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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 

组织事项 

 在本项目下，执行局将通过 2020 年第二届常会议程，并商定执行局秘书提

交的届会工作计划。执行局不妨核准其 2020 年年度会议报告。报告草稿已分发

给执行局成员征求意见；最后报告反映了收到的意见。 

 根据第 96/25 号决定向执行局提交了 2021 年工作计划草案。该文件将由秘

书处与执行局主席团密切协商后定稿，提交执行局 2021 年第一届常会通过。 

文件： 

临时议程、说明、文件清单和工作计划(DP/2020/L.3) 

2020 年年度会议报告(DP/2020/18) 

2020 年年度会议通过的决定(DP/2020/19) 

2021 年执行局年度工作计划草案(DP/2020/CRP.2) 

  联合部分 

  项目 2 

内部审计和调查 

 在本项目下，执行局将收到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署关于内部审计和调查

的报告。 

 根据执行局第 2016/13 号决定，开发署审计和调查处提交这一报告，介绍其

2019 年活动情况。报告载有以下内容：根据所开展工作的范围，就开发署的治理、

风险管理和控制框架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发表的意见；简要总结工作；支持上述意

见的标准。 

 管理层对该报告的回应另行提交(第 2006/13 号决定)，审计和评价咨询委员

会的年度报告载于该报告附录(根据 DP/2008/16/Rev.1 号文件)。 

 人口基金审计和调查处关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人口基金内部审计

和调查活动的报告是对执行局第 2015/2 和 2015/13 号决定以及执行局先前相关决

定所作回应。该报告综述审计和调查处 2019 年完成的内部审计和调查活动。报

告载有以下方面的信息：(a) 2019 年审计和调查处的资源；(b) 审计和调查处内

部审计和调查活动揭示的重大问题；(c) 调查，包括关于案件和所采取行动的信

息；(d) 2010-2019 年发布的内部审计建议及其落实情况审查。根据实际开展的工

作，就人口基金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框架发表的意见载于报告增编。报告附件

可在人口基金网站上单独查阅。 

https://undocs.org/ch/A/RES/96/25
https://undocs.org/ch/A/RES/96/25
https://undocs.org/ch/DP/2020/L.3
https://undocs.org/ch/DP/2020/L.3
https://undocs.org/ch/DP/2020/18
https://undocs.org/ch/DP/2020/18
https://undocs.org/ch/DP/2020/19
https://undocs.org/ch/DP/2020/19
https://undocs.org/ch/DP/2020/CRP.2
https://undocs.org/ch/DP/2020/CRP.2
https://undocs.org/ch/E/RES/2016/13
https://undocs.org/ch/E/RES/2016/13
https://undocs.org/ch/DP/2008/16/Rev.1
https://undocs.org/ch/DP/2008/16/Rev.1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2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2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13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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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执行局第 2015/2 号决定及先前的相关决定，人口基金监督咨询委员会

(原为审计咨询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载于报告增编。管理层对这两份报告的回应

(DP/FPA/2020/CRP.6)也可供查阅。 

 执行局还将收到项目署内部审计和调查组提交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

度项目署内部审计和调查服务活动报告。随附文件包括单独提交的管理层回应

(根据第 2006/13 号决定)和项目署审计咨询委员会 2019 年年度报告。 

 执行局不妨就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署的内部审计和调查报告通过一项

决定。 

文件： 

开发署：审计和调查处关于 2019 年内部审计和调查活动的年度报告(DP/2020/16) 

人口基金：审计和调查处关于 2019 年人口基金内部审计和调查活动的报告

(DP/FPA/2020/6) 

关于人口基金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框架的适当性和有效性的意见

(DP/FPA/2020/6/Add.1) 

人口基金监督咨询委员会的年度报告(DP/FPA/2020/6/Add.2) 

项目署：内部审计和调查组关于 2019 年内部审计和调查活动的年度报告 

(DP/OPS/2020/2) 

  项目 3 

道德操守 

 在本项目下，执行局将收到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署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

报告。 

 根据执行局第 2008/37 号决定，开发署道德操守办公室提交这一报告，介绍

其 2019 年活动情况。根据秘书长公报《联合国全系统厉行道德操守——单独管

理的机构和方案》(ST/SGB/2007/11)，联合国道德操守小组在 2020 年 2 月电子审

查了该报告。报告随后提交开发署署长。这是道德操守办公室自 2007 年成立以

来提交的第十二次年度报告。报告附有管理层的回应。 

 人口基金的报告根据执行局第 2015/2 号决定及执行局先前的相关决定提交

执行局。根据秘书长公报《联合国全系统厉行道德操守——单独管理的机构和方

案》(ST/SGB/2007/11)，联合国道德操守小组在 2020 年 3 月电子审查了该报告，

并提交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报告概述了人口基金道德操守办公室 2019年的活动，

并 介 绍 了 其 获 得 授 权 的 工 作 领 域 的 趋 势 。 管 理 层 对 报 告 的 回 应

(DP/FPA/2020/CRP.7)也可供查阅。 

 根据执行局第 2010/17 号决定，项目署道德操守干事向执行局提交了关于道

德操守办公室 2019 年活动的报告。联合国道德操守小组根据经修订的秘书长公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2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2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6
https://undocs.org/ch/DP/2020/16
https://undocs.org/ch/DP/2020/16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6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6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6/Add.1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6/Add.1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6/Add.2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6/Add.2
https://undocs.org/ch/DP/OPS/2020/2
https://undocs.org/ch/DP/OPS/2020/2
https://undocs.org/ch/ST/SGB/2007/11
https://undocs.org/ch/ST/SGB/2007/11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2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2
https://undocs.org/ch/ST/SGB/2007/11
https://undocs.org/ch/ST/SGB/2007/11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7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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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联合国全系统厉行道德操守——单独管理的机构和方案》(ST/SGB/2007/11)

第 5.4 节审查了该报告。报告附有管理层的回应。 

 执行局不妨表示注意到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署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报告，

并就道德操守办公室的工作进展发表意见。 

文件： 

开发署道德操守办公室 2019 年的活动(DP/2020/17) 

人口基金：2019 年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报告(DP/FPA/2020/7) 

项目署道德操守与合规办公室 2019 年的活动(DP/OPS/2020/3) 

  项目 4 

防止性剥削、性虐待和性骚扰 

 在本项目下，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署将提供其应对性剥削、性虐待和性

骚扰的最新情况，特别侧重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执行局不妨表示注意到最新情况。 

  项目 5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执行局第 2018/21 号决定请开发署和人口基金与儿基会和妇女署一道，就费

用回收提出最后综合提案，供执行局 2020 年第二届常会作决定。这一关于费用

回收政策的联合综合提案回应了上述要求，目标是使该政策能供联合国系统其他

机构参考。执行局不妨通过一项决定，决定要点载于报告中。 

文件： 

关于费用回收政策的联合综合提案(DP/FPA-ICEF-UNW/2020/1) 

  项目 6 

执行局的工作方法 

 按照第 2018/22 和 2020/2 号决定的要求，执行局将收到开发署/人口基金/项

目署、儿基会和妇女署执行局秘书处题为“执行局的工作方法：2021 年拟议工作

计划”的联合回应。执行局不妨通过一项决定。 

  开发署部分 

  项目 7 

结构性供资对话 

 这一报告响应执行局第 2018/5 和 2019/18 号决定，其中请开发署审查关于结

构性供资对话的报告的格式及内容，并就具体实体对落实《供资契约》的承诺提

交统一年度报告。报告介绍了结构性供资对话的最新情况，包括在与人口基金、

儿基会和妇女署统一该办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报告审查了 2019 年财务概要

https://undocs.org/ch/ST/SGB/2007/11
https://undocs.org/ch/ST/SGB/2007/11
https://undocs.org/ch/DP/2020/17
https://undocs.org/ch/DP/2020/17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7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7
https://undocs.org/ch/DP/OPS/2020/3
https://undocs.org/ch/DP/OPS/2020/3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21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21
https://undocs.org/ch/DP/FPA-ICEF-UNW/2020/1
https://undocs.org/ch/DP/FPA-ICEF-UNW/2020/1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22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22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2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2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5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5
https://undocs.org/ch/E/RES/2019/18
https://undocs.org/ch/E/RES/20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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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持开发署《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的各供资来源，包括潜在缺口，附件 1 载

有 2019 年财务状况全面审查，附件 2 载有关于《供资契约》落实情况的统一报

告。 

 执行局不妨通过一项决定，决定要点载于报告中。 

 在本项目下，执行局还将收到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资发基金)2019 年财务状

况年度审查报告。该报告从财务角度全面审查并分析资发基金在组织一级的活动。

该概览报告根据方案的不同资金来源，即资发基金经常资源和其他资源，对组织

绩效进行评估，对 2019 年底的财务状况作了介绍，并与前一年情况进行了比较。

执行局不妨表示注意到报告。 

文件： 

关于开发署《2018-2021 年战略计划》成果供资问题的结构性对话(DP/2020/20) 

2019 年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财务状况年度审查(DP/2020/24) 

  项目 8 

评价 

 开发署独立评价办公室在 2019 年年度评价报告中，介绍了 2019 年各项关键

举措的情况，并审查了迄今在实施与独立评价办公室专业化有关的独立性、可信

性和实用性等评价原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报告还包括即将离任的独立评价办公

室主任就 2012 年至 2020 年期间所作任期结束报告。该报告附有管理层评论。 

 开发署独立评价办公室开展了对开发署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的评价。

这项评价是执行局 2018年核准的独立评价办公室中期计划(DP/2018/4)的一部分。

这项评价评估了开发署通过其在消除贫困、包容和接受问责的机构、基于环境和

自然的发展解决方案、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以及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等实践

领域的《战略计划》目标，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家发展成果的贡献。该评价评估

了开发署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方案与其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净捐助国的方案的差别

程度，以及方案和业务战略中具体涉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差别的现实意义。上述评

价涵盖开发署中等收入国家名单内所有 84 个国家，其中不包括也被列入最不发

达国家类别的国家。 

 这项评价附有管理层回应。 

文件： 

2019 年年度评价报告(DP/2020/13) 

对开发署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的评价(DP/2020/21) 

管理层有关对开发署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的评价的回应(DP/2020/22) 

  

https://undocs.org/ch/DP/2020/20
https://undocs.org/ch/DP/2020/20
https://undocs.org/ch/DP/2020/24
https://undocs.org/ch/DP/2020/24
https://undocs.org/ch/DP/2018/4
https://undocs.org/ch/DP/2018/4
https://undocs.org/ch/DP/2020/13
https://undocs.org/ch/DP/2020/13
https://undocs.org/ch/DP/2020/21
https://undocs.org/ch/DP/2020/21
https://undocs.org/ch/DP/2020/22
https://undocs.org/ch/DP/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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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9 

国家方案和相关事项 

 在本项目下，将请执行局：(a) 表示注意到巴林、喀麦隆、萨尔瓦多、几内

亚比绍和利比亚的国家方案首次延长一年，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延至 12 月 31 日；

(b) 核准布基纳法索的国家方案延长两年，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延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及核准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的国家方案延长三年，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延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c) 根据执行局第 2014/7 号决定，审查并核准以下国家

的国家方案文件：斯威士兰、乌干达；中国、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白俄罗斯、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哥伦比

亚。 

文件： 

延长国家方案(DP/2020/23) 

非洲 

斯威士兰国家方案文件(DP/DCP/SWZ/4) 

乌干达国家方案文件(DP/DCP/UGA/5) 

亚洲-太平洋 

中国国家方案文件(DP/DCP/CHN/4) 

印度尼西亚国家方案文件 (DP/DCP/IDN/4) 

东帝汶国家方案文件(DP/DCP/TLS/3) 

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白俄罗斯国家方案文件(DP/DCP/BLR/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方案文件(DP/DCP/BIH/4) 

哈萨克斯坦国家方案文件(DP/DCP/KAZ/4) 

塞尔维亚国家方案文件(DP/DCP/SRB/3)，包括科索沃的成果和资源框架* 

(DP/DCP/SRB/3/Add.1) 

土耳其国家方案文件 (DP/DCP/TUR/4) 

土库曼斯坦国家方案文件(DP/DCP/TKM/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哥伦比亚国家方案文件(DP/DCP/COL/3) 

 

 * 提及科索沃时，应结合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加以理解。 

https://undocs.org/ch/E/RES/2014/7
https://undocs.org/ch/E/RES/2014/7
https://undocs.org/ch/DP/2020/23
https://undocs.org/ch/DP/2020/23
https://undocs.org/ch/DP/DCP/SWZ/4
https://undocs.org/ch/DP/DCP/SWZ/4
https://undocs.org/ch/DP/DCP/UGA/5
https://undocs.org/ch/DP/DCP/UGA/5
https://undocs.org/ch/DP/DCP/CHN/4
https://undocs.org/ch/DP/DCP/CHN/4
https://undocs.org/ch/DP/DCP/IDN/4
https://undocs.org/ch/DP/DCP/IDN/4
https://undocs.org/ch/DP/DCP/TLS/3
https://undocs.org/ch/DP/DCP/TLS/3
https://undocs.org/ch/DP/DCP/BLR/4
https://undocs.org/ch/DP/DCP/BLR/4
https://undocs.org/ch/DP/DCP/BIH/4
https://undocs.org/ch/DP/DCP/BIH/4
https://undocs.org/ch/DP/DCP/KAZ/4
https://undocs.org/ch/DP/DCP/KAZ/4
https://undocs.org/ch/DP/DCP/SRB/3
https://undocs.org/ch/DP/DCP/SRB/3
https://undocs.org/ch/DP/DCP/SRB/3/Add.1
https://undocs.org/ch/DP/DCP/SRB/3/Add.1
https://undocs.org/ch/DP/DCP/TUR/4
https://undocs.org/ch/DP/DCP/TUR/4
https://undocs.org/ch/DP/DCP/TKM/3
https://undocs.org/ch/DP/DCP/TKM/3
https://undocs.org/ch/DP/DCP/COL/3
https://undocs.org/ch/DP/DCP/COL/3
https://undocs.org/ch/S/RES/1244(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24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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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0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根据执行局第 2018/8 号决定，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提交涵盖其 2019 年活动

的这一报告，介绍志愿人员组织 2019 年业绩及其 2018-2021 年战略框架

(DP/2018/6)的中期审查。在此基础上，报告反映了志愿人员组织的组织转型，在

成果总表中提出拟议调整，并强调了 2020 年和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的

优先事项。 

 执行局不妨通过一项决定，决定要点载于报告中。 

文件：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署长的报告(DP/2020/14) 

  项目 11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提交执行局 2018 年第一届常会的资发基金 2018-2021 年战略框架提出资发

基金将如何为贫困人群提供有效资金支持，以主要在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战略方向、成果和资源情形。该战略框架强调，资发基金将通过以下方

式寻求“最后一英里”的创新融资方案：(a) 金融普惠，重点是数字金融服务；

(b) 地方发展资金，促进地方经济扩张和地方适应气候变化；(c) 加强各种资本赠

与、贷款和担保工具，以支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这一报告重点指出资发基金在

头两年执行工作中取得的坚实成果；就资发基金今后几年将进一步着重的领域提

出看法；并简要确认冠状病毒危机将影响 2020 年的交付，需要更加强调最后一

英里、地方经济的稳定和复原力。这些是资发基金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核心贡献。 

 执行局不妨通过一项决定，决定要点载于报告中。 

文件：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2018-2021年战略框架》中期审查，包括关于资发基金 2019

年取得成果的年度报告(DP/2020/15) 

  人口基金部分 

  项目 12 

人口基金结构性供资对话 

 执行局将在联合国《供资契约》(A/74/73/Add.1)框架内和不断演变的融资格

局范畴内举办一次结构性供资对话，内容侧重于为战略计划内商定的发展成果提

供可预测且可持续的资金。人口基金将报告其在以下方面的努力：探索各种激励

措施、机制和供资窗口，以便扩大捐助方基数；改善透明度、宣传并提高知名度，

吸引捐助方。对话还将反思在提高对话和捐助质量以资助三项变革性成果方面取

得的进展，并反思具体实体承诺的履行情况及其对《供资契约》的贡献。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8
https://undocs.org/ch/E/RES/2018/8
https://undocs.org/ch/DP/2018/6
https://undocs.org/ch/DP/2018/6
https://undocs.org/ch/DP/2020/14
https://undocs.org/ch/DP/2020/14
https://undocs.org/ch/DP/2020/15
https://undocs.org/ch/DP/2020/15
https://undocs.org/ch/A/74/73/Add.1
https://undocs.org/ch/A/74/73/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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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人口基金《2018-2021 年战略计划》和人口基金资源调动战略，这一报

告概述了考虑到核心和非核心资源的人口基金资源趋势、现状和供资前景。报告

还考虑到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额外挑战，并介绍了迄今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

措施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执行局不妨通过一项关于人口基金结构性供资对话的决定。 

文件： 

关于人口基金 2019-2020 年结构性供资对话的报告(DP/FPA/2020/9) 

  项目 13 

评价 

 根据人口基金订正评价政策(DP/FPA/2019/1)和执行局相关决定，2019 年评价

职能年度报告介绍集中和分散的评价职能的绩效情况，并介绍人口基金为提高联

合国在全系统评价等评价方面的一致性和促进国家评价能力发展所作贡献。此外，

报告介绍了评价办公室 2020 年工作方案和预算。 

 报告附件，包括 2020-2023 年列入预算的四年度过渡评价计划可在人口基金

网站另行查阅。 

 2019 年评价职能年度报告将附有管理层评论(DP/FPA/2020/CRP.3)。 

 执 行 局 还 将 收 到 对 人 口 基 金 应 对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能 力 的 评 价

(DP/FPA/2020/CRP.4)和管理层对报告的回应(DP/FPA/2019/CRP.5)。 

 执行局不妨就评价职能年度报告通过一项决定。 

文件： 

2019 年评价职能年度报告：评价办公室主任的报告(DP/FPA/2020/3)及相关附件；

管理层对报告的评论(DP/FPA/2020/CRP.3) 

对人口基金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的评价(DP/FPA/2020/CRP.4)；管理层对报告

的回应(DP/FPA/2019/CRP.5) 

  项目 14 

国家方案和相关事项 

 将请执行局：(a) 根据第 2014/7 号决定核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白俄罗

斯、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土耳其、东帝汶和

土库曼斯坦的国家方案文件；(b) 表示注意到阿尔及利亚、喀麦隆、萨尔瓦多、

黎巴嫩、利比亚、莫桑比克、塔吉克斯坦、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国家方案首次延

长一年；(c) 核准布基纳法索国家方案首次延长两年，马达加斯加国家方案第二

次延长 6 个月以及也门国家方案第五次延长一年。 

文件： 

延长国家方案(DP/FPA/2020/10)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9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9
https://undocs.org/ch/DP/FPA/2019/1
https://undocs.org/ch/DP/FPA/2019/1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3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3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4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4
https://undocs.org/ch/DP/FPA/2019/CRP.5
https://undocs.org/ch/DP/FPA/2019/CRP.5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3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3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3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3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4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CRP.4
https://undocs.org/ch/DP/FPA/2019/CRP.5
https://undocs.org/ch/DP/FPA/2019/CRP.5
https://undocs.org/ch/E/RES/2014/7
https://undocs.org/ch/E/RES/2014/7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10
https://undocs.org/ch/DP/FPA/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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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国家的国家方案文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DP/FPA/CPD/BIH/3)， 

白俄罗斯(DP/FPA/CPD/BLR/3)， 

中国(DP/FPA/CPD/CHI/9)， 

哥伦比亚(DP/FPA/CPD/COL/7)， 

印度尼西亚(DP/FPA/CPD/IDN/10)， 

哈萨克斯坦(DP/FPA/CPD/KAZ/5)， 

塞尔维亚(DP/FPA/CPD/SRB/2)，包括科索沃的成果和资源框架*  

(DP/FPA/CPD/SRB/2/Add.1) 

东帝汶(DP/FPA/CPD/TLS/4)， 

土耳其 CPD(DP/FPA/CPD/TUR/7)， 

土库曼斯坦(DP/FPA/CPD/TKM/5)。 

 

 * 提及科索沃时，应结合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加以理解。 

  项目署部分 

  项目 15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在本项目下，执行局将收到项目署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中期审查和 2019 年

联合国系统采购活动年度统计报告。 

 作为年度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执行局请项目署执行主任在 2020 年第二届常

会上提交对项目署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的中期审查。此次中期审查是组织自我

评估的部分内容。审查评估了战略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项目署作为联合国系统

在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和发展努力各方面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的一个资源所发

挥的作用。审查再次确认执行局确定的战略方向的相关性，以及项目署业务模式，

即需求驱动、自筹资金和非方案模式的可行性。审查结果将为拟订项目署 2022-

2025 年战略计划提供信息。 

 执行局不妨通过一项决定，决定要点载于报告中。 

 大会第 39/220 号决议规定从事业务活动的联合国机构须经常报告采购活动

的统计数据。自 2008 年起，根据执行局第 2007/38 号决定，项目署执行主任承担

了汇编和提交报告的责任。报告提供了按供应国分列的联合国系统采购的详情。

这份报告分析了 2019 年 39 个联合国组织采购的价值 199 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

执行局不妨通过一项决定。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BIH/3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BIH/3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BLR/3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BLR/3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CHI/9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CHI/9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COL/7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COL/7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IDN/10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IDN/10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KAZ/5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KAZ/5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SRB/2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SRB/2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SRB/2/Add.1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SRB/2/Add.1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TLS/4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TLS/4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TUR/7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TUR/7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TKM/5
https://undocs.org/ch/DP/FPA/CPD/TKM/5
https://undocs.org/ch/S/RES/1244(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244(1999)
https://undocs.org/ch/A/RES/39/220
https://undocs.org/ch/A/RES/3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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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项目署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中期审查(DP/OPS/2020/5) 

2019 年联合国系统采购活动年度统计报告(DP/OPS/2020/6) 

  项目 16 

  其他事项 

  

https://undocs.org/ch/DP/OPS/2020/5
https://undocs.org/ch/DP/OPS/2020/5
https://undocs.org/ch/DP/OPS/2020/6
https://undocs.org/ch/DP/OPS/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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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署执行局暂定工作计划 

  2020 年第二届常会 

(2020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纽约) 

日期/星期  时间 项目 主题 

    8 月 31 日， 

星期一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1 

 

 

组织事项 

 • 通过会议议程和工作计划 

 • 通过 2020 年年度会议报告 

   

2 

联合部分 

内部审计和调查 

 • 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署关于 2019 年

内部审计和调查活动的报告及管理层

回应 

  3 道德操守 

 • 开发署、人口基金和项目署道德操守办

公室关于 2019 年活动的报告及管理层

回应 

  4 防止性剥削、性虐待和性骚扰 

 下午 3时至 4时  

5 

 

联合部分(续)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 关于费用回收政策的联合综合提案 

9 月 1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15 

 

 

项目署部分 

执行主任的发言 

 • 项目署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中期审查 

 • 2019 年联合国系统组织采购活动年度

统计报告 

 下午 3时至 4时  

6 

16 

联合部分(续) 

执行局的工作方法 

其他事项 

 • 开发署/人口基金/项目署/妇女署工作人

员代表大会主席致辞 

9 月 2 日， 

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12 

人口基金部分 

执行主任的发言 

人口基金结构性供资对话 

 • 关于人口基金 2019-2020 年结构性供资

对话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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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星期  时间 项目 主题 

    
 下午 3时至 5时 13 

 

 

 

评价 

 • 人口基金评价办公室 2019 年年度报告
及管理层评论 

 • 对人口基金应对人道主义危机能力的
评价及管理层回应 

  14 人口基金国家方案和相关事项 

 • 介绍和核准国家方案文件 

 • 延长国家方案 

9 月 3 日， 

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7 

 

开发署部分 

与开发署署长的互动对话 

开发署结构性供资对话 

 • 关于开发署《2018-2021 年战略计划》成
果供资问题的结构性对话 

 下午 3时至 5时 8 

 

 

评价 

 • 2019 年年度评价报告及管理层的评论 

 • 对开发署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
的评价及管理层回应 

  9 开发署国家方案和相关事项 

 • 介绍和核准国家方案文件 

 • 延长国家方案 

9 月 4 日， 

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2 时 

 

10 

 

11 

开发署部分(续)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署长的年度报告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2018-2021 年战
略框架》中期审查，包括关于资发基金
2019 年取得成果的年度报告 

 下午 4时至 5时 16 

 

1 

其他事项 

 • 通过决定 

组织事项 

 • 2021 年执行局年度工作计划草案 

 • 通过 2021 年第一届常会暂定工作计划 

 • 会议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