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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席 会 议  
 

计划委员会第九十四届会议和  

财政委员会第一一 O 届会议联席会议  

2005 年 9 月 21 日，罗马  

管理方面的节约和效率：  

对于商品委和农委会议其他安排的评估  

 

引   言  

1. 理事会第一二四届会议（2003 年 6 月）要求秘书处对于商品问题委员会

（商品委）会议与农业委员会（农委）会议一起举行以增加参加会议及增效节支

的可能性进行审议1。提交 2003 年 9 月计划委员会第九十届会议和财政委员会第

一 O 四届会议联席会议的第一份文件审议了这两个委员会职责和成员情况、形式

和费用、这两个委员会定期会议可能的其他安排。联席会议审议了该文件之后，

要求秘书处进一步提出可能的手段，使商品委和农委会议相结合，旨在缩短会

期；对会议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使讨论议题和供了解情况的议题更加明确地分

开；与成员协商制定更为相关和互补的议程；使文件更加简短2。  

                                                   

 

1 CL 124/REP 
2 CL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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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此向 2004 年 5 月计划委员会第九十一届会议和财政委员会第一 O 七届会

议联席会议提交了第二份文件。该文件详细探讨了有关商品委和农委会议增效节

支的范围，在这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特别建议这两个委员会举行背靠背会议，

会期为六天，从而使这两个委员会的会期均缩短，议程减少但是重点更加突出。

联席会议（及随后的理事会第一二七届会议）支持这些建议，并建议在 2005 年试

验性执行这些建议，向计划委员会报告对新安排的评估情况3。  

3. 在农委第十九届会议（2005 年 4 月 13－16日）闭幕式上，一些成员建议合

并这两个委员会。其他成员对该项建议持保留意见，请秘书处向计划委员会报告

2004 年 5 月联席会议所决定的试验安排结果时，对这种备选方案的积极方面和消

极方面进行分析。4理事会第一二八届会议（2005 年 6 月）也对商品委和农委在同

一周举行背靠背会议的安排表示满意。理事会还注意到，一些成员要求秘书处在

准备对 2005 年商品委和农委安排进行评价时，对这两个委员会相结合的方案进行

评估5。  

4. 本文件说明了在 2005 年背靠背举行商品委和农委会议方面所做的安排，对

这种试验性安排所取得的结果进行了评估。本文件还探讨了将这两个委员会合并

成一个委员会的方案，概述了执行这样一项方案所需的程序和法律步骤，说明了

合并的利弊。在这两项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件就举行两委员会今后会议方面得出

了总的结论并提出建议。  

2005年商品委和农委会议  

5. 根据理事会和联席会议的指示，商品委第六十五届会议和农委第十九届会

议在 2005 年 4 月 11－16 日这一周接连举行。商品委的会议在这一周头两天半

（2005 年 4 月 11 日至 2005 年 4 月 13 日上午）。然后农委在随后三天，包括星

期六半天（2005 年 4 月 13 日下午至 2005 年 4 月 16 日上午）举行会议。这两次

会议虽然是背靠背会议，但是单独举行，每次会议讨论同其职责直接相关的主

题。下面将介绍每次会议执行工作的主要特点，然后是对结果的评估。  

a) 商品委第六十五届会议 

6. 商品委第六十五届会议使全体会议次数从五次减到三次，注重对国际商品

市场发展情况和有关政策问题进行审查这一核心职责。这提出了两个相应的实质

                                                   

 

3 CL 127/8和CL 127/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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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L 128/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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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议题，而不是以往的四个议题。供讨论和详细审议的议题与供了解情况的议

题，即主要是商品委下属机构的报告，明确分开。代表们欢迎商品委议程和讨论

重点更加突出，这强调了商品委作为国际农业贸易政策讨论论坛的重要性，使该

委员会与粮农组织理事会其他委员会明确区别开来。  

7. 同以前会议情况一样，起草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然而，总的会期缩短

意味着起草委员会会议在第二天晚上举行，从而使口译费用和辅助费用增加。  

8. 会期缩短还使安排特别活动和会外活动的灵活性减少。组织了四次此类活

动，主题同实质性议题密切相关。然而，关于区域粮食安全计划的两项特别活动

之一不得不安排与商品委的一次全体会议同时进行，一些代表认为这不方便。两

项会外活动安排在下午和晚上，与此同时起草委员会处理和讨论报告草案，但是

由于不需要提供口译，因此不涉及额外费用。  

9. 商品委第六十五届会议和新的形式得到成员的好评。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反

馈都是正面的，在理事会第一二八届会议上重申对这种新安排普遍满意。然而，

对本组织增效节支方面的利益不大清楚。总的来说，商品委第六十五届会议的费

用实际比第六十四届会议高（见下表）。然而，这几乎完全是由于文件处理的开

支增加。虽然实质性议题比以前的会议减少，但是处理的文件数量并没有相应减

少。此外，关于最新市场和政策发展情况及新工作计划结果的一些文件的翻译工

作按最高费率收取。筹备费用、组织费用和口译费用显著减少。  

商品委：2003年和 2005年服务（非职工）费用  

项  目 商品委 
第六十四届会议

（2003） 

商品委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05） 

 美  元 

筹备和组织工作 31 170 17 233 

文件处理（翻译/印刷）  
15 520 84 586 

中厅展览 8 159 14 978 

口  译 53 820 36 080 

杂项（设备租用、餐饮等） 8 632 10 051 

非职工费用总额 117 301 162 928 

 

b) 农委第十九届会议 

10. 农委会期缩短（为三天，而所有以前的例会则为五天）是通过多方面实现

的。实质性议题减少（六项，而 2003 年则为八项）；遵照严格的时间表，每半天



 JM 05.2/4 

 

4 

两个实质性议题；对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领域工作计划的审议更具前瞻性和战略

性（两份文件而不是以前的三份文件）；讨论普遍重点更加突出。  

11. 由于议题减少及在全会上更加协调一致的讨论而能够仅举行两次起草委员

会会议（2003 年则为四次）。虽然这两次会议为晚上会议，需要支付加班费，但

是所减少的会议次数大致抵消服务费用。对口译设施预先做出规划有助于顺利进

行较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  

12. 由于认真安排而在农委三天会议期间得以组织五次会外活动，要么在午饭

时，要么紧接下午全体会议之后，关于最后一次会外活动则在闭幕式前夕。全体

会议和会外活动参加率基本上都很高，得到与会者的好评。成员对于提交给他们

的实质性主题，包括关于生物能源和畜牧业全球化的影响方面的两个新主题，表

示满意。同样，成员们对于会外活动的主题同全体会议讨论的实质性议题密切相

关表示赞赏。  

13. 按原定计划闭幕式在最后半天举行。然而，由于在星期六举行闭幕式而必

需提供一些特别辅助服务（值班警卫和护士、餐饮）。  

14. 总的来说，农委第十九届会议是成功的。根据领导机构的指示，做出了特

别努力来减少会议费用。因此，虽然需要支付加班费和其他非工作日的费用，但

是费用比 2003 年农委上届例会减少了大约 15％（见下表）。所减少的最大一笔

费用是文件处理（翻译和印刷），文件数量（实质性文件和参考文件）比第十七

届会议略有减少。这些费用削减还通过秘书处的适当安排实现。秘书处安排农委

文件早日编写和审定，从而使一般事务及信息部按较早/预先处理费用收取，而不

是当提交文件较晚时的高费率收取。  

农委：2003年和 2005年服务（非职工）费用 a 

项  目 农委第十七届会议

（2003） 
农委第十九届会议

（2005） 

 美  元 

筹备和组织工作  33 000 35 309 

文件处理（翻译/印刷）  
109 434 91 684 

中厅展览  7 200 3 540 

口  译  72 000 63 360 

杂项（设备租用、餐饮等） 12 549 7 420 

非职工费用总额 234 183 201 313 

a 农委第十八届会议（2004 年 2 月 9－10 日）是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一个主题（粮农组织提出的世界
卫生组织 /粮农组织关于饮食、营养和慢性疾病预防的联合专家磋商会报告的后续行动）。因此仅在
2003年和 2005年两年度例会之间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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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评估新的安排 

15. 普遍赞同 2005 年商品委和农委会议的联合主办以及每次会议的举行方式和

内容。成员们对于会期缩短、两次会议背靠背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重点更加突

出、特别活动（商品委）和会外活动（农委）表示赞赏。成员们还表示支持新的

安排及今后会议继续如此举行。  

16. 农委会议实现了减少费用的目标。关于商品委，由于文件处理费用较高，

结果不明确。然而，总的来说，2005 年实施的安排导致一定程度的增效节支这一

点是明确的。  

关于商品委和农委会议形式的进一步方案 

17. 最后，在农委第十九届会议的闭幕式上，一些成员虽然对举行商品委和农

委背靠背会议表示赞赏，但是要求探讨这两个委员会合并成一个委员会的进一步

方案。其他成员表示要慎重，指出这两个委员会的职责不同以及合并这两个委员

会的法律影响，建议秘书处认真分析该项建议，概述这样一项方案的利弊。  

a) 商品委和农委的职责和成员 

18. 本组织总规则规定了商品委和农委的不同职责（规则第 XXIX 条第 6

款）。商品委的职责是：  

a) 经常审议影响生产、贸易、分配、消费及有关经济事务的国际性商品
问题；  

b) 编写一份概述世界商品形势的有事实、有说明的报告，可以直接送交
各成员国；  

c) 就其讨论中出现的政策性问题，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和建议。委员会及

其附属机构的报告应提交各成员国供其参考。  

19. 商品委第六十五届会议和理事会第一二八届会议都强调了商品委作为讨论

农业贸易政策的一个国际论坛的独特作用。 

20. 农委的职责（规则第 XXXII 条第 6款）是：  

a) 在经过严格选择的基础上，对农业和营养问题进行定期审议和评价，
以便成员国及本组织采取一致行动；  

b) 就本组织与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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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使与农业和乡村发展有关的社会、技术、

经济、制度和结构等各个方面相结合；  

c) 按照同样的重点，审议本组织两年度工作计划及其与本委员会职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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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那些领域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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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因一个成员国的请求而列入议程的、有关农业、粮食和营养的特定

事项，并提出适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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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对商品委职责和农委职责的比较表明，商品委的职责更为有限及专业化。  

22. 商品委和农委的成员是自愿性质，向本组织所有成员开放。为每个委员会

列出了单独的成员名单。成员国出席农委会议的代表是高度合格的高级官员，对

议程主题的跨学科审议积极做出贡献。出席商品委会议的代表总的来说也同样高

度合格，不过以前从首都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情况较少。关于过去所有会议，农委

的成员数和会议出席率略高。由于农委的职责比较广泛，出席农委会议的非成员

国观察员数量和总的与会者人数也高得多。在当前两年度，农委有 133 个成员，

商品委有 110 个成员。在 2005 年，总共有 257 名代表和观察员出席了农委会议，

164名代表和观察员出席了商品委会议。  

b) 程序和法律影响 

23. 如果关于商品委和农委合并的方案得到联席会议的支持，该项建议将需要

提交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章法委）、理事会和大会审议。  

24. 如果最终两委员会合并，将需要修改粮农组织章程（第 V 条第 6 款）和本

组织总规则（第 XXIX 条和第 XXXII 条）。关于对章程进行修改的建议，需要由

总干事在对这些建议进行审议的大会会议开幕之前至少 120 天发送给成员和准成

员 (粮农组织章程第 XX 条第 4 款) ，这些修改须经所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并且此项多数应超过本组织成员国的半数（粮农组织章程第 XX条第 1款）。  

c) 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 

25. 按理事会和农委的要求，秘书处审议了商品委和农委最终合并的有利方面

和不利方面。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概述如下：  

有利方面  

− 整个会期缩短（如果合并之后的委员会会期比 2005 年商品委和农委背靠背
会议的时间短）；  

− 总的费用减少；  

− 只有一个秘书处；  

− 一起参加会议。  



JM 05.2/4  

 

7 

不利方面  

− 这两个委员会实质性内容削弱，特别是关于商品委的贸易政策事项；  

− 失去讨论效益；  

− 非专业化成员参加商品委会议；  

− 关于向章法委、理事会和大会提交合并建议的过程漫长而花时间；修改本
组织章程和总规则；提交新的文本供大会表决。  

结   论  

26. 2005 年试验性采用新的安排使商品委和农委背靠背会议会期缩短，产生了

令人满意的结果。这种安排得到了成员的普遍支持，导致增效节支。而关于两个

委员会合并的方案则弊多于利；最大的不利之处是这两个委员会的内容和职责被

总体冲淡。根据该项分析，建议今后商品委和农委会议继续采用 2005 年的安排，

而不是合并这两个委员会。  

27. 领导机构可以考虑的另一个方案是商品委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

委）举行背靠背会议，或者商品委与粮安委合并。然而，由于该项安排的利弊情

况同商品委/农委合并的情况相似，这种方案实际上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因此，

建议仍然是：商品委和农委继续举行背靠背会议，而不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