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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肩负技术职责的知识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处理大量包括个人数据

在内的数据和信息。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还在不断拓展若干重大的数字

和其他行动。这些行动给安全和隐私带来了重要关切和挑战。  

 本最新动态报告向计划委员会综合介绍了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数据

保护的治理框架和做法，此外还介绍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保护与知识

产权政策的最新进展和未来计划。 

 

征求计划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提请计划委员会对本文件内容进行审查，并酌情提供指导意见。  

建议草案  

计委： 

 注意到为强化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保护与知识产权框架而开展的工作

现状，欢迎发布《个人数据保护原则》；  

 建议不定期向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介绍这些问题的最新进展，同时

考虑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现的任何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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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 景 

1. 理事会第一六五届会议要求联合国粮农组织加强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框架，

建议加快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策进展，特别是要结合“手拉手”行动计划 1、

新版《私营部门合作战略》2、新版《战略框架》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9 冠状

病毒病疫情应对措施：建设促转型3。 

2. 在理事会第一六五届会议召开之前，计划委员会第一二九届会议在“手拉手”

行动计划的背景之下“强调需要制定跨部门数据政策，确保数据治理、数据完整

性和隐私以及知识产权，遵守国际标准和协议，要求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此向成员

报告”4。委员会还在国际数字粮食及农业平台的背景之下“强调数字技术应用和

数据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包括管理、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和隐私，要求将这些

问题纳入《行动计划》”5。 

3. 本文件介绍了响应理事会和计划委员会要求开展工作的最新进展。  

II. 联合国粮农组织现有的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框架  

A. 数据保护 

4.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保护规定分布在在内部法律框架的若干规定之中 6。

本组织在数据保护方面缺少方便获取、综合全面的框架。  

5. 此外，由于工作面广，联合国粮农组织处理了数量庞大、极为多元的数据和

信息，包括个人数据。此类数据是通过本组织的技术活动收集，或由第三方委托

管理。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制、收集、存储或分享的数据包括各成员以及本组织职责

领域所涉各方提供的统计信息和相关数据，职工及其家属的个人资料，联合国

粮农组织项目受益人的个人数据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援助活动相关的其他数据，

常驻代表及访客数据，以及从供货商和服务提供方处收集或为其提供的数据。  

6. 考虑到数据驱动型农业的技术集约化趋势，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于数字

化发展和农业创新的承诺，农业数据对于可持续创新的价值正在快速增长。农业

数据涵盖并连接着作物种质得来的遗传信息以及从智慧农业中收集或服务于智慧

农业的其他数据。  

                                                 
1 CL 165/REP，第 14 i)段。  
2 CL 165/REP，第 11 j)段。  
3 CL 165/REP，第 13 c)段。  
4 CL 165/10，第 11 k)段。  
5 CL 165/10，第 16 c)段。  
6 例如，手册 340 部分（保密个人文件）、505 部分（信息技术）、601 部分（记录与档案管理）、702 部分

（现金转移）、AC 2008/23 部分（关于使用本组织信息技术资源的政策）、AC 2013/23 部分（保密政策）、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开源获取政策》，以及《统计数据库开放数据许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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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合国粮农组织保密政策规定，本组织数据包括公开和非敏感数据、保密

内部数据、以及敏感或个人数据。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由本组织各办公室收集和

管理。 

8. 就统计调查中收集的个人数据来说，首席统计师办公室制定了相关规范

（《统计信息披露控制规范》和《微数据与元数据发布规范》），并通过《统计

标准与微数据发布》规范了具体步骤和过程，对发布的统计微数据进行匿名处理，

同时也不破坏数据项目的保密性。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统计微数据发布的全组织

政策吸纳了联合国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标准和良好做法，《官方统计基本原则》，

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管理统计信息保密性和微数据获取：原则和

良好做法准则》。  

9. 另外还要说明，有鉴于其分散特性，在建立机制应对违反适用规定问题的

同时，确保合乎数据保护政策和规则要求的日常责任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各部门和

每个职工承担。  

10. 有鉴于此，制定综合全面数据保护政策的工作非常复杂。未来的政策必须

保持灵活，能够兼容多种类型的数据和处理操作，适用于所有活动，不论地点和

数据收集性质如何。数据保护已经成为当前的优先事项。因此，本文件着重关注

这一领域。 

B. 知识产权 

11. 相反，在实践中，知识产权并未遇到显著困难。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关乎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12. 知识产权的捍卫或保护是权利持有人的责任。  

13. 本组织不会对其他实体所有、在研究或技术援助活动中分享给联合国粮农

组织的任何产品的知识产权主张所有权。因此，本组织基本不涉及合作伙伴或

其他实体的知识产权事项。  

14.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贯立场是，本组织制作或与共同制作材料的知识产权  

– 如信息、软件和设计 – 均为公共产品，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这些权利的所有权将

确保这些产品可对公众开放。通常情况下，与技术合作相关各方达成的协议规定，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拥有合作产品的所有知识产权；若合作伙伴为成员或政府间

组织，则知识产权将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所有。若联合国粮农组织是唯一的

权利持有人 – 尤其是合作伙伴为非国家行动方的情况下，联合国粮农组织通常会

为该伙伴授予以非商业性为目的使用产品的永久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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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鉴于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数量有限，且联合国粮农组织立场明确  – 联合国

系统其它机构亦是如此 – 管理层认为，知识产权框架的迫切性不及数据保护框架。 

16. 在此背景下，观察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可能在某些具体类型的知识产权 7方面

拥有专长，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其他机构则会在更宽泛的基础上应对此类问题。  

III. 数据保护和隐私框架指导来源  

17. 数据保护方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方法。相反，现有框架在

主题事项和范围、预见保护程度以及可用控制手段方面都十分零散。尽管如此，

几乎所有的数据保护框架似乎都体现了一套核心原则和良好做法。这些原则要求

数据处理要确保保密性、完整性和可供性，通过控制措施防止未经授权的获取、

使用、损失或破坏，同时考虑到相关个人数据的隐私和保护。这些原则详见下文

框架。 

C. 联合国系统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数据保护 

18. 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层面，有若干举措 8和战略9关乎  – 或影响数据和个人数

据保护；2018 年，联合国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高管会）通过了一整套《个人

数据保护和隐私原则》 10。在联合国系统的各个组织中，联合国数据保护框架

是根据联合国大会的若干决议、秘书长公报、政策和程序建立的 11。此外，还有

一些联合国系统组织推出或加强了涉及特定类别人员个人数据保护的内部政策 12。 

19. 其他政府间机构也推出了涉及数据保护的文书，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合

组织）和欧洲理事会。同样，其他一些肩负国际职责的机构在这方面也采取了

相应措施13。 

                                                 
7 例如《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范围之内的事项。  

8 见联合国发展集团的《数据隐私、伦理与保护：大数据推动实现<2030 年议程>指导说明》以及联合国全球

脉动的《数据保护和隐私原则》。  

9 见《秘书长数据战略，推动所有人、所有地点采取行动》。  

10 见《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原则》。   

11 如见，联大第 45/95 号决议《计算机化个人数据档案规范指南》中规定了数据保护的总体政策，特别是

ST/SGB/2007/6“信息敏感性、分类和处理”，以及 ST/SGB/2007/5“联合国档案的记录保持和管理”。  

12  如见，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保护手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公署相关人员个人数据保护政策》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指南》。  

13 见经合组织的《隐私准则》，欧洲理事会批准的《第 108 号公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行动

数据保护手册》。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data-privacy-ethics-and-protection-guidance-note-big-data-achievement-2030-agenda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data-privacy-ethics-and-protection-guidance-note-big-data-achievement-2030-agenda
https://www.unglobalpulse.org/policy/ungp-principles-on-data-privacy-and-protection/?highlight=PROTECTION
https://www.un.org/en/content/datastrategy/index.shtml
https://unsceb.org/principles-personal-data-protection-and-privacy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iom-data-protection-manual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etails/44570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etails/44570
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e8d24e70cc11448383495caca154cb97/download/#:~:text=WFP%20shall%20continue%20to%20implement,WFP%27s%20application%20programs%20and%20data
http://www.oecd.org/digital/ieconomy/privacy-guidelines.htm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08
https://www.icrc.org/en/data-protection-humanitarian-action-handbook
https://www.icrc.org/en/data-protection-humanitarian-action-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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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的数据保护 

20. 欧盟在这方面一直非常活跃，特别是在《数据保护通用条例》 14于 2018 年

生效之后15。 

21. 很多国家颁布了数据保护立法；此种国家的数量近年来增长显著。据管理

层了解，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成员之中，126 个成员国已经实施了旨在保护数据和隐

私的立法，20 个成员制定了立法草案，36 个国家并未立法，12 个国家无据可查16。

这些国家和区域措施中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数据保护原则，但国家数据保护制度

之间似乎也存在不相一致的情况。  

E. 行业标准和良好做法 

22. 此外，数据保护、信息技术管理和治理、信息安全以及安全与隐私控制等

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17也发布了若干业务性和技术性的良好做法和标准。  

23.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继续审查各层面现有的框架和指导，在此基础上建立

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保护框架。  

IV. 联合国粮农组织未来的数据保护计划  

24. 2018 年和 2019 年，信息技术服务部门牵头开展了总体梳理工作，以了解

建立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保护框架所需开展工作的范围。这项工作明确了联合国

粮农组织管理的数据类型以及这些数据的管理模式。这项浩大工程的结果将为

未来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25. 2020 年，要求法律办公室着手处理个人数据保护问题；这个领域既敏感又

迫切，尤其是考虑到潜在的法律风险。在各相关部门开展了广泛磋商之后，联合国

粮农组织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发布了《个人数据保护原则》（《原则》）。《原则》

是综合全面数据保护框架的基础支撑之一。该文件契合联合国高管会的《个人

数据保护和隐私原则》，以及更大范围的联合国实践。《原则》适用于本组织

所有活动，各部门均要确保自身活动和过程符合《原则》要求。因此，各部门

目前正在审查相关过程，以评估是否合乎《原则》要求。  

                                                 
14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6 年 4 月 27 日第(EU) 2016/679 号条例关于在处理个人数据时对自然人的保护以及

此类数据的自由流动。  

15  《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给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联合国系统组织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个人数据

的传输；这个问题也是联合国法律顾问代表联合国系统与欧盟持续讨论的焦点。联合国系统认为，《数据

保护通用条例》以及任何其他区域或国家法律，都无法治理其活动。   

16  这些数字是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会员情况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网络法跟踪系统”中的数据保护

和隐私立法相关信息比较得出。  

17 如：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  

https://unctad.org/page/data-protection-and-privacy-legislation-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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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20 年，法律办公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秘书处共同

编制并委托开展了一项农业数据政策和管理研究；全球农业和营养开放数据倡议

（GODAN）与渥太华大学是本项研究的合作方。该研究仍在筹备阶段，计划将

围绕农业数据所有权、控制与管理，包括知识产权的当前法律和政策结构提出

分析和洞见。研究将立足于两个重点：通过开放数据加快粮食和农业领域的研发

和创新，以及开发国家能力和开展合作方面的公平性问题。初步研究计划为概念

分析，对以数字农业创新为目的的农业数据管理的战略愿景和政策领导进行回顾，

此外还要审查本组织在领导机构指导下行使的规范性职能。  

27. 2021 年，将启动总体数据保护框架工作。此外，还要进一步审查并视需要

加强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前的数据保护框架，确保适当的标准、安全和控制措施

能够全部纳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组织规则、过程、政策和信息系统。因此，

《原则》之后将开展若干项工作，包括：1）制定综合全面的数据保护政策；  

2）编制实操指南，说明如何将上述政策  – 包括《原则》 – 应用到本组织开展的

各项活动之中。  

28. 数据保护领域技术性强，且十分复杂，为在 2021 年推进这项工作，必须

配备资源运用外部专业力量，在法律办公室的监督下开展工作。新的政策和指导

将适当地注意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展的新举措和新的活动领域。知识产权相关问题

也会酌情予以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