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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委员会 2008 年 4 月－9 月的会议安排 

日期 工作组 其他会议 
4 月 
4 月 1 日星期二 第一和第三工作组  
4 月 2 日星期三－4 日星期五  无会议 
7 日星期一－9 日星期三  涉农产业论坛 
10 日星期四 第一工作组 涉农产业论坛 
11 日星期五  涉农产业论坛 
14 日星期一－18 日星期五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会议 
21 日星期一 第一工作组  
22 日星期二－23 日星期三  农发基金资金补充 
24 日星期四－25 日星期五  农发基金执行局 
28 日星期一（09:30－10:15） 主席团  
28 日星期一（10:30－12:30） 第一和第二工作组联席会议  
28 日星期一（14:30－17:30） 第二工作组  
29 日星期二 第三工作组  
30 日星期三（09:30－12:30） 大会委员会  
30 日星期三（14:30－17:30） 第三工作组  
5 月 
1 日星期四  公共假日 
2 日星期五  粮农组织假日 
5 日星期一 第一和第三工作组联席会议  
6 日星期二 第三工作组  
7 日星期三 第二工作组  
8 日星期四 第一工作组  
9 日星期五 第一工作组  
12 日星期一  无会议 
13 日星期二  粮食计划署磋商会 
14 日星期三  无会议 
15 日星期四 大会委员会  
16 日星期五（09:30－12:30） 第一和第三工作组联席会议  
16 日星期五（14:30－17:30） 第三工作组  
19 日星期一 第一工作组  
20 日星期二 第二工作组  
21 日星期三 第一工作组  
22 日星期四－30 日星期五  财政委员会 
28 日星期三－30 日星期五  计划委员会 
6 月 
2 日星期一  意大利假日 
6 月 3 日星期二－5 日星期四  高级别会议 
6 日星期五 第三工作组  
9 日星期一－12 日星期四  粮食计划署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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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星期五 第一工作组  
16 日星期一－20 日星期五  非洲区域会议 
23 日星期一－27 日星期五  欧洲区域会议 
30 日星期一 第二工作组  
6 月的日期待定 第三工作组  
7 月   
1 日星期二 第一工作组  
2 日星期三 第一工作组  
3 日星期四 第一工作组  
4 日星期五 第三工作组  
7 日星期一  无会议 
8 日期二－9 日星期三  农发基金资金补充磋商会 
10 日星期四－11 日星期五  无会议 
14 日星期一 第一工作组  
15 日星期二 第一工作组  
18 日星期五 大会委员会  
21 日星期一 第二工作组  
21 日星期一－27 日星期日  粮食计划署执行局访问洪都拉斯

28 日星期一 第一工作组  
29 日星期二 大会委员会  
30 日星期三 大会委员会  
31 日星期四   
   
8 月 无会议 
   
9 月   
1 日星期一－4 日星期四  无会议 
5 日星期五  农发基金评价委员会 
8 日星期一  农发基金审计委员会 
9 日星期二 大会委员会  
10 日星期三－11 日星期四  农发基金执行局 
12 日星期五  无会议 
15 日星期一 大会委员会  
16 日星期二 大会委员会  
17 日星期三－19 日星期五  无会议 
22 日星期一 大会委员会  
23 日星期二－25 日星期四  无会议 
26 日星期五 大会委员会  
29 日星期一－30 日星期二  章法委 
10 月和 11 月粮农组织主要会议 
10 月 6 日星期一－10 日星期五  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 
10 月 27 日星期一－31 日星期五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11 月 14 日星期五  粮农组织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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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星期一－22 日星期六  粮农组织大会（特别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