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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委员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  

2022年 7月 18-22日 

暂定时间表  

 

内容提要 

1. 谨请诸位代表留意，暂定时间表提供了关于农业委员会（农委）会议的信息，

会议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 

2. 为确保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的会议实现最佳时间管理，以下六个议题将

通过书信程序处理： 

[2.4]《联合国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报告  

[2.7]“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 年）”的带动作用及落实进展   

[3.5]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年）”落实进展 

[4.2] 农委第二十七届会议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 

[4.3]农委多年工作计划 

[4.4]“国际马铃薯日”提案  

3. 如本文件所述，农委对上述六个议题的结论草案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

的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4. “农业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线上/线下混合会议形式的特别程序”的详细信

息，包括书信程序，载列于本文件附件。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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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 

上午 (09:30–12:00) 

议题 1.1  农委会议正式开幕 

议题 1.2  通过议程及时间表 (COAG/2022/1 Rev.1; COAG/2022/INF/1) 

议题 1.3  任命起草委员会主席和成员 

议题 2.1  农委畜牧业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 (COAG/2022/5; COAG/2022/21) 

下午（14:00–16:30） 

议题 2.2  粮农组织《2022-31 年战略框架》下粮农组织食品安全工作战略优先重点

(COAG/2022/6) 

议题 3.2  《2021 年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及水资源状况》(COAG/2022/14) 

晚上（17:00-19:30） 

议题 3.3   粮食和农业水资源权属治理(COAG/2022/15） 

议题 3.4   农业塑料使用指南 (COAG/2022/16) 

2022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 

上午 (09:30–12:00) 

议题 2.3   “同一个健康”及相关政策和技术指导 (COAG/2022/7) 

议题 3.1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战略》及其《2021-23 年

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报告 (COAG/2022/13) 

下午（14:00–16:30） 

议题 2.8   农业与林业的联系 (COAG/2022/12) 

议题 2.6   加强国家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推动农业创新体系协调一致发展 

(COAG/2022/10) 

晚上（17:00-19:30） 

议题 3.6  全球土壤伙伴关系报告(COAG/2022/18; COAG/2022/23) 

议题 3.7 《气候变化战略》实施行动计划(COAG/2022/20 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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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 

上午 (09:30–12:00) 

议题 2.5  粮食及农业的未来–转型的驱动力量和诱导因素(COAG/2022/9) 

议题 4.1  粮农组织《2022-31 年战略框架》粮农组织农业粮食部门工作计划

(COAG/2022/2) 

下午（14:00–16:30） 

书信程序—仅结论草案 

议题 2.4  《联合国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报告

(COAG/2022/8) 

议题 2.7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 年）”的带动作用及落实进展

(COAG/2022/11) 

议题 3.5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年）”落实进展 (COAG/2022/17) 

2022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 

上午 (09:30–12:00) 

书信程序—仅结论草案 

议题 4.2  农委第二十七届会议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COAG/2022/3) 

议题 4.3  农委多年工作计划（COAG/2022/4） 

议题 4.4 “国际马铃薯日”提案 (COAG/2022/19) 

全会讨论 

议题 3.8 制定《 2022-2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科学与创新战略》区域行动计划

（COAG/2022/22） 

下午 (14:00–16:30) 

议题 4.5  下届会议日期和地点 

议题 4.6  选举农委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团成员 

议题 4.7  其他事项 

2022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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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议题 5   通过报告（时间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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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业委员会第二十八届线上/线下混合会议形式的特别程序 

I.  引言 

1. 本附件概述了农业委员会（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将采用的特别程序，考虑

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引起的卫生和安全关切，该会议将作为例外

情况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 

2. 农委主席就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形式与成员进行了磋商。这些磋商的结果反

映在本附件中概述的特别程序中。将提请农委成员在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暂定议程

议题 1 下批准该特别程序。会议报告将记录农委对该程序的批准，以确保本届会议

报告及其中所载的所有建议和决定的完整性。 

3. 鉴于 COVID-19 疫情以及因此需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召开农委第二十八

届会议，这些特别程序作为例外情况适用于农委本届会议。此类程序的通过不应为

农委今后会议的工作方法开创先例。 

II. 农委的职能  

4. 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II 条规定的农委职责范围包括以下：  

(a) 在经过严格选择的基础上，对农业和营养问题进行定期的审议和评估，

以便成员国和本组织采取一致行动；  

(b) 就本组织与农业和畜牧业、粮食和营养有关的中期和长期全面工作计

划，向理事会提出咨询意见，其中重点是把与农业发展，以至与农村

发展有关的社会、技术、经济、制度和结构等各个方面综合起来；  

(c)  按照同样的重点，审议本组织两年度工作计划中与本委员会职能有

关的那些方面及其执行情况；  

(d) 审议大会、理事会或总干事提交委员会的、或由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

则应一个成员国的请求而列入议程的、有关农业和畜牧业、粮食和营

养的特定事项，并作出适当的建议； 

(e)  就委员会研究的任何其他事项，视情况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并向总

干事提出咨询意见。  

5.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的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没有改变本文件介绍的农委的任

何职能。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2/K8024E.pdf#page=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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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讨论的进行 

6.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所有会议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进行，包括部分

代表赴粮农组织总部现场出席会议和部分代表通过 Zoom 视频会议平台参会。Zoom

会议实况将在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播放。这样，现场与会代表就能看到线上与会代表，

反之亦然。 

7. 鉴于为遏制 COVID-19 疫情而采取的限制措施，现场参会的代表数量有限。

详情参见 COVID-19 疫情期间粮农组织总部访问规程及相关安全措施，可在管理服

务机构网页上查阅。将邀请每个农委成员的两名代表以及主席到粮农组织总部的全

会大厅现场出席会议。 

8. 如果农委成员的其他代表以及观察员代表希望在粮衣组织总部内现场参会，

则可在绿厅进行。 

9. 对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现场参会模式的任何进一步完善，将在会议开始前即

时通知。 

10. 线上与会的农委成员和观察员将在 Zoom会议平台内获得同等的访问权限和能

力，并能通过 Zoom 平台上的“举手”功能要求发言，进行会议发言。 

11. 在每项议题讨论结束时，主席将对讨论中提出的结论和建议进行总结。议题

结论草案将通过 Zoom 视频会议平台上的“共享屏幕”功能向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

的所有成员和观察员展示。结论也将展示在会议室专门的大屏幕上，供现场参会的

代表察看。对结论草案的任何调整都将在屏幕上实时进行。 

12.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将采取与全会相同的线上/线下相结合模

式举行。 

IV. 书信程序 

13.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议程以下分项议题将通过书信程序处理： 

• 议题 2.4 — 《联 合 国粮农 组织 抗微 生 物药物 耐药 性行 动 计划 

（2021-2025 年）》实施进展报告 

• 议题 2.7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年）”的带动作用及落实

进展 

• 议题 3.5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年）”落实进展  

• 议题 4.2 — 农委第二十七届会议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 

• 议题 4.3 — 农委多年工作计划 

• 议题 4.4 — “国际马铃薯日”提案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PA/CSG-Website/June-22/EN_-_Protocol_for_access_to_FAO_headquarters_as_of_13_June_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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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书信程序旨在为全会讨论留出更多时间，并使农委能够及时处理议程上的所

有议题。 

15. 根据书信程序，将要求成员向秘书处提出任何书面意见和问题；并将在适用

的情况下提供书面答复。 

16. 请成员在 2022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之前将书面意见建议发送至 

FAO-COAG@fao.org。收到的所有意见建议将在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网站上发布。

秘书处必要时将在农委全会讨论议题前提供必要书面答复。 

17. 农委主席将根据上述书面意见交换，为通过书信程序审议的议题起草简要 

结论。农委将按照时间表并根据本情况说明第 11 段所述程序，在农委全会上讨论这

些结论草案。根据书信程序规定，成员在全会中讨论议题的自主权不受限制。  

18. 将提请农委在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暂定议程议题 1 下批准该该程序。 

V. 报告和记录 

19. 供通过的报告草案将由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起草委员会编写，并将按照惯例

在报告通过前尽快分发给农委成员。 

20.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报告将根据农业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VI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提交。 

21.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报告将记录本情况说明概述的农委就修正后的会议模式

达成的共识。 

22.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报告将记录农委同意线上参会构成出席会议。  

VI.  其他事项 

23. 会议的所有文件都由秘书处按照惯例以本组织所有六种语文编写和分发，并

将在农委网站 http://www.fao.org/coag/en 上提供。  

24. 为简化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程序，议题介绍将在会议前以书面形式分发。  

25. 此外，成员发言将限于最多三分钟，多-成员集体发言将限于最多五分钟。 

26.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时间表的适用时区为欧洲中部夏令时（UTC +2）。 

27.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安排如下：上午 9 时 30 分至 12 时，下午 14 时至 16 时

30 分，晚上 17 时至 19 时 30 分。 

28. 农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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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起草委员会将在农委结束对所有议题审议后召开会议。  

30. 农委第二十八届会议所有全会都将提供本组织所有六个语种的同声传译。  

mailto:FAOCOAG@fao.org
http://www.fao.org/coa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