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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三 一 届 会 议  

2006 年 11 月 20－ 25 日，罗马  

JIU/REP/2005/8：加强联合国系统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
关系（新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措施  

 

1. 随同联检组的这份报告提交总干事的评论。鉴于这一主题事项，提请计划委

员会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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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检组第 2005/8 号报告 

“ 加强联合国系统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新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措施”  

粮农组织总干事的评论 

一般评论 

1. 新伙伴关系作为非洲联盟（非盟）的一项计划，已成为汇集国际社会、包括

联合国系统为非洲发展做出的努力的公认框架。正如本报告所提到的那样，确定了

七个专题组作为由非洲经济委员会牵头的一个联合国系统机构间协调机制的一部

分，粮农组织为第三组：农业、贸易和市场准入的召集人。  

2. 尽管标题如此，正如第 14 段中所承认的那样，本报告并非关于新伙伴关系

本身，也不是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计划具体发挥的作用。虽然都具有重要性，

但重点局限于机构安排，包括评估非洲经济委员会协调在非洲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各

机构的活动的作用，以便在区域和次区域各级为新伙伴关系提供全系统的支持。  

3. 因此，几乎没有直接提及各主要专门机构对非洲联盟和新伙伴关系秘书处提

供的援助。还值得指出，列举联合国系统在非洲区域/次区域的机构的附件一并没

有提到粮农组织。报告包括对七个专题的介绍并指明参与活动的联合国各机构本将

是有益的，报告本来也可能提供对一两个专题的分析，以说明这些专题如何运作和

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参与活动的联合国各机构各自的作用如何。结果，报告没有很好

地传递象粮农组织那样一直积极支持新伙伴关系的各组织的明确目的和具体努力

及举措。  

4. 还值得指出，报告几乎没有提及联合国各机构按照主张援助应协调一致的

《关于援助实效的巴黎宣言》，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一级与其它发展伙伴协调的

需要。最后，非洲联盟委员会和新伙伴关系秘书处各自的作用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

表达，在分析和建议中更加确切地区分这两个机构会将会是有益的。  

 

对各项建议的评论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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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引自联检组报告）：  

大会请秘书长定期邀请非盟包括新伙伴关系秘书处出席年度协商会议，以保证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与非盟之间有效的协调与协作。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5. 虽然这项建议是向联合国大会和秘书长提出的，但可支持其意图。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秘书长   

建议 2（引自联检组报告）：  

大会请秘书长： 

(i) 开展独立研究，考虑建立联合国系统在非洲代表机构的区域和次区域

枢纽。作为在非洲实行统一系统代表机构战略的一部分具有的潜在益

处，同时应考虑到非洲区域和次区域机构有着不同的地理组合。 

(ii) 审查联合国系统在非洲的组织架构，以避免工作的重复和重叠，压缩

成本，并普遍改进政策和业务的连贯性。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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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6.  虽然使任何区域的实地办事处合理化是一项值得称颂的目标，但设立区域

办事处是各管理机构根据各自授权拥有的特权。非洲经济委员会必然从区域的角度

注重各种事项，而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发展伙伴，尤其是各专门机构的支持机制基本

上是部门性的，并以国家为基础。因此，为促进非洲的发展而协调非洲经济委员的

区域看法与专门机构的部门和国家方向，业已证明始终是一项挑战。无论如何，联

合国区域和次区域枢纽的概念，似乎与该报告努力指明的协调和提供对新伙伴关系

的有效支持的障碍没有联系，而同时又设置了更多的层面，可能是重复的，产生其

它协调问题。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非洲经济委员   

建议 3（引自联检组报告）：  

秘书长应指示非洲经委会与非盟/新伙伴关系协商，尽快审议专题组安排作为建议

1 所述年度协商会议组成部分的作法效率如何，并在 2006 年下一轮年度协商会议

开始前向他汇报审议结果。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7. 虽然本项建议是向非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但可见已经在执行这项建议，因

为预期将完成对现行专题安排的一项审查，以便提交预计于 2006年 10月举行的第

七届区域磋商会。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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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秘书长   

建议 4（引自联检组报告）：  

秘书长应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敦请联合国各有关组织行政首

长确保只派遣那些在其机构内负责区域协商和负责协调与新伙伴关系有关活动的

官员出席年度协商会议。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8. 考虑到连续性，负责与新伙伴关系有关的活动的区域磋商和协调的联络人员

出席这些会议将是可取的。然而，对这一问题可能不重要，如果机构内部与机构之

间协调良好尤其如此。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   

建议 5（引自联检组报告）：  

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所有行政首长都应确保各专题组的召集者在与非洲经委会和有

关非洲伙伴机构协商和协调下，为专题组及次专题组会议制定清楚、可预测的时间

表，并为执行会议所作决定确立后续机制。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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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9. 这项建议看上去是合理的，可予以支持。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秘书长   

建议 6（引自联检组报告）：  

秘书长应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敦请联合国各有关组织行政首

长确保各专题组在工作中适当侧重一些联合国区域和次区域联合方案/项目。需加

侧重的具体方案和项目在与非盟、新伙伴关系秘书处和其它非洲伙伴机构协商后决定。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10. 这看上去也是合理的，可予以支持。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行政首长协调会  

建议 7（引自联检组报告）：  

大会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的立法机构应大幅增加对专题组商定的联合方案/项目的

支助。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理事会应出台明确的政策指令，保证本条建议得到一致、

有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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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11. 这当然将促进所有机构对新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支持。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建议 8（引自联检组报告）：  

秘书长应采取适当措施加强非洲经委会政策和方案协调办公室的人力资源能力，从

联合国其它机构和实体调配人员过来，以使非洲经委会更切实、高效地协调驻非洲

各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并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机构保持经常性联系。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12. 虽然这项建议主要是向联合国和非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但可赞同其意图。

然而，必须考虑到大多数组织普遍遇到的严重预算制约因素。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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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9（引自联检组报告）：  

秘书长应确保所有非洲经委会在专题组框架内举行的会议都由非盟委员会或新伙

伴关系秘书处派出的代表担任联合主席，并保证尽快建立后续机制，执行在这些会

议上作出的所有决定。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13. 虽然这也是向联合国和非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但可支持这项建议的意图。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建议的对象： 行政首长   

 立法机关   

 其它（具体说明）联合国大会   

建议 10（引自联检组报告）：  

大会应请秘书长最迟在第六十一届会议召开前向其汇报为加强非洲经委会协调驻

非洲机构工作的能力开展了哪些工作，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包括在其他联合国系

统组织支助下采取的措施。 

本项建议与粮农组织是否具有潜在相关性？：    是：      否：  

决定和/或拟议的行动： 赞  同   

 修改后赞同   

 反  对   

评价和/或拟议的行动： 

14. 可支持这项建议。  

年度监测报告中包括本项建议和行动：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