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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19 年 10 月 14－18 日，意大利罗马 

粮安委 2018-2019 年度进展报告  

 

1. 粮安委 2018-2019 年度报告回顾了自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闭会期间的

主要活动，2018 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五届全体会议有关决议和建议的落实进展，

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交流与外联、预算、资源筹集

和相关活动的最新情况。 

I.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之后至第四十六届会议之前的主要活动 

粮食系统和营养 

2. 粮安委粮食系统和营养开放性工作组主席 Liliane Ortega 女士（瑞士）就起草

《粮食系统和营养自愿准则零草案》召集了三次会议。 

3. 《自愿准则》旨在就解决各种形式营养不良问题的有效政策、投资和体制

安排向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循证指导。具体目标是帮助重塑

或促进可持续粮食系统，从而确保有助于健康饮食的粮食来源可获得、可负担、

可接受、安全且保质保量。 

4. 粮安委利益相关方有若干次机会为 2019 年 5 月初最终定稿和散发的《零草案》

进行评议和增补，并提出建议。2019 年 7 月至 11 月期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要

赞助下，将召开五次区域性磋商，就该《零草案》进行讨论。 

5. 区域性磋商的目标是请广大粮安委利益相关方为编写《自愿准则》初稿献计

献策，进而提升其主动意识和主人翁精神。 

C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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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粮安委利益相关方将于 2020 年上半年就《自愿准则》进行磋商，以便在

2020 年 10 月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审议批准。 

7. 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将举行一场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在《自愿准则》

获得批准后促进对其进行采纳应用，以及如何促进不同行动方、不同行业之间的

政策连贯性和相互对话。另外还将对与粮安委相关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政策与

行动的实施进展进行介绍。 

8. 技术工作组（TTT）成员构成：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国际生物

多样性组织、民间社会和土著居民机制、私营部门机制、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

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和世贸组织。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9. 在此期间，粮安委继续参与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粮安委提交

2019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的材料在 Sid Ahmed M. Alamain Hamid 先生（苏丹）

主持的公开会议上得到定稿，内容侧重全球后续行动，审查主题“赋权人民，确保

包容性和平等”，并强调粮食安全和营养与 2019 年审查的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4、8、10、13、16 和 17）之间的联系。 

10.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期间召开了题为“粮安委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经验

教训”的会议，为深入交流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良好做法，以及了解《2030 年

议程》实施进展放缓的系统性决定因素，提供了平台。 

11. 2018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SOFI）连续第三年报告了全球范围内

饥饿人口上升，其趋势在较长一段下降期之后出现的逆转。在此背景下，粮安委

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主题将是：加快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2，全面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 

12. 将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举办一场会议，利益相关方将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实施的“良好做法”进行反思，探讨如何更好地解决那些导致《2030 年议程》

实施进展放缓的系统性决定因素。 

13. 技术工作组成员构成：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民间社会和土著居民

机制、私营部门机制、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粮安委工作效果监督 

a) 筹备 2019 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全会有关三套政策建议的利用和应用

相关讨论工作 

14. 秘书处和技术工作组负责筹备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全会有关三套政策建议

的利用和应用相关审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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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投资小农农业，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2013）； 

ii) 小农和市场接轨（2016）； 

iii) 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畜牧业起何作用？（2016） 

15. 与技术工作组召开了两次会议，筹备 2019 年 1 月至 4 月开放的一项征集活动

并审核汇总提交的材料，形成一份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文件。该活动通过全球

粮食安全和营养论坛发出对经验和良好做法的征集呼吁，并同时通过粮农组织成员

门户网站和高专组邮寄名单进行了宣传。 

16. 粮安委针对小农户的政策建议是对“2019-2028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的重大

贡献，将为制定解决小农户所面临制约因素的有效公共政策和投资措施提供指导，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技术工作组成员构成：粮农组织、农发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民间社会和土著居民机制、私营部门机制、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b) 2020 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有关《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

行动框架》的利用和应用全球专题活动  

18. 2019 年 1 月与技术工作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筹备于 2019 年 2 月发起并持续至

2020 年 3 月结束的一项意见建议征集倡议。利益相关方受邀报告在国家、区域和

全球层面组织的多利益相关方活动结果，讨论他们在应用《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

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CFS-FFA）方面的经验。 

19. 将于 2019 年 9 月通过粮食安全和营养论坛发起第二轮征集倡议，邀请利益

相关方在 2020 年 3 月前分享在应用《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

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 

20. 技术工作组成员构成：粮农组织、粮食署、民间社会和土著居民机制、私营

部门机制。 

城镇化和乡村转型及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21. 粮安委第四十四届会议同意继续探讨“城镇化和乡村转型及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影响”专题，侧重成员和参会方确定的两个领域： 

i) 城镇化和乡村转型对低收入群体粮食安全与营养的影响； 

ii) 促进青年和妇女在整个城乡连续体参与和从事粮食系统工作。 

22. 为此，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和 2019 年 2 月举行了两次闭会期间专题活动，

以评估政策趋同的可行性，以支持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不断

变化的城乡发展动态背景下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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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两次专题活动基于此前的两项工作成果：粮安委 2016 年“城镇化和乡村

转型及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论坛，以及 2017 年开放性工作组经验和有效政策

途径汇编。 

24. 总体看来，上述活动体现出了目前存在的政策差距并呼吁采取行动，将

《2030 年议程》和《新型城市议程》等全球性框架转化为国家、地方和地区层面

的有效政策。活动中所分享的经验和途径，也强调了适应与减缓策略的必要性，

将帮助平稳转型，并根据《2030 年议程》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闭会期间活动的

成果将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上进行介绍。 

25. 技术工作组成员构成：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民间社会和土著居民机制、私营部门机制 

依托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在《2030 年议程》框架内为实现粮食安全和

营养筹措资金并推动进展 

26. 根据粮安委 2018 年 10 月第四十五届会议建议，题为《依托多利益相关方

伙伴关系，在<2030 年议程>框架内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筹措资金并推动进展》

的高专组报告被用作后续进程的起点，该进程侧重有效的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

知识和经验分享。 

27. 主席团提名 Oliver Mellenthin 先生为主持人，在相关利益方和双边会议提交

的书面意见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后续进程备选方案文件。2019 年 3 月，主席团决定

在当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六届全会期间举行一次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活动。这是

该高专组报告后续进程的一部分，随后还将根据粮安委的需求和优先计划考虑举行

其他活动。 

28.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还将另外举办一次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会议，

目的是突出介绍如何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有效融资并提升粮食安全和营养，

以及应对其所面临具体挑战的良好做法。 

采用农业生态及其他创新方法，打造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

农业和粮食系统 

29. 基于第 14号高专组报告零草案公开电子研讨会（2018年 10月 4日-11月 19日）

的会议成果，在高专组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项目组起草了第一稿并提交外部科学

同行评审；随后起草了第二稿并提交指导委员会，供其在 2019 年 4 月堪培拉会议

期间审议批准。总结和建议受到了特别关注。该报告于 7 月 3 日在罗马粮农组织

举行发布会后不久，即在网上提供英文版本。联合国所有官方语言版本最晚将在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召开前至少六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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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利益相关方将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有机会讨论报告中的政策相关问题，

并就预计在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结束后开始的政策趋同进程提供指导，以便形成

经谈判达成的政策建议，供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批准通过。 

多年工作计划 

31. 根据《粮安委评价报告》及后续的《执行报告》提出的指导意见，2018 年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全体讨论了重大和新出现议题，从而正式启动了《多年工作

计划》进程。2019 年初，《多年工作计划》第一次公开会议接收到了一些初步建议。

在 2019 年 4 月举行的第二次公开会议上讨论了《多年工作计划》零草案。 

32. 在粮安委主席的推动下，主席团与咨询小组协商起草了符合实际且全面的

《多年工作计划》，其中考虑了四年战略远景，实施所需资源和资源筹集潜力等

因素。该工作计划将提交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供批准。 

II. 交流与外联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综述 

出席情况： 

33.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共有 1233 名注册代表，来自： 

• 114 个成员国； 

• 10 个非成员国； | 

• 13 个联合国机构和团体； 

• 106 个民间社会组织（由民间社会机制负责协调，包括 57 个民间社会组织

参会）； | 

• 6 个国际农业研究组织； 

• 1 个国际金融机构； 

• 79个私营部门协会和私人慈善基金会，包括私营部门机制框架内的 32家公司。 

高级别参会代表包含：一位副总统、七位部长和七位副部长。 

会外活动和信息市场 

34.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共举办了 57 场会外活动和 1 场发布会（全球畜牧业

报告）。共计 159 个会外活动组织者，其中有几个是新参与粮安委活动的机构，不少

机构参与了一个以上的活动。粮农组织共参与了 35 项会外活动，粮食署和农发基金

分别参与了 11 和 10 项活动。 

35. 电子计数显示一周内共有 3270 名代表出席了这些活动，平均每场活动参加

人数为 56 人。参与人数最多的达到 105 人，第二为 104 人，第三为 98 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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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达到 98 人的活动是在周五举行，显示了代表们参与活动热情高涨并持续了整周。

所有活动组织者都提交了总结报告并将其在网络公开。 

36. 对会外活动联络人开展了问卷调查，在其中 40%给予答复的联络人中，100%

对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会外活动的体验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82%

表示通过活动与有关方面建立了原本不可能实现的合作关系；100%表示今后还要

继续在粮安委会议期间举行会外活动。 

37. 粮农组织旗厅为粮安委信息交流市场预留 11 张桌位，主要用于展示粮安委

政策准则和建议、高专组报告以及来自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的资料。 

外联和媒体 

38.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媒体报道由粮农组织新闻办负责监督。媒体报道

覆盖面广，今年还受到了“世界粮食日”和《粮食与农业状况》（SOFA）在同一周

发布的影响。以官方语言加上德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提及粮安委的文章总计

约 230 篇（阿语、俄语和汉语的监控能力有限）。一些媒体重点报道了国家主管

部门出席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情况。 

39.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报道中心覆盖了第四十五届会议全会，包括

每日报道和每周总结。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将有关会议文章张贴在内部网站供员工

阅读，粮农组织在官网上也发表了有关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的媒体文章。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社交媒体和网站统计 

40. 10 月 9 日（周一）“#CFS45”在罗马推特上引发热议。同一周内，1463 人

在 5900 条推文中正式引用了“#CFS45”标签，阅读人数超过 600 万。 

41.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周期间，网站访问人数达 4002 人次，平均每次停留

2 分 50 秒，浏览了 2.5 页网页。用户地点前十名分别是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瑞士、印度、加拿大、巴西和西班牙。 

无纸化/环保 

42. 除周五上午大会提供最终报告草案打印版外，打印中心很少有代表使用。

大会推荐参会者选择绿色膳宿，自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并向会外活动组织者提供

可持续选择菜单。通过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中性现在做起”平台

捐款，抵消了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主席外联活动 

43. 粮安委主席全年参加了一系列高级别活动，旨在提升粮安委的知名度，推广

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推介政策文件，在《2030 年议程》背景下重点解决好粮食安全

和营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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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的可持续未来”大会，11 月，英国伦敦查塔姆研究所； 

• 国际发展法组织合作伙伴论坛，11 月，意大利罗马； 

•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室/粮农组织联合举办的全球“加快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

活动，11 月，泰国曼谷； 

• 第 11 届柏林农业部长大会，1 月，德国柏林； 

• “农业生态：为实现《2030 年议程》向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转型变革”，

2 月，瑞士伯尔尼； 

• 第二届“同一个地球可持续粮食系统计划”全球大会，2019 年2 月，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 

• 与“联合国粮食权特别报告员”活动同时举办的粮食权利活动，2 月，瑞士

日内瓦； 

• “全球粮食银行网络食物银行领导研究所（FBLI）”，3 月，英国伦敦； 

• “第四届全球家庭农业大会：改善家庭农户生活的十年”，3 月，西班牙

毕尔巴鄂； 

• “危机时代的粮食与农业”高级别活动，4 月，比利时布鲁塞尔； 

• 世界农民组织年度大会，讨论各种形式农业创新的功能，5 月，卢森堡； 

•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全球发布会，2019 年 5 月 29 日，意大利罗马粮农

组织总部； 

• “粮食的未来”研讨会：推进当前粮食系统政策一致性与趋同性进展，6 月，

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 

• 全球奶业平台主办的两天“营养大会”：粮食系统对地球的影响与奶业在

未来消费者营养供应方面的作用，美国芝加哥。 

粮安委其他外联活动 

2019 年 3 月新上任的粮安委秘书 Christopher Hegadorn 出席了 2019 年 6 月 EAT

斯德哥尔摩粮食论坛，并在瑞典政府主办的高级别政策圆桌会议上就粮安委的粮食

系统和营养工作进展进行发言。 

高专组外联活动 

粮安委内部影响 

44. 高专组作为粮安委的科学政策智库，是 2009 年改革的中流砥柱，为努力实现

包容性和循证两大关键目标做出贡献。 

45. 高专组报告是作为指导委员会成员、项目组成员或同行评审员参与高专组

工作的专家之间不断对话的结果，在多科学学科、专业和区域知识之间搭建起了

桥梁。除了高专组专家，还包括通过公开的线上磋商和会议，与全球更广范围的

知识群体进行对话。 

https://www.chathamhouse.org/conferences/sustainable-food-future-2018
https://www.idlo.int/assembly-partnershipforum-2018
https://www.ifpri-faobangkokconference.org/
https://www.gffa-berlin.de/en/programmuebersicht-gffa-2019/berliner-agrarministerkonferenz-2018-2/
https://www.oneplanetnetwork.org/sustainable-food-system/2nd-global-conference-sustainable-food-systems-programme
https://www.foodbanking.org/what-we-do/fbli/
https://www.ruralforum.org/en/vi-conference/presentation
https://www.donorplatform.org/event-agenda-2030/food-and-agriculture-in-times-of-crisis-high-level-event.html
http://www.wfo-oma.org/sito/wfo_news/navigating-towards-a-more-sustainable-future-for-all-the-farmers-route-has-been-set/
http://www.fao.org/family-farming-decade
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future-of-food/en/
https://www.globaldairyplatf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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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报告获得的资料数量 

 

46. 公开线上磋商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如上图所示，收到的资料数量不断增长。

这些变化反映了粮安委成员和参会者以及世界各地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对粮安委

为高专组报告所选不同主题的科学和政治兴趣程度不同。新出现问题，例如多利益

相关方伙伴关系，比紧迫热门问题获得的资料量少一些，在政治议程上排名靠前

的如营养问题，或农业生态和其他创新等争议较多的问题。有关农业生态和其他

创新的第 14 号报告零草案的最后一次线上磋商（2018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9 日）

收到了 141 份共计 561 页的资料反馈，大大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线上讨论。与粮食

安全和营养紧密相关的议题，例如畜牧业和农业发展，比林业等一般在讨论中容易

被忽视的粮食安全与营养议题，更吸引参与者提出建议。 

47. 高专组报告所包含科学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及面向非专业人士能够采用

清晰、平衡和综合的方式分析和介绍粮食安全和营养存在的复杂问题，都得到业界

广泛认可。 

48. 高专组提出的建议有助于为粮安委当前讨论提供信息，也有助于提出未来

工作可行方向。粮安委主席在其 2018年10月31日致粮安委利益相关方的信中强调，

在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全会期间，“许多参会人员欢迎高专组关于重大和新出现

问题的第二份说明，认为这是今后讨论粮安委工作计划的坚实基础。” 

粮安委之外的影响 

49. 除了在粮安委内部，高专组报告还以公共产品和参考文件的形式提供给所有

行动方和决策者，便于他们做出知情选择和决策，以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推进

可持续发展。以往出版的高专组报告在发行几年后仍然非常受欢迎。各类机构或

利益相关方不断要求获得高专组报告的印刷版，或者在不同场合介绍有关报告。

高专组还受邀联合举办或参加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形式多样的活动。高专组指导

委员会，在其秘书处的支持下，对有关要求进行逐个审查并做出战略性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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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819/MYPOW/1.CFS_MYPOW_Chairs_Let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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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18 年，在不同场合散发的以联合国所有工作语言编写的高专组印刷版报告

共计 3540 份。分发的报告份数取决于在全会提交的高专组报告数量，以及粮安委

利益相关方对报告涉及议题的关注度。 

在全球层面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的影响 

51. 高专组的工作在国际层面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内得到越来越多的认知和认可。

联合国秘书长在最近一次报告（A/73/293，2018 年 8 月 2 日）中强调，高专组报告

主要增值点之一是“提出共同的定义、工具、方法、途径和政策建议，以组织开展

政治辩论”。换言之，高专组报告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为政治讨论提供一种共同

语言。 

52. 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其他机构运用高专组报告来提出倡议并为机构陈述提供

支持，通常是为了提升问题的可见度，并在独立循证报告的基础上宣传关键信息

和行动。 

对知识和学术领域的影响 

53. 由于以往出版报告所涵盖的议题很广泛，参与高专组工作的科学家和知识

产权人网络不断壮大，多样性更加丰富。 

54. 高专组在学术界和科学界的认知度和吸引力体现在项目组专家征集工作

越来越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申请人员的数量和级别越来越高，其中不乏诸如

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的负责人。 

55. 除了直接参与高专组工作的专家（作为指导委员会成员、项目组成员或同行

评审员），所有对高专组线上公开讨论有所贡献的知识持有人都促使高专组报告

更具多元化的特点，不仅有学术知识，还有传统知识，以及一线专家基于其对当地

背景和条件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实践经验。 

高专组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影响 

56. 高专组秘书处并没有系统了解高专组、指导委员会或项目组现任或前任成员

对已出版高专组报告的使用情况。然而，能够体现高专组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行动

和影响的部分案例得到记录。 

咨询小组外联 

57. 2018-2019 年度咨询小组成员包含：粮农组织、粮食署、世卫组织、联合国

食物权特别报告员、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民间社会机制、私营部门机制、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世界银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世界家庭组织

（临时）。在闭会期间，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为促进粮安委政策成果的利用、应用

和传播做出了巨大努力。 

http://undocs.org/A/7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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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小组成员参与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活动，监督《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自愿准则》的使用和应用情况； 

• 咨询小组成员参加了在加蓬利伯维尔举行的中非农业部长委员会，与西非、

中非国家和地区政府共同商议如何促进粮安委政策成果的应用； 

• 借助全球战略框架，咨询小组成员为改善塞拉利昂、尼日尔和塞内加尔农民

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进行了谈判； 

• 运用粮安委关于小农和市场接轨的政策建议，寻求用于收集地方市场数据

的参与式方法； 

• 在参加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区域会议的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

和秘鲁的牧民社区中，咨询小组成员提高了对粮安委关于可持续农业发展

和畜牧业以及小农和市场接轨等政策建议； 

• 在牙买加举行的第三十五届粮农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会议上，咨询

小组成员呼吁更多地使用和应用粮安委政策成果； 

• 咨询小组成员在黎巴嫩和约旦组织了区域研讨会，以促进《在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对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和《长期危机中保障

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的应用和实施。伊拉克、也门、巴勒斯坦、

毛里求斯、苏丹、黎巴嫩和约旦政府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 在谈判并通过《农民和农村其他居民权利宣言》的过程中，咨询小组成员

利用粮安委政策成果予以支持； 

• 在《战略框架》范围内，咨询小组成员通过以下活动继续支持粮安委政策

成果的应用：(i) 开发《土地权属治理自愿准则》和《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的线上学习课程；(ii) 提高区域和国家层面土著居民意识的研讨会；(iii) 制定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

技术指南，以提供更详细的使用和应用指导； 

• 咨询小组成员在相关会议、研讨会和出版物中都提及粮安委政策成果； 

• 咨询小组成员更系统化地考虑将粮安委政策成果纳入国家战略制定和国家

层面政治对话； 

• 咨询小组成员帮助员工更好地认识粮安委及其对国别计划的影响； 

• 咨询小组成员每年向其领导机构提供其参与粮安委事务的更新报告； 

• 在东非和南非及南亚支持土地、水、森林和渔业获取和权属的贷款项目设计中

使用了《土地权属治理自愿准则》； 

• 咨询小组成员使用《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参与脆弱型

和处于长期危机国家的相关工作，如 RBA 恢复力倡议下的索马里、尼日尔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为农发基金所有贷款项目应用的社会、环境和气候

评估程序修订提供了信息； 

• 通过网络、微博、推特和领英等各种社交媒体，对粮安委政策产品和成果

进行宣传； 

http://www.fao.org/3/a-y7937e.pdf
http://www.fao.org/3/a-y7937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6/i2801e/i2801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6/i2801e/i2801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16/i2801e/i280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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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小组成员的青年代表在中学和大学宣传介绍粮安委，鼓励他们的同行

和同事设法将粮安委政策成果应用到各自工作中去； 

• 咨询小组成员在几个论坛中促进了外联工作，通过组织会外活动提升粮安委

在罗马之外的知名度，例如在泰国曼谷举办的“加快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大会”期间举行的活动“评估粮食系统以改善营养：努力编制粮安委自愿

准则”； 

• 咨询小组成员使用高专组有关重大和新出现问题的第二份说明，为有关

新出现问题的讨论提供信息以形成未来年度议程；进一步深化与相关机构和

粮食安全与营养相关利益者的合作，通过新闻通讯和在线通报宣传粮安委

政策成果和其他有关文件；在成员中努力促进粮安委政策成果的使用和应用； 

• 咨询小组成员将粮安委纳入《营养行动十年》线上课程中的培训模块。 

III. 跟踪粮安委决策和建议 

58. 以下决策摘自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V 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重大及新出现问题——迈向战略性多年工作计划 
（2020-2023 年）  

根据粮安委评价实施报告附件 B 介绍的

情况，建议粮安委主席团与咨询小组 
协作，在感兴趣的粮安委利益相关方支持

和参与下，着手制定粮安委《2020-2023
多年工作计划》，并提交粮安委 
第四十六届会议审议批准；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19(b)段 

根据《多年工作计划》新的构架和流程

的评价实施报告附件 B 提出的指导意见

基础上，粮安委《2020-2023 多年工作

计划》得到制定。 

根据 CFS 2018/45/4 号文件第 III 节中的

提案，要求高专组开展题为“粮食安全和

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 2030 年”

的研究，并在 2020 年上半年提交。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19(c)段 

为实施这一要求，高专组启动了一次在线

公开磋商，就报告的范围和构架征求意见

和建议，共收到 52 份反馈资料。 

在此基础上，指导委员会在 2019 年 4 月

澳大利亚堪培拉会议期间起草了报告 
提纲。 

预计自 2019 年 7 月开始将采取进一步

措施。 

VI（a）粮食系统和营养政策指导职责范围的批准 

认识到目前资金不足，邀请粮安委成员

和利益相关方提供足够财源，推动实施

政策趋同进程，确保利用可获得资源完

成计划开展的所有活动。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1(e)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区域磋商会以及

《粮食系统和营养自愿准则零草案》的

翻译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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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将《粮食系统和营养自愿准则》 
提交 2020 年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 
批准。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1(f)段 

在 2020 年 10 月向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

提交《自愿准则》时，已遵循了经核可

的职责范围中所提时间表中提出的所有

步骤。 

VI（b）粮安委与《2030 年议程》：对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贡献  

要求在最多两次公开会议并利用电子磋商

会议开展包容性进程之后，向粮安委 
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 2020 年贡献草案；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3(f)段 

目前正在审议 2020 年及以后的高级别

政治论坛的形式和组织方面的工作。 
预计将在 2019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上做出决定。 

VI（c）促进落实问责和分享最佳做法 

监督筹备每两年在全会期间举办全球 
专题活动；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5(b)段 

全球专题活动将于 2020 年 10 月粮安委

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举行，分享经验并

回顾《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

行动框架》的使用和应用情况。 

通过《多年工作计划》进程，监督筹备

为促进各级采纳、跟进和审查、交流 
粮安委其他政策建议使用和应用方面 
经验及良好做法举办的活动；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5(b)段 

根据主席团的决定，粮安委第四十六届

会议期间将举行第一次活动，监测粮安委

三套政策建议的使用和应用情况。 

视资源到位情况，监督筹备 2019 年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为监测以下

三项粮安委政策建议举办的活动： 
(i) “投资小农农业”，(ii) “小农与

市场接轨”，(iii) “农业包括畜牧业的

可持续发展”。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5(b)段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将举行一次

监测活动，分享粮安委三套政策建议的

使用和应用经验： 

投资小农农业，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小农与市场接轨； 

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畜牧业起何作用？ 

VII “食物权准则”全球专题活动 

商定粮安委应在 2018 年继续开展工作，
通过闭会期间两次活动做进一步探讨，
以便在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上确定努力
实现政策趋同、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支持
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城乡动态变化
背景下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如粮安委
《2018-2019 多年工作计划》第 19-27 段
所述。 

粮安委第四十四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8(e)段落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将讨论两次闭会
期间活动的成果：“城镇化和乡村转型
对低收入群体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促进青年和妇女在整个城乡连续体 
粮食系统中的参与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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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组报告：依托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在《2030 年议程》框架内为实现 
粮食安全和营养筹措资金并推动进展 

对于未能提供所有官方语言版本高专组

报告表示遗憾，要求其秘书处采取进一步

措施，为文件翻译提供更多资金。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9(b)段落 

拨付专款，以确保在第四十六届会议前

6 周将所有语种版本的报告提交至 
粮安委。 

建议利用此高专组报告，包括报告所附

问卷，作为注重关于不同层面有效多利益

相关方伙伴关系方面知识和经验分享的

后续进程的起点，并要求主席团敲定 
此进程细节。 

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29(c)段落 

粮安委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将举行一次

会议，作为有效的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伙伴

关系（MSPs）后续进程的一部分。会议

将在高专组报告建议基础上，重点讨论

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有效的知识和 
经验。 

 

IV. 预算和资源筹集 

59. 2018 年粮安委活动总支出为 215.3697 万美元。2019 年粮安委三部分预算构成

的资金总需求预计达到 430.3357 万美元： 

• 粮安委秘书处、全会和专题工作流 279.8349 万美元 

• 高专组 69.9108 万美元 

• 民间社会机制 80.59 万美元 

粮安委秘书处 

60. 驻罗马机构的捐款预计为 202.5 万美元，加上欧盟、德国、瑞士的额外捐款，

完全可以支付 2019 年的计划开支。 

捐资 2018 实际  2019 预计  

驻罗马机构（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 
粮食署），每个机构 67.5 万美元 

2,025,000 2,025,000 

欧盟  300,000 

MUL（瑞士）（承诺 351,979 美元的 50%）  175,989 

德国  555,000 

捐资总额 2,025,000 3,05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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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018 实际  2019 预计  

工作人员 1,574,605 1,588,349 

主席外联 30,034 30,000 

全会 422,186 555,000 

交流和报告  56,329 75,000 

一般业务费用  74,561 80,000 

口译  109,125 180,000 

翻译/印刷  154,427 150,000 

差旅：讨论参与者和发言人  27,744 70,000 

工作流 126,872 625,000 

评价  9,830 0 

高专组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报告  98,039 0 

高专组农业生态——后续进程（2020） 0 0 

高专组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后续行动  0 0 

多年工作计划  0 5,000 

营养  811 555,000 

可持续发展目标/高政论坛 1,253 20,000 

监测/小农  295 20,000 

城镇化和乡村转型  16,644 25,000 

总支出 2,153,697 2,798,349 

高专组 

捐资 2018 实际  2019 预计  

欧盟 - 738,161 

法国 111,419 40,000 

摩纳哥 12,422 11,400 

斯洛伐克 - 3,413 

瑞士-外交部 2700,00 250,000 

总捐资  393,841 1,04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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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018 实际  2019 预计  

在线磋商 14,010 11,000 

项目组支持 123,154 90,000 

报告印刷 15,495 20,000 

报告翻译 74,847 140,000 

报告发布，粮安委参与和外联 25,673 35,000 

指导委员会会议 112,279 125,000 

其他运营支出 13,677 20,000 

秘书处一般服务人员 80,667 80,000 

技术人员项目支持 56,504 80,000 

科学通讯干事 - - 

高级技术顾问 实物 实物 

高专组协调员 实物 实物 

评价费用 - - 

ICRU 19,869 17,680 

PSC 69,703 80,428 

总支出 605,878 6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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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机制 

61. 就民间社会机制而言，接收了来自欧盟、瑞士和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粮食

第一信息网）的捐款，意大利、德国和“为世界提供面包组织”也有可能进行捐款。 

支出 2018 实际  2019 预计  

参与粮安委咨询小组会议 58,431 91,662 

民间社会机制政策工作组，参与粮安委闭会

期间活动 
162,320 165,339 

支持粮安委成果监测和实施 91,180 151,731 

民间社会机制年度协调委员会，论坛和参

加全会 
157,568 168,238 

秘书处 161,352 161,836 

问责、监测和其他成本 3,358 17,907 

管理费 32,371 49,187 

总支出 666,580 805,900 

备注：民间社会机制捐助金额按照 1 欧元=1.1192 美元的汇率由欧元转化成美元。

如需更多关于民间社会机制预算的信息，请联系 cso4cfs@gmail.com。 

私营部门机制 

支出 2018 实际  2019 预计  

秘书处核心支出 172,582 141,450 

政策制定 78,000 115,200 

活动和外联 785,96 3,6000 

总支出 329,178 292,650 

备注：如需更多有关私营部门机制预算的信息，请联系 robynne@emergingag.com，

访问 www.agrifoo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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