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备忘录 

大会委员会第一工作组和第三工作组联席会议 
2008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  

第一委员会主席 Vic Heard 和第三委员会主席 Ramalingam Parasuram 

1) 总部组织结构(独立外部评价建议 6.8-6.18) – 独立外部评价的建议见附件 1，

现行结构见附件 2：一些成员完全支持独立外部评价的建议，而另外一些成员认为

在管理层提出详细建议之前需要进一步考虑（强调组织结构基本上取决于管理职

能，由领导机构决定根本原则）。所有成员都同意独立外部评价中为加强粮农组织

的组织结构提出的原则，包括： 

a) 确保向所有各级包括总干事一级各位管理人员提交的报告数量限制在可

控范围内； 

b) 采取组织措施，减轻粮农组织在孤立“筒仓”中工作的倾向，包括： 

i) 整合各级部门，减轻零散程度，降低高级职位的费用， 

ii)  预算由高级管理层持有，以便促进跨单位和跨部门工作； 

c) 改进总部与下放办事处之间的一体化，包括下放办事处参加高级管理层

的决策过程； 

d) 根据职能和规模增加部门结构的灵活性； 

e) 减少层级 – 减少高级职位，包括 D-1 和 D-2 级别的职位，采用职位双等

级制度； 

f) 根据明确的政策给予必要的授权，进一步明确问责制，促进基于结果的

管理（和减少职能重复，包括与总干事顾问办公室的职能重复）。管理层

还澄清，即使并非所有各部都采用司级结构，但可仍然坚持权力下放原

则； 

g) 实现费用节约。 

2) 成员们注意到管理层普遍赞同独立外部评价提出的原则。此外，管理层指出，

通过减少 D-1 级的某些职位，已在实施逐步减少层级的某些措施。成员们还指出，

在各工作组原先的讨论中，独立外部评价关于合并战略、资源和规划办公室，以

便整合整个粮农组织的战略发展、计划制定和资源筹措工作的概念很受欢迎，但

成员们对成立一个单独的畜牧业部有保留（会议同意畜牧业理应受到更多的优先

和重视，但认为将其与种植业分开，归入另一个部，将增加而不是减少技术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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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外部评价的具体建议： 

a) 增设两名副总干事，以确保整合各技术部和各下放办事处的工作和实地

工作：几组成员支持独立外部评价的这项建议，指出其费用影响有限，

因为费用增加为助理总干事数量的减少所弥补；将使总干事腾出更多的

精力集中解决政策和战略问题，宣传本组织的政策信息。在他们看来，

这也将确保增强本组织工作的一体化，使各区域办事处在决策过程中得

到更充分的反映。另外一些成员担心这将构成一个额外的层级，产生额

外的费用。他们认为，这可能形成两个新的主要筒仓，使中央各技术部

与下放办事处分离（尽管也指出，如果加强与各技术部的横向交流途径，

结果未必如此）。成员们认为，如果增设两名副总干事，并把能力作为最

重要的标准，地理平衡应当在任命标准中得到体现； 

b) 普遍同意明确指定副总干事为首席运营官，监督和协调本组织的日常工

作，一些成员指出，为了承担这项责任，应当明确根据能力而不是根据

政治标准任命； 

c) D-2 和 D-1 与 D-1 和 P-5 职位双重等级为人们普遍接受，管理层也认为可

行； 

d) 虽然一些成员赞同成立一个单独的畜牧业部，但会议再次确认原先的讨

论结果，即这样一个新的部并不可取； 

e) 一位成员认为应成立独立外部评价建议的两个合并的办公室（一是战略、

资源和规划办公室，二是全组织交流和机构间及非政府关系办公室），但

由 D-2 而不是由 ADG（助理总干事）一级的官员负责）。 

3) 这项议题将在定于 5 月 5 日举行的第一工作组和第三工作组联席会议上进一

步审议。在这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提供： 

a) 有关 2006-07 两年度启动的最近一次组织改革的成效情况； 

b) 管理层进一步改革的建议，充分考虑上文同意的独立外部评价的改革原

则和独立外部的改革建议； 

c) 示意性节约和费用，包括单独列出的取决于改革速度的过渡费用。 

4) 伙伴关系战略（独立外部评价建议 5.1）：普遍支持针对这一领域提出的独立

外部评价建议。成员们支持管理层介绍的方法，期待收到 6 月份管理层将提出的

战略纲要。此外，成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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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申加强设在罗马的各机构之间的合作的重要性。虽然赞赏在某些领域

取得的进展，如投资中心与农发基金的合作以及与农发基金在农村金融

和涉农企业发展方面的合作，但成员们对这三个组织之间未能取得全面

进展表示遗憾，包括在共享行政服务方面。会议还认为成员们需要在这

三个机构的领导机构中对这一问题采取主动； 

b) 强调了区域和国家一级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独立外部评价认为

这是一个薄弱领域），指出独立外部评价强调与联合国大家庭，尤其是与

农发基金合作，以及与区域组织如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等在国家一级合

作。然而，管理层介绍的方法没有对粮农组织计划如何在国家一级建立

伙伴关系作出解释； 

c) 欢迎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虽然一些成员强调这些关系应当认真选择，

保证粮农组织的公正声誉。 

5) 管理层将在 5 月份的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介绍粮农组织和“一

个联合国”的试点。会议还讨论了组成一个“一个联合国之友”小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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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独立外部评价建议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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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粮农组织总部现有的组织结构  
 监察长办公室  AUD 总干事办公室 

总干事 
副总干事 

法律办公室  LEG 

        
  联合国协调及千年发展目标后续行动办公室

UNC 
总干事顾问团 计划、预算和评估办公室   

PBE 
        
    协调及权力下放办公室  OCD   
        

AG FO FI NR ES TC KC AF 

农业及消费者保护部 林业部 渔业及水产养殖部 自然资源管理及 

环境部 

经济及社会发展部 技术合作部 知识及交流部 人力、财政及物质资源

部 

危机管理中心   国际农业磋商小组

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战胜饥饿国际联盟

(IAAH) 

- 共享服务中心 

- 医务处 

- 保安处 
        

动物生产及卫生司 

AGA 

森林经济及政策司 

FOE 

渔业和水产养殖 

经济及政策司 

FIE 

土地及水利司 

NRL 

性别、平等及农村 

就业司  ESW 

政策援助及资源 

筹集司  TCA 

信息技术司  KCT 财务司  AFF 

        

植物生产及保护司 

AGP 

森林管理司 

FOM 

渔业及水产养殖 

管理司  FIM 

环境、气候变化及生

物能源司  NRC 

农业发展经济司  ESA 投资中心司  TCI 知识交换及 

能力建设  KCE 

人力资源管理司  AFH 

        
营养及消费者保护司 

AGN 

林产品及工业司 

FOI 

鱼产品及工业司 

FII 

研究及推广司 NRR 贸易及市场司  EST 实地执行司  TCO 交流司  KCI 行政服务司  AFS 

        

农村基础设施及农业

工业司  AGS 

   统计司  ESS 紧急行动及恢复司 

TCE 

大会、理事会及 

礼宾事务司  KCC

 

        

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

机构联合司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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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伙伴关系 – 管理层的介绍 
粮农组织管理层支持为实施独立外部评价的建议 5.1 采取以下行动： 

a)  制定一项全组织伙伴关系战略； 

b)  加强伙伴关系文化理念； 

c)  弘扬战略性更强、零散程度下降的战略伙伴关系观念 

新战略（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 全组织战略将为各级伙伴关系提供总体指导和支持 

• 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独立外部评价的结论，即粮农组织在国家一级的伙伴

关系特别薄弱 

主要成分 

• 确定指导原则、目标和范围 

• 总结经验教训、成功和制约因素 

• 拟定实施行动计划 

战略的目标 

• 加强粮农组织实现可取成效和在其授权领域中扩大影响的能力 

• 对复杂的多部门发展任务采取横向联系、多学科和一体化程度更强的方法 

指导原则 

• 粮农组织授权的履行，取决于其结成伙伴的能力 

• 伙伴关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提高实效的一种手段 

• 粮农组织的伙伴关系理念以结果为基础 

• 粮农组织注重其比较优势 

• 粮农组织积极主动从其伙伴关系经验中学习 

结成伙伴的理由 

• 粮农组织为加强其全球治理作用与其他组织结为伙伴 

• 伙伴关系增强粮农组织执行工作的技术质量，给粮农组织的工作增添价值 

• 伙伴关系增加横向合作（如规划活动、供资和宣传） 

• 伙伴关系加强惠及粮农组织服务的最终用户的能力 

为何与粮农组织结为伙伴？ 

• 粮农组织是一个中立的论坛 

• 知识分享作用和技术专业力量 

如何确保实施工作 

• 文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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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机制 

• 改变政策和方法 

• 分析资源影响 

• 分配责任 

• 报告进展等等 

前进的道路 

• 2008 年 6 月底完成制定一项新战略的筹备工作 

• 需要以“2005 年伙伴关系和联盟评价”为基础，进行组织内部的磋商和作

出贡献 

• 联合国协调及千年发展目标后续行动办公室将依靠粮农组织各个部门提供

支持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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