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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 

开发署 2010-2011 两年期概算 
 

 执行局 

 1. 注意到 DP/2010/3 号文件所载 2010-2011 两年期概算中列出的职能、管

理成果、指标和所需资源； 

 2. 核准 DP/2010/3 号文件介绍的活动及载列的相关费用，这些活动和费用

符合第 2009/22 号决定中核准的活动分类和相关费用； 

 3. 核准 DP/2010/3号文件所列2010-2011两年期支助预算总额为9.034亿

美元的经常预算毛额； 

 4. 核准 DP/2010/3 号文件第 83 至第 112 段描述的供资来自经常资源、用

于特殊目的活动的 7 750 万美元，包括 7 240 万美元用于大会授权的活动，510

万美元用于基本建设投资； 

 5. 欢迎 DP/2010/3 号文件第 17 段所述 2010-2011 两年期支助预算中的拟

议战略投资，并请开发署向执行局报告这些投资的最新执行进展情况； 

 6. 认可署长的提议，即特许他在 2010-2011 年期间最多再动用指定用于联

合国授权的安保费用拟议经常资源净额 5 800 万美元中的 30%(1 740 万美元)，

并决定开发署对这笔资金的使用将限于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指令中规定的新的

安保任务，并在年度财务状况审查中向执行局报告这笔资金的使用情况； 

 7. 请开发署在其有关方案安排问题的第 2010/3 号决定中提及的中等收入

国家战略中增加有关对中等收入国家和净捐助国国家办事处的适当基准能力进

行评估的内容； 

 8. 忆及第2009/22号决定并请开发署将路线图中确定的后续活动经费纳入

综合预算； 

 9. 注意到开发署为加强 2010-2011 两年期支助预算成果框架所做的努力，

并鼓励开发署继续改进各项指标，使其“具体、可计量、可实现、相关、有时限”，

并以更明确方式将投入和预期成果联系起来； 

 10. 忆及第 2008/1 号决定，其中执行局明确决定未来的管理活动预算占总

资源的比例应尽可能逐渐减少，并有些关切地注意到 2010-2011 年的经费增加； 

 11. 欣见 2010-2011 年管理费用大幅减少，并请开发署向执行局报告有关进一

步提高成本效益的资料，并尽可能抵消今后预算中法定经常资源中增加的费用； 

 12. 在此方面，欢迎署长提出描绘未来前进道路的举措，使开发署成为联合

国发展系统中反应更迅速、更相关、更高效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还欢迎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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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P/2010/3号文件第18段提出的对全组织范围的几个关键倡议(其中包括有关

人力资源管理举措)进行深入审查的打算，并期待执行局的参与； 

 13. 请开发署充分考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

包括 DP/2010/4 号文件第 16 段提出的注意适当区分效率提高和结余的建议； 

 14. 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对经常资源和其他资源

进行综合审查的建议，并请开发署更好地纵览预算总额，特别是在统一职能方面； 

 15. 欣见成本回收增加并鼓励开发署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并增加成本回收收

入抵销两年期支助预算的份额； 

 16. 请开发署在今后预算中以类似于资源计划格式增加有关前一个两年期

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资料，还请开发署继续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17. 赞赏地注意到开发署、人口基金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如在路线图中

所描述的将联合审查现有的成本定义和活动分类及相关费用，包括那些与成本回

收相关的费用，在此方面强调有必要广泛探讨成本回收问题，包括固定的和可变

的间接费用； 

 18. 还请开发署继续对其关键的监督职能，包括职业操守、评价、审计和调

查进行评估并提供充足的资金和人员； 

 19. 期待收到开发署关于从 2014 年开始期间的拟议综合预算。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2 

开发署、人口基金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关综合预算路线图的联合情况

说明 
 

 执行局 

 1. 欣见开发署、人口基金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交有关综合预算路线图的

联合情况说明； 

 2. 忆及其2009/22号和2009/26号决定并强调在后续行动中解决这些决定

中所载所有要素； 

 3. 促请开发署和人口基金遵守路线图的拟议时间安排并及时向执行局通

报进展情况； 

 4. 决定将人口基金 2010-2011 两年期支助概算成果汇总表更正(DP/FPA/ 

2009/10/Corr.1)纳入两年期支助预算。 

 

201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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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 

2008-2011 年方案规划安排中期审查 
 

 执行局 

 1. 注意到 2008-2011 年方案规划安排中期审查报告(DP/2010/5)，以及其

中提到的两大领域：(a) 增加灵活性和更好地对方案国的需要做出回应；以及

(b) 在执行局第 2009/22 号决定核准的费用分类情况下进一步理顺方案规划安

排框架； 

 2. 根据目前决定的规定，核准将方案规划安排框架再延长两年(2012-2013

年)以包括 2008-2013 年，目的是使其与延长的方案规划战略计划周期以及开发

署、人口基金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4 年及以后实现综合预算的“路线图”

相吻合； 

 3. 根据下文第 4 段审查情况，核准 DP/2010/5 号文件第 42 段(b)分段拟议

的活动分类和相关费用； 

 4. 请开发署在 2011 年第二次常会上向执行局提交供审议的第二份方案规

划安排框架,并根据中期审查结果在 2012 年选择执行具体的、可执行的建议，以

改进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的执行结果，其中特别关注： 

 (a) 尽可能地改进标准，以支持核心预算资源调拨目标-1 的计算方法； 

 (b) 在方案规划安排的资源库中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支助； 

 (c) 根据大会第 63/223 和 64/208 号决议，制定加强对中等收入国家支助的

战略，而且需要进一步平衡普遍性和渐进性原则； 

 (d) 对 DP/2010/5 号文件附件 1 中查明的固定科目进行重新分配的权利； 

 (e) 向受到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提供更多支助，包括应对突发危机、

预防冲突、降低灾害风险以及尽快恢复； 

 (f) 通过设立专项拨款，将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方案活动纳入进来； 

 5. 发生紧急情况时，决定署长可与有关国家政府商定，根据开发署2008-2013

年战略计划，将已拨付给该国用于商定活动的资金和未支配的资金用于紧急救济

和重建活动，并在之后的会议上向执行局报告； 

 6. 期待根据2010/1号决定第19段提交有关综合资源框架问题的管理建议； 

 7. 请开发署与执行局定期磋商，并向会员国通报有关在执行本决定方面取

得的进展情况并充分考虑会员国的意见。 

 

201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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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4 

署长有关开发署两性平等战略和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口头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根据 2006/3 号决定的要求，就开发署两性平等战略执行情况所

做的口头报告； 

 2. 忆及有关全系统一致性问题的第 63/311 号决议； 

 3.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报告(A/RES/ 

62/208)和开发署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提到的两性平等主流化问题的重要性； 

 4. 欣见开发署在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妇女和男子的影响问题

方面开展的研究、知识形成以及培训，并鼓励开发署在即将召开 2010 年高级别

全体会议之际同样参与千年发展目标回顾工作； 

 5. 欣见最近对两性平等咨询能力进行了投资，并请署长确保各区域局和专

题局将两性平等战略转变成各区域或各专题领域的两性平等多年期行动计划； 

 6. 欣见为回应执行局第 2006/3 号决定，为更好地评估方案资源分配和支

出对两性平等的影响，开发署制定并使用了“两性平等标志”工具,并请开发署

通过署长年度报告和今后有关两性平等战略执行情况的口头报告，持续向执行局

报告进展情况； 

 7. 欢迎由署长担任主席的社会性别问题指导和执行委员会继续审查在两

性平等主流化和实现两性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并请署长确保高级管理层持续承

诺确保开发署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扩大两性平等成果； 

 8. 促请署长查明进一步措施，包括评价发展政策局两性平等问题小组的位

置和任务范围，提高开发署两性平等政策的知名度，更加关注两性平等政策的执

行情况； 

 9. 重申请署长在战略计划剩余期间的每年第一届常会上，就 DP/2005/7 号

文件所载两性平等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向执行局做口头报告。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5 

资发基金费用回收政策执行情况 
 

 执行局 

 1. 注意到资发基金费用回收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DP/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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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议资发基金采用开发署第 2009/22 号决定核准的费用分类类别； 

 3. 赞赏地注意到资发基金持续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并进一步鼓励资发基金

管理层加大努力，解决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4. 欢迎资发基金不断努力改进管理做法并鼓励其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6 

妇发基金 2010-2011 两年期概算 
 

 执行局 

 1. 注意到妇发基金 2010-2011 两年期概算(DP/2010/7)中列出的职能、管

理成果、指标和所需资源； 

 2. 赞赏地注意到妇发基金在改进两年期支助预算中的成果格式方面取得

的进展，而且在此方面欣见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DP/2010/5)所载意

见； 

 3. 赞赏地注意到妇发基金在2007至2009年间努力将向经常资源捐款的政

府数目从 49 个增加至 101 个，并鼓励妇发基金与联合国其他基金和方案分享其

成功的外联方法； 

 4. 核准 2010-2011 两年期由经常资源供资的支助预算共计毛额 3 980 万美

元；并注意到 710 万美元支助费用收入估计数将用于充抵经常资源毛额批款，因

此，“净额”经常资源批款估计数为 3 270 万美元； 

 5. 核准经常资源中 160 万美元用于联合国规定的安保费用，60 万美元用于

与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有关的费用和加强概算所述 Atlas 系统； 

 6. 决定将批款额用于实现概算查明职能中明确的成果； 

 7. 请妇发基金监督所有渠道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其他资源，而且由于其他

资源的不确定性，在规划增加人员编制时需审慎； 

 8. 请执行主任与开发署、人口基金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合

作，继续改进预算编制方法，以期每个组织提交一份包括妇发基金所有预算类别

的单一综合预算，从而配合下一个战略计划，并在这方面，请在 2011 年第二届

常会提交一份关于采取的步骤和取得的进展的联合初步简要说明，并在 2012 年

年会上提交联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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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又请执行主任与开发署、人口基金及儿童基金会合作，使妇发基金 2012- 

2013 两年期支助预算更为协调一致，并在 2010 年第二届常会上，提交一份联合

报告，说明： 

 (a) 改善成果重点，加强与战略计划管理成果的联系； 

 (b) 进一步统一预算方法，包括方案预算和支助预算之间的费用归属，并确

定处理各预算和筹资框架中类似费用项目的共同方法，同时考虑开发署、人口基

金、儿童基金会和妇发基金业务模式的差异； 

 10. 还请执行主任改善妇发基金 2012-2013 两年期支助预算，以此作为实现

妇发基金单一综合预算的第一步，具体做法是： 

 (a) 加强资源和成果之间的联系； 

 (b) 简要说明拟议的任何预算变化以及之所以变化的数量、名称和法规变

化； 

 (c) 说明费用回收，提供预计从预算外资源回收费用的计算方法，包括及时

说明妇发基金的可变和固定间接费用，以恰当分析费用回收率。 

 11. 强调需要在年度财务审查报告中，采用类似于两年期支助预算中资源计

划的格式，提供关于财务实际执行情况的资料。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7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2010-2011 年两年期概算 
 

 执行局 

 1. 注意到联合国项目事务厅2010-2011两年期概算(DP/2010/9),以及在编

制成果预算时采用的统一方法； 

 2. 认可项目厅将资源用于 2010-2013 年战略计划查明的战略目标和成果； 

 3. 核准 2010-2011 年期间 500 万美元的净收入目标； 

 4. 同意暂停适用财务细则 109.01、109.02、109.03、109.05、121.01(c)、

121.01(d)和 121.01(f)以及财务条例 21.01、21.06 和 21.07，直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还同意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自动恢复适用上述财务条例和细则； 

 5. 忆及其有关项目厅治理结构的第 2008/35 号决定，并注意到会员国其后

根据第2008/35号决定，期望在执行局各届会议期间为项目厅设立一个独立部分，

给执行局更名，以便在其名称中加入项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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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注意到根据执行局主席团的要求，收到项目厅执行主任和联合国法律事

务厅有关若改变名称的程序和实质性方面的来文； 

 7. 请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主任征求联合国秘书长对这一事项的意见与

核可，并于 2010 年 2 月中旬向执行局提供这一资料，同时提供有关联合国项目

事务厅治理结构范围和背景的资料； 

 8. 决定在将第7段规定的资料转交给执行局成员2周后就上述资料举行执

行局非正式会议； 

 9. 还决定如果在第 8 段提到的非正式会议两周内，执行局未表示任何反对

意见，那么执行局的名称将改为在其名称中包括“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而且根

据 1993 年 12 月 20 日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第 21 段，提及执行局职能中的

“基金或方案”，也应包括“联合国项目事务厅”,以及执行局通过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向大会转递名称变化的建议。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8 

开发署署长和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联合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开发署署长和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联

合报告(E/2010/5)； 

 2. 忆及其有关开发署署长和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报告(E/2009/5)的第 2009/3 号决定； 

 3. 重申充分执行大会有关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

策审查的第 62/208 号决议的重要性； 

 4. 赞扬开发署和人口基金在促进执行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方面取得的进展； 

 5. 欣见开发署和人口基金在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对取得的成

果和进展、遇到的困难以及吸取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更加量化的评估和分析，并请

在今后的报告中进一步提供此类进展情况； 

 6. 请开发署和人口基金在提交给执行局的其他相关报告中继续改善成果

报告； 

 7. 又请开发署和人口基金在今后的报告中加入有关进一步改善三年期全

面政策审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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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决定将上述报告(E/2010/5)连同意见摘要和各代表团在本届会议上提

供的指导一并转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9. 又请开发署署长、人口基金执行主任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磋

商，考虑如何进一步改进和理顺其报告，考虑到包括第 2008/2 号决议在内的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相关决议，并于 2010 年编写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关于这一事项

的备选方案，供执行局审议。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9 

关于审计委员会 2006-2007 年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执行局 

 关于开发署： 

 1. 注意到关于审计委员会 2006-2007 年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DP/ 

2010/11)； 

 2. 认识到开发署2008-2009年在处理11个高度优先审计事项方面的进展； 

 3. 注意到在执行审计委员会的审计建议(A/63/5/Add.1)方面取得的进展； 

 4. 鼓励开发署继续对从战略角度征聘工作人员并对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进

行投资，维持最近几年在化解审计潜在风险方面的进展。 

 关于人口基金： 

 5. 注意到 2006-2007 年审计委员会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DP/FPA/ 

2010/15)以及2006-2007年人口基金为执行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各项建议计划采取

的进一步行动。 

 关于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6. 注意到关于审计委员会就 2006-2007 两年期所提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DP/2010/14)； 

 7. 确认迄今取得的进展。 

 关于开发署、人口基金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8. 鼓励开发署、人口基金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在今后的报告中密切关注高

度优先建议，并请开发署、人口基金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在今后报告附件中继续

标明审计建议(酌情包括未获采纳的审计建议)和采取的行动的所有出处。 

 

201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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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 

人口基金间接费用回收政策的最新情况 
 

 执行局 

 1. 忆及其有关审查人口基金间接费用回收政策审查的第 2007/15 号决定； 

 2. 注意到对人口基金间接费用回收政策执行情况审查的报告(DP/FPA/2010/ 

16)； 

 3. 重申经常资源由于其不附带条件的性质，是向人口基金提供捐款的基

石，经常资源不应用于补贴由其他资源资助的项目和方案的支助费用； 

 4. 忆及其有关人口基金2010-2011两年期支助预算估计数的第2009/26号

决定，其中请执行主任改善人口基金 2012-2013 两年期支助预算，以此作为实现

单一综合预算的第一步，其中包括说明费用回收，提供预计从预算外资源回收费

用的计算方法，包括提供最新资料，说明人口基金的可变间接费用，以恰当分析

费用回收率； 

 5. 赞赏地注意到为实现第 2009/22 和 2009/26 号决定中概述的目标，包括

单一综合预算的目标，将费用回收问题纳入了本届会议上介绍的路线图； 

 6. 又赞赏地注意到开发署、人口基金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如在路线图

中所描述的将联合审查现有的成本定义和活动分类及相关费用，包括那些与成本

回收相关的费用，在此方面强调有必要广泛地探讨成本回收问题，包括固定的和

可变的间接费用。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11 

开发署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促进《全球就业契约》 
 

 执行局 

 1. 忆及 2007年 2月 9日开发署署长和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署名的加强两个

机构间的协作及伙伴关系，支持联合国减贫和创造更多体面就业机会的行动的信； 

 2. 欣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09/L.24号决定，其中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

基金和方案在其政策和方案中考虑到《全球就业契约》； 

 3. 请开发署与国际劳工组织协作，继续优先关注《全球就业契约》所载各

项建议，并在执行开发署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时将《全球就业契约》纳入其业

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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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署长与各方案国磋商，确定并执行在国家一级加强机构间合作和协作

的行动，在这些活动中可适当地将《全球就业契约》纳入业务活动，加强与全球

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专题联系； 

 5. 还请开发署在署长年度报告中纳入一份进展报告，概述其为执行本决定

采取的举措。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12 

执行局 2010 年第一届常会通过的各项决定概览 
 

 执行局 

 回顾其在 2010 年： 

  项目 1 

  组织事项 
 

 选举 2010 年度执行局成员如下： 

主席：John Ashe 先生阁下(安提瓜和巴布达) 

副主席：Farid Jafarov 先生(阿塞拜疆) 

副主席：Claude Lemieux 女士(加拿大) 

副主席：Atoki Ileka 先生阁下(刚果民主共和国) 

副主席：Muhammad Ayub 先生(巴基斯坦) 

通过 2010 年第一届常会议程和工作计划(DP/2010/L.1)； 

通过 2009 年第二届常会报告(DP/2010/1)； 

通过 2010 年度工作计划(DP/2010/CRP.1)； 

核准 2010 年年会暂定工作计划； 

 同意 2010 年执行局其余各届会议的时间表如下： 

 2010 年年度会议：2010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2 日(日内瓦)； 

 2010 年第二届常会：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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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署部分 
 

  项目 2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通过有关开发署 2010-2011 两年期概算的第 2010/1 号决定； 

 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有关开发署2010-2011两年期概算的报告

(DP/2010/4)。 

  项目 3 
  方案规划安排(开发署) 

 

 通过了有关对2008-2011年方案规划安排进行中期审查的第2010/3号决定。 

  项目 4 
  开发署的两性平等问题 

 

 通过了署长有关开发署两性平等战略和行动计划执行情况口头报告的第

2010/4 号决定。 

  项目 5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核准了下列国家方案： 

 非洲：乌干达 

 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罗马尼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阿根廷和危地马拉 

 核准了下列区域方案： 

 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区域方案文件。 

  项目 6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通过了有关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费用回收政策执行情况的第2010/5号决定。 

  项目 7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通过了有关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2010-2011两年期概算的第2010/6号决定； 

 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有关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2010-2011两年

期概算的报告(DP/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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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部分 

  项目 8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通过有关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2010-2011 年两年期概算的第 2010/7 号决定； 

 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有关联合国项目事务厅2010-2011两年期

概算的报告(DP/2010/10)。 

  联合部分 
  项目 2 和项目 11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开发署和人口基金) 

 通过了有关开发署、人口基金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关综合预算路线图的联

合情况说明的第 2010/2 号决定。 

  项目 9 
  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通过了有关开发署署长和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联

合报告的第 2010/8 号决定。 

  项目 10 
  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通过了关于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执行审计委员会 2006-2007 年各项建

议情况报告的第 2010/9 号决定。 

  项目 13 
  其他事项 

 

 通过了有关开发署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促进《全球就业契约》的第 2010/11

号决定。 

  人口基金部分 
 

  项目 11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通过了有关人口基金间接费用回收政策最新情况的第 2010/10 号决定。 

  项目 12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核准了下列国家方案文件： 

 非洲：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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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危地马拉 

联席会议 

 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和 18 日，举行了开发署/人口基金执行局、儿童基金会

执行局以及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的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了以下主题：(a) “一体行

动”：加强国家一级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反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介绍了有

关联合国一体行动国家方案的文件；(b) 气候变化；(c) 从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复

苏：粮食保障和安全网；(d) 回顾千年发展目标。 

 还举行了下列非正式情况简况介绍会： 

 有关对开发署评价政策进行独立审查的简况介绍会。 

 

2010 年 1 月 22 日 

 
 

  2010/13 

署长关于“战略计划：2009 年业绩和成果”的年度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署长关于“开发署战略计划：2009 年业绩和成果”的年度报告

(DP/2010/17)； 

 2. 欢迎年度报告进一步注重成果并提供了关于挑战、机遇和补救行动的强

化分析资料，请开发署在今后的报告中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包括更好地介

绍和宣传各项活动、业绩和成果； 

 3. 着重指出必须倡导和支持建立各国实现国际商定目标特别是千年发展

目标的能力，为此请开发署管理层进一步设法建立开发署提供成果的能力，并改

进对成果管理以及能力建设方面各项努力的评价和报告； 

 4. 鼓励开发署使两性平等和能力建设成果贯穿于署长年度报告，并呼吁开

发署继续在这些跨领域问题上改进业绩； 

 5. 鼓励开发署依照其任务规定进一步支持预防冲突和危机的工作，为此请

开发署在 2010 年 9 月下届常会上就预防危机和复原局的审查问题举行一次非正

式会议； 

 6. 欢迎开发署业务行动计划，并期待在执行局定期介绍最新情况； 

 7. 鼓励开发署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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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欢迎署长年度报告列明了决定今后方向方面的挑战和经验教训，并请开

发署自 2011 年起在今后的年度报告中列出应对这些挑战的具体步骤，进一步提

出经验教训和建议； 

 9. 赞同关于进行一次联合中期审查的决定，包括即将提交执行局 2011 年

年会的关于开发署战略计划的 2010 年年度报告，欢迎有这一机会进一步阐明战

略方向，对成果框架进行一次彻底审查，以便在 2011 年作出改进，并确定在战

略计划期的其余各年可以作出的进一步改进； 

 10. 强调必须根据开发署署长编写的有关报告在开发署/人口基金执行局定

期讨论与开发署任务规定有关的实质性政策问题； 

 11. 请开发署署长根据 2011 年年会期间对战略计划的中期审查结果，在

2011 年第一次常会之前就战略计划的四个主要专题领域进行非正式情况介绍； 

 12. 关切地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受金融和经济危机重创的发展中国

家以及受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在到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存在滞后现象，为此请署长确保拟定和实施方案活动，并为这些活动提供充足

资金，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特别是非洲的特殊需要和挑战； 

 13. 回顾其第 2008/15 和 2008/14 号决定，其中除其他外敦促开发署最优先

重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消除贫穷，并确认开发署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催化作用，

呼吁署长进一步加紧努力，在到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加速取得进展，

特别是在方案国家，并在其年会上报告有关情况； 

 14. 认识到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很大而且越来

越大，请开发署署长继续加大对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支持力度，以期深化协作，

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果； 

 15. 认识到高度合格的员工是开发署实现战略计划内各项目标的关键，指出

开发署管理层和员工具有均衡、多样的代表性的重要性； 

 16. 欢迎 2009 年 10 月在卢旺达基加利和 2010 年 6 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方

案国家试点问题政府间会议，赞赏地注意到《基加利宣言》和《河内宣言》。 

 

2010 年 7 月 1 日 

 
 

  2010/14 

2010 年及其后对开发署及其基金和方案的供资承诺 
 

 执行局 

 1. 着重指出开发署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经常(核心)资源基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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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申由国家自主和领导的原则，并着重指出加强联合国发展系统一致性

的重要性； 

 3. 关切地注意到对开发署经常资源的捐款从 2008 年 11 亿美元降至 2009

年的 10 亿美元，因此开发署没能达到 2008-2013 年期间战略计划规定的 2009 年

经常资源筹资目标； 

 4. 还关切地注意，根据目前的预测，开发署 2010 年经常资源捐款可能进

一步减少，而目前极难预测 2011 年的经常资源捐款； 

 5. 欢迎署长为筹集经常资源所作的努力，并敦促开发署进一步筹集此种资

源，继续增加捐款国数目； 

 6. 认识到展示和宣传发展成果的重要性； 

 7. 回顾大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三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第

62/208 号决议，并重申经常资源因其不符带条件的特点，是开发署资源的基石； 

 8. 确认其他(“非核心”或“指定用途”)资源作为对开发署经常资源基础

的补充对开发署所起的作用，而且此种资源在不断增加，强调其他资源应始终有

助于一致性和方案国家的国家自主权，并关切地注意到，开发署的其他资源仍然

超过经常资源； 

 9. 请尚未对 2010 年经常资源捐款的国家提供此种捐款，鼓励各会员国在

可行时作出多年期认捐并提出捐款时间表，然后信守认捐承诺和捐款时间表。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10/15 

年度评价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开发署年度评价报告(DP/2010/19)； 

 2. 请开发署处理独立评价提出的问题，并采取行动，确保管理层的回应措

施得到落实和监测； 

 3. 关切地注意到分散化评价的覆盖面、合规程度、质量和用途仍然存在严

重问题，为此请开发署依照关于独立审查开发署评价政策和管理层回应措施的第

2010/16 号决定，作为一项优先工作，加强分散化评价能力，并扩大其用途； 

 4. 欣见及时完成对发展成果的评估，以便加强其在新国家方案规划中的作

用，并欣见国家参与程度提高以及在这些评估中采用了国家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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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开发署支持国家评价能力建设； 

 6. 还请开发署处理在发展成果评估中就能力建设和性别问题主流化等跨

领域问题提出的各种问题：(a) 发展活动中纳入两性平等的内容不足；(b) 资

源的适当分配；以及(c) 在处理两性平等问题上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协调程度

不够； 

 7. 核准评价办公室提出的 2010-2011 年工作方案，并欣见该工作方案与开

发署 2008-2011 年战略计划有着明确的联系。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10/16 

开发署评价政策独立审查和管理层的回应 
 

 执行局 

 1. 欢迎对开发署评价政策的独立审查(DP/2010/20)，重申评价政策对该组

织的重要性； 

 2. 注意到独立审查报告重点指出的在执行评价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

在的问题和挑战； 

 3. 欢迎管理层对评价政策独立审查结果的回应； 

 4. 请开发署加紧努力，加强对分散化评价的监督和支持，以便扩大覆盖面，

提高合规程度和质量，并扩大其用途，为此强调高级管理层特别是各区域局主任

作出承诺和接受问责的重要性； 

 5. 强调将改进分散化评价的努力始终贯穿于开发署为加强成果管理制的

总体努力很重要； 

 6. 请开发署确保所有国家、区域和全球方案文件载明附有费用和预算的评

价计划，而此种计划应涵盖用于实现发展成果的所有预定捐款，并作为调整现有

方案和拟定新方案的依据； 

 7. 就国家方案而言，还要求评价计划的预算至迟于国家方案行动计划通过

之时确定； 

 8. 还请开发署确保评价办公室的评价工作计划列明费用，而此项费用应纳

入与评价有关的两年期支助预算； 

 9. 还强调必须提高开发署各项方案的可评价性，以此作为有效设计方案、

与国家合作伙伴一起进行持续监测以及评价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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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强调需要加强方案国家在评价过程中的自主权和领导权，为此请开发署

与联合国评价小组其他成员协作，阐明开发署在国家评价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 

 11. 欢迎 2009 年国家办事处评价能力有所提高，并请开发署进一步减少不

具备监测和评价能力或此种能力不足的国家办事处的数目； 

 12. 请开发署进一步参与政府和提供捐助的联合国组织对联发援框架成果

的联合评价，同时继续评估开发署对共同成果的独特贡献； 

 13. 欢迎管理层对分散化评价结果的回应措施有所改进，鼓励开发署进一步

改进管理层回应措施的提出和追踪工作，以改善学习、问责制和评价工作后续行

动的透明度，与作为合作伙伴的政府和其他方案伙伴介绍管理层的回应措施； 

 14. 请开发署提出一项反映管理层回应措施下列内容的开发署订正评价政

策，供执行局 2011 年第一届常会核准： 

 (a) 将评价办公室的独立性，包括评价办公室主任和工作人员的征聘、主任

与开发署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以及评价办公室工作方案和预算的核准等事

项制度化； 

 (b) 加强国家一级办法以及国家对独立分散化评价的参与； 

 (c) 提出列明费用和预算的评价计划，作为分散化评价的一项合规要求； 

 (d) 采取适当措施，促使开发署高级管理层积极主动地从战略高度利用独立

分散化评价结果；以及 

 (e) 阐明开发署和评价办公室包括联合国评价小组在国家评价能力建设方

面的作用； 

 15. 请评价办公室委托他方对开发署的评价政策再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并于

2013 年将评价结果提交执行局，其中除其他外涉及下列方面： 

 (a) 2007 年方案和业务政策和程序以及关于发展成果规划、监测和评价的新

《手册》规定的作用和责任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充分、有效的落实； 

 (b) 采取新《手册》提倡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国家一级的成果管理制

和分散化评价； 

 (c) 评价办公室的独立性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制度化； 

 (d) 这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执行，对开发署的相关基金和方案作出了

多大的积极贡献；以及 

 (e) 是否已确定并实施加强国家自主权和能力建设的有效办法。 

 

201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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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7 

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开发署道德操守办公室 2009 年活动报告(DP/2010/26)、人口基

金 2009 年审计和监督活动报告概述的道德操守方面的活动、以及 2009 年执行主

任关于项目厅的报告； 

 2. 认识到在建立各自的道德操守办公室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这些办公室

对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业务的贡献，并鼓励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管

理层允许各自的道德操守办公室主任作为观察员列席有关高级管理层会议，鼓励

实行严格的操守标准，预防机构利益冲突； 

 3. 请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随时向执行局通报在落实行动计划方面取

得的进展，包括所产生影响和所取得成绩的证据； 

 4. 鼓励道德操守办公室利用对培训的反馈意见，确保培训工作对开发署、

人口基金和项目厅继续有效、适用，确保培训是一项良好的资源投资； 

 5. 还鼓励道德操守办公室继续加强对管理层和员工的情况介绍、培训和咨

询服务； 

 6. 回顾其第2008/37号决定及其中关于在任命主要监督官员时避免利益冲

突的规定，为此请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指定各自的道德操守办公室为各自

组织内负责审查高层任命方面潜在利益冲突问题的单位，行使在秘书长任命官员

时所做的审核工作中不涵盖的控制职能； 

 7. 请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管理层继续提供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支持各自的道德操守办公室有效开展工作，重点仍然是提高开发署、人口基金和

项目厅道德操守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技能和能力； 

 8. 请开发署署长及人口基金和项目厅执行主任：(a) 任命在相关领域确有

能力和经验的人担任各自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主任；(b) 确保由一个独立的实体进

行任命前利益冲突审查；(c) 任期以五整年为限，特殊情况可延长一次，最长五

年；(d) 不得返回各自的组织； 

 9. 请人口基金和项目厅道德操守办公室向执行局今后各届年会提交报告。 

 

201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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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8 

关于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2009 年成果的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资发基金)成果的报告，表示赞赏资发基金

2009 年取得的出色方案和业务成果； 

 2. 欢迎资发基金通过提供投资资本和技术援助，促进当地发展，推动惠及

贫穷家庭及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普惠性小额信贷，为在最不发达国家将千年发展目

标本地化作出了具体、灵活的贡献，并呼吁资发基金在今后提交执行局的年度报

告中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说明资发基金的活动如何有助于在当地一级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包括总结的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 

 3. 鼓励资发基金继续努力动员对其经常资源的捐款或对于落实资发基金

2008-2011 年投资计划必不可少的多年期专题捐款，这将使资发基金得以维持服

务和投资支助，并将其扩大到更多的最不发达国家； 

 4. 还鼓励资发基金进一步努力增加和扩大有能力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伙伴

对其经常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捐助； 

 5. 欢迎资发基金努力改进管理做法，并鼓励进一步加强此种努力，还欢迎

资发基金努力维持方案的高质量，同时确保方案组合根据最不发达国家日益增长

的需求不断扩大。 

 

2010 年 7 月 1 日 

 
 

  2010/19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署长的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署长关于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年度报告(DP/2010/28)； 

 2. 确认志愿人员方案在支持方案国家和联合国组织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

包括千年发展目标、环境可持续性和两性平等主流化方面取得的成绩； 

 3. 特别注意到志愿人员方案在线志愿服务范围和规模的扩大，鼓励志愿人

员方案继续努力创新志愿服务模式并使其多元化，并在执行任务时加强性别均衡； 

 4. 欢迎志愿人员方案与方案国家合作建立这些国家管理国家志愿人员系

统的能力，包括拟定政策、立法和支持执行的能力； 

 5. 鼓励志愿人员方案认识到国家和国际志愿人员是联合国提供的援助的

一部分，继续通过联合国国家小组开展努力，在拟定方案时纳入志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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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认识到志愿人员方案特别志愿人员基金正支持对显示志愿行动对和平

与发展的影响的创新做法进行研究和试点； 

 7. 重申志愿人员方案依照大会第63/153号决议充当2011年志愿人员国际

年十周年协调中心的作用； 

 8. 决定志愿人员方案作为协调中心向执行局2011年年会介绍2011年志愿

人员国际年十周年规划情况以及志愿人员方案四十周年规划情况。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10/20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DP/2010/29)及报告突出成果的特点； 

 2. 确认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通过协助国家合作伙伴将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进展与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

努力结合起来，支持方案国家推进发展方面的商定优先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3. 请妇发基金在今后的报告中列入更多对成果、经验教训和尚存挑战的分析； 

 4. 欢迎战略计划中期审查，认为这是进一步阐明战略方向并对成果框架进

行彻底审查的一次机会，以便在 2011 年作出改进，并确定在战略计划的所剩期

间需要作出的其他改进； 

 5. 注意到大会目前就设立一个新的妇女实体进行的讨论，请妇发基金及时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大会商定的过渡安排在大会议定的期限内完成。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10/21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DP/2010/30)以及往往在极其艰难的环境

下对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的业务成果作出的贡献； 

 2. 欣见联合国项目事务厅(项目厅)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其服务和人员的专

业程度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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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欢迎业务准备金和所有服务终了应计负债均已全额补充，使该组织恢复

了财务可持续性，重新证明其自筹资金的业务模式的可行性； 

 4. 欢迎伙伴关系得到加强并对成果作出贡献，鼓励执行主任铭记项目厅的

核心任务，为了加强联合国的一致性，作为在发展、人道主义及维和领域向各种

行为主体，包括联合国、各国政府、政府间机构、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基金会、

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的单位，进一步加强参与程度； 

 5. 鼓励执行主任继续努力在项目厅业务中纳入国家能力建设的内容； 

 6. 欢迎执行主任为提高透明度和问责程度作出的努力，特别是彻底公布项

目资料，包括关于所有授予的合同和支付的款项的信息，而不论其数额大小。 

 

2010 年 6 月 29 日 

 
 

  2010/22 

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关于内部审计和监督的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a) 开发署关于内部审计和调查的报告(DP/2010/31)及管理层

的相关回应；(b) 人口基金关于2009年内部审计和监督的报告(DP/FPA/2010/20)

及管理层的相关回应；以及(c)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内部审计和调查小组 2009 年

活动报告(DP/2010/32)及管理层的相关回应； 

 2. 注意到:(a) 开发署审计咨询委员会的年度报告；(b) 人口基金审计咨

询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和(c) 项目厅战略和审计咨询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3. 欢迎目前对主要的重复性管理问题和基于风险的审计规划的重视； 

 4. 欣见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遵守了关于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第

2008/37 号和第 2009/15 号决定，包括在其各自年度报告中报告披露活动； 

 5. 请开发署署长及人口基金和项目厅执行主任向执行局 2011 年第二届常

会提交一份协调一致的会议室文件，概述新提出的请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

内部审计报告披露更多信息的要求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回应对相关信息的需求的

备选办法； 

关于开发署, 

 6. 表示继续支持加强开发署的内部审计和调查职能，并欣见报告内所载的

信息以及审计咨询委员会工作所涵盖的各种战略议题，这有助于加强开发署的问

责制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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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欢迎对 2005-2009 年五年期间内部审计问题的多年期趋势分析，要求在

今后的报告中继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8. 确认开发署对加强联合国系统内部审计做法一致性的贡献； 

 9. 注意到需要调查的申诉数量大幅增加，请开发署确保及时建立适当的调

查能力； 

 10. 注意到提出 18 个月以上仍未得到执行的审计建议数目保持相对稳定，

请开发署维持为执行这些建议，特别是执行其控制范围之内需要组织内部给予协

助或需要改进资源配置的建议而采取的后续努力； 

 11. 关切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审计结果与项目管理特别是国家办事处的项

目管理有关，并注意到为处理各级系统性弱点包括监督、内部做法和培训领域的

系统性弱点正在作出的努力，并请管理层继续处理这些问题，以期在下一次报告

中展示所实现的改进； 

 12. 欢迎在审计非政府组织和/或国家政府执行的项目时发现资金风险持续

降低的趋势，在这方面敦促开发署维持这种努力，并确保及时提交审计报告； 

 13. 请审计和调查办公室在下次年度报告中列出用于审计和调查的资源是

否充足的资料； 

关于人口基金， 

 14. 注意到人口基金决心继续加强其问责制和保证程序，并敦促执行主任继

续：(a) 依照国际公认的最佳做法更好地落实内部控制框架，其中考虑到与国际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保持一致的重要性；(b) 落实企业风险管理；以及(c) 监督事

务司的空缺，以确保适当的审计和调查覆盖面； 

 15. 回顾第 2006/13 和 2008/13 号决定，请人口基金提供下列方面的汇总信

息，充实其今后的审计和监督年度报告：(a) 主要审计结果，并就审计工作的趋

势进行多年期比较；(b) 按年份、类别和优先等级列入未得到解决的审计结果；

(c) 18 个以上仍未解决的审计结果；以及(d) 最重要的重复性监督问题和处理这

些问题的建议； 

 16. 期待监督事务司下次报告对用于审计和调查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是否充

足作出评估； 

 17. 注意到需要进行调查的申诉数目大幅增加，请人口基金采取一切必要行

动，适当配置相关资源，以确保及时建立适当的调查能力，并敦促人口基金建立

侦测和预防欺诈方案，以尽可能减少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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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欢迎人口基金继续优先处理与国家执行模式有关的审计结果，为此处理

审计报告中查明的业务风险和弱点，其中特别重视国家办事处和执行伙伴的能力

建设，请人口基金确保进行适当监督和控制，以处理各种弱点，特别是处理当地

方案和项目的监测、未清余额和及时提交国家执行审计计划和报告等问题，并向

执行局通报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19. 回顾监督政策和内部审计章程，重申监督事务司可以完全、自由、无限

制地查阅人口基金所有档案、接触与审计中的人口基金职能有关的财产和人员，

并重申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义务协助该司执行任务； 

 20. 重申监督事务司是一个独立单位，其司长对于该司发表的审计报告有最

后发言权，并享有直接向执行主任报告监督事务司进行的所有审计情况的独立性，

并建议将今后的报告改称为监督事务司司长关于内部审计和监督活动的报告； 

 21. 请人口基金加强遵守机构政策、程序及财务条例和细则，对财务事项包

括采购进行适当的分工； 

 22. 欢迎监督事务司改进了对审计建议执行情况的跟踪监督，要求今后的报

告按优先等级概述审计建议的数目，并敦促人口基金尽快执行尚未执行的建议； 

关于项目厅， 

 23. 欢迎 2009 年扩大了内部审计的覆盖面，并扩大了审计工作重点，将基

于绩效的审计包括在内，并欢迎审计建议执行情况的跟踪工作有所改进； 

 24. 注意到目前为建立一个结构清晰的全组织风险管理系统所做的工作，并

期待在该系统建立时更多地了解有关情况； 

 25. 注意到在人力资源、项目和方案管理、采购和财务领域一再出现的审计

结果；并注意到缺乏书面程序以及不遵守项目厅政策和程序的情形大幅增加是发

生这些审计结果的最常见原因； 

 26. 注意到在这方面项目厅管理层修订了现行政策或制定了新政策以执行

各种审计建议，包括个别承包商协议政策，敦促项目厅继续努力处理审计结果，

并期待今后的报告在审计结果方面加以改进； 

 27. 注意到与 2007 年和 2008 年相比，2009 年有保留的审计意见比率继续下

降，并要求在今后的报告中说明审计结果的财务影响。 

 

2010 年 7 月 1 日 

 
 

  2010/23 

执行主任 2009 年报告：执行人口基金战略计划的进展和成绩 
 

 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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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注意到构成执行主任 2009 年报告的各份文件：DP/FPA/2010/17(Part I)、

DP/FPA/2010/17(Part I，Add.1)和 DP/FPA/2010/17(Part II)； 

 2. 欢迎执行主任 2009 年报告内阐明的成绩和进展，并注意到报告依照第

2009/16 号决定列入了基线和具体目标，以及战略计划拟定和管理成果指标方面

的最新情况； 

 3. 鼓励人口基金继续改进向执行局提交注重成果的报告的做法，并期待自

2011年起在年度报告中看到这方面取得进展，包括更好地说明其对实现成果的贡献； 

 4. 欢迎执行主任报告载列了在确定今后方向方面的挑战和经验教训，请人

口基金自 2011 年起在其年度报告中列出为处理这些挑战以及根据经验教训和建

议取得进展采取的具体步骤； 

 5. 欢迎战略计划的中期审查，认为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阐明战略方

向，对成果框架进行一次彻底审查，以便在 2011 年作出改进，并确定 2014-2017

年战略计划需要作出的其余改进； 

 6. 欢迎人口基金继续努力提供按性别、年龄、所处地点和收入分列的数据； 

 7. 赞扬人口基金决心继续努力达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规定

的目标以及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特别是与健康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并呼吁

执行主任在实现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有问题的方案国家进一步加紧努力； 

 8. 强调执行局根据人口基金执行主任编写的有关报告定期讨论与人口基

金任务规定有关的实质性政策问题的重要性； 

 9. 请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根据 2011 年年会对战略计划进行的中期审查，在

2011 年第一届常会之前简要介绍战略计划的三大专题领域； 

 10. 请执行主任在执行局 2011 年年会上提交一份内容包括 2008-2013 年长

期战略计划中期审查结果的综合年度报告。 

 

2010 年 6 月 25 日 

 
 

  2010/24 

关于成员国和其他方面对人口基金的捐款以及 2010 年及其后数年收入

预测的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关于成员国和其他方面对人口基金的捐款以及 2010 年及其后数

年收入预测的报告(DP/FPA/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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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欢迎人口基金 2009 年经常收入增加，并欢迎各方案国家所捐助的款项； 

 3. 强调经常资源是人口基金的基石，对于为此其工作的多变性、中立性和

普遍性十分重要，并鼓励人口基金进一步筹措此种资源，框架捐款国家的数目，

同时继续为其专题基金和方案筹措补充资源； 

 4. 认识到人口基金要维持并改善供资水平，就需要有能力的国家在人口基

金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期内增加捐款； 

 5. 鼓励所有有能力的国家在年初提供捐款，并作出多年期认捐； 

 6. 强调人口基金需要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并获

得更多的可预测的核心资源，以更好地协助各国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议程充分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框架，并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2010 年 6 月 25 日 

 
 

  2010/2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关于向开发署/人口基金、儿基会和世粮署各执行

局提交一份共同国家方案文件草稿的要求的报告 
 

 执行局, 

 回顾其关于方案核准程序的第 2001/11 和 2006/36 号决定, 

 1. 注意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要求提出一份共同国家方案文件草稿，内载

一项共同说明，以及按开发署/人口基金、儿基会和世粮署分列的构成部分、成

果框架和相关资源需求； 

 2. 还注意到共同国家方案文件草稿将在 2011 年第一届常会上提出供各机

构讨论，按机构分列的构成部分将在 2011 年年会上核准； 

 3. 决定作为特例审议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国家方案文件草稿； 

 4. 还决定订正共同国家方案文件将至迟于讨论后六周内刊登在各组织的

网页上，订正文件的印本将由秘书处在接到请求时提供给执行局成员； 

 5. 着重指出，根据执行局第 2001/11 和 2006/36 号决定，共同国家方案文

件中按各机构分列的构成部分将不作介绍或讨论，按无异议办法核准，除非至少

五名成员在会前书面通知秘书处，他们希望执行局审议共同国家方案文件。 

 

2010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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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6 

两年度评价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两年度评价报告(DP/FPA/2010/19)和相关的管理层回应； 

 2. 欢迎人口基金采取行动加强全组织的人力资源，以落实评价政策，并承

诺投入资金加强工作人员在评价方面的专门知识，包括在基于成果的管理、评价

设计、评价方法、落实和操守等方面的专门知识； 

 3. 强调在今后的政策、方案和业务中参考经验教训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

必须实行制度，以确保有系统地回应和落实分散化评价的建议并传播总结的经验

教训； 

 4. 认识到采取循证方法是方案和项目具有可评价性的必要条件，欢迎人口

基金承诺依照第 2009/18 号决定于 2010 年拟定循证方案编制指南； 

 5. 强调必须加强方案国家在评价活动中的自主权和领导权，为此请人口基

金依照大会第 62/208 号决议，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优化各执行伙伴的能力建设； 

 6. 回顾第 2008/12 和 2009/18 号决定，要求两年度评价计划包括分散化评

价和集中评价，再次要求评价计划与人口基金现行战略计划联系起来，使监督事

务司可以就评价结果包括经验教训和对方案的影响提供合理的保证； 

 7. 欢迎人口基金在国家方案倒数第二年优先进行本两年期期末国家方案

评价，并期待看到期末国家方案评价结果和列有预算的国家方案评价计划与执行

局 2011 年年会产生的国家方案文件一起提交； 

 8. 着重指出应当由国家对口部门并在相关时由联合国伙伴参与改进方案

设计和实施，参与加强国家方案的可评价性，包括重视有效的指标、基线数据和

核实进展的手段； 

 9. 确认人口基金已采取步骤加强对分散化评价的监督和支助，以扩大其覆

盖面，加强其合规程度、质量和用途，在这方面强调高级管理层进一步承诺加强

这些努力的重要性； 

 10. 重申依照监督政策和内部审计章程，监督事务司可以查阅人口基金的所

有文件，对交由监督事务司评价的事务比率很低表示关切，并请人口基金遵守有

关政策和程序，通过建立一个数据库，方便对合规情况进行监测，提交所有评价

结果和相关的管理层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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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注意到报告中关于 2009 年评价质量评估的结论，包括符合方案相关性

和影响评价标准的评价比例下降，并欢迎人口基金致力于处理评价质量方面的弱

点，以便改进循证方案拟定； 

 12. 重申其一项要求，即今后两年度评价报告除其他外应处理评价结果和建

议、对影响质量的因素的分析以及人口基金所作评价的后续行动等问题； 

 13. 欢迎人口基金打算依照第2009/18号决定的要求提高其网站上刊登的评

价报告的合规率，并要求便利查阅这些报告； 

 14. 重申监督事务司司长享有独立性，可以直接向执行局报告该司所作所有

评价的情况； 

 15. 注意到评价结果对于 2011 年战略计划中期审查准备工作的相关性； 

 16. 欢迎人口基金管理层主动编制一个矩阵表，以便监测该组织对两年度评价

报告的回应措施，并要求在对战略计划进行中期审查时对这些回应措施进行审议； 

 17. 决定在执行局讨论人口基金的专题评价，首先是在 2010 年第二届常会

上讨论对人口基金人道主义回应措施的评价； 

 18. 期待在执行局 2010 年年会上审查人口基金的评价政策，包括对用于评

价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是否充足进行评估。 

 

2010 年 6 月 25 日 

 
 

  2010/27 

执行局 2010 年年会通过的决定概览 
 

 执行局 

 回顾在 2010 年年会上，执行局： 

项目 1 

组织事项 

 核准了其2010年年会议程和工作计划(DP/2010/L.2和 DP/2010/L.2/Corr.1)； 

 核准了 2010 年第一届常会的报告(DP/2010/15)； 

 商定执行局 2010 年其他会议的时间表： 

 2010 年第二届常会：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 

 通过执行局 2010 年第二届常会暂定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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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署部分 
 

项目 2 

署长的年度报告 

 通过关于署长关于“战略计划 2009 年业绩和成果”的年度报告的第 2010/13

号决定； 

 注意到开发署关于联合检查组 2009 年所提建议(DP/2010/17/Add.1)和统计

附件(DP/2010/17/Add.2)的报告。 

项目 3 

对开发署供资承诺 

 通过关于开发署及其各基金和方案 2010 年及其后经常资源供资承诺情况的

第 2010/14 号决定。 

项目 4 

评价 

 通过关于开发署年度评价报告的第 2010/15 号决定； 

 通过关于独立审查开发署评价政策和管理层回应的第 2010/16 号决定； 

 注意到对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2006-2010 年区域方案的评价(DP/2010/22

及管理层的回应(DP/2010/23)。 

项目 5 

人类发展报告 

 注意到关于《人类发展报告》的最新协商情况(DP/2010/24)。 

项目 6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注意到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佛得角、乍得、加纳、圭亚那、吉尔吉斯斯坦、

毛里塔尼亚、塞舌尔、南非、乌克兰和越南国家方案首次延长一年(DP/2010/25，

表 1)； 

 注意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国家方案延长六个月(DP/2010/25，表 1)； 

 核准津巴布韦国家方案第二次延长一年(DP/2010/25，表 2)； 

 核准纳米比亚、尼泊尔和塞拉利昂国家方案第一次延长两年(DP/2010/25，

表 2)； 

 注意到下列区域方案文件和国家方案文件草稿及内载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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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斯威士兰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SWZ/2)； 

阿拉伯国家 

 伊拉克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IRQ/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LBY/2)； 

亚洲和太平洋 

 柬埔寨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KHM/2)； 

 中国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CHN/2)； 

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区域方案文件草稿(DP/RPD/REC/2)； 

 阿塞拜疆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AZE/2/Rev.1)； 

 白俄罗斯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BLR/2 和 Corr.1)； 

 格鲁吉亚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GEO/2/Rev.1)； 

 塞尔维亚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SRB/1 和 DP/DCP/SRB/1/Add.1) 

 土耳其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TUR/2)。 

项目 7 

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报告 

 通过关于开发署道德操守办公室 2009 年报告的第 2010/17 号决定。 

项目 8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通过关于资发基金 2009 年成果报告的第 2010/18 号决定。 

项目 9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通过关于署长关于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报告的第 2009/19 号决定。 

项目 10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通过妇发基金执行主任年度报告的第 2010/2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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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厅部分 
 

项目 11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通过关于项目厅执行主任年度报告的第 2010/21 号决定。 

 

  联合部分 
 

项目 12 

内部审计和监督 

 通过关于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内部审计和监督报告的第2010/22号决定。 

项目 13 

实地访问 

 注意到下列报告： 

 (a) 对卢旺达的联合实地访问报告(DP/FPA/2010/CRP.1)； 

 (b) 开发署/人口基金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实地访问报告(DP/2010/ 

CRP.2-DP/FPA/2010/CRP.1)。 

项目 6 和 16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通过关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关于向开发署/人口基金、儿基会和世粮署各

执行局提交一份共同国家方案文件草稿的要求的第 2010/25 号决定。 

 

  人口基金部分 
 

项目 14 

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 

 通过关于人口基金执行主任 2009 年关于执行人口基金战略计划方面进展和

成绩的报告的第 2010/23 号决定。 

项目 15 

对人口基金的供资承诺 

 通过关于成员国和其他方面对人口基金的捐款以及 2010 年及其后数年收入

预测的第 2010/24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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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6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注意到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佛得角、乍得、加纳、毛里塔尼亚、缅甸、

索马里、南非、乌克兰和越南方案延长一年； 

 注意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方案延长六个月； 

 核准纳米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方案延长两年； 

 核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案第二次延长一年； 

 注意到下列国家方案文件草稿及内载评论： 

非洲 

 斯威士兰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SWZ/5) 

阿拉伯国家 

 伊拉克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IRQ/1)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国家方案草稿(DP/FPA/DCP/OPT/4) 

亚洲和太平洋 

 柬埔寨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KHM/4) 

 中国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CHN/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PRK/5) 

东欧和中亚 

 阿塞拜疆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AZE/3) 

 白俄罗斯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BLR/1) 

 格鲁吉亚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GEO/2) 

 土耳其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TUR/5)。 

项目 17 

评价 

 通过关于两年度评价报告的第 2010/26 号决定。 

项目 18 

其他事项 

 举行了下列吹风会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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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署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国际评估情况的吹风会； 

 招待会及影展开幕：立此存照：关爱地球； 

人口基金 

 关于消除贫穷的特别活动小组讨论：性保健和生殖保健为何重要； 

开发署/人口基金 

 关于人道主义和应急行动的联合会边活动； 

开发署/人口基金/项目厅 

 关于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在能力建设和发展效果方面作用的小组讨论。 

 

2010 年 7 月 1 日 

 
 

  2010/28 

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2001-2010 年)苏拉亚·艾哈迈德·奥贝德

表示感谢 
 

 执行局 

 遗憾地注意到苏拉亚·艾哈迈德·奥贝德 2010 年 12 月 31 日将从联合国人

口基金执行主任的职位上退休； 

 认识到她有效地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议程放到了国家和全球发展方案

和政策对话的中心，以此来确保每次怀孕都是想要的、每次分娩均为安全、每个

青年均无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每个女孩和妇女均得到尊重，消除贫困的政策

都有可靠数据为依据； 

 感谢奥贝德女士为促进理解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议程同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之间的密切联系所起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尊重妇女的人权以及更多的投资于

教育和保健的重要性； 

 还感谢奥贝德女士作出坚定不移的承诺，支持和主张两性平等及妇女赋权，

使世界上许许多多妇女、男子和青年能够表达其愿望，参与改善其生殖健康和福

祉；  

 仰慕地注意到奥贝德的战略领导作用，她同全世界的家长们共同努力，让文

化为发展议程服务，并支持各项普遍原则，促进人们对内部改革以确保可持续发

展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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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她在发展合作中坚持并支持国家自主和国家领导，支持加强国家能力以

进行国家执行，并使用国内制度； 

 还回顾她对南南合作的坚定承诺； 

 赞扬奥贝德女士作出强有力的努力调动资源，使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金显著

增加，并成为联合国系统中向其捐款的国家数量最多的组织； 

 肯定奥贝德女士在使联合国改革制度化和联合国系统、包括在业务做法这一

关键领域“一体行动”的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 

 深为赞赏地看到，奥贝德女士作为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她将人之情带入了发

展进程，包括身居高位却在工作中谦恭、富于同情心和专业精神，身体力行地体

现了联合国的最高价值思想，赢得了她的工作人员和世界各地发展伙伴的仰慕； 

1. 决定特别给予苏拉亚·艾哈迈德·奥贝德女士以下告别祝颂： 

 (a) 肯定她在加强人口基金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作用以及在同各国政

府和民间社会，包括议会、非政府组织、信仰组织、学术界、基金会和其他私营

部门实体加深和扩大伙伴合作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决心、献身精神和远见；  

 (b) 赞扬她在 2001 至 2010 年期间对人口基金的有效领导和管理，以及在推

动联合国改革中积极的领导作用；  

 (c) 执行局表示感谢她在推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各项目标和包括《千年宣

言》所载各项目标内的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实现所发挥的杰出的领导作用； 

2. 最热情地祝愿苏拉亚·艾哈迈德·奥贝德保持健康，并在以后的所有工作中

取得成功。 

 

2010 年 9 月 2 日 

 
 

  2010/29 

2009 年财务状况年度审查 
 

 执行局  

 1. 注意到 DP/2010/35 和 DP/2010/35/Add.1 号文件；  

 2. 又注意到经常资源的减少，而开发署需要经常资源来履行其任务，保持

其多边、公正和普遍性，并为推行注重长期效力和可持续发展成果的战略性和灵

活的管理方针提供充足和有保障的经常供资基础；  

 3. 回顾可预测的供资的重要性，因为及时支付捐款是避免经常资源资金周

转困难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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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敦促所有会员国支持开发署实现战略计划规定的资源目标，并尽早承诺

向开发署 2010 年及以后经常资源提供捐款，如有可能通过多年认捐做出承诺； 

 5. 敦促开发署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并确保提高效率和增加节省，请开发署

管理层继续按照收入预测来调整支出计划，将结余用于方案，并继续定期向执行

局报告旅行和其他费用的相关节省。 

 6. 要求今后的财务状况年度审查报告说明汇率浮动对开发署经常资源的

影响，并概要介绍为减少其对财务结果的影响所采取的步骤。 

 

2010 年 9 月 2 日 

 
 

  2010/30 

对缅甸的援助——署长的说明 
 

 执行局  

 1. 注意到本文件(DP/2010/36)和派往缅甸的独立评估团提交的报告，特别

是其中所述的战略挑战和建议；  

 2. 请署长在人类发展倡议中酌情考虑到并落实独立评估团的调查结果； 

 3. 建议开发署在当前任务规定的最大潜力范围内尽快制定从 2012 年开始

的方案活动，同时要考虑到独立评估团的各项建议。 

 

2010 年 9 月 2 日 

 
 

  2010/31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采购活动 2009 年度统计报告  
 

 执行局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采购活动 2009 年度统计报告

(DP/2010/38 和 DP/2010/38/Corr.1)；  

 2. 欢迎其中所载数据列报和分析以及专题补编的关联性； 

 3. 欢迎联合国各组织增加从支持全球契约的供应商处进行采购。 

 

2010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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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2 

开发署、人口基金和儿基会关于综合预算路线图——费用分类和成果预

算编制的联合报告 
 

 执行局 

 1. 注意到 DP-FPA/2010/1-E/ICEF/2010/AB/L.10 号文件所载的分析； 

 2. 核 可 上 述 文 件 (DP-FPA/2010/1-E/ICEF/2010/AB/L.10) 所 提 议 在

2012-2013 两年期采用的活动和相关费用的费用定义和分类办法，但须作下列

修正： 

 (a) 发展活动：(a) 方案；(b) 发展效益； 

 (b) 联合国发展协调； 

 (c) 管理：(a) 经常费用；(b) 非经常费用; 

 (d) 特殊用途：(a) 资本投资；(b) 为其他联合国组织提供的服务；  

 3. 请在 2011 年第一届常会之前，以非正式说明的形式提供更多书面资料，

说明改变费用分类模式带来的差异； 

 4. 请开发署和人口基金采用这些费用定义和分类，列报其 2012-2013 年预

算文件； 

 5. 请开发署和人口基金连同儿基会，在 2013 年及以后列报的财务报表和

年度财务审查报告中体现新的分类，以便对比实际支出和预算； 

 6. 请开发署和人口基金连同儿基会一道继续努力，实现每个组织从 2014

年开始采用单一综合预算列报方式，并使预算与各个组织的战略计划结果相配合；  

 7. 请开发署和人口基金连同儿基会共同依照第 2009/22 和 2009/26 号决

定，编写一份非正式模拟文件，说明 2012-2013 年预算的格式，供 2011 年第一

届常会讨论，该格式应确保预算与各自战略计划的机构和管理成果框架之间有全

面、透明的关联性，并强调在 2011 年第一届常会之前必须与执行局定期协商，

包括就费用分类和成果预算编制问题进行协商。 

 

2010 年 9 月 2 日 

 
 

  2010/33 

评价人口基金的人道主义回应行动 
 

 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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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确认人口基金在应急准备、人道主义回应及过渡与复苏中的重大作用，

特别是在紧急产妇医疗保健、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数据收集及

分析等领域的重大作用； 

 2. 请人口基金修订其 2006-2009 年人道主义回应战略，并由执行局在其

2011 年第一届常会上通过口头介绍加以讨论，以指导人口基金人道主义回应活动

主流化工作，同时要考虑到人口基金人道主义回应专题评价的结论，并在人口基

金中期战略计划的框架内审议修订的人道主义回应战略； 

 3. 请人口基金在其修订的战略中包括人道主义成果框架，其中应包括明确

的界定的指标、相关的基准和目标，包括两性平等，该框架应以人口基金战略计

划的成果框架为基础； 

 4. 鼓励人口基金确保，对当前组织结构及其人道主义回应的作用和责任的

任何改变或厘清将使人口基金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人道主义危机；  

 5. 强调改善包括与标准作业程序和快速增援能力有关的系统和程序的重

要性，并须加强和执行人口基金人道主义回应活动的监测和评估框架，还强调需

要加强执行能力和国家伙伴的能力； 

 6. 鼓励人口基金在应对紧急人道主义局面时继续同有关的人道主义团队

合作，并将重点放在人道主义团队确定的优先事项。  

 

2010 年 9 月 2 日 

 
 

  2010/34 

开发署/人口基金执行局 2010 年第二届常会通过的决定概览 
 

 执行局 

 回顾在其 2010 年第二届常会上，执行局： 

项目 1 

组织事项 

 核可了 2010 年第二届常会议程和工作计划(DP/2010/L.3)； 

 核可了 2010 年年会报告(DP/2010/33)； 

 同意执行局 2011 年以下会议安排： 

选举 2011 年主席团成员：    2011 年 1 月 12 日 

2011 年第一届常会：     2011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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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署/人口基金、儿基会和粮食署  2011 年 2 月 4 日和 7 日 

各执行局联席会议： 

2011 年年会：      2011 年 6 月 6 日至 17 日(纽约) 

2011 年第二届常会：     2011 年 9 月 6 日至 9 日 

 通过 2011 年第一届常会暂定工作计划； 

 审查 2011 年年度工作计划草案。 

开发署部分 

项目 2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通过关于 2009 年财务状况年度审查的第 2010/29 号决定。 

项目 3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通过关于对缅甸的援助——署长的说明的第 2010/30 号决定； 

 根据第 2006/36 号决定，以无异议方式、不经陈述或讨论核准下列最后国家

方案文件： 

非洲：斯威士兰； 

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亚洲及太平洋：柬埔寨、中国和巴基斯坦； 

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塞尔维亚、土耳

其以及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区域方案文件； 

 批准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方案再延长一年； 

 注意到以下国家方案文件草稿及对其评论意见： 

非洲 

 布基纳法索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BFA/2)； 

 赞比亚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ZMB/2)； 

阿拉伯国家 

 索马里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SOM/2)； 

亚洲及太平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PR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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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IDN/2)； 

 马尔代夫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MDV/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智利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CHL/2)； 

 乌拉圭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DCP/URY/2)。 

项目厅部分 

项目 4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通过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采购活动 2009 年度统计报告的第 2010/31 号决

定。  

联合部分 

项目 5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通过关于开发署、人口基金和儿基会关于综合预算路线图——费用分类和成

果预算编制的联合报告的第 2010/32 号决定。 

项目 6 

艾滋病署方案协调委员会会议的后续行动 

 注意到关于执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方案协

调委员会各项决定和建议的报告(DP/2010/39-DP/FPA/2010/26)。 

人口基金部分 

项目 7 

评价 

 通过关于评价人口基金的人道主义应急行动的第 2010/33 号决定。 

项目 8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根据第 2006/36 号决定，以无异议方式、不经陈述或讨论核准下列国家方案： 

非洲：斯威士兰； 

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亚洲及太平洋：柬埔寨、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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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中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土耳其； 

 注意到以下国家方案文件草稿及对其评论意见： 

非洲： 

 布基纳法索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BFA/7)； 

 赞比亚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ZMB/7)； 

阿拉伯国家： 

 索马里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SOM/2)；  

亚洲及太平洋： 

 印度尼西亚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IDN/8)； 

 马尔代夫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MDV/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乌拉圭国家方案文件草稿(DP/FPA/DCP/URY/2)。 

项目 9 

其他事项 

向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告别仪式 

 通过关于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2001-2010 年)苏拉亚·艾哈迈德·奥

贝德表示感谢的第 2010/28 号决定。 

 举行了以下非正式情况通报和协商： 

开发署 

 关于开发署应对巴基斯坦洪水灾害的非正式情况通报； 

 关于开发署互联网倡议的非正式情况通报； 

 关于开发署预防危机和复原局战略审查的情况通报； 

人口基金 

 关于秘书长的妇女和儿童保健全球战略非正式情况通报； 

 关于人口基金应对巴基斯坦洪水灾害的非正式情况通报； 

 

2010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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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工作计划 
 

  开发署/人口基金执行局 
 

  2011 年第一届常会 
 

(2011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7 日，纽约) 

日期 时间 项目 主题 

1 月 12 日，星期三 待定 选举 2011 年主席团成员 

1 月 31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时- 

下午 1时 

1 组织事项 

• 通过会议议程和工作计划 

• 通过 2010 年第二届常会的报告 

• 通过执行局 2011 年年度工作计划 

开发署部分 

署长的发言 

 

下午 3时-5 时 2 

 

 

开发署内的两性平等问题 

• 署长关于执行开发署两性平等战略和

行动计划的口头报告(第 2009/6 号和

2010/4 号决定) 

 

 3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国家方案文

件草稿(第 2010/25 号决定) 

• 核准国家方案文件 

 下午 5时 30 分-6 时 关于决定草案的非正式协商 

2 月 1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 

下午 1时 

 人口基金部分 

执行主任的发言 

 

下午 3时-5 时  

 

8 

• 关于人口基金战略计划中期审查的口

头介绍 

国家方案和有关事项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国家方案文

件草稿(第 2010/25 号决定) 

• 核准国家方案文件 

 下午 5时-6 时 关于决定草案的非正式协商 

2 月 2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 

下午 1时 

 

4 

开发署部分(续) 

评价 

• 开发署订正评价政策(第 2010/16 号决

定) 

• 评价开发署对在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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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项目 主题 

   

家的防灾和恢复所作的贡献以及管理

层的应对行动 

• 评价开发署对加强国家发展战略的国

家能力的贡献和管理层应对行动 

• 评价开发署对环境管理促进减贫——

贫穷与环境的联系的贡献和管理层应

对行动 

• 评价环境署对权力下放与地方治理的

贡献和管理层应对行动 

• 评价环境署对区域化进程的贡献和管

理层应对行动 

 下午 3时-5 时 4 评价(续) 

 下午 5时-6 时 关于决定草案的非正式协商 

2 月 3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 

下午 1时 

 

5 

联合部分 

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 开发署署长和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提交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6 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 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厅关于 2008- 

2009 两年期审计委员会各项建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 

 

下午 3时-6 时 7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 开发署和人口基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

的报告 

 

 9 其他事项 

• 全球环境基金：署长关于对拟议修订全

球环境基金文书的说明 

• 通过尚待作出的决定 

 

 1 组织事项 

• 通过 2011 年年会暂定工作计划 

2 月 4 日，星期五 

2 月 7日，星期一 

  开发署/人口基金、儿基会和粮食署各执行局

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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