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基金
年战略计划 
2022-2025



我们新推出的《2022-2025年战略计划》
是一个大胆而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将
为人口基金努力帮助世界上数百万最
脆弱的人，特别是妇女、青少年和青年
的工作带来重要变化。 

我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
三项变革性成果——消除未满足的计划
生育需求，消除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以
及消除性别暴力和有害习俗。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加快进度，改变我
们的业务方式。 

全球大趋势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运作环
境，并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威胁到世界上最弱势
的妇女和年轻人——穷人或残疾人、非
洲裔或来自土著社区的人，以及男女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
者和间性者。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不
平等现象和技术变革都要求我们加快
努力，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并动员新
的合作伙伴。 

 

加速 
转型 
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

序言

《战略计划》是一个行动号召。它呼吁解
决有害的性别规范和不平等问题，呼吁
投资于年轻人，保护妇女和女童的身体
自主权。在我们继续在人道主义环境中
工作时，它优先考虑早期行动和防备，因
为一半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人道主义环
境中。作为一个人权组织，我们将继续强
调我们的规范作用和促进全面的性健康
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并倡导通过我们自
己的工作以及人口基金支持的、由妇女
和青年领导的、锐意变革的各类组织的
工作来消除不平等现象。而且我们将做
更多的工作，将重点从为《人发会议行动
纲领》议程供资转向融资。 

我们从方案国了解到，我们必须调整我
们的方案和技术援助，以更好地适应当
地情况，而我们的新业务模式将支持这
一点。同时，我们将与我们的联合国伙伴
和其他组织在当地紧密合作，以确保采
取协调一致的干预措施。 

 近年来，随着我们的实力不断增强，我们
为增强妇女和年轻人（尤其是少女）权能
所做的日常工作感到自豪，这些工作往
往是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进行的。我们
取得的成果不言而喻。随着2030年目标
的临近，所有合作伙伴对我们的期望越
来越高，希望我们继续在最重要的领域
取得成果。

在此背景下，《战略计划》为我们指明了一
条明确的前进道路。《战略计划》属于我们
所有人，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将其中的目标转化为妇女和
女童的权利和选择，特别是那些落在最后
面的妇女和女童。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娜塔莉亚·加奈姆博士
执行主任
联合国人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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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世界
气候变化、人口增长、不平等加剧、技术日新月异，这些趋势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世界。孕产妇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年轻人缺
乏接受性教育的机会，发展中地区有2亿人希望避孕，却无法获得现
代避孕药具。近三分之一的妇女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而其他妇女
则经历着不孕不育、不安全堕胎和缺乏全面的堕胎后护理、女性生
殖器切割、产科瘘、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童婚等等。

全球各地冲突不断，例如饥荒、洪水、火灾和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
高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继续破坏、威胁甚至逆转来
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战略计划
《2022-2025年战略计划》反映了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并提出了
一个愿景，说明人口基金将如何在解决平等、公平和不歧视、增强
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争取实现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方面发
挥领导作用。 

新出现的趋势为战略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新的和扩大的优
先事项增加了长期的承诺，而且“我们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然而，前进的每一步都继续以《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人发会议）行
动纲领》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导。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
进展，但前方还有许多挑战，我们准备尽一切努力登上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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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新战略计划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关键的战略转变将改变我们的工作方
式。我们将把大趋势的影响——从老
龄化到气候变化再到流动人口——纳
入方案编制，推广优质服务，增强我们
的人道主义反应能力，并解决心理健
康和社会心理问题。我们将解决阻碍
妇女和女童发展的性别规范，更密切

地审视当地情况和潜在的社会和文
化障碍，重振和扩大新旧伙伴关系。 

各国将带头确定哪些参与模式在本
国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会产生最大
的影响，为行之有效的模式制定一个
权力更加下放的计划。

《2022-2025年战略报告》的三项相互关联的成果

成果

1
 
到2025年，加快减少未满足的
计划生育需求

成果

2
 
到2025年，加快减少可预防的
孕产妇死亡

成果

3
到2025年，加快减少性别暴力
和有害习俗

7Strategic Plan 2022-2025



可持续发展目标

该战略计划有助于加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它与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
目标3、5、10、16和17——保持一致，并将助力实现这些目标。

目标 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
群的福祉

目标 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
权能

目标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目标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 1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
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目标 17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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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我们如何实现目标？
上一个战略计划，即《2018-2021年战
略计划》，为实现三项变革性成果设
定了方向。新的战略计划延续了这一
使命，将采取新的战略为我们所服务
的每个人带来惠益。我们要做的工作

保持不变：履行《人发会议行动纲领》
的承诺。但我们工作的方式正在发生
变化。为了达成我们的目标，新的战
略计划确定了六项产出，并辅之以六
个加速器。

六项相互关联的产出 
是我们要走的路，也是我们现在需要投
资的领域:

1    政策和问责制

2    护理和服务质量

3    性别和社会规范

4    人口变化和数据

5    人道主义行动

6    青少年和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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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加速器 
将帮助我们实现各项产出:

1   基于人权和改造社会性别关系的方法

   创新和数字化

3   伙伴关系、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以及筹资

4   数据和证据

5   不让任何人掉队和最先接触落在最后面的人

6   复原力和适应力，以及发展、人道主义和促进和
平的努力之间的互补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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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效力
我们需要比以前走得更远、更快。人口基金正在重振、重新构想
和改造工作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在战略计划蓝图的指导下，引领
前进的方向。

成果规划得到改善

质量保证和问责制度。社会和
环境标准。志愿服务。成果管理
制。知识管理。

资源管理得到优化

高效、有效地部署人才。整合资
源规划和预算。实现业务敏捷
性，并对资源和成果负责。

跟踪进展
跟踪和评估在实现三项变革性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从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将是至关重
要的。人口基金《战略计划》的监测和评价优先事项将包括：

• 监测指标，以衡量实现三项变革性成果的进
展和加速情况

• 支持与其他联合国框架和利益攸关方的联
合监测和评价

• 监测《战略计划》面临的潜在方案和业务风
险，包括资金和资源缺口

• 强调实时监测，为决策和敏捷的方案编制
提供数据

• 每年报告进展情况，并继续统一评估和报
告工具和方法，以实现共同的成果，特别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

• 对《战略计划》进行评价，并依靠各种专题
报告、国家报告、内部报告和年度报告进行
中期审查

扩大伙伴关系以产生影响

扩大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和创新合作，以产生影响。充分
利用和释放所需的资源。  与传统
和非传统合作伙伴（包括普通公
众）发展新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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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工作？
当妇女能够获得更好的健康和教育、经济和公民机会时，每个人、
每个地方都会受益。人口基金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这
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新的国家分类系统
根据新的战略计划，人口基金将优先支持距离实现三项变革性成果最远的国家。根据以下情况，将
119个方案国分为三个层级：

• 采用现代方法满足计划生
育的需求

• 孕产妇死亡率 • 性别不平等指数

第一级：
这56个方案国努力达到所有三个
指标门槛，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
陆国家或处于人道主义和后人道
主义环境中的国家。

第二级:
这31个方案国在计划生育、孕产
妇保健或性别平等方面只达到了
三个指标门槛中的一个。

第三级：
这32个方案国至少达到了三个指
标门槛中的两个。为推进人发会
议目标而采取的更有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将加速进展。

人口基金还将在这两个多国方案下重点关注36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太平洋地区14个，加勒比地区22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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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从独立发声到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我们正与不同的合作伙伴一起为实现
三个变革性成果而努力。人口基金正在重振和扩大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
国际金融机构、学术界和媒体的伙伴关系，以及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形成
的伙伴关系。

我们可以如何合作：

• 基层、青年和妇女领导的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参与政策对话，倡导增加对人
发会议议程的供资，并与人口基金并肩努力，帮助那些落在最后面的人。

• 议员们可以调动政治意愿、资金和责任感——颁布法律和促进理解。

• 学术界的合作伙伴可以提供研究、数据和分析，这对于循证决策、创新和
宣传至关重要。

• 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可以调动工具和知识，释放财政资源，并促进妇女在
工作场所（包括服装业）的健康和福祉。

• 体育组织可以利用体育作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包容的平台，开展运动和活
动，不仅提高人们的认识，而且增加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
的机会。

《人口基金2022-2025年战略计划》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共同努力，并确保推
广有影响力的创新型干预措施所需的投资，以加快《人发会议行动纲领》的执行，
并实现三项变革性成果。 

该战略计划有助于加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它与所有17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并将助力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目标3、5、10、16和17，这

些目标共同使我们更接近于实现目标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可在

以下网址阅读完整的战略计划：https://www.unfpa.org/Strategic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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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在这个世界实现每一次怀孕都合乎意愿， 
每一次分娩都安全无恙，每一个年轻人的潜能都充分发挥。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605 Third Avenue
New York, NY 10158
+1 212 297 5000
www.unfpa.org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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