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E/ESCAP/67/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March 201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 

2011 年 5 月 19-25 日，曼谷 
临时议程项目 3(b) 
审查与经社会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

包括亚太经社会各区域机构的工作： 

贸易和投资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工程和机械中心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报告审查了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工程和机械中心（亚太

农工机械中心）2010 年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及其行政和财务状况。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通过各项培训活动和政策讲习班,因地制宜地

向成员国开展了技术援助方案,帮助它们克服粮食生产中的技术障碍

和挑战。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工作方案特别关注通过南南合作和包容

性发展办法，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开展能力建设，重点

是传播可持续农业技术和良好的农业作法，扩大区域影响。 

2010 年间,在缅甸设计并开展了一项关于水稻收割和收割后技术

的试点培训；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斐济和菲律宾举办了有关

高产水稻种植和种子生产技术的培训讲习班。为了减少气候变化的影

响，亚太农工机械中心通过在本区域各国之间交流最佳做法，积极探

讨在开发农村生物能促进可持续农业领域开展试点项目的可能性。亚

太农工机械中心 2010 年间在农业机械开发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为本

区域从体制上建立一个试验并推广安全而善待环境的农业机械的进程

奠定了基础。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技术委员会和理事会第六届会议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1 年举行。新主任上任之后，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制定了一个

振兴中心的五年期战略计划，并将之作为一个开展能力建设、进行技

术转让和建立信息网络的有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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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0 年间取得的结果和成果 
 

1. 自 2010 年 5 月经社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结束以来，联合国亚洲及

太平洋农业工程和机械中心(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在 2010 年间开展了

下列活动和实质性方案。 

2. 作为联合国中国国家工作队关于中国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框架联

合方案的构件之一，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农业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和 11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农

业部门运用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将近 100 名

与会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就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开展的关于农业部门运

用清洁发展机制的一项研究进行了交流。发言和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清

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的方法指南、创新型生物能源技术、中国农村沼

气和养护农业开发，以及可持续作物种植及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

响。参加研讨会的人员对于在中国农业部门和全世界开发清洁发展机

制的潜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会者还相互交流了成功经验，并讨论

了在亚太全区域各国推广清洁发展机制广泛运用的战略机制。 

3.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与菲律宾稻米研究所、斐济大工业部适用技

术开发中心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科学院合作，于 2010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在上述三国因地制宜地开展了有关杂交水稻种植

技术的培训方案。培训时间从一周至一个月不等，而且是按照各成员

国关于提高杂交水稻生产的研究和种子生产能力的需求而设计的。针

对各国具体情况进行的技术协商把重点放在如何因地制宜地运用杂交

水稻种植技术，解决参与国家在稻米生产中面临的具体技术局限性。

向参与国派遣了专家，向当地培训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并提供针对各

国情况的技术知识。举办了关于种子遗传学、种子生产和种植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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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培训，各研究机构、推广服务人员、决策人员、农民和来自私营

部门的代表广泛参与，共计将近有 70 名当地人员参加了培训。在菲

律宾举办了一次讲习班，就如何建立有效的公私营伙伴关系从而推动

农业技术转让交流了经验。与会各国高度赞扬针对各国具体情况开展

的技术协商对提高他们的高产水稻品种研究能力的宝贵价值。他们表

示，非常愿意参加后续方案并与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开展进一步合作，

改善各自国家的粮食保障并推动可持续农业。 

4.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在缅甸开展了一个建设农业技术人员、推广

人员、政府官员和私营部门能力的项目，通过提供实用的农场收获后

技术培训以及引进适用的、因地制宜的机械和良好农业作业来解决稻

米生产的收获后损失问题。亚太农工机械中心于 2010 年 10 月 11-13

日派出了一个调查团，通过访问研究所和推广服务机构并与政府官员

和私营部门代表交谈来收集有关缅甸收获后技术局限性和挑战的最新

信息。亚太农工机械中心与缅甸农业与灌溉部合作，于 2010 年 12 月

16-20 日在缅甸组织了一次关于稻米生产收获后技术的培训。共有 50

名技术人员、工程师、推广人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研究所、私营部门

和稻米磨坊主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稻

米生产中的脱水、储存、加工以及收割技术。该项目得到了亚洲技术

研究所以及中国江苏大学的技术支持。作为培训的一项补充内容，于

12 月 21 日举办了一次政策讲习班，来自政府各部门的 30 多名决策

人员参加了这一活动。在讲习班上，亚太农工机械中心介绍了主要调

查结果，并就如何实现该国农业部门机械化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专家还介绍了邻国在实现稻米生产机械化方面的

最佳做法和有用经验。亚太农工机械中心还向缅甸农业和灌溉部提出

了一项提案，开展一项跟进项目以便加强该国的农业机械部门。有关

稻米生产农耕系统中的收割后技术培训手册已载于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的网站 (见网页：http://www.unapcaem.org)。 

5. 在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技术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之前，于 2010 年 11

月 29-30 日在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举办了一次战略规划讲习班。来自

16 个国家的 22 名人员参加了这次战略规划讲习班，其中包括高级研

究人员、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技术委员会前任和现任成员以及外部专业

人士。这次讲习班审查了中心的业绩，分析了中心目前的财政和人力

资源状况，讨论了推进中心工作方案的方法并找出了今后工作的核心

领域。讲习班产生了一份五年战略计划草案，获得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理事会第六届会议的核可。这项五年战略计划勾勒出了振兴中心的具

体工作计划，使农工机械中心成为一个开展能力建设、进行技术转让

和建立信息网络的有效平台。 

6.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特别通过技术委员会成员和国家指定研究所

加强了各成员国的参与性规划。在进行项目设计之前先要开展调查，

以便掌握各成员国的需求并确保项目以需求为驱动的性质。国家指定

研究所也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后勤和实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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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工机械中心对其网页进行了改进，重点介绍其所开展的主要

活动，进一步方便用户使用。对 2009 年为技术委员会和理事会成员

建立的网页进行了升级，并补充了有关各次会议和活动的新信息。 

二、2011 年工作方案概要 
 

8. 2011 年，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技术合作活动将在已获核准的五

年战略计划和亚太经社会提出的方案办法的指导下开展，由亚太农工

机械中心在亚太经社会的后盾部门──贸易与投资司牵头实施。方案

办法的设计理念是要通过加强亚太经社会各司之间以及各区域机构之

间的协同增效作用以及汇集财政资源来制订长期战略方案。具体而

言，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2011 年的技术援助活动将纳入贸易和投资次

级方案的一个总体项目之中，其主题为“为具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和包

容性企业创造良好环境”。这一总体项目预计将(a)加强国家能力，

提高中小企业和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办法包括转让和开发无害环境并

具有能源效率的农业和非农业技术；(b) 支持他们有效参与区域市场

和价值链；以及(c) 提高各成员国的能力，推广并促进农业部门和其

他部门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企业做法。开展技术方案的模式将包括

培训、最佳做法和知识交流、研究和政策讲习班。 

9. 农工机械中心 2011 年的一个主要工作领域将是调动资源，确保

农工机械中心得以生存并有足够的资金进行项目开发。为确保充分照

顾到各成员国在可持续农业和粮食保障方面的优先考虑，让它们随时

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并争取得到其支持，将与国家制定研究所和技术委

员会成员进行密切磋商和频繁接触。开展技术合作方案的财政资源将

主要来自于捐助国，少量来源于联合国经常预算。可考虑利用来自成

员国的能力建设项目种子资金来影响本区域之外潜在捐助方提供更大

的财政捐助。 

10. 2011 年间，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将实施杂交水稻技术磋商项目第

二步和第三步的余留部分。将在孟加拉国、缅甸和尼泊尔根据各国具

体情况开展有关杂交水稻技术实现粮食保障的技术磋商。将开办关于

促进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区域讲习班，以便交流知识和最佳做法，并解

决在采用此类技术的过程中遇到的体制和技术局限。区域讲习班还将

总结参与国家在开发高产杂交水稻技术方面的一些有用经验。 

11. 作为农业机械化研究的一项后续工作，将举办一次关于农业机

械试验的区域专家组会议。在这项研究中有一个章节是探讨亚洲及太

平洋农业机械试验网络的潜在构架以及建立此类网络下一步将要采取

的步骤。 

12. 将努力加强与亚太经社会其他区域机构的协同增效作用，以便

促进亚太区域的粮食保障和可持续农业，并寻求在此方面开展合作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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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和财务事项 
 

13. 农工机械中心的新任高级经济事务干事兼中心主任已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正式上任。2010 年间征聘了两名实习生和一名联合国志愿

人员来加强农工机械中心的人力资源。 

14. 2010 年间，农工机械中心收到了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

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所提

供的自愿捐款(见附件一)。 

四、供经社会审议的事项 
 

15. 经社会不妨鼓励成员和准成员在增加财政捐助和专业知识方面

向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提供支持。经社会还不妨讨论设定成员国最低捐

款门槛的潜在可能性，从而确保农工机械中心的长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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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0 年捐款情况 
 

全球机构支助基金－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的款项 
 

(美元) 

国家/地区 2010 年收到资金 

孟加拉国 3 000.00 

中国 19 980.00 

印度 15 000.00 

印度尼西亚 29 982.0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8 820.44 

菲律宾 10 920.38 

斯里兰卡 5 000.00 

泰国 30 000.00 

越南 3 000.00 

合计 125 7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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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账目报表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机构性支助和技术合作项目情况 
 

(美元) 

 

捐助方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结转 
余额 

捐款额 
(2010 年) 

支出额

(2010 年) 
所获利息金

额 (2010) 

返回捐助方

利息金额 
(2010 年)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机构性支助 
－共同捐助 

459,578.39 125,702.82 64,579.92 11,406.34 0.00 532,107.63 

机
构

性
支

助
 
 

机构性支助 
－中国政府 

2,626,006.72 0.00 301,259.53 63,351.38 0.00 2,388,098.57 

小计 3,085,585.11 125,702.82 365,839.45 74,757.72 0.00 2,920,206.20 

亚太经社会 
－中国合作

基金 
259,252.30 0.00 143,801.97 0.00 0.00 115,450.33 

西班牙政府/ 
MDG-F 

69,932.31 0.00 36,316.93 922.28 3,144.86 31,392.80 

技
术
合
作

项
目
 

技术合作经

常方案 
(第 22 节)a 

0.00 26,900.00 25,316.59 0.00 0.00 1,583.41 

小计 329,184.61 26,900.00 205,435.49 922.28 3,144.86 148,426.54 

合计 3,414,769.72 152,602.82 571,274.94 75,680.00 3,144.86 3,068,632.74 

        
                a  

注：技术援助经常方案下的资金余额不能结转到下一个两年期(2012-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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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理事会第六届会议报告 
 

执行摘要 
 

1.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理事会审议了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2010 年的工作报告及其行政和财务

状况，并核准了其 2011 年的拟议工作计划。理事会核可了 2010 年

12 月 2 日在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举行的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技术委员

会第六届会议报告。理事会还审查了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向亚太经社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提交的年度报告草稿。 

2. 理事会核可了在技术委员会会议之前于 2010 年 11 月 29-30 日

所举办的战略规划讲习班期间与技术委员会成员联合拟订的五年期战

略计划草案。理事会专门讨论了资源调集和通信问题。 

3. 理事会建议亚太经社会和亚太农工机械中心通过与各成员国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接触来加强资源调集方面的努力。 

4. 理事会强调，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项目开发应能反映出其任务

授权和相对优势，同时需要特别强调农业工程和机械化。 

5. 理事会感谢成员国所提供的财政捐款和技术投入，并特别感谢

东道方中国政府慷慨提供的机构性支助。理事会同意技术委员会的建

议，即成员国考虑设定一个最低捐款额，以便确保农工机械中心的长

期生存。 

6. 理事会强调，在项目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应与相关联合国机构、

亚太经社会各区域机构、特别是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和亚洲及太

平洋技术转让中心以及私营部门等各利益攸关方加强协同增效作用。 

一、 会议工作安排 

 

A. 举行日期和地点 

 
7.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理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在曼谷举行了其

第六届会议。 

B. 会议开幕 
 

8. 亚太经社会贸易和投资司司长致开幕词。他感谢各成员国对中

心的坚定承诺以及各成员国对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工作的重视。他对泰

国政府、尤其是农业合作部主办这届会议表示感谢。他指出，在自然

资源有限、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背景下农业工程和机械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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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农工机械中心拥有巨大的潜

力，可通过南南合作在创新型农业工程技术转让领域成为一个“精英

中心”。 

C. 出席情况 
 

9.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派代表出席

了本届会议，因此达到了与会法定人数。 

D. 选举主席团成员 
 

10. 理事会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 Madan Mohan Pandey 先生 (印度) 

副主席/报告员：Mohd. Zainal bin Ismail 先生 (马来西亚) 

E. 通过议程 
 

11. 理事会通过了下列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4. 汇报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2010 年内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截至

2010 年 12 月的财务状况。 

5. 技术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报告及审议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战略

计划草案。 

6. 2011 年拟议工作计划、2012-2013 年工作方案、以及 2011-

2013 年资源调集问题。 

7. 审查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向经社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草稿。 

8. 理事会第七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 

9. 其他事项。 

10. 通过会议报告。 

二、 讨论情况和建议内容摘要 

 

A. 汇报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2010 年间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截至 2010 年

12 月的财务状况 
 

12. 理事会了解到，2010 年间开展了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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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0 年 5 月 10-11 日在北京举行了“农业部门运用清洁发

展机制基金国际研讨会”； 

(b) 2010 年 10 月至 12 月在斐济、菲律宾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关于高产水稻品种育种技术的培训方案； 

(c) 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 29-30 日和 12 月 2 日在马来西亚普特

拉贾亚举办了一次战略规划讲习班以及技术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d) 2010 年 12 月 16-20 日在缅甸举办了关于稻米生产中的收

割和收割后技术的培训和政策讲习班，相关培训手册已登入其网页； 

(e) 拟定了一份五年期战略计划草案； 

(f)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提高了用户使用其网站的方便程度。 

13. 理事会赞扬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2010 年间取得的成就，并核可了

当年所开展的工作进展报告。理事会强调，农工机械中心的工作重点

仍应是农业工程和机械。理事会建议，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工作范围

应包括下列领域：(a)农业机械；(b)土地和水管理；(c)农产工业开

发；(d)农业部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e)收获后技术以及食物链

质量控制；(f) 包括沼气和生物能在内的生物资源；以及(g)气候应

对技术。 

14. 理事会强调了拟议建立亚太农业机械试验网络对推动区域内农业

机械贸易、以及无害环境的农业机械使用的重要性，表示支持并有兴

趣参与为该网络的建立做出的努力，而且还建议将这个网络发展成为

一个旗舰项目，展示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独特作用和特色。 

15. 理事会建议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争取为项目开发获得技

术投入和财政资源。 

16. 理事会广泛讨论了技术委员会和理事会及其年会的职能与构

架，强烈建议重新组合理事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各次会议。理事会还对

优化技术委员会和理事会自身各次会议构架的利弊进行了辩论，建议

加强技术委员会在为中心的研究和项目提供技术投入方面发挥的作

用。理事会成员听取了亚太经社会目前在经社会会议结构中期审评的

背景下对各区域机构的管理构架进行精简的进程情况，并了解到各成

员国的反馈意见在此进程中很受重视。 

17. 理事会感谢各成员国提供宝贵技术投入和财政捐款。 

B. 技术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报告及审议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战略计划草案 

 
18. 战略规划讲习班和技术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

29-30 日和 12 月 2 日在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举行。 

19. 理事会核可了技术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报告及战略计划草稿。理

事会建议，在各成员国之间广泛传阅战略计划，以便提高中心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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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推动项目的共同实施，扩大区域影响。理事会要求亚太农工机械

中心加强与各成员国、相关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的沟通(尤其是通过

新闻简报保持经常接触)，并鼓励各成员国提供投入。理事会强调，

为争取获得成员国的财政捐款，在沟通中需要重点介绍它们可能从农

工机械中心得到的益处。 

C. 2011 年拟议工作计划、2012-2013 年工作方案以及 2011-2013 年资源

调集问题 
 

20. 理事会了解到，2011 年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工作方案将把重点

放在下列各领域： 

(a) 开展农业机械试验的试点培训项目，推广用于农业机械试

验的标准技术；  

(b) 举办关于促进可持续农业工程技术从而保障粮食安全的区

域研讨会(杂交水稻项目第三阶段)； 

(c) 在孟加拉国、缅甸和尼泊尔开展有关高产水稻生产和种植

技术的培训讲习班； 

(d) 实施资源调动战略并加强与各成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

交流。 

D. 审评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向经社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草案 

 

21. 理事会审查了亚太农工机械中心向经社会提交的报告草稿，并

建议根据理事会的讨论情况以及 2011 年 5 月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

召开之前的形势变化进行修改。 

E. 理事会第七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 

 

22. 会议商定，将在与成员国磋商之后作出最后决定。 

F. 其他事项 

 

23. 亚太经社会贸易与投资司司长向理事会简要通报了即将于 2011

年 7 月举行的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会议、以及农工机械中心将在这届会

议上发挥的作用。他向理事会通报了亚太经社会为加强其各区域机构

正在做出的努力。 

G. 通过报告 

 

24. 理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通过了本报告。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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