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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4 日至 7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4(g) 

供参考项目：农业和农村统计 
 
 
 

  全球指导委员会关于执行《改善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

的情况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3/235 号决定，秘书长谨转递全球指导委员会

关于执行《改善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的情况报告供统计委员会参考。 报

告涉及以下四个项目：(a)治理和资源调动；(b) 开展全球办公室的各项活动；

(c) 在区域一级开展活动；以及(d) 未来发展方向和 2014 年优先事项。请委员

会注意到这一报告。 

  全球指导委员会关于执行《改善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

的情况报告 
 
 

 一. 导言 
 

1. 本报告的目的是向统计委员会通报自第四十四届会议以来在执行改善农业

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报告涉及以下四个项目：(a) 治理和资

源调动；(b) 开展全球办公室的各项活动；(c) 在区域一级开展活动；以及(d) 未

来发展方向和 2014 年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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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关于执行《改善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所取得的进展报告 
 
 

 A. 治理和资源调动 
 
 

 1. 治理 
 

2. 2013 年已在在全球和区域两个级别制定了指导实施的全球战略治理机制。 

3. 全球指导委员会已经在 2013 年举行两次全球会议。所作主要决定有：(a) 批

准一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行动计划；(b) 修订综合预算；(c) 在不增加费用情况

下将全球行动计划延长到 2017 年 12 月；(d) 核准关于修订监测和评价框架的提

案。另外举办了两次全球执行局会议。2013 年在建立全球办公室方面也取得进展，

并且最后敲定全球办公室招聘的工作人员。 

4. 非洲区域指导委员会于 2013 年 6 月核准举行了第 4 次会议，批准了 2013 年

工作计划和预算。在非洲开发银行(非行)的主持下已经成立区域执行秘书处，并

且正在征聘区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5.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指导委员会于 2013 年 4 月成立，并在 2013 年举办两次会

议，核准了 201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并核可选定的 8 个国家，在 2013-2014 年

开展国家一级的活动。在曼谷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已设立了区域办事处，现已投

入运作。区域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征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拉加地区)区域指导委员会也已成立，并于 2013 年

在特立尼达举行会议，审查全球战略执行行动计划草案。 

7. 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以及西亚地区，其区域政府间统计机构分别负

责制订一项区域行动计划，并设立了区域机制指导该过程。 

 2. 资源调动 
 

8. 在大力宣传工作之后，已向欧洲联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提出 1 000 万美元

的提案，以支付全球信托基金在非洲的资金缺口。与欧洲联盟委员会签署谅解备

忘录的工作将在 2013 年年底前完成。 

9. 迄今认捐资金总额，包括欧洲联盟委员会的 1 000 万美元的捐款，相当于 51

亿美元，尚有 3 200 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主要活动

以及全球一级的主要活动均受益于这些捐款，因此必须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西

亚和独联体等供资不足的区域调动额外资源作出努力。 

10. 全球信托基金已全面运作。在整个 2013 年期间为巩固伙伴关系方案作出了

重大努力。与联合国非洲经委会、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和非洲开发银行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并提供了相应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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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开展全球办公室一级的活动 
 

 

 1. 研究部分 
 

11. 2013 年,全球办公室启动和推进了致力于在《全球战略》研究部分中确定优

先事项的几个方法领域。 

12. 取得重大进展的领域包括：(a) 概念框架(农业环境经济核算制度)，这是根

据国际商定的概念、定义、分类和相互关联的表格，综合农业和环境数据的一项

全面的标准卫星账户；(b) 综合调查框架用于根据诸如农业点(关于环境方面)、

家庭(关于社会方面)和农场(关于经济方面)的不同观测单位，编制协调一致的综

合农业统计。下列专题将于 2014 年最后敲定：(a) 开发进行具体研究的总体抽

样框架，以确定具体情况类型的最适当框架，改善分区标架与名录标架的联系方

式，以及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制定一个总体抽样框架；

(b) 农业生产成本,借此搜集有关处理衡量生产成本方面各种技术问题的良好做

法；(c) 改善作物的估算方法,特别是改善作物面积、产量和生产的估计方法；

(d) 利用遥感技术发展更高效和更准确的方法，并使用土地覆盖和土地使用的数

据库；(e) 改善平衡食物表的编制方法；(f) 采用实地收集、汇编、转让和传播

数据的新技术,这将在制定具有成本效益的数据收集方法和改善数据质量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g) 改善小规模渔业的方法；(h) 整合地理信息和统计的更好方法。 

13. 科学咨询委员会于 2013 年 7 月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其

目标是审查研究方案并就研究部分的执行情况提供咨询。 

 2. 制定准则和培训材料 
 

14. 在编制下列准则方面取得了进展：(a) 农业和农村统计战略计划，2014 年初

将对此作同侪审查；(b) 游牧牲畜的最佳做法；(c) 测量作物面积的手提全球定

位系统使用手册。农业分类和综合调查框架的活动已经开始。 

15. 在编写以下培训材料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a) 将人口普查与农业普查联系

起来；(b) 估算农业温室气体排放。 

 3. 与其他举措的协调 
 

16. 全球办公室还确保与目前其他举措的协同增效作用，如：(a) 比尔和梅林

达·盖茨基金会提供给粮农组织的赠款，用于编写国家评估指导方针和在七个非

洲国家和两个亚洲进行深入国别评估；(b) 农业市场信息系统项目，特别是对粮食

储备和作物预报；(c) 粮农组织与美援署和非洲开发银行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协

作的国家援助项目；(d) 日本政府在非洲开展的非洲稻米发展联盟举措；(e) 美援

署在非洲的举措：核心农业和农村数据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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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开展区域活动 
 

 1. 非洲 
 

17. 非洲开发银行于 2013 年 8 月与粮农组织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并由全球

信托基金提供了资金。2013 年的主要活动一直侧重于国家评估进程，包括后续特

派团和根据非洲情况对调查表的调整。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填写了问卷，以评估

国家一级的统计能力和需求。2013 年 11 月在摩洛哥举办了国家战略协调员的区

域培训讲习班，重点放在验证结果和计算能力指标，而最后结果很快将出版。非

洲开发银行还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佛得角和南苏丹参加了面向国家的活动。 

18. 关于培训部分，非洲经委会还开始开展如下活动：(a) 已经拟定培训需求评

估框架;(b) 向一些重点国家派遣了咨询特派团；(c) 在莫桑比克举行的一个讲

习班上审查了课程和教学大纲；(d) 在塞内加尔举办了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讲习

班。此外，正在为青年统计员设立长期奖学金。 

 2.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 
 

19. 亚洲及太平洋改善农业和农村统计区域行动计划 2013 年年初得到核可。作

为安置区域办事处的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已开始为 2013 年确定的八个重点国家

中的四个国家编写深入评估进程，即不丹、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萨摩亚。 

20. 关于培训部分，亚太经社会与粮农组织在 2013 年 7 月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

录，而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在 2013 年就取样和最基本的核心数据集举办了

两个讲习班并就政策分析举办了两个讲习班。 

21. 亚洲开发银行为通过改善农业和农村统计促进粮食安全项目执行全球战略

在四个亚洲国家推动提供资金，其中包括不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尔代夫

和越南。 

 3. 其他地区 
 

22. 目前正在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区域行动计划草案进行审查，以最后提交。

国家评估问卷已发送各国家并正在对结果进行分析。  

23. 在西亚区域，国家评估问卷已发送各国，而且在 2013 年 12 月在约旦举行的

论证讲习班期间提出了成果。区域统计委员会委托西亚经社会与粮农组织区域办

事处一同制定一项区域行动计划草案。 

24. 独联体国家在制定区域行动计划第一稿之后在 2013 年 7 月于布达佩斯举行

的一个讲习班上进行了讨论。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于 2013 年 10 月

在俄罗斯联邦索契核可了行动计划，目前正在全球一级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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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未来发展方向和 2014 年优先事项 
 
 

25. 在全球层面，整个 2014 年的重点将包括：(a) 在全球办事处及地区执行伙

伴之间建立更好的协调机制，并改进现有的监测和评估框架；(b) 根据各国家提

出的迫切需要开展优先研究活动，并创造新的经济有效的方法、标准和良好做法

的数据库，以供广大用户使用；(c) 制定指导方针和培训材料，可便各地区和各

国快速查询；(d) 为资金不足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独立国家联合体和

西亚)筹集资金的；(e) 推动全球战略作为协调统计能力发展举措总机制的作用；

(f) 全球战略沟通计划密集推出；(g) 建立农业和农村统计机构间专家组,专家

组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43 届会议上获得核准。 

26. 非洲 2014 年的活动将侧重于：(a) 向各国派遣后续特派团，协助建立国家

治理结构；(b) 公布关于国家评估过程第一阶段结果的报告；(c) 开展深入国家

评估或在各国直接启动《改善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进程；(d) 向选定国家

提供技术援助；(e) 绘制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的监测和评估指标和全球战略核

心数据的基本内容,以确保非洲行动计划将为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方案的监测和评

价提供必要的统计数据和信息；(f) 确保将培训需求纳入部门计划；(g) 着手提

高区域培训中心的能力；(h) 为长期和短期研究提供奖学金。 

27. 在亚洲 2014 年的活动集中在：(a) 深入国家评估，并在 8 个重点国家编制

《改善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b) 向选定国家提供技术援助；(c) 确保培

训需求纳入部门计划；(d) 加强国家和区域培训机构的能力；及(e) 制定标准课

程和教学大纲，编写电子学习材料。 

28. 对于其他三个地区而言，优先考虑的是区域行动计划的落实和调动资源。 

29. 请委员会注意到这份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