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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6 日 

临时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拟议工作安排*   

  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

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a) 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㈠ 优先主题：妇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和决策公共生活，消除暴力，以

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㈡ 审查主题：增强妇女权能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第六十届会议商定

结论)； 

 (b) 新出现的问题、趋势、重点领域和处理影响妇女境况问题包括男女平等

的新办法； 

 (c) 性别平等主流化、状况和方案事项。 

4. 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和决定的后续行动。 

6.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7. 通过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报告。  

 * 拟议工作安排将作为 E/CN.6/2021/1/Add.1 印发。 

https://undocs.org/ch/E/CN.6/2021/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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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以及经社理事会第

1987/21 号决议和第 2002/234 号决定，妇女地位委员会可选举其主席团，任期两

年。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第六十四届会议第 1 次会议上，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

米海尔·马尔加良(亚美尼亚)为委员会第六十四届和第六十五届会议主席。委员

会还以鼓掌方式选举乔·费尔德曼(澳大利亚)为第六十四届和第六十五届会议副

主席。在 2020 年 3 月 9 日第六十四届会议第 2 次会议上，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

举阿勒姆·萨拉·沙里希(阿尔及利亚)为第六十四届和第六十五届会议副主席。

按照经社理事会第 2020/205、2020/206 和 2020/219 号决定以及经社理事会第

2020/4 号决议，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9 日以默许程序选举罗相德(大韩民国)为第

六十五届和第六十六届会议副主席。委员会将余下一名副主席的选举延至日后举

行，但有一项谅解，即候选人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支持后可参加主席团会

议，以筹备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9/16 号决议，委员会任命五名成员，担任根据

经社理事会第 1983/27号决议设立的妇女地位来文工作组成员，任期两年。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第六十四届会议第 1 次会议上，委员会任命俄罗斯联邦担任第六十

四届和第六十五届会议来文工作组成员。在 2020 年 3 月 9 日第 2 次会议上，委

员会任命以色列担任委员会第六十四届和第六十五届会议来文工作组成员。根据

经社理事会第 2020/205、2020/206 和 2020/219 号决定以及经社理事会第 2020/4

号决议，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9 日以默许程序任命巴西担任委员会第六十五届

会议来文工作组成员。 

 由于非洲和亚太国家组没有提名，委员会将来文工作组余下两名成员的任命

延至日后进行，但有一项谅解，即这两个区域组提名后，获支持的委员会成员可

充分参加来文工作组的工作。在第 1 次会议上，将请委员会任命来文工作组余下

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议事规则第 7 条规定，委员会应在每届会议开始时，通过该届会议的议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0/223 号决定核可了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临时

议程和文件。 

 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筹备工作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妇女地位委

员会今后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的第 2015/6 号决议进行。据此，委员会主席团举行

了若干次会议，并与各代表团举行了几次非正式通报会和协商，审议该届会议的

工作安排。筹备、磋商和工作安排都考虑到了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

2021 年第一季度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政府间会议造成的限制。预计委员会将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至 3 月 26 日(星期五)举行面对面会议和虚拟会议。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4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4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4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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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惯例，在一般性讨论期间，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代表团代表的发言以 5

分钟为限，代表若干个代表团作的发言以 10 分钟为限。还建议将非政府组织就

与会议有关的主题所作的发言纳入一般性讨论和互动对话，同时考虑到地域平衡。 

 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

和平”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a) 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㈠ 优先主题：妇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和决策公共生活，消除暴力，以实现性别平等

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㈡ 审查主题：增强妇女权能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 2020/15 号决议中决定，委员会 2021 年第六十五届

会议将作为优先主题，审议“妇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和决策公共生活，消除暴力，

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决定将“增强妇女权能与可

持续发展的联系”作为审查主题，以此作为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商定结论

的后续行动(见 E/2020/27-E/CN.6/2020/10)。 

 经社理事会在第 2015/6 号决议中决定，委员会会议将包括一个部长级部分，

以重申并加强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她们的人权的政治承

诺，并确保委员会审议工作的高级别参与和能见度； 这一部分将包括部长级圆

桌会议或其他高级别互动对话，以便就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大会第二十三

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交流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以及进行一般性讨论。经社理事

会建议在发言中说明在优先主题和审查主题方面已经实现的目标、取得的成就和

为弥合差距和克服挑战正在做出的努力。 

 经社理事会在第 2015/6 号决议中还决定，委员会每届会议将通过互动对话，

评价在执行上一届会议的优先主题商定结论方面的进展情况，将其作为审查主题，

其中包括： 

 (a) 来自不同区域的会员国自愿介绍他们的经验教训、挑战和最佳做法，确

定如何通过借鉴国家和区域经验加速执行工作； 

 (b) 如何支持和加速执行工作，包括为此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应对数据

差距和挑战，加强与主题有关的数据的收集、报告、使用和分析。 

部长级部分 

 委员会部长级部分将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举行，将包括两次部长级

圆桌会议和其他互动对话。 

关于优先主题的互动对话 

 委员会将举行三次互动对话，参加者包括从事优先主题工作的各国部长和其

他高级别政府官员、联合国系统的专家和代表、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 

  

https://undocs.org/ch/E/RES/2020/15
https://undocs.org/ch/E/2020/27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6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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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查主题的互动对话 

 委员会将举行两次互动对话，由来自不同区域的成员国自愿就审查主题发言。 

文件 

 秘书长关于妇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和决策公共生活，消除暴力，以实现性别

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的报告(E/CN.6/2021/3) 

 部长级优先主题圆桌会议讨论指南：秘书处的说明(E/CN.6/2021/5) 

 秘书长关于增强妇女权能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的报告(E/CN.6/2021/4) 

 (b) 新出现的问题、趋势、重点领域和处理影响妇女境况问题包括男女平等的新办法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 2015/6 号决议中决定，委员会将在必要时继续讨论

需要及时审议的新出现的问题、趋势、重点领域和处理影响妇女境况问题包括男

女平等的新办法，同时考虑到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动态以及联合国内计划开展的活

动，需要加倍重视性别视角，同时关注经社理事会议程上的有关问题，尤其是酌

情关注理事会年度重点主题。 

 在同一项决议中，经社理事会请委员会主席团在会议召开前与所有会员国协

商，通过各区域组确定新出现的问题、趋势、重点领域或新办法，同时考虑到其

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供委员会通过互动对话进行审议。 

 经协商，主席团提议不为第六十五届会议确定任何新出现的问题。 

 (c) 性别平等主流化、状况和方案事项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的规范制订工作 

 按照大会第 64/289 号决议第 67(c)段，委员会将收到副秘书长兼联合国促进

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其中介绍妇女署的规

范制订工作以及委员会提供的政策指导的执行情况。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大会在其关于前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现为妇女署)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方面的作用的第 50/166 号决议中，请该基金在其定期报告中列入关于设立一个

信托基金以支持国家、区域和国际采取行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资料，并向

委员会提供这类资料。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十一条第 2 款，向委员会转递消

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供参考。 

方案事项 

 正在方案 14(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下编制妇女署 2022 年拟议工作方案。 

https://undocs.org/ch/E/CN.6/2021/3
https://undocs.org/ch/E/CN.6/2021/5
https://undocs.org/ch/E/CN.6/2021/4
https://undocs.org/ch/E/RES/2015/6
https://undocs.org/ch/A/RES/64/289
https://undocs.org/ch/A/RES/5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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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副秘书长兼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执行主任关于妇女署规

范制订工作的报告(E/CN.6/2021/2)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关于联合国支持

采取行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信托基金活动的报告 (A/HRC/47/20-

E/CN.6/2021/6)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七十三、七十四和七十五届会议的报告(A/75/38) 

 秘书处的说明，转递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七十六和七十七届会议的成果

(E/CN.6/2021/7) 

 4. 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76(V)号决议规定了委员会接收和审议关于妇女地位的

来文的程序。经社理事会第 304(XI)I 号决议修正了第 76(V)号决议，并请秘书长

在委员会每届会议前编制一份机密和非机密来文清单，内载每份来文实质内容的

简要说明。 

 经社理事会第 1983/27 号决议重申委员会审议关于妇女地位的机密和非机密

来文的任务规定，授权委员会任命一个工作组审议此类来文，并就此为委员会编

写一份报告。 

 经社理事会第 1993/11 号决议重申，授权委员会向经社理事会提出建议，说

明应就此类来文揭露的歧视妇女的新趋势和新模式采取何种行动。 

 经社理事会在第 2002/235 号决定中决定，为使委员会的来文程序更加具有

效力和效率： 

 (a) 委员会应从第四十七届会议起，在每届会议上任命下一届会议的关于妇

女地位的来文工作组成员，以便他们能够举行会议，使秘书处能在委员会通过议

程之前三个工作日印发报告； 

 (b) 请秘书长： 

㈠ 就委员会将审议的每一份涉及各国政府的来文通知这些政府，并在工作

组审议这些来文之前至少 12 个星期发出通知； 

㈡ 确保工作组成员事先收到来文清单，包括政府的任何答复，以便在编写

供委员会审查的报告时加以考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9/16 号决议决定，委员会应自第五十四届会议起，

任命妇女地位来文工作组成员，任期两年。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机密来文清单(E/CN.6/2021/R.1 和

E/CN.6/2021/R.1/Add.1) 

https://undocs.org/ch/E/CN.6/2021/2
https://undocs.org/ch/A/HRC/47/20
https://undocs.org/ch/A/HRC/47/20
https://undocs.org/ch/A/75/38
https://undocs.org/ch/E/CN.6/2021/7
https://undocs.org/ch/A/RES/76(V)
https://undocs.org/ch/A/RES/76(V)
https://undocs.org/ch/E/CN.6/2021/R.1
https://undocs.org/ch/E/CN.6/2021/R.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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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和决定的后续行动 

 按照大会第 72/305 号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整合部分将讨论和汇总会员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附属机构、联合国系统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所有投

入，促进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1 年届会和 2021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主题

是“战胜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可持续且有韧性地实现复苏，促进经济、

社会、环境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背景下落实《2030

年议程》开辟包容各方的有效途径”。 

 6.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按照经社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 条，委员会将收到其第六十六届

会议临时议程草案，包括有待提交供其审议的文件清单。 

 7. 通过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报告 

 按照经社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37 条，委员会将向经社理事会提

交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https://undocs.org/ch/A/RES/7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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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2021 年)成员 

(45 名成员；任期四年) 

成员 任期至以下年份届会结束时止 

  

阿尔及利亚 2022 

亚美尼亚 2023 

澳大利亚 2023 

巴林 2021 

孟加拉国 2023 

白俄罗斯 2023 

巴西 2024 

加拿大 2021 

智利 2021 

中国 2021 

哥伦比亚 2024 

科摩罗 2022 

刚果 2022 

古巴 2023 

丹麦 2024 

厄瓜多尔 2022 

赤道几内亚 2023 

爱沙尼亚 2021 

德国 2023 

加纳 2022 

海地 2022 

伊拉克 2022 

爱尔兰 2021 

以色列 2021 

日本 2022 

肯尼亚 2022 

马来西亚 2023 

墨西哥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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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任期至以下年份届会结束时止 

  

蒙古 2024 

纳米比亚 2021 

尼加拉瓜 2022 

尼日尔 2021 

秘鲁 2021 

菲律宾 2024 

大韩民国 2022 

俄罗斯联邦 2024 

沙特阿拉伯 2022 

塞内加尔 2024 

索马里 2024 

南非 2023 

瑞士 2024 

多哥 2023 

突尼斯 2021 

土库曼斯坦 2022 

美利坚合众国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