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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议程议题 1 

管理机构第一届特别会议  

2021 年 12 月 7－8 日  

暂定注释议程  

 

引言 

1. 管理机构第一届特别会议根据《国际条约》第 19 条规定召开，对所有缔约

方和观察员开放。 

2. 《条约》第 19.10 条对召开管理机构特别会议的可能性做出规定，且根据

《议事规则》第 2.2 条，主席和副主席“应担任其任期内召开的任何特别会议的主

席团，并就管理机构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提供指导”。 

3. 根据管理机构《议事规则》第 4.3 条，经主席团同意并商粮农组织总干事和

秘书，会议由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主席召集。 

4. 由于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全球疫情造成的特殊情况，原定于 2021

年 12 月召开的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现推迟至 2022 年 5 月。因此，本届特别会议

的召开旨在通过 2022 年临时预算，推动《条约》及其秘书处继续运作，直至管理

机构通过 2022-2023 两年度正常预算。 

5. 根据主席团提供的指导，本届会议将于 2021 年 12 月 7-8 日以线上方式召开。 

6. 根据管理机构《议事规则》第 7 条，秘书已通知向秘书处表达参会意愿的政

府或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便其可以作为观察员参会。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39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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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  通过议程 

7. 暂定议程由秘书在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主席团指导下根据《议事规则》

第 5.1 条编写。 

8. 提请管理机构审议载于 IT/GB-Sp1/21/1号文件《暂定议程》中的暂定议程，

以便通过议程，并组织开展本届会议工作。 

9. 通过议程的同时，管理机构将确认本次线上会议构成管理机构的一次会议，

同时考虑到本文件附录所载信息和说明，其中阐述为本届会议建议的与线上形式

相关的特别程序。该决定应在本届会议最终《报告》中得到体现。 

议题 2  组织事项 

10. 根据《议事规则》第 2.1 条，“管理机构应从各缔约方的代表、副代表、专

家和顾问中选举[……]一名报告员”。请管理机构在此项议题下照此执行。为简

化流程，建议主席团从其成员中提名报告员。 

11. 《国际条约》第 19.4 条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应有一票, 并可派出一名代表出

席管理机构会议，该代表可由一名副代表、若干专家和顾问陪同。副代表、专家和

顾问可参加管理机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其获得正式授权代替代表的情况除外。 

12. 根据《议事规则》第 4.5 条，“……每一个缔约方应在管理机构每届会议开

幕前告知《条约》秘书其管理机构代表的姓名。” 

13. 要求获得批准出席管理机构第一届特别会议的观察员名单载于文件 

IT/GB-Sp1/21/2。 

14. 《议事规则》第 13 条进一步规定，“《粮农组织总规则》条款经适当变通

应适用于《条约》或本规则中未明确处理的所有事项”。根据《粮农组织总规则》

第 3.3 条和第 3.4 条，应设立证书委员会以审查各项证书。 

15. 提请管理机构确认将证书委员会职责赋予本届会议主席团。 

议题 3  2022 年临时预算  

16. 根据《管理机构财务规则》，正常财务周期为两个日历年，与粮农组织财

务周期相同，且第 3.4 条规定，预算草案应由秘书编制并在管理机构召开例会前分

发给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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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当前预算的两年度财务周期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2023 两年度《工作

计划和预算》预计将在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上通过，此次会议原定于 2021 年 12 月

6-11 日召开。 

18. 然而，COVID-19 全球疫情造成的特殊情况导致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推迟至

2022 年 5 月。因此，主席团要求秘书编制临时预算提案供其审议，以便确保在整

个 2022 年《条约》机制持续运行且秘书处发挥作用。主席团审议和同意后，

《2022 年临时预算》草案编写完毕并提交管理机构第一届特别会议审议，具体载

于 IT/GB-Sp1/21/3 号文件。 

19. 文件还包含决议草案，说明临时预算的通过不会妨碍管理机构在第九届会

议上可能针对 2022-2023 两年度《核心行政预算》做出的任何决定。 

20. 此外，主席团同意采用与 2021 年其他粮农组织治理机构所采用的程序相似

的书信程序，以便缔约方能够针对临时预算草案提出意见和问题。相关意见和问

题（如有）的接收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并将与秘书在《国际条约》网

站上做出的答复一起发布在第一届特别会议网页上。书信程序的说明载于本文件

附录。  

21. 提请管理机构根据主席团建议和缔约方提供的意见（如有）通过《2022 年

临时预算决议》。 

议题 4  通过报告 

22. 根据《议事规则》第 8.1 条，“在每届会议上，管理机构均应批准一份载有

其决定、意见、建议和结论的报告”。 

23. 因此，最后一项议题是批准管理机构第一届特别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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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管理机构第一届特别会议 

特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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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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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第

一届特别会议。此类程序的通过不应为管理机构或《国际条约》任何其他附属机

构今后会议的工作方法开创先例。 

会议召开 

2. 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所有全体会议将通过 Zoom 平台进行。缔约方和观察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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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人员并在管理机构会议上发言。  

3. 缔约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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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要求出席管理机构第一届特别会议的观察员名单载于文件 IT/GB-Sp1/21/2。 

5. 第一届特别会议将提供本组织所有六种语言的同声传译。  

6. 鉴于管理机构第一届特别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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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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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鼓励区域发言，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会议效率。  

7. 为方便口译和报告工作，请所有参会人员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之前或发言之

前尽早向秘书处提供书面发言稿。稿件发送至：FAO-Interpretation@fao.org 和

PGRFA-Treaty@fao.or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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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会议所有文件均根据现行做法编写并在《国际条约》网站上发布，参见

“会议”栏目，选择“第一届特别会议” 1。 

 
1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397828/ 

mailto:FAO-Interpretation@fao.org
mailto:PGRFA-Treaty@fao.org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39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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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适用于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时区为欧洲中部时间（CET = UTC+1），即粮农组

织总部所在时区。 

11. 本届会议定于 12 月 7-8 日 12:00-15:00 举行，12 月 8 日可根据需要增加三个

小时会议时间。 

12. 管理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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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第一届特别会议开始时，将请管理机构宣布任何与线上形式不符合的规则

将不予适用。本说明列出的与议程、时间表、文件、书信程序和会议召开相关的

管理机构所有其他工作方法将适用。 

书信程序 

14. 暂定议程议题 3 将通过书信程序处理。根据书信程序，将要求缔约方向秘书

处以书面形式提交任何意见和问题，并将收到书面答复（如适用）。 

15. 请缔约方在不晚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 17:00 时（欧洲中部时间）发送电子

邮件至 PGRFA-Treaty@fao.org 提交与相关议题有关的意见或问题。 

16. 收到的所有意见建议将以原语文和英文译文发布在会议网页上 2，秘书将尽

快提供英文书面答复。可能时也会提供其他语文礼节性翻译，具体取决于时间和

所提交内容的篇幅。 

17. 管理机构主席与主席团成员和相关缔约方或各方磋商，将尽一切努力，在

线上会议开始前，解决无法通过秘书答复解决的因书信程序产生的任何未决或新

的实质性问题。 

18. 主席将根据书面交流或进一步磋商（如有）拟定通过书信程序审议议题的

结论摘要，供管理机构在第一届线上特别会议期间审议。 

记录和报告 

19. 根据《议事规则》，“在每届会议上，管理机构均应批准一份载有其决定、

意见、建议和结论的报告”。第一届特别会议报告草案将由管理机构报告员在秘

书协助下编写。 

20. 本说明中列出的第一届特别会议管理机构采用的所有其他工作方法将在报

告中记录。 

21. 管理机构报告“应由秘书在批准后 60 天内分发给出席会议的所有缔约方和

观察员、粮农组织总干事，并根据要求，分发给粮农组织其他成员和准成员，以

供参考。” 

 
2 http://www.fao.org/plant-treaty/meetings/meetings-detail/en/c/139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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