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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22 年 10 月 10–13 日 

粮安委2022年度进展报告 

 

1. 本年度进展报告概述了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闭会期间开展的主要  

活动，包括 2021 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九届全体会议各项决定和建议的落实进展；

各工作流程、宣传和外联、预算、资源筹措的最新情况，以及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

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粮安委私营部门机制以及粮安委民间社会与土著

人民机制的活动和财政状况。 

I. 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后至第五十届会议前的主要活动  

粮食体系和营养 

2.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举行了一场关于国际贸易与

粮食安全之间联系的对话，重点关注粮安委《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的作用。

对话汇集了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学术界、智库和基金会的专家，讨论粮

食贸易关系的复杂性和政策影响。粮安委秘书参与了对话，并发言介绍了该准则以

及秘书处为提高准则可见度、接受度和影响而开展的工作。  

3. 作为粮安委秘书处制定的协调和外联战略的一部分，“转型中的粮食体系：

粮安委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高级别部长级活动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迪拜

世博会上举行，此次活动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创新日”的组成部分。活动由粮

农组织近东及北非区域办事处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共同举办，目标如下：   

http://www.fao.org/
https://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70820/
https://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4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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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提高对粮安委及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作用、粮安委《粮食体系和

营养自愿准则》以及其他重要政策工具的认识；   

ii) 在国家层面分享粮安委《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的使用和应用经验

并从中学习；  

iii) 讨论《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如何为加快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

层面的政策行动提供支持，以便为粮食体系转型和实现《2030 年议程》

做出贡献；  

iv) 通过强调阿联酋如何在国内营养战略中使用《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

则》，进一步激发区域政府和发展伙伴的领导力。   

4. 会议成功地将粮安委主席、阿联酋环境和粮食安全部长以及其他粮食体系和

营养主体聚集在一起，各方就《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的采纳情况及其在区域、

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潜在用途分享了经验、计划和想法。  

5. 2022 年，粮农组织粮食联盟为促进在老挝、不丹王国和泰国使用粮安委《粮

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提供了财政支持。还将举办国家多利益相关方和多部门研

讨会，以促进和指导不同机构、部门和有助于在国家层面推动粮食体系转型和营养

议程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开展包容性对话。该项目旨在支持审查现有的粮食、农业和

营养政策以及已经落实的行动计划，绘制现有平台分布图以协调粮食体系和营养相

关政策的实施，并确定一组选定的《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建议，将其作为潜

在新行动的优先重点领域，同时确定进一步实施这些建议的步骤。  

采用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打造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

粮食体系 

6. 在第四十八届特别会议全会通过关于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的政策 

建议后，粮安委正在努力寻找与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和开展联合行动、

活动和/或项目的机会，作为推广、采纳和利用这些政策建议工作的一部分。 

7. 在一些组织为推广这些政策建议而开展的工作中，生态农业促粮食体系转型

联盟的成立最为关键，该联盟将推广和实施粮安委关于生态农业及其他创新方法的

政策建议视为其目标之一，旨在通过生态农业加快粮食体系转型，确保人人享有粮

食安全和营养。  

8. 除了以粮农组织六种官方语言提供的《政策建议》官方版本外，粮安委网站

的政策产品版块还提供了一份  两页的政策建议简介（同时提供不同语言翻译 

版本）。 

https://www.fao.org/food-coalition/en#:~:text=The%20Food%20Coalition%20supports%20the,and%20policymakers%20across%20diverse%20sectors.
https://agroecology-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pdf/Agroecology-coalition_EN-2022-05-10.pdf
https://agroecology-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pdf/Agroecology-coalition_EN-2022-05-10.pdf
https://www.fao.org/cfs/policy-products?321


CFS 2022/50/Inf.18 3 

 

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和妇女及女童赋权 

9. 该工作流程旨在制定《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和妇女及女童赋权自

愿准则》，将其作为粮安委《2020-2023 多年工作计划》的部分内容，就如何在消

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工作中促进性别平等、妇女及女童权利以及妇女

赋权，为粮安委成员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指导。  

10. 该准则草案是在一个包容性多利益相关方进程结束后，根据 2021 年 2 月全

体会议商定的职责范围编写的。该进程包括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举行的几次开

放性工作组会议、六次区域磋商会和一次全球电子磋商会。  

11. 2022 年 3 月发布了该准则的谈判草案，并在 2022 年 5 月至 7 月间举行了三

次为期一周的谈判。准则草案目前仍在谈判中，开放性工作组在上轮会议中未能达

成一致。 

12. 粮安委主席与各国部长、常驻代表和大使、粮安委机制以及其他咨询小组和

特设工作组成员及观察员进行了广泛的双边磋商，旨在建立共识，并为粮安委最终

定稿该准则和履行承诺提出前进方向。  

农业和粮食体系中的青年参与和就业 

13. 由 Pio Wennubst 大使（瑞士）领导的粮安委青年开放性工作组在 2022 年 5

月底和 7 月初经过两轮谈判，最终定稿了《粮安委关于促进农业和粮食体系中的

青年参与和就业以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建议》。  

14. 这一进程在高专组报告于 2021 年 7 月发布后启动，吸引了广泛感兴趣的利

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其中包括青年组织和群体的几位代表，他们均积极参与到该政

策建议编写的不同阶段中来。  

15. 这包括就青年定义和人权对于为青年创造有利环境的作用开展的专题讨论，

以及随后举行的两次讨论政策建议草案的开放性工作组会议。粮安委利益相关方也

获得了各种提供书面意见的机会，为政策文件不同版本的编制提供信息。  

16. 政策建议的最终版本将提交粮安委第五十届全体会议审议和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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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粮安委的成效 

在 2022 年 10 月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期间举办的关于采用和实施粮安委《农业和

粮食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的全球主题活动   

17. 2021 年 9 月发布了两次征求意见，第一次是关于组织活动讨论《农业和粮食

体系负责任投资原则》的采用经验，第二次是关于该《原则》的实施经验和良好  

做法。在 2022 年 4 月结束征求意见后，秘书处在文件《监测粮安委<农业和粮食体

系负责任投资原则>的采用和实施情况—秘书处对所收到意见的分析，为全球主题

活动提供参考》（CFS 2022/50/Inf.21）中汇编和分析了粮安委利益相关方提供的 60

条意见。 

18. 秘书处的意见分析于筹备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关于《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任

投资原则》的全球主题活动期间在技术工作组的支持下最终定稿，并在活动开始前

就已与各方共享。技术工作组成员包括：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民间社会机制、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私营部门机制、世界银行。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 

19.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2 月，高专组通过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论坛就粮安

委高专组报告《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预稿进行了电子磋商，收到

的 56 条意见可为报告初稿的编写提供参考。  

20. 《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促进有效、包容和基于实证的决策》

报告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在粮农组织总部发布，随后将召开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

这将标志着政策趋同进程的启动。  

21. 将组织一个技术工作组，从政策趋同过程启动时就为秘书处提供支持，粮安

委成员和参与者为该过程提供了资金支持。  

粮安委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22. 随着全世界继续努力应对不断升级的全球粮食危机，粮安委提供了平台供成

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使用，以便协调政策响应。  

23. 这些讨论是在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上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实质性

环节中进行的。  

24. 此外，2022 年 7 月 18 日，粮安委和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共同组织了

一场高级别特别活动，以促进在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的支持下对全

球危机做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响应，并以此为该小组提供支持。包括活动简介在内的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粮安委网站。  

https://www.fao.org/3/au866c/au866c.pdf
https://www.fao.org/3/au866c/au866c.pdf
https://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53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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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粮安委主席和秘书受邀加入联合国秘书长的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

小组。 

粮安委参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6. 《粮安委对 2022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的意见》以粮安委主席总结的形式编写，

是粮安委主席团与咨询小组磋商进程的结果，副主席作为报告员为此提供了支持。  

27. 除了选定的关键信息之外，该文件还在“实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

后更好的重建，同时推进全面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总主题下纳入

了粮安委就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4、5、14、15 和 17 实施相关的亟需关注的领域提出

的具体建议。 

28. 同样在 2022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背景下，粮安委于 7 月 15 日与联合国粮食

体系协调中心共同组织了一场题为“通过粮食体系转型加速实现《2030 年议程》”

的会外活动，旨在： 

i) 突出粮食体系转型对于推动实现《2030 年议程》的作用；  

ii) 介绍成员国采取的途径和关注的主要问题；  

iii) 了解成员国实施粮食体系转型战略的需求、机遇和障碍；  

iv) 将国家途径与支持体系联系起来，包括粮安委提供的支持；  

v) 推动粮食体系转型为法律框架和政治进程（例如《里约公约》缔约方大

会、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等）；  

vi) 强调在所有层面实施包容性治理和问责制的重要性。  

29. 该会外活动成功地展示了各国、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青年代表在建设可持

续和包容性粮食体系方面的经验。 

30. 该活动也为粮安委第五十届全体会议特别活动奠定了基础，后者将为一众国

家召集人提供平台，用于分享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及与粮食体系路径有关的挑战。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  

31. 在 2021 年 10 月全体会议（粮安委第 49 届会议）后，高专组第六届指导委

员会成立，任命 Bernard Lehmann 博士为主席，Jennifer Clapp 教授为副主席。第六

届指导委员会由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各领域的 15 名世界知名专家和不同的区域专

家组成。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page=view&type=30022&nr=3182&menu=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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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22 年，高专组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式成果。高专组于 9 月 16 日发布

了报告《粮食安全和营养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促进有效、包容和基于实证的  

决策》。 

33. 在编制《减少不平等以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报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该报告将于 2023 年 6 月发布。2022 年 4 月，通过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论坛平台就

报告范围进行了电子磋商，收到了 38 份意见。已成立由谢菲尔德大学 Bhavani 

Shankar 教授领导的报告制定项目组，该小组将于 9 月 23 日至 25 日在伦敦举行一

次现场会议。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就报告预稿进行电子磋商。  

34. 高专组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发布了一份《乌克兰军事冲突对全球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影响》简报，作为 2022 年 4 月 28 日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会议的背

景文件。 

35. 高专组编写了《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关键、新出现和持久问题的说明》，

这是为了提请粮安委注意所编写的第三份此类说明，可为制定下一个《多年工作

计划》提供参考。2022 年 4 月至 5 月，通过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论坛平台就该说

明的预稿进行了电子磋商，而该说明则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布。  

粮安委私营部门机制  

36. 2022 年，私营部门机制为粮安委的所有谈判都做出了贡献，包括与《粮安委

关于促进农业和粮食体系中的青年参与和就业以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政策建议》

以及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背景下性别平等和妇女及女童赋权自愿准则》有关的

谈判。该机制希望后者的相关工作能够最终完成，并为国际社会提供急需的、早就

应提供的指导。  

37. 虽然线上形式让其得以纳入更广泛的主体，但私营部门机制期待从粮安委第

五十届会议开始，通过更多现场会议，重新建立、更新和重振在多利益相关方平台

内的关系。 

38. 此外，私营部门机制还开展了以下与粮安委工作流程相关的线上特别活动： 

a) 一场性别圆桌会议：企业促进粮食体系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及女童赋权  

b) 三场区域青年对话，在 2022 年 5 月的全球青年对话中达到高潮。  

39. 私营部门机制还参与组织了粮安委第五十届会议的以下会外活动：  

a) 会外活动 03：农民在同时保障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粮食和营养安全

方面的作用  

b) 会外活动 04：对面多重危机，政府和私营部门能做什么？  

https://www.fao.org/3/cc1865en/cc1865en.pdf
https://www.fao.org/3/cc1865en/cc1865en.pdf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insights/news-insights/news-detail/The-impacts-on-global-food-security-and-nutrition-of-the-military-conflict-in-Ukraine/en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insights/news-insights/news-detail/The-impacts-on-global-food-security-and-nutrition-of-the-military-conflict-in-Ukraine/en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insights/news-insights/news-detail/critical-emerging-and-enduring-issues-for-food-security-and-nutri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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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会外活动 10：交叉性、性别平等和食物权  

d) 会外活动 30：危机时期的慈善：粮安委的新方法  

40. 除了协调授权和意见，私营部门机制一直大力倡导粮安委各类产品的采用，

包括在高级别政治论坛和与世贸组织等联合国机构举行的特别活动中开展相关  

工作。 

粮安委民间社会与土著人民机制 

41. 未收到任何意见  

II. 宣传和外联 

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综述 

42. 粮安委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14 日举行第四十九届会议。1300 多名注册

与会人员以及 131 个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参加了全体会议。除其他事项外，会议重点

关注《2021 年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粮安委《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的

采纳情况、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对粮安委的影响、粮安委《多年工作计划》以及其

他正在进行的粮安委工作流程和优先事项。全体会议还包括由粮安委秘书处举办的

一场特别活动，讨论粮安委与里约三公约之间的协同作用与合作机会。   

43. 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以及致辞、发言和国家声明等所有相关文件均已

发布在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网页。全体会议的成果要点可参阅载于国际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地球谈判公报》的全会摘要。  

44. 新当选的粮安委主席：西班牙外交、欧盟和合作事务部全球粮食安全无任所

大使加夫列尔·费雷罗（Gabriel Ferrero）先生当选为粮安委新任主席（2021-2023 年）。 

45. 粮安委新任主席团成员和候补成员（2021-2023 年）：经确认，新任粮安委

主席团成员和候补成员包括以下国家：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德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科威特、毛里塔尼亚、荷兰、新西兰、俄罗斯联邦、南非、

瑞士、美国和赞比亚。  

46. 粮安委第四十九届会议会外活动：为了丰富和补充粮安委第四十九届全体会

议，粮安委为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提供机会，在为期四天的 16 场线上会外活动

中介绍他们的工作要点，活动涉及数据、青年、土地权和金融等各种主题。粮安委

第四十九届会议网页上提供了每场会外活动的视频和简介。  

 

https://www.fao.org/cfs/plenary/cfs49/en/
https://enb.iisd.org/Committee-World-Food-Security-CFS49/summary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2122/Chair/CFS_Chairperson_2021-23_Ferrero_211020.pdf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2122/Chair/CFS_Chairperson_2021-23_Ferrero_211020.pdf
https://www.fao.org/cfs/plenary/cfs49/side-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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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参与 2022 年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工作   

47. 粮安委及其工作是 2022 年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的突出议题，该论坛由德国

联邦粮食和农业部长 Cem Özdemir 阁下主持，于 1 月 24 日至 28 日举办，主题为

“可持续土地利用：粮食安全始于土壤”。  

48. 该论坛共设两个高级别小组，粮安委受邀组织其中之一。因此，粮安委以“负

责任土地治理促建可持续粮食体系”为主题组织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高级别小组，重

点关注粮安委《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此外，粮安委主席还在柏林农业部长会议和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讲话。

2022 年《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公报》鼓励利用粮安委平台及其主要产品，同时强调

了它们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治理的重要性。    

49. 粮安委网站已经创建专门网页，用于发布粮安委主席的声明、致辞和发言。  

领英（LinkedIn）  

50. 为继续推动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合作，粮安委秘书处在领英（LinkedIn）

上推出了一个粮安委企业页面，定期发布该委员会工作的最新情况。   

系列视频 

51. 粮安委秘书处还首次发布了#粮安委对话（#CFSConversations）系列访谈短 

视频，与思想领袖和合作伙伴重点讨论粮安委的工作、平台和政策产品以及它们的  

使用。  

纪念粮安委《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十

周年 

52. 粮安委和粮农组织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共同组织了一场高级别活动，旨在评

估过去十年的经验教训；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注意该准则所具备的潜力；

并再次确认关于加快实施该准则的政治、政策和财政承诺。粮安委网页上提供了包

括活动视频在内的更多信息。  

53. 粮安委《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新封面：作为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粮安委和粮农组织更新了粮安委《国家粮

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的封面。  

 

 

https://www.fao.org/cfs/events/events-details/en/c/1506078/
https://www.fao.org/3/i2801c/i2801c.pdf
https://www.fao.org/3/i2801c/i28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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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外联活动 

54. 粮安委主席全年参加了一系列高级别活动，提高人们对粮安委及其多利益相

关方模式的认识，宣传粮安委政策文件，介绍粮安委为应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所

作的努力。 

55. 自 2021 年 10 月 14 日当选以来，粮安委主席与粮安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利

益相关方进行了许多战略性的公开、双边和私人接触，以增进对粮安委、其多利益

相关方模式和政策产品的了解。粮安委主席的所有公开声明和发言稿均发布于粮安

委网站新创建的发言稿栏目。 

高专组的外联活动  

56. 高专组作为粮安委的科学—政策接口，是 2009 年改革的基石，有助于实现

粮安委的两个关键目标，即包容和循证。  

57. 高专组指导委员会成员全年参加了一系列会议和活动，以提高对高专组产品

的认识。指导委员会成员还发表了若干篇由高专组成员撰写的署名评论文章和科学

文章，这些文章借鉴和/或参考了高专组的报告和议题文件，全部发表在网站的一个

特别栏目中，该栏目收录了大部分媒体报道和采访。  

58. 高专组指导员委会和秘书处参与活动的链接已发布于重新设计的高专组  

网站，（英文版已上线）。希望改进后的网站能够提升高专组的信誉，并在增加其

社会媒体和数字影响力的同时，强化其品牌和信息。  

III. 预算和资源筹集 

59. 2021 年，粮安委秘书处活动总支出为 2,315,742 美元，其中不包括对高专组

和土著人民机制 /私营部门机制的供资金额。2022 年，粮安委秘书处预计支出为

3,015,677 美元。  

60. 预计罗马常设机构提供的捐款（2,250,0000 美元）捐款加上预算外捐款仅够

支付 2022 日历年的计划支出。  

 

 

 

 

 

https://www.fao.org/cfs/resources/speeches/en/
https://www.fao.org/cfs/resources/speeches/en/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insights/in-the-media/en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insights/in-the-media/en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en
https://www.fao.org/cfs/cfs-hlp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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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预算最新情况  2021 年  （截至 12 月 31 日）        

收入 
2021 年预计 2021 年实际情况   2022 年预计 

美元 美元   美元 

正常计划     

-       粮农组织  675,000 675,000  675,000 

-       农发基金  1,175,000 600,000  900,0001 

-       粮食计划署  675,000 675,000  675,000 

正常计划合计 2,525,000 1,950,000  2,250,000 

信托基金：     

欧盟（2019-2022 年）* 208,049 -  349,8902 

MUL932（2019-2023 年）     

法国  65,088 77,283  17,813 

西班牙  103,286 103,286  100,000 

其他-待定      

MUL493GEWE(2020-2023 年)    充分供资  

瑞典  234,769 234,769  - 

西班牙  206,573 206,573  - 

芬兰  238,949 229,358  - 

法国  95,579 97,561  - 

MTF/GLO/1038/BMG(2022-

2023 年) - 数据  
- -  174,480 

信托基金合计： 1,152,293 948,830  642,183 

收入合计  3,677,293 2,898,830  2,892,183 

支出 
2021 年预计 2021 年实际情况  2022 年预计 

美元 美元 美元  

职工 1,700,000 1,255,640  1,300,000 

外联–主席和职工 40,000 6,470  100,0003 

全会（及其他活动）：  
粮安委第 47、48、49 届会议和高级

别政治论坛  
 

粮安委第 50

届会议和高级

别政治论坛  

宣传和报告  10,000 17,462  20,000 

一般业务开支  20,000 58,304  35,000 

口译  195,000 242,080  200,0004 

笔译/印刷  205,000 280,264  150,000 

差旅：小组成员和发言者  50,000 0  50,000 

全会  + 活动合计  480,000 598,110  455,000 

工作流程：      

生态农业后续行动  200,000 232,102  75,000 

《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

则》后续行动  
0 76,003  20,000 

《多年工作计划》 - 青年  0 13,814  150,000 

《多年工作计划》 - 数据  0 0  173,410 

《多年工作计划》 - 性别

平等  
700,000 133,603  642,267 

可持续发展目标/高级别政

治论坛  
0 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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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采纳  40,000 0  40,000 

- 2022 年：《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

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十

周年纪念  

10,000 0  10,000 

工作流程合计 950,000 455,522  1,160,677 

支出合计 3,170,000 2,315,742  3,015,677 

结余  583,0885  -123,494 
1 表示农发基金 2021 年捐款余额  （40 万美元）  +  2022 年支出的捐款  （50 万美元）  = 90 万美元  
2 该数字包含欧盟 2021 年和 2022 年捐款。欧盟的捐款分四年支付，每年约 208,049 美元。  
3 预计成本的增加反映出新冠病毒病疫情不再对差旅构成限制、全球会议安排密集以及职工支持费用相应增加  
4 口译费用的增加分为正常计划和信托基金两部分     
5 2021 年末的结余反映的是信托基金的结余，因为正常计划的资金在 12 月 31 日两年度周期结束时已经耗尽。  

高专组 

未收到预算数字  

民间社会机制 

未收到预算数字  

私营部门机制 

概况：2020年总预算为356,975美元；2021年总预算为550,354美元； 

 

2021年汇率：1.2美元=1欧元  

2021年批准预算 

（单位：美元） 

年初至今实际情况（收到

的捐款；花费的支出）  

收入合计 550354.04 550354.04 

支出合计 550354.04 550354.04 

结余（赤字） - - 

 

 

2021年汇率：1.2美元= 1欧元  

2021年批准预算 

（单位：美元） 

年初至今实际情况（收到

的捐款；花费的支出）  

收入合计 550354.04 550354.04 

支出   

秘书处核心服务支出 214134.60 214134.60 

营养工作流程支出 50000.00 50000.00 

全球粮食体系峰会支出  235000.00 235000.00 

赞助支出 51219.44 51219.44 

支出合计 550354.04 550354.04 

结余（赤字） - - 

 

61. 关于私营部门机制预算的更多信息，请致函 robynne@emergingag.com 或 

访问 www.agrifood.net 

mailto:robynne@emergingag.com
http://www.agrifoo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