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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  会  

第 四 十 届 会 议  

2017 年 7 月 3－ 8 日，罗马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提交的  
权限和表决权声明  

 

开幕事项 

1. 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2. 任命总务委员会和证书委员会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3. 通过会议议程和安排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4. 接纳观察员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任命和选举 

5. 申请加入本组织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6. 任命理事会独立主席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7. 选举理事会成员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8. 任命粮农组织大会参加职工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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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和政策事项 

9. 审议粮食和农业状况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A. 区域会议 

10. 下列会议提出的区域和全球政策及管理事项： 

10.1 第二十九届非洲区域会议（2016 年 4 月 4－8 日，科特迪瓦阿比让）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0.2 第三十三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2016 年 3 月 7－11 日，马来西亚

布城）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0.3 第三十届欧洲区域会议（2016 年 5 月 4－6 日，土耳其安塔利亚）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0.4 第三十四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会议（2016 年 2 月 29 日－3 月 3 日，

墨西哥墨西哥城）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0.5 第三十三届近东区域会议（2016 年 5 月 9－13 日，意大利罗马）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0.6 第四届北美非正式区域会议（2016年3月21－22日，加拿大渥太华）意见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B. 各技术委员会 

11. 下列会议提出的全球政策及管理事项： 

11.1 农业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2016 年 9 月 26－30 日）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1.2 商品问题委员会第七十一届会议（2016 年 10 月 4－6 日）报告 

混合权限－欧盟表决  

11.3 渔业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2016 年 7 月 11－15 日）报告 

混合权限－欧盟表决  

11.4 林业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2016 年 7 月 18－22 日）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C.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12.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四十二届（2015 年 10 月 12－15 日）和第四十三届会议

（2016 年 10 月 17－21 日）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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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实质性和政策事项 

13. 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4. 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实施和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后续行动进展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5. 联合国系统发展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进展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6.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十六届例会（2017 年 1 月 30 日－2 月 3 日）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7.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部门主流

工作的成果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8. 国际年和国际日： 

18.1 对“2015 国际土壤年”的评价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8.2 对“2016 国际豆类年”的评价 

混合权限－欧盟表决  

18.3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提案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8.4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提案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8.5 “国际驼科动物年”提案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8.6 ““世界蜜蜂日”提案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8.7 “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日”提案 

混合权限－欧盟表决  

18.8 “世界豆类日”提案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19. 联合国/粮农组织合办的世界粮食计划署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20. 2018－19 两年度主题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计划和预算事项 

21. 2014－2015 年计划执行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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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7 年计划评价报告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23. 经审查的《战略框架》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24. 《2018－21 年中期计划》与《2018－19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预算水平决议草案）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治理、法律、行政管理及财务事项 

A. 治理事项 

25. 落实粮农组织治理改革行动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26. 对本组织总部和权力下放办事处技术能力的独立评估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B. 章程和法律事项 

27. 《基本文件》修正案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27.1 对大会第 9/2009 号决议第二段有关理事会独立主席资格的修正案 

（大会决议草案） 

26.2 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XV 条第 6(a)款修正案 

28. 其他章程和法律事项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28.1 粮农组织《章程》－联合国条约科提出的归档和记录请求 

C. 行政管理和财务事项 

29. 2014 年和 2015 年审定账目（决议草案）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30. 2018－19 年会费分摊比例（决议草案）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31. 欧洲联盟对因其加入本组织而产生的行政开支及其他费用的付款 

欧盟权限－欧盟表决  

32. 其它行政和财务事项 

混合权限－成员国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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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33.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日期和地点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34. 其他事项 

成员国权限－成员国表决 

34.1 麦克杜格尔纪念演讲 

34.2 对粮农组织颁奖仪式的审查 

34.3 悼念 

将提供以下主题的参考文件：** 

A． 交由总干事保存的多边条约 

B． 会费状况 

 

 

 

 

 

 

* 涉及的欧盟和成员国问题 

** 希望就参考文件发表意见的代表可在讨论议题 34“其它事项”时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