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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3/8 附件 6：《气候变化战略》结果框架–2020-21 年进展报告 

1. 2020-21 两年度，《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工作在粮农组织多个工作领域给予有力支

持，包括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气候变化战略》成绩斐然，彰显出气

候变化贯穿于粮农组织工作方方面面，突显出本组织把加大高效一致的气候行动落实力

度作为重中之重。 

主要亮点 

成果 1 

2. 2020-21 年，粮农组织支持各国筹集了超过 27 亿美元（1.b.i）国家和国际资金，用

于增强农业粮食部门抵御、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粮农组织共有 108 个（1.b.ii）
新的气候变化计划和项目开始运作，渠道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和适应基金

以及技术合作计划。粮农组织举办或协办了 40 次（1.e.i）气候变化问题多国研讨会，出

席国家共计 112 个（1.e.ii）。 

成果 2 

3. 粮农组织成功在 65 个（2.a.i）国际和区域论坛上倡导国际社会认可农业粮食部门

对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并在 7 个（2.c.i）不同论坛上论证农业粮食部门与其他部门

的联系。粮农组织参加了 21 次（2.b.i）全球气候融资会议，并与气候融资伙伴制定了 6 项

（2.b.ii）合作计划。2020-21 两年度，粮农组织面向青年一代发布了 10 份（2.g.i）新的

气候变化相关材料，认可青年对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发挥的作用。 

成果 3 

4. 粮农组织正修订《环境和社会管理准则》，将减少气候和灾害风险作为一项新的

“环境和社会保障举措”，但气候变化还不是粮农组织项目周期必须考虑的因素

（3.a.ii）。 

5. 对实地计划管理信息系统中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政策标记的分析表明，粮农组织

项目中显著涉及和主要涉及气候变化活动的比例各为 28%和 27%（3.a.iv）。粮农组织正

常计划预算中有 7%（3.a.iii）显著涉及气候变化活动。 

6. 粮农组织与非国家行动方新建立了 52 个（3.b.i）战略伙伴关系，合作落实气候行

动，并与驻罗马粮农机构共同举办了 9 次（3.b.ii）气候变化问题会外活动。粮农组织新

编制了 23 个/份（3.c.ii）培训模块和指导文件，并在总部和权力下放办事处组织了 69 次

（3.c.iii）学习活动，推动粮农组织职工能力建设。 

7. 由于 COVID-19 疫情导致居家办公时间延长，公务差旅数量大幅下降，粮农组织建

筑物（3.e.i）和飞行（3.e.ii）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在 2020 年相比 2019 年下降显著，分别

减少了 76%和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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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 

8. 《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13）的支持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气候变化战略(2017 年)的执行情况的评价》建议制定全新《气候变化战略》。按照粮农组

织成员基于《评价》建议在理事会第一六六届会议上提出的要求，粮农组织已着手与本

组织各部门和主要伙伴开展包容性磋商，努力制定全新《气候变化战略》。 

9. 全新《战略》将以2017年《气候变化战略》为基础，对接粮农组织《2022-31年战略

框架》和《2030年议程》。《战略》将通过各项定期审查的五年期《行动计划》进行实施，

其中建立了监测制度，并制定了能力建设、资源筹措和宣传交流计划。还将相应制定新的

指标、目标和责任，跟踪全新《战略》的实施进展和粮农组织对气候行动的贡献。 

2020-21 年结果框架进展报告 

成果 1 产出 
关于粮农组织作用的产出指标 

（战略目标产出指标列在括号中） 

两年度 

目标  

2020-21 年底 

实际 

1.a. 直接支持国家自主贡献通

过实地政策进程、能力建设和

技术干预在各国粮食和农业部

门的实施。 

1.a.i. (战略计划 2.3.2.) 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

实施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或解决气候变化及

环境退化问题的政策、战略或治理机制的能

力得到加强的国家数量。 

43 69 

1.b. 国家获取粮食及农业部门

融资通过利用国家和国际气候

金融得到支持。 

1.b.i. 在粮农组织支持下筹集的用于粮食和

农业领域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的融资金额。 
10 亿美元 27 亿美元 

1.b.ii. 通过粮农组织支持获得资助的新的气

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计划和项目数量。 
30 108 

1.c. 支持各国将粮食安全、 
农业部门考虑及气候变化纳入

先关国家政策和区域政策、 
战略、计划。 

1.c.i. 参考国家自主贡献和确认粮农组织与

国家开展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合作领域的粮

农组织国际别规划框架数量。 
产出指标 1.c.i.以产出指标 3.a.i.衡量。 

35 不详 

1.c.ii. (战略计划 2.2.1.) 得到粮农组织有力支

持，旨在提高农业、林业及渔业生产力和可

持续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问题

的政策、战略及投资计划数量。 

81 104 

1.c.iii. (战略计划 2.2.2.) 通过跨部门政策对

话和治理机制制定的与 2030 年议程及国家

自主贡献实施计划有关的可持续农业、林业

及渔业战略文件数量。 

42 55 

1.d. 指导各国制定和通过减少

灾害风险及上游适应和防范 
措施。 

1.d.i. (战略计划 5.1.1A)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

而制定实施了降低风险和管理危机的战略/
计划的国家数量。 

34 48 

1.d.ii. (战略计划 5.4.1) 在应用危害和部门性

应急防备标准、准则和实践方面得益于粮农

组织支持的国家数量。 

24 34 

1.e. 组织多国技术及政策交

流，以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

问题。 

1.e.i. 粮农组织组织或支持的旨在帮助技术

及政策交流以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的

多国研讨会数量。 

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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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1 产出 
关于粮农组织作用的产出指标 

（战略目标产出指标列在括号中） 

两年度 

目标  

2020-21 年底 

实际 

1.e.ii. 参加粮农组织组织或支持的旨在应对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的研讨会的国家 
数量。 

60 112 

1.f. 制定新的或更新修订行为

守则、准则、标准及其他文

件，支持各国更加有效地应对

气候变化。 

1.f.i. 新制定的或更新修订的支持各国更加有

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守则、准则、标准

及其他文件数量。 

15 68 

1.g. 生成、采集和利用数据和

信息从而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

适应和减缓能力的国家和区域

机构能力得到加强。 

1.g.i. (战略计划 2.1.2) 得到组织或技术能力

建设支持以促进采用综合性跨部门实践方式

的机构（推广服务机构、生产者组织、政府

机构、相关民间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教育

机构）数量  

170 251 

1.g.ii. (战略计划 2.4.2.) 在推动可持续生产、

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及相关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决策所使用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报告

方面，得到粮农组织能力建设支持的机构 
数量。 

105 218 

1.g.iii. (战略计划 5.2.1.) 因粮农组织的支持

而改进了威胁监测机制/系统以强化早期预

警交付的国家数量。 

35 37 

1.g.iv (战略计划 4.3.1) 得到粮农组织支持 
加强价值链行动方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国家 
数量。 

61 59 

1.h. 开发了新的工具并推广了

现有工具，支持对气候变化影

响进行分析和制定计划并支持

达到新的国家报告要求。 

1.h.i. 为支持对气候变化影响进行分析和制

定计划并支持达到新的国家报告要求而新开

发的工具数量。 

1 21 

1.h.ii. 得到培训以便使用工具支持对气候变

化影响进行分析和制定计划并支持达到新的

国家报告要求的国家数量。 

20 60 

1.i. 增加了为各国提供关于气

候智能型农业实践方式的知识

和技术支持。 

1.i.i. (战略计划 2.1.1.a.) 创新实践方式和技

术得到示范、验证和接受，能够可持续提高

生产力和产量，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或环

境退化的倡议数量。 

105 130 

1.i.ii (战略计划 2.1.1.b.) 扩大创新实践方式

或技术使用规模，以便可持续提高生产力和

产量，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或环境退化的

倡议数量。 

43 52 

1.j. 在国际气候及发展进程中

利用了与关键的研究及实施行

动方之间建立战略性国家伙伴

关系，这些行动方包括农民、

食品生产者、学术界、私营部

门及民间社会。 

产出 1.j.和 2.f.使用产出指标 3.b.i.进行 
衡量。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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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2 产出 
关于粮农组织作用的产出指标 

（战略目标产出指标列在括号中） 

两年度 

目标  

2020-21 年底 

实际 

2.a. 粮食安全和营养、农业、林业

及渔业、农村生计及自然资源管理

和保护维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

和区域论坛中得到充分重视。 

2.a.i. 粮农组织参与其中作出贡献的气候

变化国际和区域论坛及会议数量。 
12 65 

2.a.ii. (战略计划 2.3.1.) 提交给国际治理

机制的含有粮农组织意见建议并关注可

持续农业、林业和/或渔业考量的正式会

议文件数量。国际治理机制特别包括如

下机制： 
a)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 
b)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 
c)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或其他相关机构倡议 
d) 粮农组织负责的机制或文书及相关区

域治理机制 

50 80 

2.b. 粮食和农业部门在涉及气候变

化的供资决定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b.i. 粮农组织参加的全球气候融资会议

数量。 
28 21 

2.b.ii. 粮农组织与气候融资伙伴在农业部

门的合作计划数量。 
11 6 

2.c. 粮农组织参与气候变化工作预

计将扩展到非具体讨论农业部门问

题的相关论坛，例如讨论人道主义

问题、移民或冲突的论坛。 

2.c.i. 粮农组织参加并在其中论证建立农

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联系的不主要涉

及农业问题的国际论坛和会议数量。 

4 7 

2.d. 粮农组织作为气候变化适应和

减缓的全球数据和信息资源及知识

和技术提供者的角色得到保持和 
加强。 

2.d.i (战略计划 2.4.1.) 通过包容性方式制

定出来并发布提供给各国的新的和大幅

更新的涉及可持续生产、气候变化及环

境退化的战略知识产品数量。 

120 172 

2.e. 主要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粮农

部门行动者和其他部门行动者被召

集到一起。 

2.e.i. 召集的跨部门气候变化对话的 
数量。 

10 24 

2.f. 调动与国际气候与发展进程中

关键研究和实施行动方之间的战略

性国际伙伴关系，包括联合国系

统、公共、私营、研究及民间社会

组织，以便在所需的资金、人力及

技术资源方面形成合力和相互补

充，以改进交付，避免重复，更高

效利用资源，以及筹集资金支持国

家计划。 

产出 1.j.和 2.f.使用产出指标 3.b.i.进行 
衡量。 

 不详 

2.g. 粮农组织为引导青年一代参与

气候变化问题提供的支持通过全球

及国家一级的教育和公共意识提升

活动得到加强。 

2.g.i. 发布的针对青年一代关于气候变化

问题的材料数量。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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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3 产出 
关于粮农组织作用的产出指标 

(战略目标产出指标列在括号中) 

两年度 

目标  

2020-21 年底 

实际 

3.a. 为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和新

设立的气候、生物多样性、土

地及水利部建立了业务模式。 

3.a.i. 整合了气候变化内容的国别规划框

架数量。 
35 91 

3.a.ii. 气候变化被作为一项要求考虑的内

容纳入到粮农组织的项目周期中。 
是 否 

3.a.iii. 显著涉及气候变化活动的粮农组织

正常计划预算所占比例。 
8% 7% 

3.a.iv. 显著涉及气候变化活动的粮农组织

项目预算所占比例。 
30% 55% 

（显著：28%；

主要：27%） 
3.b. 通过与国际气候与发展进

程中包括联合国系统、公共、

私营、研究及民间社会组织等

在内的关键研究和实施行动方

之间的战略性伙伴关系，使在

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的影响

最大化。 

3.b.i. 与非国家行动方建立伙伴关系并在

其合作协定中包含明确的气候变化活动的

伙伴关系数量。 

7 52 

3.b.ii. 与驻罗马粮农机构举办的气候主题

会外活动数量。 
9 9 

3.c. 共享知识和促进学习的国

际计划得到扩展。尤其是粮农

组织国家、分区域、区域及联

络办事处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3.c.i. 国家气候变化邮件列表技术网络 
成员数量。 

420 
(54 个国家) 

600 
（58 个国家） 

3.c.ii. 编制的培训模块和指导文件数量。 12 23 
3.c.iii. 组织的交流和/或学习活动数量。 16 69 

3.d. 对实施该战略的进展进行

了衡量。 
3.d.i. 与粮农组织《工作计划和预算》报

告周期相一致，每隔一年年底及时编制一

份战略实施报告。 

是 是 

3.e. 减少总部和权力下放办事

处业务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 
3.e.i. 全年较上一年减少的建筑相关温室

气体排放绝对量（二氧化碳吨数） 
2020 年较

2018 年 
减少 7.50% 

2020 年较 
2019 年减少 

52% 
3.e.ii. 全年较上一年减少的航空旅行相关

温室气体排放绝对量（二氧化碳吨数） 
2020 年 

较 2018 年 
减少 7.50% 

2020 年 
较 2019 年 
减少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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