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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计划委员会（计委）第一二五届会议1同意将“计划委员会各项建议落实

进展报告”列为常设议题，计委第一二六届会议 2建议在可行情况下列入

交付日期和/或执行率百分比，以衡量落实进展情况。  

 本文件介绍了计划委员会上届会议所提各项建议的最新落实情况。本文件

以交通灯方式体现落实状态，并在适用情况下报告交付日期或执行率

百分比。 

 交通灯色标如下：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征求计划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提请计划委员会注意《计划委员会各项建议落实进展报告》。  

建议草案 

计委： 

 注意到计划委员会各项建议落实情况。 

 

 

                                                 
1  CL 160/3（第 15 段 i 项）  

2  CL 161/3（第 25 段 b 项）  

http://www.fao.org/3/my401en/my401en.pdf
http://www.fao.org/3/mz010en/mz010en.pdf


PC 132/INF/3 3 

 

 

计划委员会各项建议落实情况 

  状态 交付日期或执行率 

（如适用） 

备 注 

规划和计划事项 

《2022-31 年战略框架》 

 1.  要求将粮农组织《国别规划框架》纳入战

略结果框架。 

参见：CL 166/9，第 8 段 l)条 

  纳入《2022-31 年战略框架》（C 2021/7）E 节“作为统一的粮农

组织开展工作”和附件 3 中，以及《2022-25 年中期计划》 /

《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第 21-26 段和附件 4 中。 

 2.  欢迎管理层确认正在根据粮农组织战略结

果框架评价建议，编写变革管理计划，并

要求向计划委员会下一届会议提交。 

参见：CL 166/9，第 9 段 a)条 

 计划委员会 

第一三二届会议 

关于变革管理计划的问询将在计划委员会第一三二届会议期间在

议题 2（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调整）下口头答复。 

《2022-25 年中期计划》与《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3.  要求将渔业司的名称改为渔业及水产养殖

业司。 

参见：CL 166/9，第 10 段 p)项 

  已获得大会批准（C 2019/REP 号文件，第 68 段 f 项）并反映在粮

农组织机构图中：http://www.fao.org/about/org-chart/en/。 

 4.  要求根据大会指导意见，在完成工作规划

工作后，细化结果框架（包括产出和衡量

标准）并纳入《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

算调整》。 

参见：CL 166/9，第 10 段 x)项 

 计划委员会 

第一三二届会议 

文件《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调整》中所载结果框架  

（CL 168/3 号文件） 

http://www.fao.org/3/ne577zh/ne577zh.pdf
http://www.fao.org/about/org-char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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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期审查综述报告》 

 5.  期待在《2020-21 年计划执行报告》中获

得更多关于实现两年度目标的进展以及在

战略目标下开展的协调行动的信息。 

参见：CL 166/9，第 11 段 j)项 

 计划委员会 

第一三三届会议 

（2022 年 5 月） 

将在 2022 年 5-6 月提交治理机构的《2020-21 年计划执行报告》

（C 2023/8 号文件）中报告。 

实质性事项 

“手拉手”行动计划 

 6.  数据治理、数据完整性和隐私以及知识产

权政策。 

参见：CL 166/9，第 12 段 j)项和 l)项； 

CL 165/10，第 11 段 k)项 

 章程及法律事务 

委员会一一三届会议 

经充分考虑到包括理事会各委员会在内的每个治理机构的具体职

能，粮农组织关于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的政策将由章程及法律事

务委员会（章法委）在其下届会议（2021 年 10 月）上讨论。这是

一个法律问题，必须根据本组织的章程及法律框架加以考虑。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策 

 7.  要求制定关于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的框架

或政策，并更新信息技术服务部门开展的

摸底工作的结果以及下一步行动的详细时

间表。 

参见：CL 166/9，第 13 段 c)、d)、e)、 

f)项；CL 165/10，第 16 段 c)项 

 章程及法律事务 

委员会一一三届会议 

充分考虑到包括理事会各委员会在内的各治理机构的具体职能，

章法委将审议秘书处编写的关于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

策的文件：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原则和规则。这是一个法律

问题，必须根据本组织的章程及法律框架加以考虑。  

《农村青年行动计划》 

 8.  期待在计划委员会第一三二届会议上审查

《农村青年行动计划》草案，包括需要获

得理事会的批准 

参见：CL 166/9，第 14 段 j)项 

 计划委员会 

第一三二届会议 

2021 年 9 月 3 日，与计划委员会成员常驻代表进行了非正式磋商。

文件概述了计划委员会第一三〇届会议（2021 年 3 月 22-26 日）

期间要求进行的修订，同时根据需要收集关于该文件的进一步意

见。在非正式磋商之后，《农村青年行动计划》修订版将提交计

划委员会第一三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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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实施行动计划》 

 9.  要求主席组织一次公开、透明和包容性非

正式磋商，以期就《行动计划》草案达成

共识，并要求将《行动计划》修订版提交

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审议 

参见：CL 166/9，第 17 段 g)项 

  组织开展了磋商，并且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批准了《行动计划》。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21-2025 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 

 10.  要求管理层进一步完善该计划，以反映计

委在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在议题 9（计

划委员会第一三〇届会议报告）下通过该

计划之前提出的意见 

参见：CL 166/9，第 19 段 c)项 

  根据计划委员会第一三〇届会议提供的指导，对《行动计划》进

行了修订。 

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通过了该计划。 

 11.  要求管理层通过适当的治理机构和相关文

件，包括作为《计划执行报告》的附件，

定期报告《行动计划》的执行进展，并将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指标纳入粮农组织结

果框架 

参见：CL 166/9，第 19 段 k)项 

 计划委员会和 

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 

（2022 年 5 月） 

安排了关于执行进展的定期更新，并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向农业

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非正式主席团会议报告了进展情况。  

 12.  要求就《行动计划》和拟议的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指标与成员进行磋商。 

参见：CL 166/9，第 19 段 l)项； 

CL 165/10，第 25 段 b)、c)项； 

CL 164/6 Rev.1，第 15 段 c)、d)、g)、i)项 

  《2021-2025 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草案已提交给农委

第二十七届会议、渔委第三十四届会议，并在计划委员会第一三〇届

会议之前与成员进行了两轮非正式磋商，介绍了计划第 4 版。在

计委第一三〇届会议期间，计委“注意到新版《联合国粮农组织

2021-2025 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第 4 版），并要求

管理层进一步完善该计划，以反映计委在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

在议题 9（计划委员会第一三〇届会议报告）下通过该计划之前

提出的意见”。理事会之前还举行了另一次磋商。理事会第一六六届

会议通过了最终版第 6 版（在计委第一三〇届会议之后完善）。  

http://www.fao.org/3/ne859en/ne859en.pdf
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programme-committee/pc130/documents/en/
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council/cl166/documents/en/
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council/cl166/documents/en/
http://www.fao.org/3/nf736en/nf73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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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健康”举措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人畜共患病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工作中的应用 

 13.  要求定期更新这项工作情况。 

参见：CL 166/9，第 20 段 f)项 

 计划委员会 

第一三二届会议 

定期提供了情况更新。详情将在计划委员会第一三二届会议上提供。 

新版《私营部门合作战略》情况更新 

 14.  赞扬在设计和实施“连接”

（CONNECT）门户网站方面取得的广泛

进展，并期待在计划委员会下一届会议上

获得关于关键交付成果的预期情况更新  

参见：CL 166/9，第 25 段 e)项 

 计划委员会 

第一三二届会议 

情况更新已纳入 PC132/2 号文件 

加强粮农组织国别规划框架治理与监管 

 15.  要求提供关于共同国家分析的进一步信

息，特别是关于筹备、实施和后续行动的

概念，并欢迎在整个过程中使用共同国家

分析来验证结论和推动围绕《2030 年议

程》开展的宣传，并强调需要各国政府参

与分析。 

参见：CL 165/10，第 10 段 j)项 

  包括在《2022-31 年战略框架》（C 2021/7 号文件）E 节“粮农组

织规范性工作”和“作为统一的粮农组织开展工作”，以及

《2022-25 年中期计划》/《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第 21‑26 段。 

国际数字粮食及农业平台的职责范围 

 16.  要求平台在理事会审查其职责范围后，根

据与数字粮食及农业相关的建议做法，制

定一个框架，供成员通过粮农组织治理机

构进程进行审议。 

参见：CL 165/10，第 16 段 d)项 

  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批准了《国际数字粮食及农业平台的职责

范围》，秘书处目前正在努力建立该平台。一旦平台建立，将根

据与数字粮食及农业相关的建议做法，制定一个框架。  

http://www.fao.org/3/ne577zh/ne577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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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合作计划 

 17.  就相关的技术合作计划标准与成员进行磋

商，并要求更新情况。 

参见：CL 165/10，第 17 段 i)、j)项；

CL 166/8，第 12 段 

  2021 年 5 月举行的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强调建议管理层完成一

项战略工作，目的是 [……]完善向各区域分配资源的技术合作计

划标准。作为直接的后续行动，战略行动已经启动，并且已经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和 9 月 10 日与成员举行了两次关于向各区域分

配技术合作计划资源份额的非正式磋商。支持成员审查技术合作

计划区域份额的进展和磋商结果将提交计划委员会第一三二届会

议和财政委员会第一八八届会议联席会议。 

评价事项 

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领域的作用和工作的评价 

 18.  要求粮农组织基于和成员之间开展的包容

性进程，参与制定一项基于科学和实证的

长期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战略。 

参见：CL 166/9，第 22 段 b)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工作组召开了一次头脑风暴会议，讨论战略

前进方向和关键要素。与会者一致认为，粮农组织的战略将符合

粮农组织《2022-31 年战略框架》，并与《三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战略框架》保持一致（《三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战略框架》

尚未最终确定）。 

关于粮农组织对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13）支持的评价和《粮农组织气候变化战略（2017）》的实施情况 

 19.  包容性磋商，以启动制定新版《粮农组织

气候变化战略》。 

参见：CL 166/9，第 23 段 n)项； 

CL 166/REP，第 24 段 i)项 

 2022 年 6 月 这一进程已通过组织与成员和伙伴之间的磋商而启动。注释战略

纲要将提交计划委员会第一三二届会议，该议题将列入其暂定议程。 

 20.  邀请评价办公室就以下问题组织非正式介

绍：对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的评价、

对粮农组织沙漠蝗应对措施的实时评价、

对《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评价（如果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管理机构决定这样

做）、对乍得湖战略的评价以及对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区域办事处的评价 

参见：CL 165/10，第 20 段 b)项 

  关于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办事处以及沙漠蝗的评价有待举行

的非正式介绍将于 2022 年初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