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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届会议  

2013 年 10 月 7－11 日，意大利罗马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各项决定和建议的  

实施进展  

 

 

1. 本文件提供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所提建议和所作

决定的最新实施进展。文件左栏显示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主要决定或建议摘要

及其在该届会议最终报告中的出处，右栏显示其最新情况。本文件是对  

CFS 2013/40/8 号文件《对粮安委决定和建议进行监测的框架》的补充。决定和建议

按照 CFS 2013/40/8 号文件第 5c 段建议的三个监测类别排列，即：  

a) 粮安委产品－最终成果：包括粮安委多方利益相关者进程的最终

成果； 

b) 粮安委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全会期间召开的政策趋同圆桌会议

的成果；  

c) 有关进程的建议：是针对粮安委秘书处、主席团、咨询小组和粮食

安全与营养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提出的比较具体的建议，包括

具体任务或报告请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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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粮安委产品－最终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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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准则》） 

《自愿准则》在 2012 年 5 月举行的粮安委第三十八届（特别）会议上获得通
过。《自愿准则》是在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参与下、经政府间磋商制定的首份
有关权属问题的全球综合性文书。该《自愿准则》涉及与土地、渔业和森林资源
获取有关的一系列治理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与权属有关的战略、政策和法律
时，可利用并调整该《自愿准则》提供的框架。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等内部密切
监测该《自愿准则》的落实情况，二十国集团、“里约+20”峰会、联合国大会和
法语议员大会均采取措施鼓励相关落实工作。  

为实施《自愿准则》所提供的支持的最新情况，将在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的
议题“对粮安委决定的监测框架”下介绍。 

b) 粮安委的政策建议  最新情况 

1) 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圆桌会议
（详情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
第 8a)至 d)段） 

2) 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政策圆桌会议（详情请
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11 a)至
d)段） 

 

c) 有关过程的建议  最新情况 

1. 议题 III－政策趋同  

a) 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政策圆桌
会议（详情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

最终报告第 8e)段） 

 鼓励召开有关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经验分享会，包括为现有国际、区域平台
提供补充；  

 与驻罗马各机构及其他相关组织和实体开展
磋商，如粮食安全高级别工作组、国际劳工
组织及世界银行等，进一步探讨有关将粮食
安全和营养问题纳入社会保护的未来方向；  

 粮安委监测工作开放性工作组（监测工作组）
在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方和现有监测机制所
发挥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在以粮食安全
和营养为目标的社会保护计划的监测、报告
和评价过程中，粮安委可给予利益相关者的
支持。 

 

 

 

 

 

 

 

 

 

 

 

监测工作组在 2013 年期间
就此开展了工作。  

b) 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政策圆桌会议（详情
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11f 段） 

 粮安委秘书处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
交高专组《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报告以及
本粮安委文件供参考。  

第三十九届会议后不久就
已提交。2012 年 12 月，
在多哈举行的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
机构全体会议上，在介绍
农业议题时，也介绍了粮
安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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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议题 V－政策趋同和协调  

a. 粮食安全与营养术语（详情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
会议最终报告第 16 段） 

 建议主席团与咨询小组和联合秘书处磋商确定
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范围和时间，……并根据
优先重点和可利用资源情况，将该项工作的
成果提交粮安委全体会议。 

鉴于全体会议未能就此达成
一致，同时由于资源限制，
2013年没有开展这项活动。 

b. 通过《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第一版（详情
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18e 段） 

 同意应定期更新该全球框架，充分反映粮安委
的结果和建议。  

已经向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
提出了更新该全球框架的
一项程序  

（参见：CFS/2013/40/5 和
CFS/2013/40/5 Add.1）。 

c. 议题 C：应对政策空白和新问题及 VIII：结论和未来
方向（详情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21a、c 和 d 段） 

 请高专组……开展以下两项研究，研究报告
提交 2014 年全体会议 

o 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作用；  

o 可持续食品系统中的粮食损耗和浪费。 

高专组已着手编制这两份
报告，如果能够从高专组
信托基金中获得足够资
源，弥补预算空白，将致
力于及时最终完成报告并
以 6 种语文发表。 

 多年工作计划开放性工作组：  

o 进一步拟定其《关于粮安委工作流程
遴选和优先排序的指导说明》  

（CFS 2012/39/11 Rev.1，附件 1），
以完善其将来工作流程的优先排序过
程，包括区域层面的投入；  

o 根据 CFS 2012/39/11 Rev.1 号文件附
件 1 所述的遴选、优先排序和整合标
准，审议成员和与会者确定的空白和
新问题，作为 2014 年及往后粮安委
可能讨论的新问题。  

多年工作计划开放性工作
组采纳了这些建议，并向
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报告

了进展情况包括具体建议
（参阅：《多年工作计划》，
CFS 2013/40/9 Rev.1）。 

d. 负责任农业投资：未来方向（详情请见：粮安委第
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23b 和 c 段） 

 同意由粮安委秘书处在主席团监督下与负责
任农业投资开放性工作组密切合作实施该磋商
进程； 

 要求粮安委将通过磋商进程提出的各项原则
提交给 2014 年 10 月粮安委第四十一届会议
通过。 

负责任农业投资开放性工
作组一直在推进这一进
程，并向粮安委第四十届
会议报告了进展（参阅：

CFS/2013/40/6）。 

e. 应对长期危机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详情请见：粮
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24d 段） 

 要求粮安委主席团与咨询小组和秘书处协商，
监督按照委员会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届会议
的决定，商定一项“行动议程”的进程； 

行动议程开放性工作组一
直在推进这一进程，并向
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报告
了进展（参阅：
CFS/201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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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议题 VII－监测、绘图及后续行动  

监测： 

（详情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33b段） 

 粮安委的各项建议应切实可行并针对具体利
益相关方；  

 粮安委需要响应其改革文件的号召，即建立
一种“创新机制”，酌情帮助各国和各区域
解决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是否得以实现这一
问题； 

 监测工作开放性工作组在2013年继续开展工作，
如（CFS 2012/39/9 文件）第 9 段所概述，并

将于2013年10月向粮安委第四十届会议汇报。 

这些事项由监测工作组作
了处理，并向粮安委第四
十届会议提供了最新情况
（参阅：
CFS/2013/40/8）。 

绘制国家层面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图  

（详情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38c和d段） 

 鼓励制定有时限的工作计划，明确产出和资
源要求…… 

 鼓励设在罗马的各机构酌情与主要伙伴和扩
大后的工作组合作，根据资源提供情况酌情
帮助制定和实施上述工作计划。  

 

工作组在国家和区域一级
开展了一些后续活动，并
对监测活动开放性工作组
作出了如上所述的贡献。
然而，鉴于资源有限，进
一步的后续技术行动没有
作为 2013 年的优先重点。 

g. 议题 IX：其它事项  

对粮安委《议事规则》和粮农组织《总规则》第XXXIII条

的拟议修正案 

（详情请见：粮安委第三十九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43 段） 

 粮安委要求主席团负责确定粮安委秘书职位
的人员挑选程序，包括必备资质和职权范
围，同时确定吸收其它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事
务直接相关的联合国机构的代表进入秘书处
的具体方法和要求，最终将建议提交 2013 年
10 月将召开的粮安委全体会议。  

 

这些事项由议事规则工作

组作了处理，并向粮安委
第四十届会议提供了最新
情况（参阅：
CFS/2013/4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