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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2019 年 6 月 22－29 日，罗马  

总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报告  

 

A. 任命总干事 

1. 总务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2019 号决议  

任命总干事 

大 会， 

根据《章程》第 VII 条采取行动， 

根据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和第 XXXVII 条规定进行了无记名投票， 

1) 宣布任命屈冬玉博士担任总干事职位，任期四年，从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为止； 

审议了总务委员会依据本组织《总规则》第 X 条第 2(j)款和第 XXXVII 条第 4 款

提交的有关总干事任职条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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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a) 总干事年薪总额为 24.8617 万美元，相当于按有受抚养人薪率计算的

年薪净额 18.7532 万美元，或按单身薪率计算的年薪净额 16.6764 万

美元，另加一笔年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相当于按有受抚养人

薪率计为每个乘数点 1875.32 美元，或按单身薪率计为每个乘数点

1667.64 美元，应按照本组织有关向工作人员支付薪金的规定支付； 

b) 总干事应得到一笔交际津贴，年净额为 50000 美元； 

c) 本组织将直接租赁适当住房作为总干事官邸并支付相关费用，以代替

房租补贴； 

d) 总干事应有资格获得本组织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享有的所有

其他津贴和福利； 

2) 同时还决定总干事应可选择参加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或者作为

替代，本组织应支付给总干事一笔金额，相当于如参加基金，本组织应向

该基金缴纳的款项，按月分期支付，作为其月薪酬的补充款； 

3) 进一步决定，总干事的任职条件应遵循《工作人员条例》相关条款，

但需遵守依据《总规则》第 XXXVII 条第 4 款、由大会主席代表粮农组织

与当选总干事签订的合同条款。 

B. 表决权 

2. 总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019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建议，恢复依据《章程》

第 III 条第 4 款请求给予特别考虑的十个成员国的表决权：中非共和国、乍得、

科摩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利比里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索马里、土库曼斯坦、委内瑞拉。 

3. 总务委员会注意到其中一个成员国——乍得，现已支付超过表决所需的

最低金额，不再列入面临表决权问题的成员国名单。 

4. 面临表决权问题的两个成员国，即：利比里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提出按

商定的分期付款计划缴付其拖欠会费。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批准

利比里亚（附录 A）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附录 B）提出的分期付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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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任命理事会独立主席 

5. 大会收到 1 位理事会独立主席提名。 

6. 总务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2019 号决议  

任命理事会独立主席  

大 会， 

考虑了有关理事会独立主席的本组织《总规则》第 XXIII 条规定以及关于

理事会独立主席的第 9/2009 号决议 1； 

鉴于有必要维护理事会独立主席作用的独立性和问责： 

1.  宣布任命 Khalid Mehboob 先生担任理事会独立主席，任期至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2021 年 6 月）； 

2. 决定理事会独立主席职位的任命条件如下： 

a) 独立主席要在罗马参加理事会、大会、财政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的

所有会议，通常每年应在罗马居住至少六至八个月； 

b) 独立主席将获得相当于 23 831 美元的年度津贴； 

c) 独立主席因履行职责而出差不在罗马期间，其每日津贴按适用的标准

每日生活津贴乘以 140%支付； 

d) 独立主席因履行职责而出差期间，其差旅费将由本组织支付； 

e) 将向独立主席提供秘书处服务，以协助其履行各项职责； 

f) 独立主席提出的口译服务要求，将视可获资源情况予以提供； 

g) 独立主席在履行职责期间，将为其提供所需办公室、设备和用品； 

h) 独立主席在履行职责期间，将得到协助以办理必要的行政手续，获取

在罗马逗留或旅行所需证件。 

3. 决定本决议的执行方式由独立主席和粮农组织商定。 

（2019 年 6 月......通过） 

                                                 
1《基本文件》第 II 编，E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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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零饥饿”奖 

7. 总务委员会审议了设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零饥饿”奖的提议，

每两年度将该奖颁发给一个在推广零饥饿最佳做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机构或

个人。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大 会， 

赞赏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教授在本组织担任两届总干事期间为实现

粮农组织愿景所开展的杰出工作，即：建立一个没有饥饿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

世界，特别是在其任期内，世界面临着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频发、国内和全球

人口迁移、长期危机、灾害和冲突加剧的多重挑战； 

忆及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教授在2006年担任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及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代表期间，在其领导下，该区域启动了“2025年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无饥饿”倡议； 

认识到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总干事在 2012 年，以权力下放支柱和

涵盖五项主要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是零饥饿）的战略议程为基础，开展了对

本组织的转型变革； 

强调在 2015 年，各国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 17 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其中第二项目标是零饥饿； 

认识到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教授坚定承诺，推进改革并打造注重

成果、高效有效的基础，以实现粮农组织的愿景； 

衷心感谢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教授在本组织的出色工作，以及始终

如一为实现零饥饿愿景做出奉献： 

1) 决定设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零饥饿奖”，作为对若泽· 

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教授的永久表彰，嘉奖通过民间社会各方积极

参与实现零饥饿做出的成功努力； 

2) 商定“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零饥饿奖”相关条款如下： 

a) 奖项性质：奖项包括一个描述获奖者成就的奖状、一枚刻有获奖者

名称的奖章，以及总额为 25 000 美元的奖金，授予在推广零饥饿

最佳做法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民间社会组织； 

b) 获奖者评选：获奖者将由在总干事牵头下由理事会独立主席以及

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主席组成的委员会选出。该委员会在特设

部际遴选委员会提出的入围名单中进行评选； 

c) 奖项颁发：总干事在大会每届例会召开时，向获奖者个人或获奖单位

代表颁奖。获奖者受邀到罗马粮农组织总部参加颁奖典礼，旅费和

每日津贴费用由粮农组织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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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颁奖 

8. 总务委员会向大会建议，理事会独立主席应开展一次包容性磋商进程，以

确定颁奖前后一致和可持续的条件，同时考虑全球粮食及农业状况，并纳入逐步

淘汰最陈旧奖项的选项。此磋商进程的结果将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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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第…/2019 号决议  

会费缴付 – 利比里亚 

大 会， 

注意到利比里亚政府提出从 2020 年起，除缴付每个会费日历年当年会费以外，

在四年期间清偿其拖欠会费。 

决定： 

1) 尽管有《财务条例》第 5.5 条规定，但利比里亚总额为 8167.52 美元和

5723.78 欧元的拖欠会费应通过以下方式清偿：从 2020 年至 2023 年  

分四年，每年缴付 2041.88 美元和 1430.94 欧元。 

2) 第一次分期付款应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缴付。 

3) 每年缴付上述分期付款，连同缴付每个会费日历年当年会费以及周转

基金的任何预付款，应视为利比里亚履行了对本组织的财政义务。 

4) 分期付款应按照《财务条例》第 5.5 条缴付。 

5) 如有两次未能缴付分期付款，本分期付款计划则失效。 

（2019 年 6 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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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第…/2019 号决议  

会费缴付 – 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 会， 

注意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出从 2020 年起，除缴付每个会费日历年当年

会费以外，在四年期间清偿其拖欠会费。 

决定： 

1) 尽管有《财务条例》第 5.5 条规定，但巴布亚新几内亚总额为 10 827.98

美元和 37 790.69 欧元的拖欠会费应通过以下方式清偿：从 2020 年至

2023 年分四年，每年缴付 2706.99 美元和 9447.67 欧元。 

2) 第一次分期付款应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缴付。 

3) 每年缴付上述分期付款，连同缴付每个会费日历年当年会费以及周转

基金的任何预付款，应视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履行了对本组织的财政义务。  

4) 分期付款应按照《财务条例》第 5.5 条缴付。 

5) 如有两次未能缴付分期付款，本分期付款计划则失效。 

（2019 年 6 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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