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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21 年 10 月 11-14 日  

粮安委2021年度进展报告  

 

1. 本年度进展报告概述了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闭会期间开展的主要活

动，包括 2021 年 2 月粮安委第四十七届全体会议和 2021 年 6 月粮安委第四十八

届特别全体会议各项决定和建议的落实进展；各工作流程、宣传和外联、预算、

资源筹措的最新情况，以及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

粮安委私营部门机制以及粮安委民间社会与土著人民机制的活动。 

I. 粮安委第四十七、四十八届会议后至 
第四十九届会议前的主要活动 

粮食体系和营养 

2. 通过一项由不同部门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包容性进程，粮安委《粮食体系和

营养自愿准则》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在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上核可。粮安委网

站的政策产品板块提供了粮农组织所有六种语言的《自愿准则》品牌版本。 

3. 秘书处还编写了一份两页的《自愿准则》宣传文件，提高人们对《自愿准

则》的认识，推动《自愿准则》的采用。这份文件的粮农组织六种语言版本加上

葡萄牙语版本已上传至粮安委网站，并向粮安委广大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散发。 

4. 粮安委秘书处制定了一项协调和外联战略，促进《自愿准则》的实施，并

定期与联合国营养小组成员等合作伙伴举行非正式会议，就如何促进《自愿准则》

http://www.fao.org/
http://www.fao.org/cfs/policy-products/en/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2021/Documents/CFS_VGs_Food_Systems_and_Nutrition_FINAL_Condensed_web.pd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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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一级的采用交换意见和信息。利用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及峰会预备会、营

养促增长峰会等场合推动《自愿准则》的采用，其中已经组织的有与世卫组织和

世界银行职工的外联活动，其他活动也在计划中。 

5. 将在四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柬埔寨、乌干达和洪都拉斯）开展试点项目，

利用《自愿准则》加强项目受众落实《联合国农民权利宣言》的能力，该项目由

瑞典出资，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热带农业中心、Rikolto 洪都拉斯办公室

和国际农村重建研究所实施。该项目有可能开展二期和三期，届时涵盖国家可能

达到 20 个。 

6. 粮农组织同事编写了一份政策简报，说明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

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与粮安委《自愿准则》之间的联系，在

粮安委公开网站上发布。 

7. 关于《自愿准则》已完成、正在进行和计划中的宣传和外联工作的详细内

容见本报告“宣传和外联”部分。 

采用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打造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

粮食体系 

8. 通过紧张的谈判以及尼日利亚常驻粮农组织代表 Yaya Olaitan Olaniran 先生

领导召开的一系列报告员之友会议，2021 年 6 月 4 日，粮安委第四十八届会议核

可了粮安委《促进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粮食体系的生态农

业及其他创新方法政策建议》。粮安委网站的政策产品板块以粮农组织六种官方语

言提供了《政策建议》的品牌版本。 

9. 关于后续计划和活动的详细内容见本报告“宣传和外联”部分。 

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10. 该工作流程的主要目标是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及妇女和

女童赋权自愿准则》。《自愿准则》将就如何在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的努力中促进性别平等、妇女和女童权利以及妇女赋权，为成员及粮安委其他利

益相关方提供指导。 

11. 该工作流程由一个专门的技术工作组提供支持，该小组由来自国际农业研

究磋商组织、民间社会与土著人民机制、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私营部门机制、

联合国营养小组、儿基会、妇女署、粮食署和世界银行的专家组成。 

12. 2021 年 2 月，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核可了《自愿准则》的《职责范围》，

并要求将《自愿准则》提交 2022 年 10 月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核可。《职责范围》

http://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03062/
http://www.fao.org/voluntary-guidelines-small-scale-fisheries/resources/detail/en/c/1434462/
http://www.fao.org/cfs/policy-products/en/
http://www.fao.org/3/ne637en/ne637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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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制工作由芬兰常驻罗马粮农机构代表 Satu Lassila 女士牵头，在技术工作组的

支持下进行，在 2020 年 5 月和 12 月举行的两次开放性工作组会议之后讨论并批准。 

13. 在技术工作组和一名高级别性别问题顾问的支持下，在 Lassila 女士的领导

下，粮安委秘书处编写了《自愿准则》预稿草案，在 2021 年 7 月的开放性工作组

会议上定稿。这份预稿草案围绕着建议的政策领域编写，将在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

期间举行的区域磋商和同期的电子磋商中进一步审议。  

14. 该预稿草案将作为以下六场区域磋商会的主要背景文件：  

i) 粮安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磋商会 — 2021 年 9 月 21-22 日  

ii) 粮安委拉欧洲及中亚区域磋商会 — 2021 年 9 月 27-28 日  

iii) 粮安委非洲区域磋商会 — 2021 年 10 月 21-22 日  

iv) 粮安委拉近东及北非区域磋商会 — 2021 年 10 月 27-28 日  

v) 粮安委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磋商会 — 2021 年 11 月 3-4 日  

vi) 粮安委北美洲区域磋商会 — 2021 年 11 月 15-16 日  

15. 根据磋商期间收到的意见，年底前将编写《自愿准则》初稿，之后再讨论

出一个版本，2022 年 10 月提交全体会议通过。  

16. Lassila 女士离任后，主席团于 2021 年 7 月任命了芬兰常驻罗马粮农机构的

候任代表 Tanja Grén 女士为新主席，领导性别平等问题开放性工作组。 

17. 在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的议题五“粮安委 2020-2023 年多年工作计划”当

中，新任命的开放性工作组主席将介绍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

及妇女和女童赋权自愿准则》编制进程的最新情况，包括该进程接下来的工作。 

18. 此外，在粮安委秘书处 10 月 14 日的“特别活动”期间，将与农发基金合作

举办专门活动庆祝“国际农村妇女日”，一位农村女性粮食生产者将发表主旨演讲。  

监测粮安委的成效  

a. 在2021年2月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举办的关于《应对长期危机

中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行动框架》使用和应用的全球主题活动 

19. 2019 年发出了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一次是关于组织活动讨论使用

《应对长期危机中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行动框架》的经验；另一次是关于实施

该文书的经验和良好做法。征集活动于 2020 年 4 月结束，收到 52 份意见。之后，

秘书处在技术工作组的支持下对这些意见进行汇总和分析，为 2021 年 1 月粮安委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2021/gender/CFS_GEWE_Zero_Draft_final_EN.pdf
http://www.fao.org/cfs/workingspace/workstreams/gender/regional-consul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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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届会议关于《行动框架》的全球主题活动做准备。分析报告 1于活动前散

发，农发基金伙伴关系主任 Ronald Hartman 先生主持了小组讨论。《行动框架》政

策趋同进程前报告员 Elisabeth Kvitashvili 女士做了主旨报告。讨论小组由粮农组

织和粮食署的司局级官员、加拿大和哥伦比亚政府的高级别代表以及民间社会与

土著人民机制的一名代表组成。粮安委第四十七届全体会议报告 2提到，粮安委注

意到：“《行动框架》彰显了粮安委多利益相关方进程的价值，促成了有效协作”。 

20. 技术工作组构成：粮农组织、粮食署、民间社会与土著人民机制、私营部

门机制 

b. 筹备2021年10月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关于使用和应用粮安委

水资源和气候两套政策建议的粮安委全体会议 

21. 根据粮安委的决定（CFS 2017/44/11），2021 年 3 月至 6 月中旬，通过电子

磋商就两个事项公开征求意见，一是关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活动，二是关

于使用和采用粮安委两个政策产品的经验。秘书处收到了 30 份意见，经过分析，

为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的一场活动编写了一份摘要，总结了以下内容：  

i) 粮安委关于水资源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建议（2015 年）； 

ii) 粮安委关于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的政策建议（2012 年） 

22. 闭会期间，粮安委秘书处与其他伙伴组织了两场活动，促进政策建议的采

用，并鼓励就监测粮安委利益相关方的使用和应用情况提交意见。 

i) 2020 年 11 月，在“阿布扎比农业和粮食安全周”期间，举办了“世界粮食

安全委员会：创新、水资源和全球粮食安全”线上活动。 

ii) 2021 年 1 月，在德国联邦粮食和农业部主办的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期间，

举办了“粮安委促进粮食体系转型的水资源和气候变化政策建议”线上活动。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 

23. 根据经批准的《粮安委 2020-2023 年多年工作计划》，粮安委秘书处在闭会

期间组织了一场活动，为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工作流程做准备，

并为计划于 2022 年发布的相关高专组报告的编写献计献策。 

 
1  CFS 2021/47/Inf.17“监测粮安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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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收到意见的分析，为全球主题活动提供参考”  
2 《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报告》（2021 年 2 月）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CFS47/Report/NF097_47_REPORT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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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该活动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在线上举行，300 多名与会者共同讨论如何通过

更好地收集、分析、使用和传播数据，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进展情况，促进

粮食安全和营养。 

25. 该活动是在一个技术工作组的支持下举办的，该技术工作组的成员有：国

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民间社会与土著人民机制、粮农组织、盖茨基金会、私营

部门机制和粮食署。粮安委高专组及其协调处也积极协助组织此次活动。  

26. 在发布高专组报告、成立开放性工作组并从粮安委成员中选出报告员后，

2022 年，粮安委政策趋同进程将正式启动。  

粮安委参与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27. 2021 年，粮安委主席、秘书处、粮安委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私营部门

机制及其他一些成员以各种方式为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峰会预备会、五个行动

轨道、科学小组、倡导者小组和/或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领导的咨询委员会的筹备

工作作出了贡献。   

28. 这些工作的总体目标是根据粮安委的愿景/使命和工作计划，提高人们对粮

安委及其高专组、过去/现在/和未来政策趋同产品的认识及其知名度，并促进使用

粮安委的产品和平台，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 

29. 粮安委主席协助促成了常务副秘书长和民间社会机制之间的两次视频电话

会议，期间常务副秘书长邀请民间社会机制作为实体参与五个行动轨道，并在不

久后举行的峰会预备会闭幕环节提出对峰会进程的批评。 

30. 私营部门机制参与了所有五个行动轨道，并在峰会预备会的各项活动中发

言，包括粮安委秘书处于峰会预备会第一天 7 月 26 日组织的一场平行活动，出席

该活动的嘉宾有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阁下和喀麦隆农业和农村发

展部长姆拜罗贝·加布里埃尔阁下等。 

31. 粮安委主席受邀在定于 9 月 23 日举行的峰会上发言，宣传推广粮安委及其

高专组以及通过谈判达成的政策趋同产品。2021 年 10 月 12 日，成员和参与者将

讨论峰会成果和后续行动对粮安委的潜在影响。 

《多年工作计划》  

32. 根据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核可的有关新的《多年工作计划》架构和进程

的《粮安委实施报告》（CFS 2018/45/3）附件 B 的规定，经与咨询小组磋商，主席

团编制了《粮安委 2020-2023 年多年工作计划》的年度实施情况，提交粮安委第四

十七届会议审议与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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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 

33. 2021 年，应粮安委主席的特别要求，除了《粮安委 2020-2023 年多年工作计

划》确定的目标外，粮安委高专组还编写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影响议题文件的最新版本，并继续参与 2021 年联合国粮食

体系峰会的筹备工作。  

34. 鉴于全球疫情形势，高专组指导委员会和特设项目组使用数字化线上联通

工具，会议条件得到改善，且更具成本效益，使指导委员会能够积极响应粮安委

主席提出的额外要求。  

35. 粮安委高专组如期实现了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所有预期成果。2021 年最显

著的成就包括：  

i) 组织了两次指导委员会会议，分别于 2021 年 2 月和 4 月在线上举行； 

ii) 高专组报告 16《促进农业和粮食体系中青年参与和就业》的定稿和发布，

包括就报告的预稿进行电子磋商、编写初稿并进行同行评审、编写第二稿、

定稿、排版以及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在线上发布；  

iii) 启动高专组报告 17《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的相关工作，

包括编写范围草案并开展一次电子磋商，遴选项目组组长和成员，以及组

织多次项目组线上会议；  

iv) 2021 年 7 月 14 日，在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的一场粮安委会外活动上

介绍高专组关于 COVID-19 与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议题文件；  

v) 为 2021 年 10 月举行的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编写高专组议题文件

“COVID-19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制定有效政策响应，应对饥饿和

营养不良蔓延”最新版本； 

vi) 2021 年，粮安委主席团根据特设技术遴选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下一个两年任

期的建议，延长高专组指导委员会的任期。  

粮安委私营部门机制  

36. 2021 年，私营部门机制为粮安委的所有磋商工作做出了贡献，包括《粮食

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以及《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政策建议》的磋商。此外，

私营部门机制还参与了多场会外活动，帮助提升粮安委及其产品的知名度。线上

形式的沿用使世界各地不同的声音仍然能够轻松地参与，包括参与粮安委的各个

工作组和特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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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除了协调授权和意见，私营部门机制一直大力倡导粮安委各类产品的采用，

包括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背景下。私营部门机制还举办了几场特

别活动，包括一系列关于金融、创新和性别问题的高级别对话。  

粮安委民间社会与土著人民机制 

38. 2021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民间社会机制密切参与了关于《粮食体系和营养》

以及《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举措》的磋商进程。此外，民间社会机制的相关工作

组为高专组关于青年的报告和粮安委关于性别问题的政策趋同进程提供了意见。  

39. 在粮安委第四十七届全体会议以及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上，民间

社会机制敦促粮安委推动和加强政策措施，应对随着 COVID-19 疫情而加剧的饥

饿危机，并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角度制定多边协调的 COVID-19 应对政策。这一

倡议可以借鉴 2020 年 10 月高专组议题文件的成果、粮安委第四十七届全体会议

关于充分重视 COVID-19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影响的决定以及 2021 年《世界粮食不

安全状况》报告，还可以考虑高专组关于 COVID-19 的最新版议题文件（将于粮

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的结论。 

II. 宣传和外联 

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综述 

40. 粮安委于于 2021 年 2 月 8 日至 11 日举行第四十七届会议。出于 COVID-19

疫情和相关公共卫生考虑，此次会议在线上举行。约 4500 名代表出席了全体会议

及会外活动，包括 14 名部长和 5 名副部长，以及粮安委 107 个成员的代表；粮安

委 7 个非成员的代表，以及下列组织机构的代表： 

i) （13）个联合国机构； 

ii) （130）个民间社会组织 3； 

iii) （8）个国际农业研究组织； 

iv) （6）个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 

v) （84）个私营部门协会 4和私人慈善基金会； 

vi) （181）个观察员。 

  

 
3 民间社会的参与得到民间社会与土著人民机制推动。这一数字包括该机制框架内的 103 个民间社会组织。  
4 这一数字包括私营部门机制框架内的 48 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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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第四十八届会议综述 

41. 第四十八届（特别）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召开，也是以线上方式举行。

会议核可了粮安委《促进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粮食体系的

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政策建议》。 

42. 约 70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包括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阁下通

过视频致词，以及 4 名部长和 2 名副部长、粮安委 102 个成员的代表；粮安委 5 个

非成员的代表，以及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组织、国际金融和研究组

织、慈善基金会和观察员代表。特别是，来自以下机构的代表出席了粮安委第四

十八届会议： 

i) （10）个联合国机构； 

ii) （70）个民间社会组织 5； 

iii) （2）个国际农业研究组织； 

iv) （1）个国际金融机构； 

v) （33）个私营部门协会和私人慈善基金会 6； 

vi) （7）个观察员。 

会外活动 

43. 共举办了 22 场会外活动（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举办了 12 场，第四十八届

会议举办了 10 场），对全体会议进行丰富和补充，并为粮安委合作伙伴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提供展示自身工作的机会。 

媒体与宣传 

44. 秘书处继续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粮安委及其产品的影响力，包括支持专门为

此举办的公共活动；制作内容和信息，在网站和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上传播和推

广；打造粮安委产品和流程的统一形象；与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进行互动。本

报告期内取得的部分重要成就包括： 

i) 粮安委网站改版 

45. 完成了粮安委网站的改版，更好地宣传粮安委的工作，增强其影响力。这

个全新的网站有粮农组织所有语言的版本，易于浏览，登录粮安委“工作空间”

更方便，排版便于人们访问粮安委诸多产品和资源：http://www.fao.org/cfs/en/。 

 
5 民间社会的参与得到民间社会与土著人民机制推动。这一数字包括该机制框架内的 68 个民间社会组织。  
6 这一数字包括私营部门机制框架内的 24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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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自 2021 年 3 月新网站推出以来，独立用户数量已达 18760 个，会话 32515

次，浏览 68804 次。这些用户中有 63%是新访问者，这意味着网站吸引了许多以

前可能不熟悉粮安委的人。  

ii) 推特外联和互动 

47. 秘书处加强了在推特账户@UN_CFS 上的互动。2021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

7 月 31 日，该账户发布推文 307 条，互动 12956 次，曝光 699210 次。与 2020 年

同期相比，推文总数增加了 432%，曝光次数增加了 303%。2021 年期间，该账号

新增了 1247 个粉丝，即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粉丝数量增加了 12.8%。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粉丝总数达 12419 个。 

iii) 媒体互动 

48. 秘书处继续推动与媒体的联络和互动，包括就《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

和《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政策建议》发布新闻稿。粮安委主席和高专组指导

委员会主席等三人在 Devex 上发表联合署名评论文章，呼吁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加强高专组和粮安委的工作，建立粮食安全和营养科学政策平台。 

iv) 专门活动 

49. 除了粮安委第四十七和四十八届会议之外，秘书处还组织了一些专门的公

开活动，加强粮安委及其工作的影响力。包括： 

a) 高政论坛会外活动  

50. 2021 年 7 月 14 日，2021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秘书处在纽约组织了一场

线上会外活动。此次会外活动由多米尼加共和国资助，主题是“通过全球政策协调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实现：COVID-19 疫情期间的粮安委”。活动的详细情况，

包括活动视频，请访问：http://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14401/ 

b) 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预备会 

51. 粮安委在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预备会期间举办了一场题为“通过多边政策

趋同促进粮食体系转型 — 粮安委及其《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的线上平行

会 议 。 会 议 视 频 以 及 发 言 者 讲 稿 等 会 议 相 关 资 料 可 在 以 下 网 址 查 阅 ：

http://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17006/ 

c) 青年活动 

52. 作为高专组报告 16 外联工作的一部分，为了继续推动年轻人参与粮安委的

工作，2021 年 7 月 15 日，秘书处在零饥饿青年联盟、未来农业挑战和 I4Nature 举

办的线上活动上介绍了青年参与决策的机会。 

http://www.fao.org/cfs/resources/detail/en/c/1378916/
http://www.fao.org/cfs/resources/detail/en/c/1378916/
http://www.fao.org/cfs/resources/detail/en/c/1403798/
https://www.devex.com/news/opinion-why-reinvent-the-wheel-on-food-security-and-nutrition-99929
http://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14401/
http://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1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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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推广新的粮安委政策产品 

53. 秘书处开展了专门的宣传和外联工作，推广新核可的粮安委政策产品。 

a. 粮安委《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 

54. 完成该《自愿准则》粮农组织所有六种语言的定稿和品牌化，并在粮安委

网站上发布。  

55. 制作了该准则的介绍短片，在粮安委网站和 YouTube 账号上发布，得到大

量转发：https://youtu.be/nWJKfJkeHt8 

56. 还为《自愿准则》开发了数字平台，作为一站式在线门户，提供关于《自

愿准则》使用、实施和采用等各方面的最新情况：https://www.fao.org/cfs/vgfsn。

粮农组织还在制作一个数字平台，提供《自愿准则》的所有相关技术指导，将链

接到粮安委平台。 

b. 《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政策建议》  

57. 《政策建议》获得核可后，制作了粮农组织所有六种语言的品牌版本，在

粮安委网站发布：http://www.fao.org/cfs/policy-products/en/。 

58. 目前正在制定宣传和外联战略，指导政策建议的下一步宣传工作。 

vi) 季刊 

59. 秘书处继续制作发放季刊，向粮安委利益相关方全面介绍正在进行的政策

趋同工作以及利用粮安委政策产品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情况。要获取各期季刊，

可访问以下网址：http://www.fao.org/cfs/resources/newsletter/en/ 

主席的外联活动 

60. 粮安委主席全年参加了一系列高级别活动，提高人们对粮安委及其多利益

相关方模式的认识，宣传粮安委政策文件，介绍粮安委为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挑

战所作的努力。相关活动包括：  

i) 积极参与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筹备进程，包括参与咨询委员会和倡导者

小组，以及参加预备会和峰会的各项活动 

ii) 2021 年 4 月 28 日，向粮农组织理事会介绍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最终报

告。理事会核可了该报告，请粮农组织支持制定行动，鼓励粮农组织成员

实施《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并敦促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秘书处和

其他峰会机构充分利用《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作为支持 2021 年峰

会会议讨论和所有后续进程的宝贵资料 

http://www.fao.org/cfs/policy-products/en/
https://youtu.be/nWJKfJkeHt8
https://www.fao.org/cfs/vgfsn
http://www.fao.org/cfs/policy-products/en/
http://www.fao.org/cfs/resources/newslett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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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21 年 6 月 9 日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表演讲，介绍了粮安委近期

工作，特别是最近核可了《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和《生态农业及其

他创新方法政策建议》 

iv) 2021 年 6 月 14 日，向粮农组织大会介绍粮安委第四十六和四十七届会议

最终报告，强调粮安委的召集能力和包容性，着重介绍了粮安委取得的成

就。大会在其最终报告中对《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的批准表示欢迎，

并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使用粮安委商定的政策文书 

v) 主持粮安委高专组《促进农业和粮食体系中青年参与和就业》报告发布会 

vi) 在 7 月 7 日举行的 2021 年高专组高级别会议上作题为“怎样如期消除贫

穷和饥饿，并促进经济的包容和可持续转型？”的发言，以及在粮安委牵

头的会外活动上发言 

vii) 主持由粮农组织举办的关于粮食和农业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作用的全

球对话 

viii) 1 月份，德国在柏林举办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线上活动期间，参加粮安委

举办的会外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水和气候领域的杰出专家作为嘉宾 

ix) 在气候公约秘书处组织的关于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之间关系的科罗尼维

亚研讨会上介绍粮安委的相关工作。 

x) 参加粮农组织的亚洲、非洲和近东健康膳食高级别对话 

xi) 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络研讨会上发表讲话 

xii) 在全球可持续畜牧业联盟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宣传粮安委与畜牧业

有关的政策工作 

xiii) 参加联合国营养小组关于水产食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作用讨论文件的发

布会 

xiv) 在私营部门机制为支持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而举行的金融、创新和性别问

题高级别对话上发表讲话 

xv) 与“77 国集团加中国”等粮农组织区域集团举行会议，介绍粮安委最新

工作情况 

xvi) 与粮安委高专组指导委员会主席发表联合署名评论文章，呼吁加强粮安委

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组 

xvii) 就粮安委工作接受泰国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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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组的外联活动  

61. 高专组作为粮安委的科学-政策接口，是 2009 年改革的基石，有助于实现粮

安委的两个关键目标，即包容和循证。 

62. 高专组报告是参与高专组工作的专家（包括指导委员会成员、项目小组成

员和同行评审员）之间不断对话的结果，为不同学科、职业专长和区域专长之间

搭建了桥梁。除了高专组专家之外，这一对话还通过开放性电子磋商和会议，吸

纳世界各地掌握各类知识的人参与。 

 

63. 高专组报告因其所提供科学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以清晰、平衡和全面的

方式为非专家分析和呈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复杂问题的能力而得到广泛认可。 

64. 高专组指导委员会和项目小组成员已在 50 多个活动和出版物中介绍了高专

组报告和议题文件的结论： 

i) 10 个国际论坛，包括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高级别政治论坛； 

ii) 5 篇经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 

iii) 5 篇署名评论文章，包括与粮安委主席和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特使发表的联

合署名评论文章； 

iv) 4 篇媒体报道； 

v) 7 场在瑞士、印度、中国等地举行的国家论坛； 

vi) 18 场研讨会和教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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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除了已有的工具（网站和邮件列表）之外，2021 年，高专组秘书处通过领

英和推特官方账号，继续改进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大大增加了粉丝数量和互动。

秘书处还为高专组报告设计了新的视觉形象。 

III. 跟踪粮安委决定和建议 

66. 以下决定摘自粮安委第四十七和四十八届会议最终报告 

III. 粮安委《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

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全球主题 
活动 

粮安委建议： 

i) 进一步努力促进《行动框架》更

广泛和系统的传播、使用和应用，

尤其是在国家层面； 

ii) 在粮安委成员、驻罗马粮农机构

和粮安委其他成员的支持下，推进

在长期危机中应用《行动框架》的

透明和开放机制，同时寻求其他联

合国机构的类似承诺和支持，以制

定一项联合协调的执行计划； 

iii) 制定一个框架和一个简化矩

阵，邀请各方定期以交流经验的形

式建言献策，以便评估《行动框

架》的使用情况，衡量粮安委愿景

的实现进展； 

（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13h.段） 

 
 
 

 

i) 《行动框架》与粮安委所有政策工具 
一样，是粮安委为提高认识和采用而开展

的整体宣传和外联战略的一部分。 

ii) 《行动框架》在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行动轨道 5 当中得到了积极推动。 
 
 
 
 

iii) 在这项活动框架下开展了意见征集等

一系列行动，以此为基础，在粮安委第四

十八届会议期间举行了全球主题活动。 

 

 

IVa — 粮安委《2020-2023 多年  
工作计划》 — 滚动章节更新 

粮安委： 

f) 要求主席和秘书处根据粮安委的

资源筹集和外联战略，继续努力扩

大粮安委的供资基础并实现多样

化，包括通过联络粮安委成员、私

人基金会、私营部门和金融机构。 

 
 

 

f) 作为粮安委资源筹集战略的一部分，粮

安委主席与主要合作伙伴就粮安委《多年

工作计划》举行了多次双边讨论。截至目

前，外联活动已经与比尔和梅林达·盖茨

基金会、加拿大、欧盟、芬兰、法国、日

本、德国、西班牙、瑞典、世界银行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高级官员进行对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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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14 段） 

过沟通，芬兰、法国、西班牙和法国承诺

为性别问题工作流程提供资源，法国和西

班牙还承诺向粮安委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提

供资金。 

V. 粮安委《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 
准则》 

粮安委： 

f) 决定将《自愿准则》提交粮农组

织、粮食署和农发基金的治理机构

进一步审议，以根据国家要求，并

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III 条
第 17 款和粮安委《议事规则》第 X
条第 1 款以及粮安委《改革文件》

第 22 段，支持在国家一级使用该 
准则； 

h) 决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

求联合国大会考虑并确保按照本组

织《总规则》第 XXXIII 条第 15
款、粮安委《议事规则》第 X 条第

4 款和粮安委《改革文件》第 21
段，向所有相关联合国组织和机构

广泛散发《自愿准则》； 

i) 同意将《自愿准则》纳入《全球

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 

 
 

 

粮食署执行局在 2 月份举行的第一届例会

第 11e)项议题中讨论了《自愿准则》：

https://executiveboard.wfp.org/meeting/1221 

《自愿准则》纳入了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

二届会议（6 月）第 12 项议题和粮农组织

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4 月）第 12 项议

题（均作为粮安委一般性报告的一部分） 

h)粮安委主席在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做年

度报告时提出了这一请求。《自愿准则》

通过后也立即提交给了驻罗马粮农机构的

负责人。 
 
 
 

i)《自愿准则》已被纳入《全球粮食安全

和营养战略框架》中一个新的部分。 

II. 通过粮安委《促进有助于加强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 
粮食体系的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 
方法政策建议》 

粮安委： 

f) 决定将《政策建议》提交粮农组

织、粮食署和农发基金的治理机构

进一步审议，以根据各国要求，并

按照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XXIII
条第 17 款和粮安委《议事规则》第

X 条第 1 款以及粮安委《改革文

件》第 22 段，支持在国家一级采用

政策建议； 

 
 
 
 

 

f) 将于即将到来的 2021 秋冬会议期间提

交给粮农组织、粮食署和农发基金的治理

机构。 
 
 
 
 
 

https://executiveboard.wfp.org/meeting/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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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决定根据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XXIII 条第 15 款、粮安委《议事
规则》第 X 条第 4 款和《粮安委改
革文件》第 21 段，通过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提请联合国大会审议、确保
和鼓励向联合国所有相关组织和机
构广泛宣传《政策建议》； 

i) 同意将《政策建议》纳入《全球
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 

（粮安委第四十八届特别会议最终
报告） 

h) 将在下一个报告期开展此条相关行动。 
 
 
 
 
 
 

i) 《政策建议》已纳入《全球粮食安全和
营养战略框架》第 4.6 部分。 

IV. 预算和资源筹集 

67. 粮安委 2020 年活动总支出为 1,749,717 美元。2021 年，粮安委预算三个组

成部分的资金总需求约达 4,195,573 美元，包括： 

i) 粮安委秘书处、全会和主题工作流程 3,162,435 美元  

ii) 高专组 522,296 美元  

iii) 民间社会机制 510,842 美元 

粮安委秘书处 

68. 驻罗马粮农机构提供的 2,025,000 美元捐款加上芬兰、法国、西班牙和瑞典

针对性别问题的额外捐款预计仅够支付 2021 年的计划支出。  

69. 为 2021 年安排了三次全体会议的预算 — 粮安委第四十七届会议因疫情从

2020 年 10 月推迟至 2021 年 2 月在线上举行，2021 年 6 月举行粮安委第四十八届

特别会议，会上核可了《农业生态及其他创新方法政策建议》（也是线上会议），

2021 年 10 月举行了粮安委第五十届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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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 2020 年实际 2021 年预计 

驻罗马粮农机构（粮农组织和粮食署各

675,000 美元，农发基金 550,000 美元  
— 实际)（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

署各 675,000 美元 — 预计）  

1,850,000 2,025,000 

GCP/GLO/MUL/932 —  法国、瑞士、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97,417 168,374 

GCP/GLO/GER/964 — 德国  260,683 0 

GCP/GLO/GER/964 — 欧盟  208,049 208,049 

GCP/GLO/MUL/493 —  法国、瑞典  0 700,000 

供资合计 2,616,149 3,101,423 
 

支出 2020 年实际 2021 年预计 

职工 1,193,110 1,700,000 

外联  —  主席和职工 10,190 40,000 

全会和其他活动 105,675 480,000 

宣传和报告  6,422 10,000 

一般业务开支  16,213 20,000 

口译  37,380 195,000 

笔译/印刷  44,142 205,000 

差旅：特邀嘉宾和演讲者 1,518 50,000 

工作流程 440,742 942,435 

高专组  — 农林混作后续 48,525 200,000 

粮食体系与营养  384,562 0 

监测和落实 — 行动框架、水和气候变化  0 50,000 

城镇化和农村转型  89 0 

性别平等  7,565 692,435 

支出合计 1,749,717 3,162,435 

高专组 

供资 2020 年实际 2021 年预计 

欧盟  539,481 476,098 

法国* 44,593 35,672 

摩纳哥* 22,512 11,891 

瑞士    250,000 

供资合计 606,586 773,660 

[*]说明：高专组提供的这两项预计数额为欧元，按 0.841 欧元=1 美元的汇率换算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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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020 年实际 2021 年预计 

1. 电子磋商  15,000 15,000 

2. 项目小组支持  50,000 25,000 

3. 报告印刷  5,000 70,000 

4. 报告翻译  100,000 110,000 

5. 报告发布、粮安委参与和外联  11,465 15,000 

6. 指导委员会会议  - - 

7. 其他秘书处运营支出  5,000 5,000 

8. 秘书处一般服务人员  99,941 80,000 

9. 技术人员计划支持  90,405 14,000 

10. 科学宣传官员  - 5,000 

11. 高级技术顾问  实物支持  144,000 

12. 高专组协调员  实物支持  实物支持  

13. 评价费用  - - 

14. 改进提升费用回收  - 4,800 

15. 项目服务费用  37,681 34,496 

支出合计 414,492 522,296 

民间社会机制 

70. 已收到法国、欧盟、意大利、瑞士及若干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给民间

社会机制的捐款。考虑到 COVID-19 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以及线上会议技术的使

用，预计两个预算年度的支出都将低于各自的计划预算。例如，到 2020 年底，民

间社会机制实际支出只达到了计划支出的 47%。 

71. 说明：民间社会机制的数额为欧元，按 0.841 欧元=1 美元的汇率换算成美

元。关于民间社会机制预算的更多信息，请致函 cso4cfs@gmail.com。 

支出 2020 年实际 2021 年预计 

参加粮安委咨询小组会议 53,988 41,077 

民间社会机制政策工作组及参加粮

安委闭会期间活动  
105,918 117,112 

支持监测和实施粮安委成果  30,617 29,786 

民间社会机制协调委员会年度会

议、论坛及参加粮安委全体会议  
15,968 119,775 

秘书处  165,699 165,755 

问责、监测和其他费用  8,919 9,512 

管理费  23,738 27,824 

支出合计 404,848 510,842 

mailto:cso4cfs@gmail.com


18 CFS 2021/49/Inf.16 

 

私营部门机制 

支出 2020 年实际 2021 年预计 

秘书处核心活动费用  134,856 199,175 

政策制定工作  107,000 50,000 

活动和外联  2,704 51,219 

粮食体系峰会  84,000 245,000 

支出合计 328,560 545,394 

72. 关于私营部门机制预算的更多信息，请致函 robynne@emergingag.com 或访问

www.agrifood.net 

 

 

mailto:robynne@emergingag.com
http://www.agrifoo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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