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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国家联络点小组  

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  

2021 年 5 月 25－27 日  

暂定注释议程和时间表  

 

批准通过线上方式召开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国家联络点小组（国家联络点小

组）第二次会议安排后，国家联络点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一部分同意对会议的召开适

用正常规则和做法，并暂停适用任何可能与线上会议形式不一致的规则。国家联络

点小组还同意适用任何特别程序或经修订的工作模式，以保证会议高效进行。 1 

国家联络点小组第二次线上会议特别程序载于本文件附录 I。 

议题 1： 通过议程 

本文件载有暂定注释议程和时间表，供小组审议。  

议题 2： 审议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和可能行动草案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第十七届例会要求秘书召集开放性国家

联络点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酌情修订文件《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需要和

可能行动修订草案》。 2  

  

 
1 CGRFA/NFP-BFA-2.1/21/Report, 第 2–3 段。  
2 CGRFA-17/19/Report，附录 C。  

http://www.fao.org/
http://www.fao.org/3/nf325en/nf325en.pdf
http://www.fao.org/3/nf325en/nf325en.pdf
http://www.fao.org/3/mz618en/mz618en.pdf#page=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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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联络点小组在 2021 年 3 月 2-4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第一部分期间展开审

议。小组同意复会，以便最终完成所交付的任务 3。国家联络点小组迄今审议的草

案文本载于文件《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需求和可能行动修订草案》附录 I

（CGRFA/NFP-BFA-2.2/21/2）。 

请小组酌情审议和修订文件，供遗传委第十八届例会审议，旨在推动粮农组织

大会将该文件作为《全球行动计划》予以通过。 4 

议题 3： 其他事项 

议题 4： 通过报告 

 

 

  

 
3 CGRFA/NFP-BFA-2.1/21/Report，第 12 段。  
4 CGRFA-17/19/Report，第 47 段。  

http://www.fao.org/3/nf325en/nf325en.pdf
http://www.fao.org/3/nf325en/nf325en.pdf
http://www.fao.org/3/mz618en/mz618en.pdf#page=13
http://www.fao.org/3/mz618en/mz618en.pdf#pag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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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时间表 

* 欧洲中部夏季时间（CEST）比世界协调时间（UTC）早 2 小时。  
  

时间 议题 标题 工作文件 

202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 
上午 

10:00–
13:00 
欧洲中部

时间* 

1 通过议程 CGRFA/NFP-BFA-2.2/21/1 
CGRFA/NFP-BFA-2.2/21/1 
Add. 1 

 2 审议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需

要和可能行动草案 

CGRFA/NFP-BFA-2.2/21/2 

202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 
下午 

14:30–
17:30 
欧洲中部

时间* 

2 审议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需

要和可能行动草案 

CGRFA/NFP-BFA-2.2/21/2 

2021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 
上午 

10:00–
13:00 
欧洲中部

时间* 

2 审议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需

要和可能行动草案 

CGRFA/NFP-BFA-2.2/21/2 

2021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 
下午 

14:30–
17:30 
欧洲中部

时间* 

2 
 

审议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需

要和可能行动草案 

CGRFA/NFP-BFA-2.2/21/2 
 

3 其他事项  

2021 年 5 月 27 日（星期四） 
下午 

14:30–
17:30 
欧洲中部

时间* 

4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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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国家联络点小组第二次线上会议 
第二部分特殊程序 

 

 

1. 鉴于针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采取的遏制措施以及本次会议

因此而采取的线上召开形式，本文件概述的程序作为例外情况适用于粮食和农业生

物多样性国家联络点小组（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此类程序的通过不应为小

组或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任何其他附属机构今后会议的工作方法

开创先例。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国家联络点小组的职能 

2. 遗传委第十七届例会确定的小组职能是酌情审议和修订文件《粮食和农业生

物多样性——需要和可能行动修订草案》的整合修订案， 5供遗传委第十八届例会

审议。 6 

3. 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的线上形式没有改变上文概述的小组的任何职能。 

会议召开 

4. 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的所有全体会议将通过 Zoom 平台进行。小组成员

和观察员将在 Zoom 平台内获得同等的访问权限和能力，确保其能够被看到、查看

线上会议参会人员并在小组会议上发言。 

5. 参会人员可使用 Zoom 平台中的“举手”功能请求发言。这将形成一份发言

人名单，主席将根据这份名单请参会人员发言。  

6. 各区域通过遗传委主席团成员提名的小组成员列于文件 CGRFA/NFP-BFA-

2.2/21/Inf.2。 

7. 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将提供本组织所有六种语言的同声传译。 

8. 鉴于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采取线上会议形式且需要精简程序以确保会

议期间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各项议题，鼓励参会人员将发言限制在三分钟以内，区域

发言限制在五分钟以内。 

 
5 CGRFA/NFP-BFA-2/21/2。  
6 CGRFA-17/19/Report，第 47 段。  

http://www.fao.org/3/nc504en/nc504en.pdf
http://www.fao.org/3/mz618en/mz618en.pdf#page=13
http://www.fao.org/3/mz618en/mz618en.pdf#pag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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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别鼓励区域发言，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会议效率。为方便口译和报告工作，

请所有参会人员在会前或会后尽早向遗传委秘书处提供书面发言稿。发言应发送至：

cgrfa@fao.org。 

10. 参会人员可使用 Zoom 平台聊天功能交流信息。但是，在编写会议报告时应

考虑的意见需要在会议期间口头表达。 

议程、时间表和文件  

11. 会议所有文件都是按照既定做法编写并在小组网站上发布。 7 

12. 适用于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的时区为欧洲中部时间（UTC+2）。这是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所在时区，会议地点与召开实体会议相同。 

13. 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将安排在会期第一天和第二天的 10:00 至 13:00 和

14:30 至 17:30 举行。第三天，下午会议将从 14:30 至 17:30 进行，除非共同主席另

有决定。 

14. 小组共同主席可在会议进行中的任何时间要求短暂休息，最长不超过 10 分钟。 

15. 本说明中概述的与议程、时间表和文件有关的小组所有其他工作方法将按照

惯例适用于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 

报告和记录 

16. 会议报告草稿将由小组报告员编写，并于第三天 13:30 时在小组网页上发布。

该报告将记录小组就本说明中概述的会议修订模式达成的共识。  

17. 本说明中概述的与会议报告和记录有关的小组所有其他工作方法将按照惯

例适用于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 

 

 

 
7 http://www.fao.org/cgrfa/meetings/detail/en/c/1390763/ 

mailto:cgrfa@fao.org
http://www.fao.org/cgrfa/meetings/detail/en/c/139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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