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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七 〇 届 会 议  

2022 年 6 月 13－17 日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对粮农组织进行管理和  
行政审查的最新情况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粮农组织与联合检查组（联检组）一直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合作

关系。粮农组织高兴地确认，将保证充分参与、并全面配合联检组的审查。 

粮农组织还与负责整合联合国系统对管理和行政审查报告的意见的行政首

长协调理事会密切合作，积极协助编写联合国秘书长对联检组报告的意见。 

财政委员会在第一九一届会议上收到了管理层关于粮农组织活动和与联检

组合作的最新口头报告，以及关于粮农组织与联检组共同商定推迟2021年农组

织管理和行政审查的背景资料。本文件概述了提交财政委员会的资料。 

粮农组织管理层确认，一旦与联检组商定双方都方便的日期，将全力以赴

接待并支持联检组对粮农组织的管理和行政审查。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注意本文件所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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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战略、计划及预算办公室主任 
粮农组织-联检组联络人 
贝丝·克劳福德女士 

电话：+39 06570 54287  
电子邮件：FAO-UN-JIU@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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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联合检查组（联检组）在 2021 年 1 月 19 日提交联合国大会的 2021 年工作

计划（A/75/34 号文件）中提到将对粮农组织进行管理和行政审查。2021 年 4 月 16 日

的第 75/270 号决议（A/RES/75/270）指出，联合国大会“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

组 2020 年报告和 2021 年工作计划”。 

2. 联检组 2021 年报告和 2022 年工作计划（A/76/34 号文件）第 5 段通报如下：

“联检组提请立法机关注意对粮农组织的管理和行政审查，该审查已列入 2021 年

的工作计划。在启动审查工作后，粮农组织总干事请求将审查工作推迟到 2024 年

春季。在与粮农组织协商研究其他备选方案，以及在检查专员审议该请求后，联

检组决定立即暂停审查工作。粮农组织总干事获悉，联检组无法就他提议的新日

期作出肯定答复，但将在今后的工作计划中考虑恢复审查。” 

3. 2022 年 5 月 19 日，粮农组织向财政委员会第一九一届会议口头介绍了联检

组重新安排 2021 年粮农组织管理和行政审查安排的最新情况。本文件概述了向财

政委会提供的资料，包括粮农组织和联检组共同商定推迟这次审查的背景，以及

上文引用的联检组 2021 年报告中所载段落的补充背景信息。 

II. 联检组的背景 

A. 联合检查组（联检组） 

4. 联检组于 1966 年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作为联合国系统唯一的独立外部监督

机构，联检组承担着独特的职责：研究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跨部门问题；帮助确保

管理和行政效率；促进各联合国机构与其他内部和外部监督机构之间的协调。联

检组负责确定最佳做法，提出基准，并促进联合国系统内所有通过其《章程》的

组织开展信息共享。 

B. 联检组参与组织 

5. 联检组共有 28 个参与组织。长期以来，粮农组织与联检组保持着富有成效

的合作关系。粮农组织通过其联合国机构间协调机制的费用分摊安排，每年为联

检组提供 3.7%的经费，即大约 25 万美元。 

C. 粮农组织-联检组秘书处 

6. 联检组秘书处设在战略、规划及资源管理办公室。自联检组成立以来，该

办公室主任（原计划、预算和评价司司长）一直担任粮农组织与联检组的协调人；

同时兼任监督咨询委员会秘书，因此可确保对这些职能采取协调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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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粮农组织为支持联检组职能而开展的活动 

7. 粮农组织以多种方式与联检组紧密合作，支持其审查工作，包括： 

a) 出席预备会议； 

b) 提供背景文件； 

c) 完成调查问卷； 

d) 为联检组审查的职责范围提供意见； 

e) 安排并支持联检组检查专员对粮农组织的访问； 

f) 参加与来访检查专员举行的各类高级别会议； 

g) 审查并分析联检组的报告草案； 

h) 与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秘书处密切合作，协助编写秘书长对联

检组报告的意见。 

8. 联检组的大多数审查都是专题审查，关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跨部门问题。

在任何时候，粮农组织都会参与多项审查。这些审查需要粮农组织高级工作人员

根据主题积极参与，并投入大量时间。 

9. 联检组赞赏粮农组织对其审查工作的贡献，粮农组织-联检组秘书处与联检

组秘书处经常、定期开展交流，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实事求是的协作。 

III. 粮农组织管理和行政审查 

10. 通常情况下，联检组每年对参与组织进行一至两次管理和行政审查。 

对粮农组织的上一次管理和行政审查在 2002 年进行（JIU/REP/2002/8 号文件和

CL 124/INF/14 号文件）。 

11. 在 2018 年底，联检组就再次进行管理和行政审查的安排与粮农组织进行了

接触。鉴于 2019 年是粮农组织领导班子交接过渡年，双方都认为 2019 年开展审

查并不理想，但 2020 年初可能是良好契机。 

12. 屈总干事于 2019 年到任后，获悉联检组有可能在 2020 年对粮农组织进行管

理和行政审查。屈总干事对此表示欢迎，指出在粮农组织新老领导班子交接过渡

之初开展审查，可为联检组提供独立视角，评估粮农组织履行职责所需的管理、

行政和治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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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当联检组公布其 2020 年工作计划后，粮农组织获悉，尽管在这方面进行了

讨论，但该工作计划中未安排对粮农组织开展管理和行政审查。 

14. 联检组随后知会粮农组织，会将管理和行政审查列入其 2021 年工作计划。

2020 年中，联检组和粮农组织进行了非正式讨论，以便为 2021 年的审查做好准

备。之所以提前准备，是为了按照之前与联检组讨论和商定的安排，在 2021 年快

速启动审查，以便在过渡进程开始时能提供意见。 

15. 2021 年 1 月，联检组知会粮农组织，已将管理和行政审查纳入其 2021 年工

作计划。粮农组织对联检组迈出切实的第一步表示欢迎，并期待着早日启动审查，

为已经开始的规划和转型进程提供参考。 

16. 2021 年 6 月，联检组知会粮农组织，计划在 2021 年 7 月初启动审查。粮农

组织当时向联检组提供了关于《2022-31 年战略框架》、《2022-25 年中期计划》

和《2022-2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等背景文件，以便于联检组启动审查工作。 

17. 2021 年 6 月底，联检组知会粮农组织，将启动日期推迟到 2021 年 9 月。 

18. 2021 年 9 月底，联检组知会粮农组织，无法在 2021 年 11 月初之前启动审

查工作。 

19. 2021 年 11 月底，粮农组织收到了联检组关于对粮农组织开展管理和行政审

查的第一份官方通报。该备忘录指出，“已经正式开始数据收集 /研究和案头审

查”。根据粮农组织的理解，联检组应该在审查粮农组织于 2021 年早些时候提供

的规划文件。该备忘录还指出，将在适当的时候告知管理和行政审查的时间表和

《职责范围》草案。 

20. 此时，本组织意识到，遗憾的是，联检组对粮农组织的管理和行政审查无

法实现 2019 年商定的初衷，即在过渡进程开始时提供独立视角。 

21. 鉴于粮农组织成员刚于 2021 年批准《战略框架》、《中期计划》、《工作

计划和预算》，以推动各项变革，粮农组织还认为，即使在 2022 年启动审查，要

想评估变革的影响，也为时尚早，包括组织转型、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削减管

理层级、打造数字粮农，以及参与提高效率和效能的议程。  

22. 因此，2021 年 12 月 13 日，粮农组织向联检组提议将审查工作推迟到 2024

年春季，以便粮农组织有机会采取切实行动，落实最近批准的《工作计划》。粮

农组织还指出，希望确保双方为这次审查付出的努力有助于取得积极有益、切实

可行的结果。 

  



6 CL 170/20 

 

23. 2022 年 1 月 14 日，联检组答复表示，根据所介绍的情况，检查专员会议决定

立即暂停审查，并在今后的工作计划中评估审查的可行性。联检组还指出，目前

无法对粮农组织提议的新日期作出肯定答复。在此期间，联检组还通过联检组协

调人询问粮农组织，2023 年秋季启动审查是否可以接受，粮农组织确认可以接受。 

24. 到目前为止，联检组尚未通报预计何时对粮农组织进行审查。 

25. 粮农组织重申，一旦与联检组商定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日期，将全力以赴接

待并支持联检组的审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