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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五 五 届 会 议  

2016 年 12 月 5 –  9 日，罗马  

计划委员会第一二 O 届会议  

（2016 年 11 月 7-11 日）报告 

 

内容提要  

计划委员会审议了有关计划制定及评价的若干事项，特别是关于以下方面的
事项： 

a) 经审查的《战略框架》和《2018-21 年中期计划》纲要（第 3 段） 

b)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战略（第 4 段） 

c) 评价粮农组织对“战略目标 5：增强生计对威胁和危机的抵御能力”的
贡献（第 5 段） 

d) 对粮农组织评价职能的评价（第 6 段） 

e) 关于评价粮农组织在危机相关过渡时期的贡献  – 把救济与发展相结合的
后续行动报告（第 7 段） 

f) 关于粮农组织与粮食计划署对粮食安全群组协调工作的联合评价的后续
行动报告（第 8 段） 

g) 2017-2019 年评价的指示性滚动工作计划（第 9 段） 

h) 粮农组织技术能力独立评估路线图（第 10 段） 

计委提请理事会注意其关于这些事项的审议结果和建议。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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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提请理事会批准计划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及其有关职能领域内事项的建议。  

对本文件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计划委员会秘书  

Rakesh Muthoo 

电话：+3906 5705 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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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委员会第一二 O 届会议报告  

2016 年 11 月 7-11 日，罗马 

引 言 

1. 计委向理事会提交其第一二 O 届会议报告如下。  

2. 除主席 Serge Tomasi 先生阁下（法国）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以下成员代表：  

C.J.Rozencwaig 阁下（阿根廷） O. Kubota 先生（日本）  

E. Robinson 先生（加拿大）  F.R.Salamh Al Argan 先生（约旦） 

M. Mankoussou 先生（刚果） M. Hooper 先生（新西兰）  

J.A.Carranza Barona 先生（厄瓜多尔）  I. Nordang 阁下（挪威） 

M.N.Camara 先生（几内亚） Marek Szczygieł 阁下（波兰） 

A. Wadhwa 阁下（印度） A. Na’ami Al-Na’ami先生（也门） 

  

经审查的《战略框架》和《2018-21 年中期计划》纲要1 

3. 计委： 

a) 注意到所确定的全球发展变化、趋势和挑战作为审查《战略目标》的依据，

包括整合统计资料及性别、治理、营养、气候变化等跨领域主题；  

b) 赞同 5 项战略目标及其重新制定的成果继续作为编制正式《2018-21 年中期

计划》和《2018-19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基础；  

c) 赞赏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具体目标和指标纳入结果框架，强调粮农组织

根据国别规划框架采取行动、帮助各国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d) 就制定战略目标计划、成果、产出提出了意见，要求秘书处在正式《中期

计划》/《工作计划和预算》中更加适当地处理生态农业、生物技术、家庭

农业和小农问题，包括小农进入当地、国家和国际市场，移徙，以及性别、

治理、营养、气候变化等跨领域问题；  

                                                      
1 CL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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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注意到目标 6 为加强和监测粮农组织工作技术质量及各项战略目标的跨领域

主题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反映出目标 6 的范围，建议其名称改为：技术

质量、统计、跨领域主题（性别、治理、营养、气候变化）； 

f) 要求《2018-21 年中期计划》包括一个附件，旨在对 2014-17 年所采用结果

框架与拟议 2018-21 年结果框架清楚地进行比较。  

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战略2 

4. 计委欢迎粮农组织气候变化工作战略，并就文件质量和粮农组织认可绿色

气候基金向秘书处表示祝贺。计委：  

a) 注意到该战略顾及评价建议，欢迎在制定战略时采用了参与性进程及其以

国家层面行动为重点；  

b) 强调有必要：（ i）加强伙伴关系，特别是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和驻罗马

机构的伙伴关系；（ii）更加注重易受害群体和国家；（iii）增强权力下放

办事处的能力；（ iv）将计委会议上所强调的更多具体主题纳入该战略；

（v）制定行动计划，明确实施工作所必需的财政和人类资源；  

c) 要求在计委下届会议上审议更新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评价粮农组织对“战略目标 5：  

增强生计对威胁和危机的抵御能力”的贡献3 

5. 计委欢迎该评价和管理层回应及所提出的更好地实施战略目标 5 的措施，

并： 

a) 欢迎粮农组织秘书处针对抵御能力所开展工作； 

b) 注意到《工作计划和预算》中利用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分配给战略目标 5 的

资源； 

c) 强调战略目标评价报告有必要就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特别是驻罗马机构在

实地开展协作和合作程度进行评论；  

d) 欢迎粮农组织致力于把性别纳入抵御能力及在计划制定工作中对此问题

给予了更大关注；  

                                                      
2 PC 120/2 

3 PC 120/4；PC 120/4 Su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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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但计委注意到该报告对性别问题重视不够，重申其要求：将来战略目标

评价报告中增加一个专门关于性别问题的附件，利用粮农组织性别政策

标准作为基线；  

f) 要求编制下个《中期计划》及《战略框架》中有关抵御能力的内容时要

充分考虑到该报告的结论和建议。  

对粮农组织评价职能的独立评价4 

6. 计委： 

a) 欢迎该报告的高质量，注意到上个两年度粮农组织在改进评价职能方面

取得进展；  

b) 特别赞同关于加强学习和问责的建议；  

c) 赞同评价工作有必要进一步考虑性别问题；  

d) 要求向 2017 年计委下届会议提交落实商定建议的一项行动计划和时限以及

两年之后建议落实情况后续行动报告； 

e) 赞同管理层意见即继续采用现行《评价章程》直到将来考虑制定一项评价

政策时为止，期待在 2019 年由计委审议此问题；  

f) 同意在粮农组织继续执行中央评价职能，注意到将来可以考虑进行分散

评价，并注意到外部供资的分散评价的公正性所面临的风险；  

g) 强调评价主任向成员和总干事进行双重报告的重要性，以利于学习职能和

问责职能；同时支持根据评价办公室报告要求更加灵活地使用该办公室的

人力和财政资源。  

关于评价粮农组织在危机相关过渡时期的贡献  –  

把救济与发展相结合的后续行动报告5 

7. 计委注意到该报告，并：  

a) 对秘书处在落实建议方面所取得重大进展表示赞赏； 

b) 鼓励粮农组织在危机和过渡阶段继续发挥其比较优势和专业知识；  

c) 注意到在《国别计划框架》中增强抵御能力的重要性，鼓励秘书处在此

领域推进行动；  

                                                      
4 PC 120/5；PC 120/5 Sup.1 

5 PC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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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欢迎秘书处在把性别问题纳入抵御能力计划方面所取得进展；  

e) 鼓励粮农组织在救济与发展相结合方面继续加强与驻罗马机构的伙伴关系。  

关于粮农组织与粮食计划署  

对粮食安全群组协调工作的联合评价的后续行动报告 6 

8. 计委注意到该报告，并：  

a) 欢迎所提供信息的质量和全面性；  

b) 确认在落实评价建议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c) 赞赏粮食安全群组干预活动在发生危机时发挥了重要协调作用及粮农组织

和粮食署在这方面发挥共同领导作用；  

d) 鼓励粮农组织与粮食署在全球和国家粮食安全群组下开展合作等良好做法

基础上，尤其在实地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以取得结果。  

2017-2019 年评价的指示性滚动工作计划7 

9. 计委： 

a) 赞同 2017-2019 年拟议评价工作计划及评论意见，同时注意到编写一份对

粮农组织在性别领域所做工作的全面评价报告的重要性，包括性别战略的

实施； 

b) 建议定期评价粮农组织的重大主题战略，期待在其下届会议上提出关于

这方面的一项提案。  

粮农组织技术能力独立评估路线图8 

10. 计委： 

a) 注意到 JM 2016.2/3 号文件“粮农组织技术能力独立评估路线图”及其增补

“独立顾问职责范围和履历”中的内容；  

b) 欢迎外部顾问的报告草案在 2017 年 1 月下旬/2 月上旬常驻代表非正式情况

介绍会上介绍；  

c) 注意到对粮农组织技术能力的独立评估最终报告将提交理事会第一五六届

会议（2017 年 4 月）和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2017 年 7 月）。 

                                                      
6 PC 120/7 

7 PC 120/8 

8 JM 2016.2/3; JM 2016.2/3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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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11. 计委： 

a) 忆及理事会第一五四届会议欢迎总干事决定在 2016 年举行专门关于性别

问题的非正式研讨会，期待该次研讨会及介绍粮农组织在性别领域所做

工作及所取得成绩的一份文件；  

b) 对本届会议某些语言的部分文件发布太晚表示深切关注；强调必须尽早

收到所有语言的文件，不得晚于计委会议召开之前两周，这也是现行标准

所规定的；  

c) 要求秘书处在计委下届会议上提出关于将来在计委单独或增开会议上专门

讨论涉及评价事项的各个议题的考虑意见。  

第一二一届会议日期和地点  

12. 计委获悉，第一二一届会议将于 2017 年 3 月 27-31 日在罗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