支持。 

 从粮农组织提供的支持中获益以制定实施旨在提高农产食品链的包容性

和效率的战略并提供相关公益产品的机构数量  

4.2.2 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制定以证据为基础的减少粮

食损失和浪费的计划提供了支持。 

 在减少粮食浪费和损耗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国家数量 

4.2.3 价值链行动者在促进包容、有效和可持续的农产食品

链方面得到技术和管理支持。 

 在实施包容、有效和可持续的价值链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国家数量 

4.3：公共和私营部门制定实施了提

高农产食品系统包容性和效率的政

策、金融手段和投资政策。 

4.3.1 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在设计实施金融手段和服务，为

建立高效、包容的农产食品系统而改进资本获取手段方面得

到支持。 

 在增加对农业部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应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机构

数量 

4.3.2 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在增加对高效、包容的农产食品

系统的负责任投资方面得到支持。 

 在增加对有效且包容的农产食品系统的负责任投资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

持的国家数量 

4.3.3 为监测、分析并管理贸易、食品、农业和自然资源政

策对粮食系统和价格的影响以及市场相关风险建立有效系

统，并向各国提供有关支持。 

 在监测、分析并管理价格和市场相关风险方面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国家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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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5：增强生计对威胁和危机的抵御能力 

 

成果 产出 指标 

5.1：国家和区域采用并实施降低风

险和管理危机的法律、政策、体系和

规章制度。 

5.1.1 制定和推行减轻风险和管理危机的政策、战略和计划

的能力提高。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制定实施了降低风险和管理危机的战略/计划的国

家数量 

5.1.2 减轻风险和管理危机的协调得到加强，投资规划和资

源筹集战略得到改进。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改进了旨在降低风险和管理危机的投资战略和规划

的国家数量 

5.2：国家和区域为防备潜在、已知

和新的威胁定期提供信息和预警。 

5.2.1 为提供综合、及时的预警建立/改进了确定和监测威

胁并进行风险评估的机制。 

 粮农组织提供和/或支持的旨在加强预警发布工作的威胁监测机制/服务

的数量 

5.2.2 评估社区/生计群体脆弱性和恢复能力决定因素的能

力提高。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而改进了抵御能力/脆弱性绘图和分析的国家数量 

5.3：国家减轻家庭和社区一级的风

险和脆弱性。 

5.3.1 国家、社区和主要利益相关者采用良好预防和减缓方

法，降低威胁和危机的影响的能力提高。 

 在粮农组织支持下应用了预防和减轻风险的部门性标准、技术和方法的

组织数量 

5.3.2 国家和主要利益相关者降低存在威胁和危机风险的社

区的脆弱性并加强其恢复能力的能力提高。 

 在粮农组织支持下为存在威胁和危机风险的社区实施了减轻脆弱性和加

强抵御能力的措施的组织数量 

5.4：受灾害和危机影响的国家和区

域做好防备，有效应对。 

5.4.1 国家主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做好应急防备和降低危机

影响的能力提高。 

 在应用危害和部门性应急防备标准、准则和实践方面得益于粮农组织的

支持的国家数量 

5.4.2 更好地防备和应对危机所需的协调能力得到加强。  得到粮农组织支持的灾害/危机管理协调机制的数量 

5.4.3 国家主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 

加强。 

 受到危及农业的危机影响的、粮农组织为此（按计划）及时采取应对行

动的国家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