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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件提供关于防止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全组织政策、程序和措施的

最新情况。本文件还介绍治理和政策、预防和外联、举报渠道、调查和问责等领

域的行动现状和下一步工作。 

建议计划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以及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请计划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以及理事会注意本《年度报告》中介绍的本组

织为确保防止骚扰、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付出的持续努力以及采取的行动，

并酌情提供指导。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副总干事 

洛朗·托马先生 

电话： +39 06 5705 5042 

电子邮箱：DDG-Thomas@fao.org 

http://www.fao.org/
mailto:DDG-Thomas@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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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 

1.  粮农组织致力于培养关爱的组织文化，推动营造安全、信任、尊重和包容的

环境，对关于骚扰、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的不作为态度实施零容忍，鼓励人人

畅所欲言，确保程序公平，以受害者/幸存者为中心，追究施害者责任。 

2. 粮农组织不容忍针对其援助对象、职工和合作伙伴的任何形式的骚扰和不当

性行为。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违反了人权，也违背了本组织及其成员的核心  

价值观。 

3. 第二次粮农组织职工满意度调查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启动，为衡量自 2019 年

职工满意度调查以来取得的进展提供了对照基准。结果与 2019 年相比呈现显著 

进步，尤其是在沟通宣传、领导和指导、道德行为和不当行为、增长和发展领域。

调查包含关于不道德行为和不当行为的具体问题，包括工作场所性骚扰。   

4. 结果显示，对于粮农组织内部正义机制的认识（+15%）和信心（+14%）呈

现总体改 观。 此外 ，与 2019 年调查 相比，在 工作 场所 遭受（ -7% ）或 

目睹（-10%）骚扰、性骚扰、歧视或滥用职权的员工数量减少。 

5. 尽管如此，调查结果仍表明，多数骚扰、性骚扰、歧视和滥用职权事件都未

报告。认为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57%）和害怕报复（48%）是职工不举报性骚扰

的两项主要原因。鉴此，本组织将继续重视提高认识活动，倡导安全举报，防止报

复并促进问责1。 

6. 《监察长 2021 年度报告》还显示，与前一年相比，涉及骚扰和滥用职权指控

的立案数量减少，而涉及性骚扰指控的案件统计数据维持不变。与前一年相比，涉

及性剥削或性虐待指控的案件数量增加2。性剥削或性虐待指控案件增量与 2020 年

较 2019 年的增量相当，这可能表明粮农组织的外联活动继续增加了对该系统的 

信任，从而营造了有助于举报此类关切的氛围。  

7. 许多因素可能导致过去几年涉及骚扰指控的案件数量减少。包括开展了旨在

防止此类行为的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且疫情改变了工作方式等。本组织正在考虑这

些因素，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继续努力提高对工作场所骚扰问题和处理手段

的认识。  

 

 
1 关于预防和外联活动的更多详情，见本报告第 28-33 段。  
2 FC 191/9.1 - 《监察长 2021 年度报告》，第 17 段和第 40 段指出：“在报告所述期间，监察长办公室根据《防

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政策》立案六项。其中，一项因无根据而结案，一项不属于监察长办公室职责范围，故移交

至另一个联合国实体，两项在本报告所述期间（2022 年 2 月）后不久因证据不足而结案。两项仍未结案。” 

https://www.fao.org/3/ni379en/ni37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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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尽管取得进展，但粮农组织认识到需要再接再厉，有效防止和应对骚扰和不

当性行为。强有力的领导对于实现零容忍至关重要，领导层的态度有助于打造更加

注重道德的工作场所。总干事和高级管理层领导本组织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并依赖全

体职工通力合作，因为各方肩负积极处理骚扰、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共同  

职责。 

9. 解决滋生粮农组织人员实施骚扰和不当性行为的系统性问题以及变革本组织

文化需要采取长期、持续行动。本组织将继续投资于预防工具，持续参与提高认识

活动，促进全组织问责，打造尊重的工作场所。本组织在处理骚扰和不当性行为投

诉时，还将继续结合联合国倡议和最佳做法，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重。 

10. 本报告反映了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的行动。 

II. 对接联合国全系统倡议的进展 

11. 本组织认识到，管理人员有责任确保工作人员享有安全和尊重的工作场所，

骚扰、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与种族主义和歧视等问题相互关联，此类行为实际

上阻碍了工作职责的履行。粮农组织继续全力支持和参与若干联合国倡议，如联合

国消除种族主义和促进人人享有尊严工作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工作组3、联

合国-全球、联合国残疾包容战略以及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行动 

计划。 

12. 关于种族主义这一具体主题，根据联合国做法，粮农组织于 2021 年底开展了

一项调查，收集关于职工在履行专业职责过程中遭受种族主义的反馈意见。结果较

为积极，但也存在改进空间。虽然 8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经历过种族主义或种族 

歧视，但 17%的人表示经历过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其中 64%的人没有采取任何 

行动。只有 59%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如何在本组织中提出种族歧视投诉。上述结果突

出表明，需要提高同事在经历或目睹种族主义或歧视时对于所应采取措施的认识。  

13.  在本组织持续努力打造更加尊重工作场所的背景下，该调查收集的数据将用

于指导今后活动，如组织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提高认识会议及网络研讨会，其中一些

活动已经启动。这将确保所有人员了解本组织不容忍此类行为且明确如何提出 

投诉。报告终稿发布后，还将根据正在进行的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

预防和处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措施和机制”的工作成果，实施其他相关举措。     

14. 关于粮农组织参与联合国全系统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相关倡议的更详细

信息，参见下文。 

 
3 该工作组职责范围将在联合国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高管会）下届会议上获得批准。  

https://hr.un.org/page/united-against-racism
https://hr.un.org/page/united-against-racism
http://www.unglobe.org/
http://www.unglobe.org/
https://www.un.org/en/content/disabilitystrategy/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about-us/system-wide-action-plan.html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about-us/system-wide-action-pl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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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性骚扰 

15. 粮农组织继续积极参与各类联合国全系统论坛，尤其是行政首长协调会（首

协会） /联合国系统解决各组织内部性骚扰问题工作队高级别管理委员会（高  

管会），其中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负责人共同努力变革文化和行为，打造有利于消除

性骚扰的环境。  

16.  2022 年 4 月，首协会工作队向高管会通报了工作队第二阶段工作成果的最新

情况，并提出了第三阶段工作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方向已获批准。第二阶段工作的

主要成果是： 

a) 发布题为“推进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性骚扰处理方针”的文件，其中阐述了联合

国系统内针对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性骚扰处理方针的共识原则。粮农组织正努

力在不同领域实施上述原则。与此同时，首协会工作队正在开展一项调查，

收集受害者的反馈意见，为各机构改进预防和应对工作提供参考。 

b) 在学习和交流方面，工作队将很快发布一项行为变革研究，分析解决性骚扰

问题所采取方针的不足之处，粮农组织将在此基础上开发新工具，从而继续

提高对联合国系统解决性骚扰问题所采取方针的认识。 

c) 在外联和知识共享领域，强调了ClearCheck数据库4的进展。该数据库目前共

包括针对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的550多个主题。关于进一步外联工作，

首协会工作队于2021年和2022年组织了六次同行间对话，讨论具体性骚扰问

题，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高层、实地同事、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

门和学术界代表参加了对话。 

d) 在领导和文化变革领域，首协会工作队发起了 联合国文化变革创新挑战，提

出了促进安全和包容工作环境的思路。粮农组织参与了该倡议，道德操守官

员担任粮农组织联络点。 

17. 首协会工作队第三阶段工作将侧重于实施和衡量工作队制定的规范和工具的

影响，并将涵盖四个工作领域：（i）预防和行为科学；（ii）受害者/幸存者参与和

支持；（iii）数据和结果；（iv）加强合作。 

  

 
4 粮农组织于 2019 年实施了 ClearCheck 数据库，并于 2021 年编制完成了“ClearCheck 筛查数据库使用程序”

（在 2021/04 号行政通告中发布）。 

https://unsceb.org/topics/addressing-sexual-harassment
https://unsceb.org/topics/addressing-sexual-harassment
https://unsceb.org/topics/addressing-sexual-harassment
https://unsceb.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9/A%20Victim-centred%20Approach%20to%20Sexual%20Harassment%20%20.pdf
https://unsceb.org/screening-database-clearcheck
https://innovation.wfp.org/united-nations-culture-change-innovation-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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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18. 监察长办公室是联合国调查部门代表的成员，联合国调查部门代表的设立宗

旨是通过制定和通过共同原则，指导与联合国调查职能存在具体和普遍利害关系的

事项的调查进程等，加强联合国系统的调查做法和专业性。联合国调查部门代表围

绕性骚扰投诉调查编制了《调查人员手册》，目前正在研究性骚扰调查的最佳做法

和基准对照。《手册》于 2021年获得首协会批准，监察长办公室采纳了《手册》中

提供的准则。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 

19. 本组织与全系统倡议积极对接，通过参与若干网络，包括机构间常设委 

员会、联合国性剥削和性虐待工作组、罗马常设机构磋商，分享技术方案和良好  

做法。粮农组织还参与确定了机构间常设委员会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倡导者工作  

重点，编制了落实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22-2026 年防止性剥削、性虐待和性骚扰

愿景和战略》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工作计划。 

20. 根据秘书长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特别措施”的报告，本组织将于 2022 年

11 月底前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防止和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年度行动计划。该行动计

划将梳理联合国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年度调查的结果，收集各职级人员对防止性剥

削和性虐待及相关行为标准的态度和看法，汇总在实地层面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服务

提供情况。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粮农组织参与联合国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调查

的人数比 2020 年翻了一番，四年内增加了十倍。  

21. 为持续确保与联合国全系统倡议对接，并根据 联合检查组 2021 年报告《联

合国系统各机构执行伙伴管理审查》，粮农组织正计划加入联合国伙伴门户网站，

该网站作为联合国在线共享平台，旨在简化和协调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  

进程。具体而言，联合国伙伴门户网站为开展联合国执行伙伴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

能力评估提供了工具，可根据 2018 年发布的联合国涉及执行伙伴的性剥削和性虐待

指控议定书，对潜在民间社会组织伙伴开展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评估。目前，该门

户网站的参与机构包括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人口

基金（人口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难民署）和联合国妇女署，由联合国国际电子计算中心（电算中心）提供业务  

支持。各机构在国家层面积极使用该门户网站，支持在选择民间社会组织伙伴时开

展尽职调查。 

 

 

https://unsceb.org/investigators-manual-investigation-sexual-harassment-complaints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1_sea_report.pdf
https://www.unjiu.org/sites/www.unjiu.org/files/jiu_rep_2021_4_english.pdf
https://www.unjiu.org/sites/www.unjiu.org/files/jiu_rep_2021_4_english.pdf
https://www.unpartnerportal.org/landing/
https://www.un.org/en/pdfs/UN%20Protocol%20on%20SEA%20Allegations%20involving%20Implementing%20Partners%20-%20English_Final.pdf
https://www.un.org/en/pdfs/UN%20Protocol%20on%20SEA%20Allegations%20involving%20Implementing%20Partners%20-%20English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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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粮农组织取得的进展 

A. 治理和政策 

治理 

22. 根据监督咨询委员会提交财政委员会第一八五届会议5的《2020年度报告》所

提建议，总干事决定通过设立工作场所行为和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委员会，正式确

立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内部工作组的作用。该委员会由副总干事级别领导

（副总干事洛朗·托马）担任主席，由在工作场所行为和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领域更

直接开展工作的主要官员和办公室参与，负责评估现有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并就

预防和处理不当行为应采取的行动向总干事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由两个非正式工作

组予以协助，一个是负责工作场所行为的诚信网络（由人力资源司 [CSH]司长 

领导），另一个是专门负责性剥削和性虐待事宜的工作组（由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

办公室[OER]主任领导）。  

23. 该委员会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由四名成员组成：人力资源司司长、法律顾

问（法律办公室）、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主任、项目支持司司长。道德操守

官员和调解专员担任委员会顾问，监察长担任观察员。人力资源司作为该委员会秘

书处并担任工作场所行为（骚扰、性骚扰、歧视和滥用职权）相关事宜的组织联 

络点，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则担任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事宜全组织联络点，负责

在全组织范围内协调这项工作，重点关注确保内部和与外部伙伴的协同和合力。 

政策 

24. 本组织正在修订防止性剥削、性虐待和性骚扰政策。  

25. 2020 年 11 月，财政委员会“强调需要灵活实施《人力资源战略行动计划》，

尤其是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危机背景下，且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

设”6。因此，本组织延长了《2020-2021年人力资源战略计划》期限，对《防止性骚

扰政策》修订等多项工作做出重新安排并调整了工作重点，人力资源司内部能力得

到加强。 

26. 为修订《防止性骚扰政策》开展了大量工作，该政策预计将涵盖其他形式的

工作场所不当行为，如骚扰、歧视和滥用职权。根据其他联合国机构做法，上述行

为的预防、应对和举报机制渠道相同。通过修订政策，粮农组织旨在认真、合理和

积极应对一切形式的工作场所不当行为，以受害者为中心采取行动。  

 
5 FC 185/12 – 财政委员会第一八五届会议，粮农组织监督咨询委员会—《2020 年度报告》   
6 CL 165/11 – 财政委员会第一八三届会议报告（2020 年 11 月 9-13 日）  

https://www.fao.org/3/ne681en/ne681en.pdf
https://www.fao.org/3/ne219en/ne21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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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政策》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且即将完成。新版《防止性

剥削和性虐待政策》注重预防并促进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针、纳入机构间常设委员

会核心原则并明确整个组织内部的角色和职责。   

B. 预防和外联 

28. 关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开展的提高认识活动，本组织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

域办事处组织了一次预防性骚扰专题简报会，2018 年联合国性骚扰调查显示该区域

为受性骚扰影响最大的区域。互动和强制性简报会面向 D1 及以上职等的所有工作

人员和粮农组织在该区域的代表召开，并支持实施 2018 年发布的“管理人员指南：

防止和应对工作场所性骚扰”。  

29. 2022 年 4 月初，在粮农组织代表简报计划（介绍粮农组织总体情况，课程围

绕粮农组织代表的战略作用和关键职能设计）框架内，组织了关于尊重和健康的工

作场所的特别模块，针对如何营造尊重、和谐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为高级管理人员提

供实用建议。简报会面向所有粮农组织代表、D1 及以上职等工作人员召开， 

监察长、道德操守官员、调解专员、卫生和安全部门代表出席。 

30. 粮农组织开设本报告所涉主题相关的三个必修培训课程：“防止骚扰、性骚

扰和滥用职权”、“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和“联合国和谐共事课程”。本组织对上

述课程的完成率实施监测，并通过召开有针对性的沟通会和通报会以及在全组织绩

效管理系统中为主管设定具体指标，鼓励完成上述课程7。此外，还通过 2021 年 4

月推出的电子学习“性骚扰：管理人员的作用”提醒主管熟知粮农组织每一位管理人

员在性骚扰问题上须遵循的原则以及管理人员在处理涉及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时应

采取的行动。 

31. 工作人员咨询部门一直在为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提供一对一支持，为其提

供工具，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并加强在整个举报决定和举报过程中的韧性和 

信心。除性骚扰的直接负面影响外，还包括与社会污名化、对组织内声誉的恐惧、

对报复、孤立和无法伸张正义的恐惧相关的后果。目前，正在为解决上述问题实施

新的提高认识举措。 

  

 
7 FC 191/7 – 《2021 人力资源年度报告》，第 55-58 段 

https://www.fao.org/3/ni377en/ni377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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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道德操守办公室为提高认识组织了几次网络研讨会： 

a) 2021 年 9 月 15 日举行的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网络研讨会，旨在向粮农

组织人员提供信息和指导，具体包括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如何以及为什么与

其工作的设计、交付和效果相关，以及如何达到本组织和联合国关于防止性

剥削和性虐待的标准。研讨会发言人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办事

处、总部、联合国改进联合国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措施特别协调员办公室、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秘书处的代表。528 名员工参加了该网络研讨会。  

b) 2021 年 10 月召开了关于《道德行为守则》的网络研讨会。该网络研讨会由

总干事主持开幕，概述了《守则》主要内容，旨在提高对适当行为的认识，

包括与防止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有关的行为。825 名员工参加了该网络

研讨会。  

33. 2021 年和 2022 年，本组织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方面的

预防和外联工作，支持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打造尊重和包容的工作场所，为粮农组

织受益人提供更安全的环境：  

a) 正在与权力下放办事处的高级别代表开展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对话，以确定

加强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联络点能力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加强对不同国情

的了解，同时考虑到许多驻国家代表处的实际情况和人力资源状况。  

b) 开设了为期三天的预防和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面对面中级培训，支持和培养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组织和文化变革，并为专门针对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

联络点设计了电子学习课程大纲、主要内容和情景。还为防止性剥削和性虐

待联络点等提供了关于如何受理和管理涉及儿童的性剥削和性虐待事件投诉

的进一步具体技术指导，包括关于如何获得儿童知情同意、确定最大利益的

意义和责任、获得儿童体恤服务的必要性的详细指导。  

c) 为粮农组织在巴基斯坦、南非和乌克兰的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组织了一系列

培训和简报会，主题包括投诉受理、移交途径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针。培

训和简报会支持为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联络点提供的关键工具和标准操作程

序的实施和本地化以及政策的有效落实。  

d) 粮农组织《手册》“应急准备和反应”部分增加了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

专门章节，其中包括关于如何和何时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方针的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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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包括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对受影响人口负责”良好做法汇编已经定稿，

预计将促进跨区域学习和知识共享。总之，“对受影响人口负责”旨在确保发

展和人道主义行为主体肩负职责，且干预措施不会无意伤害其服务对象。“对

受影响人口负责”承认，即使规划合理且初衷良好，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影

响和冲突，因此需要建立问责机制，确保受影响人口参与整个项目周期，并

接受和回应与粮农组织项目有关的申诉。在项目周期开始时，与社区磋商并

明确保护风险，包括与性剥削和性虐待有关的风险，这对于预防和采取有效

缓解措施至关重要。 

f) 针对将“对受影响人口负责”纳入项目周期的最低标准，编制了《项目制定者

业务准则》。针对粮农组织项目周期各阶段，该《准则》明确了项目工作组

在项目各阶段应考虑的方面和实施的活动。虽然自 2015 年以来，粮农组织强

制规定所有项目文件均需包含申诉机制，但在 2021 年，粮农组织标准项目文

件申诉机制章节进一步整合，纳入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更详细信息，

成为粮农组织项目周期手册的一部分。 

g) 2021 年，性剥削和性虐待成为粮农组织国家风险日志的一部分，其中要求粮

农组织计划在国家层面开展性剥削和性虐待风险分析并制定性剥削和性虐待

缓解战略。粮农组织代表和计划管理人员需要在设计需求评估和新项目提案

时考虑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包括确定具体活动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风险及相

关缓解措施。  

h) 编制并与所有权力下放办事处分享一份详细报告，其中涵盖各区域具体国家

的数据以及从《2021 年度国别报告》中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其他具体问题得

出的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数据概况。举例说明了良好做法及主要短板和关

切。在这方面，如前所述，粮农组织对联合国伙伴门户网站工作的参与可提

供关于潜在民间社会组织伙伴的更多数据和信息。这也将支持粮农组织对所

有执行伙伴开展性剥削和性虐待筛查。  

i)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活动，包括与受益人、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的接触和沟通

为强制性要求。需要定期审查正在实施的项目，确保考虑到具体活动的性剥

削和性虐待风险，并制定和实施性剥削和性虐待缓解措施。审查旨在确保所

设计的性剥削和性虐待缓解措施在项目实施期间付诸实施。粮农组织代表、

计划管理人员和各部门项目管理人员需监测和定期审议性剥削和性虐待缓解

措施的效果并报告在实施中面临的各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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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举报渠道和调查  

34. 根据粮农组织内部规则和条例，骚扰、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均构成严重

不当行为，因此可直接举报至监察长办公室开展审查和调查。监察长办公室目前提

供多种举报渠道，因此组织内外的任何人都可以举报。举报渠道包括专门保密电子

邮件地址、基于网络的表格、保密电话号码，此外还可在总部或在监察长办公室人

员访问权力下放办事处时与监察长办公室人员直接联系。2022 年底前，监察长办公

室将推出综合“热线”，提供当地电话号码和能够在粮农组织开展业务的国家使用当

地语言为个人提供帮助的接线员。该热线将由外部供应商管理。 

35. 粮农组织驻国家代表处设有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联络点，受理关于可能发生

的性剥削和性虐待的信息。信息随后移交至总部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高级联  

络点，再移交至监察长办公室审查和调查。关于骚扰和性骚扰，道德操守办公室和

调解专员均可在处理相关情况时提供建议和协助，包括在征得提出关切的个人同意

的情况下，向监察长办公室移交相关信息。关于现有举报机制的更多详细信息，参

见载于粮农组织各类网页的文件“从顾虑到明晰—粮农组织举报路线图”。  

36. 关于调查，粮农组织《调查准则》8确保调查过程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以及对参

与该进程的各方的公平性。其中包括符合《联合国性骚扰投诉调查人员手册》的以

受害者为中心方针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37. 粮农组织参加了首协会/联合国系统解决各组织内部性骚扰问题工作队开展的

联合国性骚扰举报年度调查。该年度调查为工作队提供了工作基线，尤其是可据此

与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一一对照。2021 年结果证实，性骚扰植根于权力差异，但也

发生在快速变化的工作场所，确实，多数事件发生在实地（业务实体通常执行核心

业务的特派团、国家办事处和办事分处）。调查数据显示，93%的调查涉及男性对

女性的案件，69%的被指控施害者级别更高。 

38. 本组织参加了联合国自 2018 年开始开发的 iReport 性剥削和性虐待跟踪 

工具。iReport 性剥削和性虐待跟踪工具提供关于收到的指控的详细信息，实时更新

事件发生日期和举报日期、受害者类型（成年人或儿童）、指控性质、为受害者提

供的支持、调查状况、最终行动以及移交国家主管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39. 监察长办公室保留了性剥削、性虐待和性骚扰相关案件的统计数据。这些数

据（2021 年数据参见第 6 段和第 7 段）每年作为《监察长年度报告》的一部分提交

财政委员会。道德操守办公室还保留了联系方式记录，包括与骚扰、性骚扰、性剥

削和性虐待相关的联系方式，但并非所有最终都需移交监察长办公室调查9。   

 
8 2021 年 4 月发布的第 2021/6 号行政通告。 
9 FC 191/10 – 财政委员会第一九一届会议，《道德操守办公室 2021 年度报告》。 

https://www.fao.org/aud/25620-03647e11010cfeeec89d8f95f0e6d2ee7.pdf
https://www.fao.org/3/ni381en/ni38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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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问责 

40. 2022 年 2 月 7 日，以粮农组织各语种发布的“关于本组织纪律事项做法的行政

通函”（AC 2022/02）。这份年度行政通函介绍对职工采取的纪律处分以及对发现

在过去一年中有不当行为的其他人员采取的行政处分。行政通函包括关于骚扰和性

骚扰的专门章节。虽然未披露有关个人的身份，但提供充足的事实性信息，使行政

通函成为提高认识的工具。行政通函中包括不当行为实例以及行为后果。行政通函

列出涉及粮农组织人员行为的相关规则和政策，提醒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知晓相关

义务。  

41. 粮农组织继续与其他 33 个联合国实体共同使用联合国 ClearCheck 数据库。

根据粮农组织 ClearCheck 筛选数据库使用程序的规定（在 2021 年 3 月第 2021/04 号

行政通函中发布），本组织将其人员记录输入 ClearCheck 数据库并使用该数据库筛

选招聘候选人。该数据库目前用于筛选编内人员和其他人事职位候选人。  

42. 2021 年 10 月发布了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风险缓解核对表，协助各办事处缓

解性剥削和性虐待相关风险。此外，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相关风险控制点已明确纳

入内控问卷。  

43. 在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方面，目前在国家年度报告要求中纳入了关于国家层

面举报机制的设立、位置、包容性和易用性的具体补充问题。在对这些补充问题的

答复进行分析后，2021年制定了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记分卡，并纳入了《2021年度

国别报告》此外，近期开发的“驻国家代表处管理和监测指标工具”是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一部分，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记分卡中选出的五个问题列入“道德操守环境”

章节，用以监测驻国家代表处是否达到具体要求。 

44. 2022 年 6 月，粮农组织启用了环境和社会管理框架，旨在确定、评价和管理

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并在粮农组织项目和计划中促进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农业粮

食体系。环境和社会管理框架明确纳入了关于性别平等和防止性别暴力的环境和社

会标准，其中涵盖组织责任以及对风险和问责的期待并提及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  

问题。该标准的筛选问题特别包括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条款，相关指南正在制定。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环境办公室和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做出联合报告，

具体阐述在新的环境和社会管理框架中在整个项目周期实施性别平等和防止性别暴

力新标准的机会、风险和实用方法。  

https://www.fao.org/3/cb9870en/cb987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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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下阶段工作：2022-2023 年行动 

45. 粮农组织致力于打造尊重的工作环境，促进和执行尊重包括本组织服务对象

在内的所有人的固有尊严政策。粮农组织恪守防止和应对歧视、滥用职权、骚扰

（包括性骚扰）、性剥削和性虐待的职责。 

46. 为此，2022 年职工满意度调查结果还将提供基线，根据具体需求制定新举

措，并衡量过去三年的进展。从中期来看，粮农组织将继续采取行动，与联合国全

系统倡议密切协调，加强四个重点领域的工作：  

a) 治理和政策。通过全面审查本组织相关政策和程序，查找缺口和纰漏，内化

和实施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中心的方针，防止和应对性剥削、性虐待、骚扰

和性骚扰。 

b) 预防和外联。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倡议和交流活动，提高员工、管理人员、

执行伙伴和受益者的认识。提高认识举措还将重视为工作人员提供识别不当

行为的指导和处理不当行为的资源，并支持管理人员面对相关情况。将制定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学习战略，确保为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联络点提供专门

培训和资源，并促进面对面培训，包括开展培训师工具包培训，支持提高认

识并促进文化变革。    

c) 举报渠道和调查。发布和推广综合“热线”，包括有能力使用当地语言为个人

提供协助的接线员，并组织持续培训，进一步加强对性剥削、性虐待、性骚

扰和其他形式虐待行为的调查，采取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中心的方针。 

d) 问责。制定和实施面向所有人员的问责框架，明确主管、管理人员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强化责任。制定专门识别性剥削、性虐待或性骚扰风险的方针，针

对与私营部门正式合作开展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