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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015 号决议 

实施第 6 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管理机构， 

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在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丧失、

适应气候变化和战胜贫困，尤其是为小农战胜贫困等全球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  

回顾第7/2013号决议，并注意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

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报告；  

强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作用，以及《条约》第9条的

农民权利与《条约》第5条和第6条有关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条款之间的关联；  

考虑到技术委员会建议秘书进一步结构性调整并更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作计划》，增加需要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支持性举措的

领域，并促进工作计划内部以及工作计划与《条约》其他工作领域之间的协同增效； 

1. 批准本决议附件1载列的修订版工作计划，要求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继续

就实施情况进行汇报，并承认这些举措对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贡献； 

2. 要求所有缔约方酌情推动全体农民，包括小农户、农民组织、当地居民和地方

社区，在多边系统中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扩大使用中的作物遗传基础； 

3. 要求秘书处与第七届会议主席团协商后考虑把可持续利用目标、工具和举措纳入

利益分享基金下一轮供资周期，尤其在农场管理中更广泛利用品种和物种的多样性，

并要求秘书处进一步探讨利益分享基金如何支持《可持续利用工作计划》实施方案，

尤其为了解决农民需要； 

4. 要求秘书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并根据可获财政资源情况：  

a. 邀请缔约方、其他政府、农民组织、利益相关方、专家提供意见，收集额外

和备选工具，以最终制作工具箱，并以粮农组织所有工作语言出版；  

b. 为支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作计划各项活动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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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粮农组织内的所有相关实体和其他机构，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等机构、私营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在《条约》的框架下

进行合作；  

c. 促进和监测各缔约方、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组织为支持《工作计划》而开展

的活动；  

d. 继续邀请缔约方、政府其他相关机构和组织、利益相关者就如何促进并改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措施提交报告并加以汇编； 

e. 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详细特征描述和可持续利用召开区域会议，

包括评估当地农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确定在《可持续利用工作

计划》内可用于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 

f. 就遗传资源、社区和农民主导的系统活动、保护区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与有关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其他相关举措合作；  

g. 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培训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发展与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联盟，尤其是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其他相关组织的协作，

包括通过共同筹集资源等方法；  

5. 决定根据可获财政资源情况重新召集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其职权范围

载于本决议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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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职权范围  

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特设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将就

以下事宜向秘书处提供建议：  

a. 实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工作计划和支持性举措； 

b. 与其他国际进程和机构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领域进行合作； 

c. 确定其他活动以及工作计划内和工作计划与《条约》其他工作领域之间的

增效协同；  

d. 在缔约方和捐助者的支持下，阐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

利用的现有空白； 

2. 委员会将由来自每个区域最多两名成员和主席团指定的最多十名技术专家组成。

主席团指定这些技术专家时，须与各区域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农民组织协商，

并考虑到所需各种专业知识、区域平衡、性别平衡。委员会还包括来自《条约》

缔约方的两名共同主席，其中一人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人来自发达国家。共同主席

将由各区域指定的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  

3. 秘书将保留一份专家名单供参考。缔约方可利用该名单建立可持续利用方面的

专家人才库。 

4. 根据可获财政资源情况，委员会将最多召开两次会议。  

5. 委员会将在其会议结束后尽快编写报告，征求缔约方和利益相关者提出书面意见

并提交秘书，再由秘书汇总这些意见供管理机构第七届会议参考。 

6. 秘书将向管理机构第七届会议汇报委员会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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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作计划及支持性举措的 

愿景、使命和目标 

（与第 7/2013 号决议一起通过）  

愿 景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依照第 6 条在农业系统中得到可持续利用，推动

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建立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且效率更高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使 命 

采取有效举措，让《条约》第 6 条在国家一级产生影响，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目 标 

监测、实施和确保技术支持 

目标1：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和需求为缔约方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支持，实施与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条约》第5、第6和第9条规定。 

目标2：通过监测《条约》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条款的

实施情况提供政策方向和指导。  

目标3：按照《条约》第6条所预想的，不断监测粮农组织在可持续利用方面提供

的技术支持和专门知识。  

合作与促进伙伴关系  

目标4：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项目和计划参与各方之间

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并兼顾《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目标5：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地利用方面实现非货币利益分享目标

并执行《第二份全球行动计划》的重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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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作计划和支持性举措的 

组成部分和预期结果（2017/2019）  

（视资源可得情况而定） 

计  划  预期成果 

管理机构第七届会议

（2017 年） 

预期成果 

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

（2019 年） 

可能的 

实施伙伴 

A 部分：经管理机构商定 

1. 根据《条约》

第 6 条，实施  

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可持续

利用  

 各缔约方、利益相关者

和国际组织执行并汇报

旨在实现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活动、项目和计划。

《条约》秘书处监测技术

和政策方面的进展，并

提交至管理机构寻求其

指导。  

 各缔约方、利益相关者

和国际组织执行并汇报

旨在实现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活动、项目和计划。

《条约》秘书处监测技术

和政策方面的进展，并

提交至管理机构寻求其

指导。  

各缔约方、粮农

组织、国际农业

研究磋商组织、

遗传委、全球 

农业研究论坛和

《生物多样性 

公约》 

2. 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  

工具箱  

 收集用于扩充工具箱的

其他工具信息  

 发布工具箱，并提出在线

门户/网页的初步设计  

 建立一个拥有评论功能

的在线网页/门户，收集

和分享国家一级应用  

工具箱的经验  

各缔约方、粮农

组织、遗传委、

国际农业研究 

磋商组织、全球

农业研究论坛、

《生物多样性 

公约》、非政府

组织、私营部门

和农民组织 

B 部分：缔约方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自愿采取的支持性举措  

3. 在非货币利益

分享背景下建立

技术共同开发和

转让平台 

a. 召开平台年度会议 

b. 筹备一项关于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创新系统和技术周期的

研究 

c. 为发展中国家开发配套 

试点技术（选定的作物） 

d. 开发在线平台，促进与 

全球信息系统有关的 

数据包的记录和传输 

e. 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预育种伙伴关系制定行动

f. 召开平台年度会议 

g. 进一步为不同创新系统 

结构性调整和提供配套 

技术 

h. 建立预育种试点伙伴关系 

i. 加强农场品种和物种利用

与植物育种信息工具之间

的联系 

平台的工作和 

咨询伙伴；整合

的育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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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选定的作物） 

4. 农民权利1和

可持续利用的 

培训和能力建设 

a. 实施管理机构第六届会议

所通过的关于第 9 条“农民

权利”的决议中的相关活动 

b. 实施管理机构第七届会议

所通过的关于第 9 条“农民

权利”的决议中的相关活动 

各缔约方、粮农

组织、全球农业

研究论坛、《生物

多样性公约》、

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组织、非政府

组织、农民组织

和私营部门 

5. 提高人们对 

具有地方和区域

粮食安全和可持

续发展重要性的

作物野生亲缘

种、地方品种和

未充分利用物种

的实际和潜在价

值的认识 

a. 共同研究与农业可持续 

发展有关的爱知目标，以及

为可持续利用作物野生 

亲缘种、地方品种、未充分

利用物种而进行的原生境 

保存/农场管理与社区性举措

和计划之间的联系 

b.就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为

可持续利用作物野生亲缘

种、地方品种、未充分利用

物种而进行的原生境保存/

农场管理与社区举措和计划

之间的联系，举办研讨会、

编制出版物及采取其他适当

手段进行积极宣传 

各缔约方、粮农

组织、全球农业

研究论坛、《生物

多样性公约》、

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组织、非政府

组织、农民组织

和私营部门 

 

 

 

 

                                                 

1 *表中“农民权利”系指《条约》第 9 条中所述农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