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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709/Rev.1/Ch. 

大  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2019 年 6 月 22－ 29 日，罗马  

《2018-21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  
《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决议草案）  

 

本文件： I）提供理事会第一六一届会议报告有关《2018-21 年中期计划》

（经审查）及《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内容摘要；II）反映理事会在审读

第 C 2019/3 号文件（即：《2018-21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2020-21 年工作

计划和预算》）第 207 段第 iii)点时提出的指导意见。 

I. 摘自理事会第一六一届会议（2019 年 4 月 8-12 日）报告 

《2018-21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 

《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1 

6. 理事会审议了《2018-21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2020-21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赞同计划和财政两委员会及其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 

7. 理事会赞扬粮农组织和总干事在其整个任期内努力维持不增不减的名义正常

计划预算，同时增加自愿捐款以促进实现战略目标并实施综合工作计划，从而体现了

成员对本组织领导力和工作的信心。 

8. 理事会对《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编制工作表示赞赏，其中分摊会费

和预算净拨款水平与 2018-19 年相比没有变化。 

                                                 
1 C 2019/3；C 2019/3 网络版附件 11；CL 161/3 第 4-5 段；CL 161/4 第 20-23 段；CL 161/5 第 3-4 段；  

CL 161/PV/1；CL 161/PV/2；CL 161/PV/3；CL 161/PV/4；CL 161/PV/5；CL 161/PV/8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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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理事会称赞总干事自上任以来实现了超过 1.5 亿美元的增效节支，预计

2020-21 两年度还将进一步节约 2780 万美元。 

10. 关于改善粮农组织财政健康、流动资金和储备金状况的提案，理事会将周转

基金的补充及离职后医疗保险既往服务负债增资事宜推迟至今后两年度。 

11. 有关《中期计划/工作计划和预算》中各项提案的实质内容，理事会： 

a) 注意到《2018-21 年中期计划》所阐述的趋势、挑战和动态是粮农组织

各项战略目标结果框架和计划的基础，并对其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相衔接表示欢迎；粮农组织《工作计划和预算》应反映出粮农组织在支持

成员国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b) 支持《工作计划和预算》文件所列明的各优先事项、去重点领域以及对

各项战略目标和目标 6 的资源配置，包括：粮农组织对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制度贡献的额外资源；创新和可持续农业方式；与一切形式营养不良

作斗争并促进营养敏感型可持续粮食系统（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以及

区分职业道德官员与监察员职能； 

c) 强调有必要在编制本组织工作计划时，研究考虑有关可持续农业和粮食

系统的所有方法； 

d) 强调必须要把所有国家的优先事项纳入考量，包括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 

e) 进一步要求粮农组织通过增效节支手段增加对《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

预算》供资，同时不会对商定的工作计划交付造成负面影响，或如有必要，

在可行范围内从技术方面不再作为重点的领域转拨资金用于：i）粮农组织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相关工作以及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科学建议计划；

ii）把生物多样性纳入粮农组织主流； 

f) 重申技术合作计划拨款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对技术合作

计划占预算净拨款的 14%份额表示欢迎，同时注意到第 9/89 号大会决议 2

以及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所提建议 3； 

g) 要求在下一个两年度对技术合作计划实施工作进行全面监测和评价审查； 

h) 建议继续加强并进一步制定战略目标产出的各项指标和具体目标； 

i) 要求秘书处认真监测预期费用增长，包括与职工薪酬相关的通胀因素，

并通过既定报告机制向成员提供最新情况； 

j) 期待在理事会 2019 年 12 月会议讨论工作计划落实情况时，听取有关以往

三个两年度自愿捐款使用情况的详细信息，按计划和地域分列； 

                                                 
2 C 1989/REP，第 9/89 号决议（http://www.fao.org/3/x5588E/x5588e09.htm#Resolution9） 
3 C 2015/REP，第 71d 段（http://www.fao.org/3/a-mo153c.pdf）  

http://www.fao.org/3/x5588E/x5588e09.htm#Resolution9
http://www.fao.org/3/a-mo15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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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注意到依据领导机构决定和指导意见对资源分配和结果框架所做的调整，

将在《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调整》中做出报告，供理事会 2019 年

12 月会议审议； 

l) 以今后调整为背景：理事会强调粮农组织多语言制度的重要性，同时强调

在《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内保持语言服务能力完整性的重要意义； 

m) 在赞赏粮农组织根据其职能，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通过其工作为保持

和平所做贡献的同时，理事会要求不应把该项工作称为“建设和平”，

以避免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作用和任务相混淆。 

12. 关于 2020-21 年预算水平，理事会： 

a) 赞赏确认通过增效节支以重新分配 2990 万美元，用以支付费用增加及重点

领域，同时不会对工作计划的交付造成负面影响； 

b) 鼓励成员继续为综合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可持续供资提供自愿捐助； 

c) 鼓励秘书处继续密切监测和报告进一步采取增效节支措施的机会； 

d) 赞同按 1 欧元兑换 1.22 美元的预算汇率确定的 10.056 亿美元的预算水平，

建议大会批准[...]大会决议草案； 

e) 强调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性，

并强调需要继续工作并保持当前的资源拨付水平，以解决所有区域农业

领域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 

f) 要求秘书处充分利用对技术合作计划拨付的款项。 

13. 理事会强调在起草计划文件过程中采用商定术语的必要性，尤其是技术术语，

以便《工作计划和预算》基于公认的术语，具有坚实的科学依据并参考可靠的资料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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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草案 

2020-21 年预算拨款 

大 会， 

审议了总干事提出的《工作计划和预算》； 

考虑到2020-21年财政周期拟议净拨款总额，按1欧元兑换1.22美元的2018-19年

汇率计算为 1,005,635,000美元，并假设美元开支为 546,399,000，欧元开支为

376,423,000； 

考虑到按1欧元兑换1.22美元的2020-21年预算汇率把欧元开支折合美元后，上述

净拨款相当于1,005,635,000美元； 

1. 批准总干事提出的2020-21年工作计划，内容如下： 

a) 按1欧元兑换1.22美元的汇率表决通过了下列用途的拨款： 

  美  元  

第1章：  努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85,470,000 

第2章：  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199,885,000 

第3章：  减少农村贫困  67,286,000 

第4章：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107,963,000 

第5章：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危机的能力  54,590,000 

第6章：  技术质量、统计和跨部门主题（气候变化、性别、治理和营养）  69,245,000 

第7章：  技术合作计划  140,788,000 

第8章：  外联活动  74,507,000 

第9章：  信息技术  36,687,000 

第10章：  粮农组织治理、监督和指导  64,095,000 

第11章：  实现有效和高效的行政管理  65,206,000 

第12章：  应急费用  600,000 

第13章：  资本支出  16,892,000  

第14章：  安保支出  22,421,000  

总拨款（净额）  1,005,635,000 

第15章：  向税收平衡基金的转拨  92,162,000 

总拨款（毛额）  1,097,797,000 

  

b) 上述(a)段表决通过的拨款（净值）减去估算的杂项收入5,000,000美元，

应由成员国1,000,635,000美元的分摊会费提供，用于实施工作计划。分摊

会费应分为美元和欧元，由541,399,000美元和376,423,000欧元构成。

这考虑到拨款（净额）54%为美元，46%为欧元，杂项收入100%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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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员国为实施批准的工作计划应缴纳会费总额为 541,399,000美元和

376,423,000欧元。成员国应按照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会费分摊比

例缴纳2020和2021年会费。 

d) 在确定各成员国应缴纳的实际会费数额时，如果某一成员国对其在粮农

组织工作的职员从粮农组织得到的工资、酬金和补偿金征税，且这些税款

由粮农组织返还给职员，则该成员国应通过税收平衡基金进一步缴付一定

数额的款项。预计用于此目的的款项约为7,500,000美元。 

2. 鼓励成员国提供自愿捐款，以推动在结果框架下实现战略目标和实施整合

的工作计划。 

（2019 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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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反映理事会在审读第 C 2019/3 号文件 

（即：《2018-21 年中期计划》（经审查）及《20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第 207 段第 iii)点时提出的指导意见 

 

《工作计划和预算》第 207 段第 iii）点内容应如下所示： 

207.iii) 为保持和平做出贡献  – 重点支持采取更连贯一致和转型方法，促进保持

和平，包括提升业务知识和能力，在长期危机、脆弱和被迫流离失所背景下，

制定并加强冲突敏感型计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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