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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览 
 
 

 9.1 本方案的总目标是促进和支助为实现惠及所有人的持续经济增长、消除饥饿和贫穷以及可持续

发展开展的国际合作。本方案还谋求促进联合国发展工作与联合国为其会员国及人民进行的范

围更广的和平、安全和人权工作的其他核心内容建立相互推动的关系。 

 9.2 本方案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负责。主要方案重点是：(a) 向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的处理发

展问题的机构，即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相关职司委员会和专家机构提供实务支助，(b) 

分析全球发展前景。 

 9.3 本方案采取综合办法,通过规范性、分析性和业务性工作，处理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

本方案对整个政府间过程采用这种方式，并据此分5个连续的阶段就发展问题开展工作：(a) 促

进对共同挑战的认识；(b) 就指导原则和解决办法建立政策共识；(c) 促成国际承诺和协定，

包括具体的行动方案；(d) 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促进承诺的履行，将协定转化为行

动；(e) 监测和评价进展及其障碍。 

 9.4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为本方案提供了新的动力，提出了挑战并创造了机会，这些挑战和机会对

2008-2009 两年期的业务环境和优先事项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2005 年世界首脑会

议成果文件的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将是该两年期业务框架的重点：(a) 加倍强调既要执行从联

合国专题会议和首脑会议产生的、构成联合国发展议程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和《千年发展目

标》，又要建立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大力重申的、列于《千年宣言》、《蒙特雷共识》和《约翰

内斯堡执行计划》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b) 决心通过在各级更好地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

结合在一起，在规范性、分析性和业务性工作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更好地管理处理发展、

环境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的联合国实体，使联合国更协调一致和更有效；(c) 承诺努力使其他

伙伴和利益有关的机构,包括多边金融、贸易和发展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私人部

门进行更大程度的参与。 

 9.5 本方案继续强调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确认这是对

实现两性平等和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贡献。本方案在联合国履行这方面的咨询和支助

职责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9.6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系统改革的决定，特别将理事会从而将本方案置于

监测和推动统一、协调地实施联合国发展议程工作的中心。理事会的新职能包括：(a) 对商定

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进行年度部长级审查；(b) 举办全球发展合作论坛；(c) 为理事会建立能

力，以迅速应对可能威胁发展进展的趋势或紧急情况；(d) 重新构想其在促进全球政治对话方

面的作用；(e) 在联合国系统各基金、方案和机构的总体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9.7 要为这些职能提供有效支助，就必须实现战略一体化，并加强本方案内部以及经济和社会事务

执行委员会内部的协调和一致性。此外，还需要加强本方案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之

间以及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与联合国发展集团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协作。将通过内联网建

立新的知识圈，努力促进和开发增进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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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在各次级方案中已审查了作为工作方案一部分的出版物问题。预计经常和非经常出版物将按下

表 9.1 汇总的数量和各次级方案产出资料说明印发。 

 表 9.1 出版物汇总表 

出版物 

2004-2005 年

实数

2006-2007 年 

估计数 

2008-2009 年

估计数

经常 285 305 325

非经常 54 92 80

 共计 339 397 405

 

 9.9 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向该公约委员会提供支助的职责已从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转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次级方案 2（性别问题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方案部分

已经修订，并将根据大会第 58/269 号决议的规定提交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审查。 

 9.10 如表 9.3 所述，2008-2009 两年期本款所需经常预算资源总额在重计费用前为 153 784 100 美

元，净减少 1 145 100 美元（即 0.7％），净减少情况汇总如下： 

(a) 决策机关项下净减少 398 700 美元，原因是停止提供大会第 60/230 号决议批准的用于

2006-2007 两年期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出席其他年度会议的一次性差旅经费 503 

700 美元，但因大会第 61/191 号决议批准新的用于支助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发

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活动的一次性经费 105 000 美元而部分抵消； 

(b) 行政领导和管理项下净增 178 700 美元，这是以下经费增减相抵的净结果：从方案支助调

入 1 个 P-4 员额，以加强副秘书长办公室对该部工作的成果管理和方案协调能力（322 300

美元）；调出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员额，以加强工作方案项下次级方案 10（发展筹

资）的工作（143 600 美元）。 

(c) 工作方案项下净增加 350 000 美元，原因是： 

㈠ 次级方案 1下增加 225 000 美元，主要用于支助部长级年度审查和发展合作论坛活动

的咨询人、专家和差旅经费； 

㈡ 次级方案 2 减少 233 100 美元，原因是：停止提供大会第 60/230 号决议批准的用于

2006-2007 两年期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出席其他年度会议的一般临时人员项下

一次性经费； 

㈢ 次级方案 3下增加 87 500 美元，这是以下经费增减相抵的净结果：2006-2007 两年期

设立 1 个 P-3 员额全额供资而经费增加（125 800 美元），但主要是在一般业务费项下

的非员额资源经费减少（38 300 美元），这笔经费调拨给方案支助，用于为整个部提

供技术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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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次级方案 9 下经费减少 51 100 美元，原因是一般业务费项下的这笔经费调拨给方案

支助，为整个部提供技术支助； 

㈤ 次级方案 10 下增加 321 700 美元，原因是为 2006-2007 两年期设立 1 个 P-5 员额全

额供资（178 100 美元）和从副秘书长办公室调入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员额，

协助研究新出现的问题（143 600 美元）； 

(d) 方案支助项下净减少 232 900 美元，原因是调出 1 个 P-4 员额给副秘书长办公室（322 300

美元），非员额资源净增 89 400 美元，主要用于支付中央提供的数据处理和通信基础设施

服务费用中该部所占的份额； 

(e) 在提供给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的预付款项下减少1 042 200

美元，这笔经费用作 2006-2007 两年期的一次性款项，以根据大会第 60/229 号决议支助

目前为振兴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而作出的努力。 

 9.11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技术合作活动的总体目标，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加强国家能

力，并促进交流发展的专门知识和最佳做法。该部的技术合作职能是其总体工作方案不可缺少

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工作方案所涉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履行的规范和分析职能密切相

关。在这些方面，该部技术合作方案的任务是，推动和支持各国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实现千年首

脑会议、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等国际会议的承诺、指标和目标。该部根据在执行技术合作方案方

面的经验，就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障碍，向政府间进程提供反馈意见，以协

助将国际政策审议工作与国家政策执行工作联系起来。 

 9.12 在 2008-2009 两年期内，预计预算外资源总额为 122 522 200 美元，将补充经常预算资源，为

咨询、专家组、差旅、技术咨询服务、培训、讲习班、研讨会和实地项目等各种实务和技术合

作活动提供经费。 

 9.13 评价是方案周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分配用于方案执行的资源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于

评价该部的主要产出和活动。根据第 58/269 号决议，估计将有 1 690 000 美元用于此类活动，

其中 1 651 500 美元为经常预算经费，38 500 美元为预算外资源。2008-2009 两年期内评价活

动的确切范围，将在该两年期内根据为所有实质性次级方案编制的评价计划执行情况加以确

定。每个次级方案工作人员用于自我评估和自我评价的时间估计总共为 135.8 个工作月。 

 9.14 该部 2008-2009 两年期内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将按下列估计百分比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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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 按构成部分开列的资源分配情况 

（百分比） 

构成部分 经常预算 预算外

A. 决策机构  

 1. 统计委员会 0.1 —

 2.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0.1 —

 3. 社会发展委员会 0.1 —

 4. 妇女地位委员会 0.1 —

 5．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0.3 —

 6. 发展政策委员会 0.2 —

 8.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0.0 —

 9.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 0.2 —

 10 国际税务合作特设专家组 0.2 —

 11.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 0.1 —

 13.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0.2 —

 16. 发展筹资问题后续会议 0.1 —

 A 小计 1.7 —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39 —

C. 工作方案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 8.2 1.1

 2.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 6.7 2.3

 3. 社会政策和发展 10.6 2.3

 4. 可持续发展 11.0 9.4

 5. 统计 20.3 9.4

 6. 人口 8.1 —

 7. 发展政策和分析 8.1 —

 8. 公共行政管理和发展 8.4 21.9

 9. 可持续森林管理 1.6 3.1

 10. 发展筹资 4.2 1.0

 C 小计 87.2 44.4

D. 方案支助  

 1. 执行办公室 5.4 —

 2. 信息支助股 1.8 55.6

 D 小计 7.2 55.6

 共计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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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3 按构成部分开列的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1) 经常预算 

资源增长 

构成部分 

2004-2005 年

支出

2006-2007 年

批款
a

数额 百分比

重计费用前 

共计 重计费用

2008-2009 年

估计数

A. 决策机关 3 241.1 3 071.5 (398.7) (13.0) 2 672.8  173.5 2 846.3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5 319.4 5 842.9 178.7 3.1 6 021.6  312.6 6 334.2

C. 工作方案 120 610.9 133 698.7 350.0 0.3 134 048.7 7 423.4 141 472.1

D. 方案支助 9 093.9 11 273.9 (232.9) (2.1) 11 041.0  660.3 11 701.3

E. 提供给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的垫款 546.2 1 042.2 (1 042.2) (100.0) — — —

 共计 138 811.6 154 929.2 (1 145.1) (0.7) 153 784.1 8 569.8 162 353.9

 

 a 
由于转移审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责任所涉资源方面的技术原因，对 2006-2007 两年期订正批款进行

了调整。 

 

(2) 预算外 

 

2004-2005 年

支出

2006-2007年

估计数  

2008-2009 年

估计数

(a) 提供服务以支助  

 ㈠ 联合国各组织 6 393.7 6 758.0  6 728.4

 ㈡ 预算外活动 598.1 593.0  573.4

(b) 实务活动 12 261.8 16 032.7  12 595.4  

(c) 业务项目 97 401.9 102 780.0  102 625.0

 小计 116 655.5 126 163.7  122 522.2

 (1)和(2)共计 255 467.1 281 092.9  284 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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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4 所需员额 

 临时员额  

 
常设经常 

预算员额 经常预算 预算外  共计 

职类 

2006-

2007 年
a

2008-

2009 年

2006-

2007 年

2008-

2009 年

2006- 

2007 年 

2008- 

2009 年 

2006-

2007 年

2008-

2009 年

专业及以上   

 副秘书长 1  1 — — — — 1 1

 助理秘书长  3  3 — — — — 3 3

 D-2  10  10 — — — — 10 10

 D-1  34  34 — — 4 1 38 35

 P-5  66  66 — — 5 4 71 70

 P-4/3  154  154 — — 5 8 159 162

 P-2/1  48  48 — — 6 8 54 56

 小计  316 316 — — 20 21 336 337

一般事务   

 特等  33  33 — — 6 6 39 39

 其他职等  188  188 — — 9 9 197 197

 小计  221 221 — — 15 15 236 236

 共计  537 537 — — 35 36 572 573

 

 
a
 由于转移审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责任方面的技术原因，对 2006-2007 两年期订正批款进行了调整。 

 
 

 A. 决策机关 
 
 

 表 9.5 按决策机关开列的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组织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统计委员会 99.6 99.6 — —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114.4 114.4 — —

社会发展委员会  190.7 190.7 — —

妇女地位委员会  222.6 222.6 — —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496.6 496.6 — —

发展政策委员会  333.4 33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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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组织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503.7 — — —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  312.2 312.2 — —

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  330.2 330.2 — —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  137.9 137.9 — —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330.2 330.2 — —

发展筹资问题后续会议 — 105.0 — —

 小计 3 071.5 2 672.8 — —

预算外 — — — —

 共计 3 071.5 2 672.8 — —

 
 

 9.15 编列的经费将用作常设政府间机关和专家机构、大会特别会议和政府间进程的所需费用，为其

提供实质性服务是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职责，而且认为需要特定经费。 

 9.16 所列经费 2 672 800 美元，净减 398 700 美元，净减数包括(a) 中断为代表出席大会第 60/230

号决议授权的 2006-2007 两年期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额外届会编列的一次性经费，从而减少

经费 503 700 美元；(b) 为支助按照大会第 61/191 号决议于 2008 年在多哈举行审查《蒙特雷

共识》执行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的各项活动，在非员额用途项下增加 105 000 美

元。 

 

 1. 常设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 
 

  统计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99 600 美元 

 9.17 统计委员会是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8(I)号决议设立的。理事会第 8(I)号、第 8(II)号和第

1566(L)号决议规定，统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协助理事会：(a) 促进国家统计的发展和及其

可比性的改善；(b) 协调专门机构的统计工作；(c)发展秘书处的中央统计工作；(d) 就有关

统计资料的收集、解释和发布等一般问题向联合国机关提供意见；(e) 促进统计办法的总体改

善。委员会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举的 24 名成员国代表组成，任期 4年。 

 9.18 考虑到大会第 50/227 号决议，考虑到应加强统计委员会对全球统计进程的决策和监督的连续

性，为使委员会能对联合国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所涉统计问题采取后续行动，理事会第 1999/8

号决议决定，从 2000 年起，委员会应每年在纽约举行会议，为期 4 个工作日。统计委员会第

三十九届和第四十届会议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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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14 400 美元 

 9.19 人口委员会是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3(III)号决议设立的。理事会第 150(VII)号决议最初

确定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大会第 49/128 号决议决定将振兴后的人口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发

展委员会，委员会应每年举行会议。委员会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举的 47 名会员国代表组成，

任期 4 年（理事会第 1995/320 号决定）。委员会通常每年举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会议。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和第四十二届会议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9.20 按照职权范围，委员会以下列方式协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a) 安排进行研究并就下列问题向

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人口问题和趋势；人口与发展战略的一体化；人口与有关的发展政策和

方案以及提供人口援助；处理联合国主要机关或附属机关或专门机构可能征求咨询意见的人口

和发展问题；(b) 监测、审查和评价《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

级的执行情况，查明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并就此向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c) 审查关于国家、区

域和国际各级人口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和分析结果，并就此向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 

 

  社会发展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90 700 美元 

 9.21 社会委员会是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0(II)号决议设立的职司委员会。在重新对委员会作用

进行全面的评价后，理事会第 1139(XLI)号决议将其更名为社会发展委员会，以明确其作为理

事会整个社会发展政策领域筹备机构的任务。1995 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召开后，理事

会第 1995/60 号决议决定，委员会应定期审查首脑会议通过的《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

和《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的相关问题。理事会第 1996/7 号决议决定，委员会成

员由 32 名会员国代表增至 46 名，由理事会选举，任期 4 年，并应每年举行会议，会期为 8 个

工作日。理事会第 2005/11 号决议还决定，委员会将以一系列着重行动的两年实施周期安排其

工作，其中包括一个审查部分，一个政策部分。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和第四十七届会议

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妇女地位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222 600 美元 

 9.22 妇女地位委员会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1(II)号决议设立的理事会职司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最

初为 15 名会员国代表，1951 年增至 18 名，1961 年增至 21 名，1966 年增至 32 名。理事会第

1989/45 号决议决定，1990 年将成员增至 45 名代表，由理事会选举，任期 4 年。委员会就增

进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领域的权利问题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并就妇女权利领域应立

即注意的问题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委员会每年在纽约举行会议，会期为 10 个工作日。妇女地

位委员会第五十二届和第五十三届会议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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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 在联合国系统内，委员会在监测《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执行情况方面以及按照扩大的任

务范围向经济及理事会提出咨询意见方面发挥中心作用。理事会第 1996/6 号决议规定委员会

应在将性别观点纳入政策和方案主流方面发挥催化剂作用，并确认其现有任务。理事会第

2006/9 号决议决定，根据《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 

2007-2009 年期间，妇女地位委员会每届会议将审议一项优先主题。委员会将以平行小组的形

式举行一次互动高级别圆桌会议、两次关于每届会议优先主题的互动专家小组会议以及一次关

于新出现问题的小组会议、一次关于下一届会议优先主题的小组会议、一次审查上一届会议主

题的互动对话。理事会第 76(V)号、第 3041(XI)号和第 1983/27 号决议规定，授权秘书长编写

关于妇女地位的机密性和非机密性来文一览表，以提交妇女地位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496 600 美元 

 9.24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3/207 号决定设立的职司委员会。大会第 47/191

号决议对委员会的职责作出了规定。委员会成员由理事会选举的 53 名会员国代表组成，任期

三年。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会期二至三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报告，并通过理事会向大会

提出建议。在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通过理事会关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未来工作

方案的第 2003/6 号决议之后，委员会在一系列着重行动的两年实施周期中安排其工作。该周

期包括一次审查会议和一次政策会议。委员会按照惯例每年举行会议，每隔一年会议专门进行

政府间谈判。审查会议将重点审查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主要群体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的执行工

作方案的结果，并确定委员会下一年届会的谈判议题。委员会的总工作量没有变化。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会议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发展政策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333 400 美元 

 9.2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8/46 号决议附件一中，将根据理事会第 1035(XXXVII)号决议和第

1079(XXXIX)号决议及第 1995/215 号决定开展工作的发展规划委员会更名为发展政策委员会，

并重申委员会为理事会的附属机构。理事会第 1998/46 号决议规定，委员会由 24 名独立专家

组成，专家需具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的专门知识，并适当兼顾地域平衡和性

别平衡。成员包括能够协助处理新问题和多边进程的专家。这些专家由秘书长在与有关政府协

商后提名，再由理事会核准。成员任期为三年。 

 9.26 委员会每三年审查一次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并每三年就这一问题举行一次会议。委员会的工

作方案由理事会决定。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会期为 5 个工作日，并在理事会 7月实质性会议

期间向其提交报告。大会、秘书长和理事会的辅助机构，可通过理事会提出问题，交委员会审

议。关于向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委员会决定由主席或一名指定成员出席理事会会议，介绍报告

并回答任何问题。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会议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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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312 200 美元 

 9.27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是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1/45 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由 24 名专家

组成，专家以个人身份由秘书长提名和理事会任命。委员会于 2002 年 7 月 22 日至 26 日在联

合国总部举行了首届会议，并按照理事会第 2003/60 号决议的规定，从 2003 年起每年举行为

期一周的会议。委员会的前身是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专家会议。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对

发展过程中与公共部门作用有关的主题进行讨论，协助会员国建设能力，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七届和第八届会议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330 200 美元 

 9.2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04/69号决议决定国际税务合作特设专家组改名为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

员会。委员会由各国政府提名以专家身份行事的 25 名成员组成。成员由秘书长在通知理事会

后任命，任期四年。成员来自税务政策和税务管理领域，其任命体现适当的公平地域分配，代

表不同的税务制度。从 2005 年开始，委员会每年在日内瓦开会 5 天。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

会第四届和第五届会议预定分别在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9.29 专家委员会的任务是:(a) 酌情经常审查和增订《联合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征税示范

公约》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边税务条约谈判手册》；(b) 提供对话框架以加强和促进

各国税务当局之间的国际税务合作；(c) 考虑新出现问题会如何影响国际税务合作并拟订评

估、评论和适当建议；(d) 就能力建设和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提出建

议；(e) 在处理上述事项方面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实质性会议提交关于其年度会议工作的报告。 

联合国森林论坛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37 900 美元 

 9.3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0/35 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森林论坛，作为理事会的政府间附属机构，

发挥政策和政治常设论坛的作用，主要目标是促进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养护和可持续开发，

并加强为此目的的长期政治承诺。论坛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及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充分而平等

地参加，包括拥有表决权。作为理事会的职司委员会，论坛每年举行会议，为期可达两周。论

坛根据需要举行二至三天的高级别部长会议。高级别会议可用一天时间与参加合作伙伴关系的

各组织的主管进行政策对话，确保有机会了解和审议各主要群体代表的意见，特别是通过安排

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 

 9.31 论坛根据多年工作方案开展工作，任务是履行以下方面的一系列主要职能:支助实现全球共同

的森林目标的努力，促进执行所有类型森林无法律约束力国际文书，政策拟订，组织、文书和

机构之间的国际协调，国际合作，监测、评估和报告，以及加强政治承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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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06/49 号决议决定加强关于森林的国际安排并确定 2015 年之前逐步实现的全球共同的森

林目标。联合国森林论坛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330 200 美元 

 9.3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00/22号决议决定设立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作为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

由 16 名成员组成，8 人由各国政府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另外 8 人由理事会主席经与主席团和

区域集团协调员进行正式磋商后任命。决定提名应基于与土著人组织的广泛磋商，适当考虑到

世界土著人的多样性和地域分布，以及透明的原则，所有土著人民均有代表权和平等机会的原

则，包括内部程序，以及当地土著人民的磋商。所有成员均以土著人问题独立专家的个人身份

任职三年，可再次连选或重新获得任命一任。各国、联合国机构和机关、政府间组织和在理事

会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土著人组织也可同样根据促进与保护人权小

组委员会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采用的程序作为观察员参加。 

 9.3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常设论坛应每年举行 10 个工作日的年度会议，可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联合国总部或常设论坛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决定的其他地点举行。土著问题常

设论坛第七届和第八届会议预定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举行。 

 

 2. 大会发起的特别会议和政府间进程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增加 105 000 美元 

 9.34 包括一般临时人员、咨询人和专家、工作人员差旅和订约承办事务在内新的一次性经费 105 000

美元，用于根据大会第 61/191 号决议于 2008 年下半年在多哈举行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

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该审查会议应评估取得的进展，重申目标和成果，交流最佳

做法和经验教训，并查明遇到的障碍和限制、克服这些障碍和限制的行动与举措、进一步执行

的重要措施以及新挑战和新出现的问题。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6 021 600 美元 

 9.35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负责该部在执行规定任务和批准的工作方案方面的全面指导、监

督和管理。副秘书长还是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的召集人。主管政策协调和机构间事务助

理秘书长、主管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以及助理秘书长兼秘书长关于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

题特别顾问协助副秘书长工作。 

 9.36 主管政策协调和机构间事务助理秘书长在以下方面协助副秘书长：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

有关政府间机构提供实质性支助和监督技术合作活动的总体协调，并担任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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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的秘书。助理秘书长的职能主要侧重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

行政首长协调会之间的互动。 

 9.37 主管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在以下方面协助副秘书长：监督和协调数据分析和信息，特别是在宏

观经济分析、发展筹资、经济社会监测、数据收集和分发以及知识管理等方面，在部内提供高

级实质性政策指导。 

 9.38 秘书长关于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的职能及其办公室所需人员编制见次级方

案 2（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 

 9.39 副秘书长办公室在规划、协调、管理和评估该部工作方案方面，为副秘书长并酌情为主管政策

协调和机构间事务助理秘书长和主管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提供支助和咨询。该办公室还协助副

秘书长担任发展账户方案主管的作用。 

 表 9.6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确保全面执行法定任务，遵守联合国关于工作方案、工作人员和财政资源管理的政策和程序，包括方

案预算的方案部分以及方案监督和评价。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工作方案得到有效管理 (a) ㈠ 及时执行产出和服务 

业绩计量 

2004-2005年：93%的产出在确定的最后期限内执行 

2006-2007年估计：93%的产出在确定的最后期限内执行 

2008-2009年目标：93%的产出在确定的最后期限内执行 

 ㈡ 切实有效利用资源 

业绩计量 

2004-2005年：99%的预算交付 

2006-2007年估计：99%的预算交付 

2008-2009年目标：99%的预算交付 

(b) 及时征聘和安置工作人员 (b) 减少专业员额出缺未补的平均天数 

业绩计量 

2004-2005年：不详  

2006-2007年估计：160天 

2008-2009年目标：150天 

(c) 改善工作人员的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均衡 (c) ㈠ 该部提高从在该部无人任职和任职人数偏低的会员国征聘

工作人员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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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9%的工作人员从在该部无人任职和任职人数偏低

的会员国征聘 

2006-2007 年估计：5%的工作人员从在该部无人任职和任职人数

偏低的会员国征聘 

2008-2009 年目标：5%的工作人员从在该部无人任职和任职人数

偏低的会员国征聘 

 ㈡ 提高任用期在一年以上的专业及以上职类妇女的百分比 

业绩计量 

2004-2005年：任用期在一年以上的专业及以上职类妇女占46%

2006-2007 年估计：任用期在一年以上的专业及以上职类妇女占

46%  

2008-2009 年目标：任用期在一年以上的专业及以上职类妇女占

46%  

(d) 更及时地提交文件 

 

(d) 提高按规定期限提交的会前文件的百分比 

业绩计量 

2004-2005年：62%的会前文件按规定期限提交 

2006-2007年估计：64%的会前文件按规定期限提交 

2008-2009年目标：68%的会前文件按规定期限提交 

(e) 通过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的支助增进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政策协调 

 

(e) ㈠ 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联合政策文件、报告、指导和其

他说明、能力建设活动和方法的数目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9 个政策文件、报告、指导和其他说明、能力建

设活动和方法 

2006-2007年估计：14个政策文件、报告、指导和其他说明、能

力建设活动和方法 

2008-2009年目标：18个政策文件、报告、指导和其他说明、能

力建设活动和方法 

 ㈡ 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数目 

业绩计量 

2004-2005年：51个决定 

2006-2007年估计：39个决定 

2008-2009年目标：50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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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7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4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4 455.1 4 633.8 15 15

 非员额 1 387.8 1 387.8 — —

 小计 5 842.9 6 021.6 15 15

预算外 — — — —

 共计 5 842.9 6 021.6 15 15

 

 9.40 员额经费 4 633 800 美元，增加 178 700 美元，是以下方面的净结果：(a) 从方案支助的传播

和信息管理处调进 1 个 P-4(322 300 美元)，将为该部加强和协调成果预算编制和成果管理制

建立中心能力，并加强发展账户的方案协调，后者已成为该处的主要职责，有 90 个项目已经

完成或正在执行；(b) 向次级方案 10（发展筹资）调动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员额(143 600

美元)，该员额目前协助发展账户的方案协调，这项工作将由调来的 P-4 完全接管。非员额经

费 1 387 800 美元，用作一般临时人员、加班、咨询人、工作人员差旅以及联合国对与非政府

组织联络处活动的捐款。 

 

 C. 工作方案 
 
 

 表 9.8 按次级方案开列的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次级方案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支助和协调 12 314.5 12 539.5 46 46

2.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 10 604.0 10 370.9 37 37

3. 社会政策和发展 16 239.5 16 327.0 60 60

4. 可持续发展 16 849.5 16 849.5 60 60

5. 统计 31 231.5 31 231.5 123 123

6. 人口 12 384.7 12 384.7 45 45

7. 全球发展趋势、问题和政策 12 414.5 12 414.5 46 46

8. 公共行政、财政和发展 12 901.6 12 901.6 50 50

9. 可持续森林发展 2 579.4 2 528.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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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展筹资 6 179.5 6 501.2 21 22

 小计 133 698.7 134 048.7 494 495

预算外 60 264.3 54 367.6 18 17

 共计 193 963.0 188 416.3 512 512

 

  

 按次级方案开列的经常预算所需资源 
 

 
 

  次级方案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2 539 500 美元 

 9.41 本次级方案将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事务厅执行，是根据 2008-2009 年期间的两年期

方案计划方案 7 次级方案 1 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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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2.6%

23.4%

9.3%

4.8%

1.9% 

9.6%9.3%

7.7% 

9.4% 

12.2% 12.6%

28.3%

9.2%

1 000 
3 000

5 000

7 000

9 000

11 000

13 000

15 000

17 000

19 000

21 000

23 000

25 000

27 000

29 000

31 000

33 000

次级方案

资
源
（
单
位
：
千
美
元
）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1.经济及

社会理事

会的支助

和协调 

2. 性 别

问 题 和

提 高 妇

女地位 

3. 社

会 政

策 和

发展

10.发展

筹资 

9. 可 持

续 森 林

管理 

8.公共行

政、财政和

发展管理 

7.发展

政策和

分析 

6.人口5.统计4. 可

持 续

发展



第四编 国际合作促进发展 

 

18 07-32540
 

 表 9.9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加强大会尤其是第二和第三委员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支持旨在促进更为统筹一致地执行联合国发

展议程的努力方面的作用，该议程由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上商定的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组

成。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加强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政策制

定、协调和一致方面的作用，以促进执行国际

商定的发展目标和加强政策与发展业务活动之

间的联系，并监测这方面的进展 

(a) ㈠ 体现对主要发展问题的共识的决议、商定结论和部长宣言

及主席摘要的数目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年：6项决议、商定结论、部长宣言和主席摘要，载有

可明确列明的原则和行动，说明具体发展问题上的进展情况 

2006-2007 年估计：6 项决议、商定结论、部长宣言和主席摘

要，载有可明确列明的原则和行动，说明具体发展问题上的进

展情况 

2008-2009 年目标：6 项决议、商定结论、部长宣言和主席摘

要，载有可明确列明的原则和行动，说明具体发展问题上的进

展情况 

  ㈡ 更着重行动的建议的数目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5 项政府间倡议，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

的建议和（或）与其他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联合发起/推动 

2006-2007 年估计：5 项政府间倡议，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

大会的建议和（或）与其他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联合发起/推

动 

2008-2009 年目标：5 项政府间倡议，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

大会的建议和（或）与其他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联合发起/推

动 

  ㈢ 体现政策共识的国家一级发展计划的数目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30 个国家有体现国际共识的国家一级发展计

划、减贫战略文件和其他国家战略文件 

2006-2007 年估计：35 个国家有体现国际共识的国家一级发展

计划、减贫战略文件和其他国家战略文件 

2008-2009 年目标：45 个国家有体现国际共识的国家一级发展

计划、减贫战略文件和其他国家战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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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指导其附属机构和促

进联合国系统活动的协调一致方面的作用得到

加强 

(b) ㈠ 各职司委员会议程和工作方案内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议程相类似项目的数目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14 个类似项目 

 

2006-2007 年估计：15 个类似项目 

2008-2009 年目标：16 个类似项目 

 

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附属机构为更好地协调其对理事会

政策文件的反应而采取的行动的数目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 18 项行动 

2006-2007 年估计：20 项行动 

2008-2009 年目标：20 项行动 

 

㈢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对理事会

审议工作的贡献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非政府组织作 18 次正式发言 

2006-2007 年估计：非政府组织作 36 次正式发言 

2008-2009 年目标：非政府组织作 36 次正式发言 

(c) 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冲突后重建和发

展领域的作用，包括按照其任务规定加强与安

全理事会的互动 

 (c)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冲突后国家长期发展情况的建议和决

定的数目以及向建设和平委员会提供的咨询意见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 不详 

2006-2007 年估计：6项建议 

2008-2009 年目标：6项建议 

   

 

外部因素 

 9.42 本次级方案预计能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a) 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决策者充分参与大会

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审议；(b) 国际社会对大会和理事会的各项建议和决

定作出反应。 

产出 

 9.43 在 2008-2009 两年期内，将执行下列最后产出：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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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大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全体会议（22）；第二委员会正式会议和非正式协商（50）；

第二和第三委员会的小组讨论、互动式辩论和主旨讲话（5 次）；联合国发展活

动认捐会议（4）； 

b. 会议文件：关于下列问题的报告：2001-2010 年：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减少

疟疾十年（2）；在关于千年宣言和 2005 年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后续行动的综合报

告框架内，为关于执行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发展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的报告提

供投入（2）；和平文化（1）；《联合国扫盲十年国际行动计划》执行情况（1）；

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1）；促进宗教和文化了解、和谐与合作（1）；全球道

路安全（1）；艾滋病毒/艾滋病（1）；信息流通促进发展（1）；工业发展（1）；

文化财产送回或归还原主国（1）；有待大会确定的政策问题，包括全球化和相互

依存问题（2）；人力资源发展（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的作用（2）； 

 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同贸易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举行的高级别政策对话会

议（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贸发会议）举行的特别高级会议（2）；有联合国系统及民间社会、学者

和其他专家参加的关于冲突后国家从建设和平过渡到发展的会议（5）；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主席团同各职司委员会主席的联席会议（2）；理事会组织会议、实质性

会议和续会的会议和非正式协商（140）；协调机制会议，包括信息社会世界首脑

会议的后续行动（6）；非洲冲突后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和海地问题特设咨询小

组会议（4）；关于年度部长级审查及其创新博览会的会议（4）；与联合国发展合

作有关的新问题小组（4）； 

b. 会议文件：关于下列问题的报告：年度部长级审查专题（2）；联合国系统发展方

面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4）；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2）；支持海地

长期方案（2）；发展合作论坛：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包括关于战略、政策和筹

资的文件（1）；几内亚比绍问题特设咨询小组（2）；烟草管制问题特设机构间工作

队（1）；2007 年关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全面统计数据的大会决议执行情况（2）；

遗传隐私权与不歧视（1)；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和协调部分

下一年的主题（2）；提交常务部分的各职司委员会的综合成果（2）；提交常务部

分的 2003 和 2004 年协调部分的成果的后续行动（1）；提交协调部分的报告（2）；

审查为发展合作提供资金的趋势（1）；理事会高级别部分专题讨论（2）；联合国

农村发展公私联盟（1）； 

 ㈢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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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实质性常会和续会的会议（60）；视

需要举行的委员会特别会议、非正式工作组会议和非正式会议（12）； 

b. 会议文件：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关于其实质性常会、续会及其特别续会的报告（5）； 

㈣ 特设专家组：关于下列问题的九个专家组：冲突后国家如何融入世界经济；根据大会

第 60/180 号和第 61/16 号决议的规定对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各项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筹备 2008-2009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贸发会议举

行的特别高级别会议；鉴定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外地一级评价的调查结果；为全系统

执行工作介绍提供指南；对年度部长级审查讨论的投入，以期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加

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合作；同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举办的发展合作论坛；发展合作论坛

全球协商；筹备发展合作论坛；区域会议；发展合作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以指导重

大活动前的筹备工作；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对话的报告（2）；向决策者提供的关

于年度部长级审查专题的出版物（2）； 

㈡ 实况调查团：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组织小组讨论和论坛，以筹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

布雷顿森林机构举行的特别高级别会议（8）； 

㈢ 手册、概况介绍、挂图和资料袋：关于新的发展挑战的简报文件（2）；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的通信和外联战略（1）；非政府组织手册（1）； 

㈣ 特别活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按照理事会议事规则，在理事会举行正式会议的同时，

在外来专家、非政府组织、各机构代表及工商界和学术界的酌情参与下，为筹备其各

届会议举办圆桌会议、小组讨论和论坛（12）；组织发展合作论坛（1）；支持 300 多个

非政府组织切实有效地参加实质性会议以及 2008 年 7 月和 2009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部长级圆桌会议的工作（2），并参加 2008 年 3 月和 7 月及 2009 年 3 月在纽约、2008

年 7 月在日内瓦举办的非政府组织论坛（4）； 

㈤ 技术材料：一个全球伙伴关系门户网站，将所有非政府组织联络点与所有名为“全球

伙伴关系论坛”的伙伴关系，包括促进农村发展公私伙伴关系联系起来（1）；冲突后

国家如何融入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的分析性研究和编写（1）；发展和维持“无纸委员会”

数据库这个电子会议和可靠记录管理系统（4）；消费和（或）销售受到各国政府禁止、

取缔、严格限制或未获政府批准的产品综合清单（2）；发展合作论坛门户网站、通讯

和其他外联材料（1）；发展并更新年度部长级审查的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最佳做法

数据库（1）；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讯（16）；为评价 2007 年联合国发展方面业务活动

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而开展深入研究，作为对 2010 年三年期全

面政策审查的投入（2）；提高对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认识的外联材料（1）；为外部

使用者提供的技术材料：更新并维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事务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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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因特网主页（1）；与政府间组织一道更新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非正式区域网每月通

讯（24）； 

㈥ 为外部用户举办的讨论会：加强并支持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非正式区域网与各政府间组

织（例如国际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及类似机构协会）、大学和学术界为执行千年发展目

标开展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10）； 

㈦ 为机构间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关于将建设和平活动纳入联合国系统工作主流的协商

性机构间会议（20）；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 

㈠ 训练班、讨论会和讲习班：为基层非政府组织提供讲习班和服务，以加强它们的能力，

扩大其对受益方和当地/国家发展的影响（4）； 

㈡ 外地项目：关于联合国业务活动效力的国家一级协商，为编写关于 2007 年联合国系

统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供投入。 

 表 9.10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1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11 751.2 11 751.2 46 46

 非员额  563.3  788.3 — —

 小计 12 314.5 12 539.5 46 46

预算外 2 190.7 1 311.0 — —

 共计 14 505.2 13 850.5 46 46

 

 9.44 11 751 200 美元用于维持 46 个员额，包括 27 个专业及以上员额和 19 个一般事务员额，为大

会第二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以及非洲冲突后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

等政府间机构和其他机构的会议提供服务；为这些会议编制会议文件、出版物和技术材料（网

站、通讯、小册子）；组织技术合作活动（讨论会、讲习班、实地项目）；支持三年期全面审

查进程；以及为发展合作论坛和年度部长级审查提供实质性服务和支助。788 300 美元的非

员额经费，增加了 225 000 美元，主要用于：(a) 咨询人；(b) 专家小组；(c) 工作人员差

旅费；(d) 订约承办事务；以及(e) 联合国对行政首长协调会营养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摊款。

增加 225 000 美元反映年度部长级审查和发展合作论坛所需经费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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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2 

性别问题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 10 370 900 美元 

 9.45 本次级方案由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和提高妇女地位司执行，是根据

2008-2009 年期间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7 次级方案 2 制定的。本次级方案支持性别观点在联合

国工作中的主流化，改善性别均衡和联合国秘书处的两性平等，以及对性别问题更加敏感的工

作环境。 

 9.46 特别顾问直接向秘书长报告两性平等方面的问题，包括联合国系统各部厅在所有工作领域将性

别观点纳入主流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顾问在秘书处妇女问题协调人的帮助下，秘书处妇女问

题协调人,支助方案管理人并提供咨询意见，以便达到大会规定的性别均衡指标。特别顾问担

任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的主席，对实质和业务领域性别观点主流化工作提供领导。  

 9.47 提高妇女地位司通过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向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

报告。该司就两性平等和妇女人权方面的项目向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

提供实质性服务。该司还向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提供实质性和技术服务。 

 表 9.11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加强实现两性平等和提高妇女地位，包括妇女充分享有其人权。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通过支持和促进充分有效执行《北京行动

纲要》、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和 2005 年世

界首脑会议成果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使两性平等和消除性别歧视的工作得

到进一步推动 

(a) ㈠ 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为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和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以及《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而采取的政策和行动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156 份声明 

2006-2007 年估计：158 份声明 

2008-2009 年目标：160 份声明 

  ㈡ 纳入性别观点的大会决议所占比例适当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20%的决议纳入性别观点 

2006-2007 年估计：22%的决议纳入性别观点 

2008-2009 年目标：25%的决议纳入性别观点 

(b) 妇女地位委员会执行其任务，包括促进在所

有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性别主流化的能力

得到提高 

 (b) ㈠ 向妇女地位委员会报告在国家一级已采取行动实施两性平

等问题主流化的会员国数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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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暂缺 

2006-2007 年估计：60 个会员国 

2008-2009 年目标：65 个会员国 

 

 ㈡ 参加妇女地位委员会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人数有所增

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3 628 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

的代表 

2006-2007 年估计：2 000 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可的非政府

组织的代表 

2008-2009 年目标：2 000 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可的非政府

组织的代表 

(c) 联合国系统实体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并采

取目标明确的措施在联合国系统政策和方案中

赋予妇女权力的能力得到提高 

 (c) ㈠ 联合国实体为将性别观点纳入其政策、方案和项目而个别

和（或）共同采取的行动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79 份实体采取行动的报告 

2006-2007 年估计：72 份实体采取行动的报告 

2008-2009 年目标：75 份实体采取行动的报告 

 

 ㈡ 通过有效实施联合国系统各实体采取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

认识的人力资源政策措施，使性别均衡方面的情况得到改善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17 个妇女少于 50％的部厅增加专业人员中妇女

比率  

2006-2007 年估计：13 个妇女少于 50％的部厅增加专业人员中

妇女比率 

2008-2009 年目标：12 个妇女少于 50％的部厅增加专业人员中

妇女比率 

 
 

外部因素 
 

 9.48 本次级方案预计能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将性别问题和提高

妇女地位作为优先事项。 

产出 

 9.49 本两年期内，将执行下列最后产出: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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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大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提供实质性服务，包括第二和第三委员会的全体会议（12）； 

b. 会议文件：关于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未来运作的报告（1）；关于改善

农村地区妇女处境的报告（1）；关于提高联合国系统内妇女地位的报告（1）；关

于加强努力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暴力的报告（2）；关于为执行第四次妇女问题

世界会议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及其后续行动而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

进展的报告（2）；关于贩卖妇女和女童问题的报告（1）；关于对移徒女工的暴力行

为的报告（1）；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报告（1）；主题为“妇女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

获得财政资源，包括小额供资”的《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1）； 

㈡ 安全理事会: 

a. 向会议和非正式协商提供实质性服务（2）； 

b. 会议文件：妇女与和平及安全（2）； 

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实质性会议服务：向全体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8）； 

b. 会议文件：关于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主流的报告（2）; 

㈣ 妇女地位委员会:  

a. 实质性会议服务：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团不限成员名额协商会（8）；向委员会会

议提供实质性服务（40）； 

b. 会议文件：会议室文件和背景文件（6）；提高妇女地位司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的联合工作计划（2）；有关妇女地位的机密性来文清单（2）；有关妇

女地位的非机密性来文清单（2）；关于在制订、执行和评价国家政策和方案时把

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方面所获进展，特别侧重优先主题的报告（2）；关于释放扣为

人质的妇女和儿童，包括那些其后在武装冲突中被监禁的妇女和儿童的报告（1）；

关于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中确定的优先主题的报告（2）；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的境

况及提供援助的报告（2）；  

㈤ 特设专家组：关于下列论题的 7 次专家组会议：审查性别主流化培训方面的进展；审

查非洲各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的进展；妇女和男子的平等责任，

包括在护理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方面；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审议的主题

问题；为编写《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而讨论经济决策和对性别问题

敏感的预算编制；为编写《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而讨论妇女与小额

供资；关于实施以往就妇女地位委员会优先主题所作承诺取得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的小组讨论会和圆桌会议（4 次小组讨论会，8 次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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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网络》（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8）；《对妇女

的暴力——电子通讯》（6）；《2000 年及以后的妇女》（4）；《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

的世界概览》（1）； 

㈡ 非经常出版物：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的最佳做法（1）；挑战那些妨

碍实现男女平等的陈规定型态度和行为（1）；关于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的法律框架（1）；

在国家一级制订文书时把性别观点主流化的工具袋（1）；联合国系统性别观点主流化

的状况（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1）；对妇女的暴力——良

好做法和经验教训（1）； 

㈢ 技术性材料：每年进一步发展、设计、维持和管理提高妇女地位司网站（2）；每年进

一步发展、设计、维持和管理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的网站（2）；每年进一步发

展、设计、维持和管理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网站（2）；每年

进一步发展、设计、维持和管理妇女观察网站（2）；关于性别观点主流化的准则和清

单（1）；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议的准则、

清单和工具（1）；关于优先主题的专家小组会议的报告（8）；联合国秘书处、维和团

及特派团妇女候选人的选择性名册（2）； 

㈣ 向机构间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4）； 

㈤ 机构间会议的文件：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年度会议的报告（2）； 

 表 9.12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2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9638.5 9 638.5 37 37

 非员额 965.5 732.4 — —

 小计 10 604.0 10 370.9 37 37

预算外 2 586.0 2 830.8 4 3

 共计 13 190.0 13 201.7 41 40

 
 

 9.50 经费 9 638 500 美元供继续维持 37 个员额，其中包括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

办公室 5 个专业及以上员额和 4 个一般事务员额，提高妇女地位司 18 个专业及以上员额和 10

个一般事务员额。这些工作人员负责协调关于性别观点主流化、妇女与和平及安全、对妇女的

暴力、提高联合国系统内妇女地位的机构间工作；为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提供服务；为

政府间会议的两性平等议程提供服务；为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团提供支持；安排非政府组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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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本组织关于两性平等的活动；监测和报告《北京行动纲要》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通过出

版物和办活动进行外联活动；应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非员额所需经费 732 400 美元，

减少了 233 100 美元，主要供：(a) 咨询人；(b) 专家小组；(c) 工作人员差旅费；和(d) 其

他业务费用。减少 233 100 美元是因为停止了 2006-2007 两年期为支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额外会议而编列的一般临时人员一次性经费。 

 
 

  次级方案 3 
社会政策和发展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6 327 000 美元 

 

 9.51 本次级方案由社会政策和发展司负责，是依据 2008-2009 年期间的拟议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7

次级方案 3制定的。 

 9.52 本次级方案预计也将向下列工作提供实质性支持：执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残

疾人权利公约；青年行动纲领；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后续行动；家庭方案；履行土著问

题常设论坛的任务；和世界土著人民第二个国际十年。 

 表 9.13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对社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增强国家能力，对消除贫穷、创造就业机会和社会融

合给予特别关注，尤其适当注意与老年人、残疾人、家庭、青年和土著民族有关的问题。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就联合国政府间进程议程上的主要社会发

展问题进行的国际辩论得到促进并达成协议 

(a) ㈠ 提出的建议在制定决议、决定和商定结论中被采用的百分比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86%   

2006-2007 年估计：90% 

2008-2009 年目标：92% 

 

 ㈡ 联合国系统内专门处理尚未全面处理的社会发展问题的

方案数目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暂缺  

2006-2007 年估计：5 个方案  

2008-2009 年目标：10 个方案 

(b) 会员国和民间社会制定和执行社会方案和

政策的能力得到加强 

 (b) ㈠ 接受在国家和社区两级执行社会政策的培训的国家人员数

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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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96 名国家人员 

2006-2007 年估计：120 名国家人员 

2008-2009 年目标：250 名国家人员 

 

 ㈡ 各国为促进消除贫穷、创造就业机会、社会保护、社会支

出和社会融合而采取的社会政策措施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暂缺  

2006-2007 年估计：45 项措施  

2008-2009 年目标：120 项措施 

(c) 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对社会发展问

题的理解和认识得到提高 

 (c) ㈠ 能更方便和及时地获得联合国的研究和分析资料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网站访问和下载 240 万人次 

2006-2007 年估计：网站访问和下载 250 万人次  

2008-2009 年目标：网站访问和下载 250 万人次 

 

 ㈡ 就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举行的多方利益攸关者活动有所

增多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44 次活动 

2006-2007 年估计：104 次活动 

2008-2009 年目标：108 次活动 

 
 

外部因素 
 

 9.53 本次级方案预计能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同本次级方案合作

进行拟议的方案活动。 

产出 

 9.54 本两年期内，将执行下列最后产出：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大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提供实质性服务，包括全体会议及第二和第三委员会的

会议（32）； 

b. 会议文件：关于下列问题的报告：合作社（1）；就业（1）；《关于残疾人的世界

行动纲领》第五次审查和评价（1）；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后续行动（1）；



第 9 款 经济和社会事务 

 

07-32540 29
 

全球人道秩序（1）；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

的执行情况（2）；小额信贷（1）；有关青年人的政策和方案：进一步执行《世界青

年行动纲领》（《2009 年世界青年报告》）（1）；消除贫穷（1）；家庭方案（1）；减

少贫穷的创新办法和战略（1）；全球化范围内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的社会层面（1）；

《世界社会概况报告》（1）；青年人就业（1）；  

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20）； 

㈢ 社会发展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闭会期间主席团会议（20）；委员会会议（32）； 

b. 会议文件：关于下列问题的报告：《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1）；

2008 年和 2009 年的优先主题（2）；为包容性社会政策实际应用参与性方法（1）；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审查和评估，以及进一步加以执行的

新优先事项（1）；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六和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优先主题（2）；

社会发展委员会残疾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监测《联合国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

则》执行情况的报告（1）；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审查和评

估（1）； 

㈣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会议（40）；论坛有关第二个世界

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土著人民信托基金下的小额赠款方案的会议（8）；  

b. 会议文件：联合国实体和其他政府间实体落实论坛所提建议和其他有关工作的分

析报告，包括论坛特别报告员的报告（70）；关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六届会议

后续行动的全面报告（1）；关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七届会议后续行动的全面报

告（1）；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会议室文件（8）；

论坛专家机构/报告员的报告（6）； 

㈤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为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及其闭会期间工作组的会

议提供实质性服务（32）； 

b. 会议文件：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的报告（2）；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

各工作组的报告（4）； 

㈥ 特设专家组：关于下列问题的 14 个专家组：社会发展委员会 2009 年和 2010 年的优

先主题（2）；有关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六和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小组讨论（2）；减少

贫穷的创新办法和战略；全球化范围内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的社会层面；2002 年《马

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第一次审查和评估结果，以及进一步加以执行的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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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事项；《世界青年行动纲领》的执行：进展和制约；评估国际家庭年各项目标的执

行进度；社会融合与建设和平之间的联系；把残疾观点纳入发展方案主流方面的良好

做法；为包容性社会政策实际应用参与性方法；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2008 年和 2009 年

的优先主题（2）；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世界社会概况报告》（1）；《2009 年世界青年报告》（1）； 

㈡ 非经常出版物: 国际家庭年的后续行动（1）；把残疾观点纳入发展方案主流（1）；参

与性对话：创造包容性社会的工具（1）；世界土著人民的状况（1）； 

㈢ 技术材料：关于残疾人的无障碍版文件和出版物（1）；关于参与性对话：创造包容性

社会的工具的小册子（1）；关于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建议执行情况的数据库

（1）；老龄问题电子通讯（联合国老龄问题网络）（1）；青年电子通讯（青年电讯）（1）；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工作通讯（1）；定期更新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网站（1）；提供

给专家或机构间会议的关于土著问题的技术文件（1）；关于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

的方案手册（1）； 

(c) 技术合作(预算外)：咨询服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

后续行动；加强残疾人的社会融合；《马德里国际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与《到 2000 年

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有关的举措和促进家庭的作用和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应会员国

的请求就下列事项提供咨询服务：有关社会政策和发展的举措、组织培训班和研讨会、编

制能力建设方面的实地项目。 

 表 9.14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3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14 911.8 15 037.6 60 60

 非员额 1 327.7 1 289.4 — —

 小计 16 239.5 16 327.0 60 60

预算外 3 987.6 2 853.0 — 3

 共计 20 227.1 19 180.0 60 63

 
 

 9.55 经费 15 037 600 美元供用于 60 个员额，其中包括增加 125 800 美元，原因是为 2006-2007 两

年期设立的一个 P-3 员额提供全额经费。继续维持的 60 个员额包括 39 个专业及以上员额和 21

个一般事务员额。这些工作人员监测国家和全球趋势及新出现的问题，以便就广泛的社会经济

问题向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规范性、分析性和业务性支持；为政府间会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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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实质性服务；促进同主要利益攸关者对话；组织专家小组会议、研讨会和小组讨论；并提供

咨询服务。非员额所需经费 1 289 400 美元，减少了 38 300 美元，主要供：(a) 一般临时人

员；(b) 咨询人；(c) 专家小组；和(d) 工作人员差旅费；(e) 订约承办事务；和(f) 分担促

进和推动合作社委员会费用的摊款。减少 38 300 美元是因为将一般业务费的经费转到方案支

助项下，用来管理该部这方面的资源。 

 

  次级方案 4 

可持续发展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6 849 500 美元 

 9.56 本次级方案由可持续发展司负责，是在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计划的方案 7、次级方案 4

的基础上编制的。 

 

 表 9.16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按照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以及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特别是可持

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所载目标，加速执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标和承诺。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挑战以及多年工作

方案的优先行动得到有效审查和议定，以推进

农业、农村发展、干旱、荒漠化和非洲，包括

相关的交叉问题等领域的执行工作 

(a) 对于向政府间进程提供的支助和服务，以及有关建立共识的活

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团的运作、伙伴关系集会、学习中心以

及主要群体的参与等方面，会员国的满意度得到提高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无 

2006-2007 年估计：80% 

2008-2009 年目标：81% 

(b) 提供更多的有关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采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策选

项、实际措施和具体行动方面的资料 

(b) ㈠ 会员国向数据库提供的有关个案研究、伙伴关系、最佳做

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无 

2006-2007 年估计：30 项投入 

2008-2009 年目标：40 项投入 

  ㈡ 对可持续发展司网站的访问和下载次数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350 000 次网页点击 

  2006-2007 年估计：400 000 次网页点击 

  2008-2009 年目标：200 万次网页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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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技术、人力

和机构能力得到加强，以便实施旨在促进能源、

水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行动和国家战

略 

(c) ㈠ 对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的咨询、技术合作和能力

建设服务表示满意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多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90%的国家表示咨询服务和项目有用 

 2006-2007 年估计：91%的国家表示咨询服务和项目有用 

2008-2009 年目标：92%的国家表示咨询服务和项目有用 

 ㈡ 受过培训从而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的国家工作人员数

目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无 

2006-2007 年估计：200 名国家工作人员受训 

2008-2009 年目标：230 名国家工作人员受训 

 
 

外部因素 

 9.57 基于下列假设，本次级方案可望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绩：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优先重视执行《21

世纪议程》、《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其它承诺以及《关于执

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 

产出 

 9.58 在 2008-2009 两年期，将交付以下最后产出： 

(a) 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大会——第二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第二委员会会议，包括非正式协商（40）； 

b. 会议文件：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

略后续行动（3）；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2）；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包括执行世界太阳能方案（1996-2005 年）（1）；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

年（2005-2015 年）（1）；国际环境卫生年（1）； 

 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非正式协商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8）；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会议（8）； 

b. 会议文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报告（2）； 

 ㈢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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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委员会和会议期间起草小组的会议（200）；委员会主席

团会议和相关的非正式协商（14）； 

b. 会议文件：背景文件：伙伴关系的摘要资料（1）；关于将纳入委员会 2008-2009

两年期工作方案的问题的背景文件（10）；关于区域水和卫生经营者伙伴关系的

背景文件（3）；主要群体向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文件（10）；委员会主席团

会议的说明（10）；可持续发展进展概览报告：对《21 世纪议程》、《进一步实施

<21 世纪议程>方案》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查（1）；关于可持

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报告（1）；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关于供水和卫生的决定的执行进

度报告（1）；关于农业、土地、乡村发展、干旱、荒漠化和非洲问题的审查和政

策选择的报告（10）；《毛里求斯战略》执行情况审查报告,围绕有待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审查的一组专题（1）；向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可持续发展司工作计划和战略

框架的报告（1）；区域执行会议的报告（5）； 

㈣ 关于以下主题的特设专家组会议：关于以下主题的 10 次专家组会议：国家可持续发

展战略（2）；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政策相关性；水和卫生；促进实施《毛里求斯战略》；

运输部门节约燃油；农村电气化政策；跨境贸易和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农业和

生物燃料：土地使用、贸易、技术合作和南南合作；非洲农村土地改革：回顾、前景

和挑战。 

(b) 其他实务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能源和运输通讯》（2）；可持续发展革新（一年三期简报）（6）；《自然

资源论坛》》（季刊）（8）； 

㈡ 非经常出版物：对执行工作持向前看的态度：第三次国际伙伴论坛报告（1）；先进和

清洁能源技术（1）；在运输业中节约燃油（1）；金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1）；促

进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措施（1）；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监测——国家经验和今

后之路（1）；伙伴在行动：关于执行问题的区域视角（5）；伙伴关系趋势报告（1）；

二氧化碳捕集和储存方面的政策问题（1）；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农业和旅游业之间

的联系（1）；可持续发展趋势：聚焦非洲（1）；可持续发展趋势：农业、土地、乡村

发展、干旱和荒漠（1）；水经营者伙伴关系（1）； 

㈢ 小册子、概况介绍、挂图、资料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周期小册子（1）；关于主

要群体的小册子（1）；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小册子（1）； 

㈣ 特别活动：可持续发展伙伴国际论坛（1）；伙伴关系集会、学习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会外活动（6）； 

㈤ 技术资料：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网站提供最新情况（6）；开发和维护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数据库（1）；开发、维持和更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案例研究数据库（1）；开发、维

护和更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网站（1）；主要群体参与委员会指南（2）；维持和更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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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主要群体和国家信息数据库（1）；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光盘（1）；可持续发

展指标技术文件（1）；更新、开发、维护和翻译可持续发展司网站内容（2）； 

㈥ 为机构间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关于协调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机构间会

议：(a) 联合国水机制（4）；(b) 联合国能源机制（4）；以及(c) 与海洋有关的问

题（2）；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咨询服务：应各国政府的要求并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区域委员会合作，向发展中国

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专家咨询服务在以下领域促进能力建

设和（或）加强能力：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监测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展的指

标、提出报告和指标、推动建立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加强各机构能力并支持有助于

可持续发展的多方利益攸关者的协商进程以及有关可持续管理淡水和可持续发展能

源的协商进程，重点是节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矿物燃料的先进技术、以及

自然资源开发等； 

㈡ 培训班、讨论会和讲习班：为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国家

级决策者举办并与他们一起举办讨论会和/或讲习班，以期加强这些国家在可持续发

展所有领域的能力，其中特别包括国家清洁技术战略、环境管理核算、水资源综合管

理、和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 

㈢ 外地项目：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的、由各供资来源支助的国家、区域和区域间技术

合作项目中，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服务。 

 

 表 9.16 资源需求：次级方案 4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15 910.1 15 910.1 60 60

 非员额 939.4  939.4 — —

 小计 16 849.5 16 849.5 60 60

预算外 13 982.8 11 525.9 5 5

 共计 30 832.3 28 375.4 65 65

 
 

 9.59 15 910 000 美元用于维持 60 个员额，包括 37 个专业和以上员额以及 23 个一般事务员额，以

向会员国和政府间进程提供可持续发展支助，具体活动包括收集国家信息、试验研究、分析报

告、专家协商、技术援助以及处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实施下列各项文件的后续活动中所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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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优先主题：《21 世纪议程》、《进一步实施<21 世纪议程>方案》、《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执行情况的审查、《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以及《关于进一

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939 400 美元非员额需求，主

要用于：(a) 咨询人；(b) 专家小组；(c) 工作人员旅费；以及(d) 其他业务费用。 

 

  次级方案 5 

统计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31 231 500 美元 

 9.60 本次级方案由统计司负责，是在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计划的方案 7、次级方案 5 的框架

内编制的。统计司同秘书处其他部门、联合国基金和方案、非联合国政府间组织以及在国家一

级合作开展活动。统计司的方案由四个部分组成：(a) 统计能力建设，(b) 标准和方法发展，

(c) 国际统计活动的协调，以及(d) 数据传播。 

 

 表 9.17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推进全球统计系统，以便为国家和国际两级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用户编制优质和易于获得的具有可比性的

国家统计数字。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全球统计系统得到加强，各国更加积极参

与, 国际组织间的协作有所增加，包括在发展

指标的统一与合理化方面取得进展 

(a) ㈠ 各国和国际组织出席统计委员会会议、讲习班、专家组会

议和讨论会的人数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420 名参加者 

2006-2007 年估计：450 名参加者  

2008-2009 年目标：500 名参加者 

 

 ㈡ 同国际组织就发展指标的合理化和统一所开展的协作活

动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6次协调会议 

2006-2007 年估计：7次协调会议 

2008-2009 年目标：8次协调会议 

(b)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私营部

门和公众更好、更广泛地使用本次级方案编制

的统计数据和技术准则 

(b) ㈠ 索取统计数据的要求获得满足的百分比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无  

2006-2007 年估计：数据库查询次数增加 2% 

2008-2009 年目标：数据库查询次数增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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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访问统计司网站的百分比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无 

2006-2007 年估计：访问次数增加 2% 

2008-2009 年目标：访问次数增加 5% 

(c)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例行收

集、编制、储存、分析及传播经济、社会、人

口和环境领域官方统计数据和指标的能力得到

加强，以便为政策制定者和一般公众编制优质

数据 

 (c) 使用培训讲习班上所获知识的参与者的百分比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无  

2006-2007 年估计：无 

2008-2009 年目标：70%的参加者表示他们的知识增加了 

 
 

外部因素 

 9.61 预计能实现本次级方案的各项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各国家统计局具备必要的国家资源和能力。 

产出 

 9.62 在 2008-2009 两年期，将交付以下最后产出： 

(a) 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大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第五委员会，会费分摊比额表（20）； 

b. 会议文件：关于第五委员会会费分摊比额表的报告、背景文件及会议室文件（2）； 

 ㈡ 统计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九和四十届会议的各次会议（14）； 

b. 会议文件：统计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在 2007 年决定报告主题）（27）； 

 ㈢ 会费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会费委员会的会议（70）； 

b. 会议文件：关于会费委员会会费分摊比额表的报告、背景文件及会议室文件（2）； 

 ㈣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的各次会议（12）；

第十八届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的各次会议（10）；第九届联合国美

洲区域制图会议的各次会议（10）； 

b. 会议文件：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的报告（1）；第十八届联合国亚洲

和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的报告（1）；第九届联合国美洲区域制图会议的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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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特设专家组会议：关于以下主题的 15 次专家组会议：人口和住房普查；审查性别统

计的情况；国际移民统计；生命统计系统；国民账户体系的方法发展；国际经济和社

会分类：经修订的关于批发零售业统计的建议；经修订的关于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建

议；环境统计；传播政策；千年发展目标指标（4）；关于分类的技术分组会议。 

(b) 其他实务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国际贸易统计年鉴》第一卷和第二卷（2008 年和 2009 年版）在网上刊

载的附件（2）；《人口学年鉴》2006年和2007年版（2）；人口和社会统计网站（因特网）

（8）；《环境统计》（4）；2006 和 2007 年能源平衡和电力概况（2）；《能源统计》（4）；

能源统计数据库（在线）（1）；2006 和 2007 年《能源统计年鉴》（2）；更新环境统计

网站（2）；关于环境的国情简介（因特网）（2）；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精装报告（2）；

2006 和 2007 年《工业产品统计年鉴》（2）；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和统计附件（2）；千年

发展目标信息（2）；千年指标数据库更新（2）；统计月报（24）；统计月报（在线）（24）；

《国民账户统计：主要总数的分析》，2005 年和 2006 年版（2）；《国民账户统计：主

要总数明细表》，2005 年和 2006 年版（2）；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工作队通讯（4）；分类

通讯（4）；环境核算通讯（2）；国际贸易统计通讯（4）；国民账户通讯（4）；社会指

标网站（每半年更新一次）（4）；《人口学年鉴》（2008 年印刷版）的特殊题目（电子

版）（2）；《统计年鉴》（印刷版）（2）；关于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贸易数据库（因特网）

（2008 年和 2009 年更新）（2）；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因特网），2008 和 2009

年版（2）；联合国地名专家组新闻公报（3）；《人口和生命统计报告》，丛编 A（第 1

和 2 号，2008 和 2009 年印刷版）（4）；《人口和生命统计报告》，丛编 A（第 1 号，电

子版双周刊）（24）；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网站（每半年更新一次）（4）；机构间专家

组网站（持续更新）（2）；共同数据库网站（每季度更新）（8）；统计司网站（8）；统

计司出版物档案网站（2）；国际服务贸易问题工作队网站（2）；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网

站（2）；城市小组网站（2）；环境-经济核算网站（2）；良好做法网站（2）；国际贸

易统计网站（2）；千年发展目标网站（2）；国民账户网站（2）；统计委员会网站（2）；

分类网站（2）；能源统计网站（2）；工业统计网站（2）；方法学工作网站（2）；技术

合作网站（2）；环境核算网站（每年更新）（2）；2006 和 2007 年简要世界统计（印刷

版和因特网）（4）；《国际贸易统计年鉴》第一卷和第二卷（2008 年和 2009 年版）（2）； 

㈡ 非经常出版物：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第 1 次修订（1）；2002 年统一制度与国际贸

易标准分类间的相关表，第 4 次修订（1）；批发零售业统计：编撰者手册（1）；《在

人口普查中收集经济特征手册》（1）；国际移民统计手册（1）；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手

册（1）；统计组织手册，第 4 次修订（1）；批发零售指数：良好做法手册（1）；《时

间利用调查活动国际分类》（因特网更新）（1）；《时间利用调查活动国际分类》（印刷

版）（1）；批发零售业统计国际建议（1）；旅游业统计国际建议（1）；性别信息编撰

手册（1）；《开展环境统计手册》（1）；批发零售业统计编撰和传播国家做法（1）；经济

普查国家做法（1）；企业登记统计国家做法（1）；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编撰和传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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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数据库（在线）（1）；国际商品贸易统计的编撰和传播国家做法数据库（在线）（1）；

《生命统计系统原则与建议》，第 3次修订（1）；环境统计元数据建议（1）；能源统计

订正手册：定义、计量单位以及兑换系数（1）；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更新版）（1）； 

㈢ 技术资料：为环境统计，能源统计、商品生产统计、工业生产指数、国民账户、人口

统计、国际贸易统计和分类等领域统计数据的收集、处理、印刷和传播，开发并维护

统计数据库（2）；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技术开发与维护以及文件和训练（每年一

次）（2）；对会员国和其他用户索取关于上述统计领域国际上建议的概念和方法以及

国家做法的个别请求作出反应（2）；标准化统计数据元数据交换，在千年发展目

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内与相关机构协调，发展关于发展指标的统计数据和元

数据交换（2）；标准化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在机构间工作组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机构合作（2）；关于数据库维护的最新文件和经修订的训练

材料（2）； 

㈣ 为机构间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关于统计问题的第 10 小

组会议（2）；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会议（4）；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 

㈠ 咨询服务：在统计和统计数据处理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协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统计局的

国家能力；向会员国以及区域和区域间项目及训练活动提供技术服务，协助发展中国

家加强搜集、处理和传播统计数字的国家能力（2）； 

㈡ 培训班、讨论会和讲习班：开办训练讲习班，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各种统

计领域开展能力建设（2）； 

㈢ 研究金和奖学金：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国家统计师提供研究金、短期训练、

考察机会和在职培训，提高和加强他们在统计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并发展区域和国际网

络，以及地理信息系统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表 9.18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5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28 814.2 28 814.2 123 123

 非员额 2 417.3 2 417.3 — —

 小计 31 231.5 31 231.5 123 123

预算外 3 630.5 4 040.0 — —

 共计 34 862.0 35 271.5 12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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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 28 814 200 美元用于保持 123 个员额，其中包括 68 个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和 55 个一般事务员

额，为统计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服务，并在以下领域对国内和国际统计系统给予援助：(a) 统计

能力建设；(b) 标准和方法的制定；(c) 协调国际统计活动；以及(d) 数据发布。用于非员额

所需的 2 417 300 美元除其他外，用于支持：(a) 一般临时人员；(b) 咨询人；(c) 专家组；

(d) 工作人员差旅费；(e) 订约承办事务以及(f) 该部门分担的支付给国际计算中心运行和维

持电脑主机和用户服务机环境的费用。 

 

  次级方案 6 

人口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2 384 700 美元 

 9.64 本次级方案由人口司负责。本工作方案是参照2008-2009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7次级方案6制定的。 

 表 9.19 两年期的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使国际社会更好理解且有效应对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当前和可预见的人口问题以及发展问题的人口方

面。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有效促进各会员国审查执行《国际人口与

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及大会第二十一届特别会

议成果方面的进展情况 

(a) 对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的支持和服务质量有所改进，包括为其工

作提供及时、相关、技术可靠的政策性文件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秘书处的正式文件 100%及时提交 

2006-2007 年估计：秘书处的正式文件 98%及时提交 

2008-2009 年目标：秘书处的正式文件 100%及时提交 

(b) 对新出现的人口问题的认识得到提高，在

国家一级的知识和了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生

育率、死亡率、移徙、艾滋病毒/艾滋病、城市

化、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等领域的知识和了

解 

(b) 人口司的工作对人口领域其他利益攸关者工作的影响有所加强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在这两年期期间，80 名政府官员听取了人口司的汇

报或前往人口司进行磋商 

2006-2007 年估计：在这两年期期间，85 名政府官员听取人口司的

汇报或前往人口司进行磋商 

2008-2009 年目标：在这两年期期间，90 名政府官员听取人口司的

汇报或前往人口司进行磋商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200 个网站与人口司的网站链接 

2006-2007 年估计：250 个网站与人口司的网站链接 

2008-2009 年的目标：300 个网站与人口司的网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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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供各会员国、民间社会和学术界使用的人

口资料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及时性得到改进 

 (c) 对人口出版物或数字信息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1 100 个用户使用电子邮件提示服务 

2006-2007 年估计：1 300 个用户使用电子邮件提示服务 

2008-2009 年目标：1 500 个用户使用电子邮件提示服务 

 
 

外部因素 

 9.65 假定会员国继续致力实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目的和目标以及千年首脑会议和世界首脑会

议的成果文件的有关目标，则本次级方案预期会达到其目标和预期成绩。 

产出 

 9.66 在 2008-2009 年两年期内将提供下列最后产出： 

(a) 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大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大会第二委员会（4）； 

b. 会议文件：向大会提交的国际移徙和发展问题报告（1）； 

 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4）； 

 ㈢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人口与发展委员会（20）；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团举

行闭会期间会议（8）； 

b. 会议文件：人口领域活动进展报告（2）；2010-2011 年两年期拟议人口工作方案

（1）；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团闭会期间的会议报告（2）；世界人口趋势报告（1）；

世界人口监测报告（2）； 

㈣ 特设专家组：关于下列问题的 8 个专家组会议：国际移徙协调（2）；成年人死亡率估

算问题协调（2）；国际移徙与发展；人口挑战的政策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

经济和社会影响；生育率方面的新问题； 

(b) 其他实务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世界人口监测简要报告》（2）；《人口通讯》（4）；成年人死亡率估算问

题协调会议报告（2）；国际移徙协调会议报告（2）；2009 年世界生育率报告（1）；2008

年世界移徙报告（1）；2009 年世界死亡率报告（1）；2009 年世界人口老龄化（1）；

2009 年世界人口政策（1）；《世界人口展望：2008 年订正版》第一卷：综合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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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人口性别和年龄分布、第三卷：分析报告（3）；《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 年订正

版》（1）； 

㈡ 非经常出版物：涉及下列方面的新问题：生育率和计划生育（1）；国际移徙（1）；死

亡率与健康（1）；人口与发展（1）；人口政策（1）； 

㈢ 小册子、概况介绍、挂图、资料包：2009 年避孕药具使用挂图（1）；2009 年生育率

状况挂图（1）；人口老龄化状况挂图（1）；2009 年人口政策挂图（1）；2009 年城市

聚集状况挂图；2009 年城乡区域挂图（1）；2008 年世界人口状况挂图（1）；2009 年

死亡率状况挂图（1）； 

㈣ 技术材料：2009 年避孕药具使用情况数据库（1）；2008 年生育率数据库（1）；2008

年国际移徙数据库（1）；2008 年婚姻数据库（1）；2009 年死亡率数据库（1）；人口

与发展数据库（1）；2008 年移徙者总人数数据库（光盘版）（1）；2008 年移民总人数

数据库(网上互动版)（1）；2009 年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光盘）（1）；世界人口展望

数据库（2008 年订正版,光盘）（1）；2009 年世界城市化展望数据库（光盘）（1）；2009

年世界城市化展望数据库（网上互动版)（1）；2009 年世界人口政策（网上互动版)

（1）；世界人口展望（2008 年订正版，网上互动版)（1）； 

 表 9.20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6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11 569.4 11 569.4 45 45

 非员额 815.3 815.3 － －

 小计 12 384.7 12 384.7 45 45

预算外 127.7 － － －

 共计 12 512.4 12 384.7 45 45

 
 

 9.67 11 569 400 美元用于保持 45 个员额，其中包括 28 个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和 17 个一般事务员

额，在与人口问题相关事宜方面，包括国际移徙与发展以及对《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的监测；编写一套联合国正式人口估算数与预测数，作为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编写人口问题相

关统计的基础；监测人口政策以及生育率、死亡率、移徙和城市化趋势以及各国或世界各地区

人口与发展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向人口与发展委员会和大会提供实质性服务。用于非员额所需

的 815 300 美元除其他外，用于支持：(a) 一般临时人员；(b) 咨询人；(c) 专家组；(d) 工

作人员差旅费；以及(e) 订约承办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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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7 

发展政策和分析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2 414 500 美元 

 9.68 本次级方案由发展政策分析司负责执行。本工作方案是参照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7

次级方案 7制定的。发展政策委员会为本次级方案提供指导。 

 表 9.21 两年期的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确定改善长期发展前景所需的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经济政策和行动，并就此达成政府间协议。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通过协助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现和

了解新出现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结合推动联合

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达成的包括千年发

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使国际辩论

得到加强 

(a) 进行过辩论的旨在实现商定发展目标的经济政策和行动数目

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不详 

2006-2007 年估计：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这些问题作出 9 项

决定 

2008-2009 年具体目标：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这些问题作出

10 项决定 

(b) 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对话得到改善，包括

促进联合国就世界经济展望及其对发展中国家

前景的影响形成统一观点 

(b)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及各会员国对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对话的

投入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不详 

2006-2007 年估计：不详 

2008-2009 年目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世界经济情况和展望的

2次会议 

(c) 通过更好了解应对经济不安全和使宏观经

济稳定与长期减贫相一致的机制以及其他手

段，使发展中国家把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得到加强 

 (c) 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制订关于把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纳

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和计划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不详 

2006-2007 年估计：2个发展中国家 

2008-2009 年目标：15 个发展中国家 

 

外部因素 

 9.69 假定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的政策制定者参与同联合国各机构探讨全球发展趋势、问题及政策，

则本次级方案预期会达到其目标和预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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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9.70 2008-2009 年两年期内将提供下列最后产出： 

(a) 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大会：会议文件：向因执行经济制裁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援助（为法律事务厅编写的

报告提供材料及意见）（2）；关于经济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报告（1）；单边经济

措施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1）； 

㈡ 大会：第二委员会：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在正式会议、非正式会议及非正式的非

正式会议上就经济问题提供实务支助（24）； 

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就涉及发展政策委员会的所有问题和事项提供实质性支

助（24）； 

b. 会议文件：关于向因执行多边经济制裁受到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说明（2）；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2）；2008 年和 2009 年的《世

界经济情况和展望》（与贸发会议及区域委员会共同拟定)（4）；2008 年和 2009

年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2）； 

㈣ 发展政策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在委员会工作方案所有方面提供行政支助及实务支

助（20）； 

b. 会议文件：就经社理事会将确定的专题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为发展政策委员会进

行背景研究（6）； 

㈤ 特设专家组：关于下列主题的特设专家组会议：短期全球经济展望以及政策挑战（2）；

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的专题问题（2）；《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中提及

的问题（2）；确定最不发达国家标准的审议、应用和监测；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全球经济展望》（4）；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和第十一届会议报告（2）；

“联接项目”会议报告（4）；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经济情况和展望》(和贸发会议

及区域委员会共同拟定)（2）；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2）； 

㈡ 新闻稿、新闻发布会：经社理事会在发展政策委员会全会后做的简报（2）； 

㈢ 技术材料：关于发展问题的背景研究以及制定政策建议纳入 2008 年和 2009 年《世

界经济和社会概览》（12）；全球和国家预测，“联接项目”春季和秋季会议（4）；

按区域分列的经济情况和展望报告（在该司的网页上发表）（4）；在“联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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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就世界经济情况和新的全球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的报告（4）；订正的全球和

国家预测，“联接项目”春季后和秋季后会议（4）；《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向第

二委员会提交)（2）； 

(c) 技术合作（预算外）： 

 咨询服务：在各国政府的请求下，帮助亚洲和非洲的最不发展国家建设毕业战略能力；宏

观经济政策、外部冲击和社会保护制度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贫穷、不平等和社会脆

弱性的影响；通过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表 9.22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7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11 617.8 11 617.8 46 46

 非员额 796.7 796.7 — —

 小计 12 414.5 12 414.5 46 46

预算外 222.2 — — —

 共计 12 636.7 12 414.5 46 46

 
 

 9.71 11 617 800 美元用于保持 46 个员额，其中包括 27 个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和 19 个一般事务员

额，为发展政策委员会提供实质性和行政支助，并协助政府间进程明确并了解新的和正在出现

的经济问题，致力于改善有关世界经济情况的对话，以及加强发展中国家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社

会政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用于非员额所需的 796 700 美元主要用于支持：(a) 一般临

时人员；(b) 咨询人；(c) 专家组；(d) 工作人员差旅费；(e) 订约承办事务以及(f) 其他业

务费用。 

 
 

  次级方案 8 

公共行政和发展管理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2 901 600 美元 

 

 9.72 本次级方案由公共行政和发展管理司负责，根据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7 次级方案 8制订。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为本次级方案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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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3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促进高效、负责、透明的参与性公共行政，以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和联

合国主要会议成果所载的目标。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关于增进了解与公共行政、参与性治理、能力建设、

促进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以及知识管理促进发展等有

关的问题的对话内容更加丰富 

 (a) 各种报告、宣言和决议中出现的旨在促进公共行政问

题领域政府间对话的引述、建议和决定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4项参考、建议和决定 

2006-2007 年估计：6项参考、建议和决定 

2008-2009 年目标：7项参考、建议和决定 

(b) 公共行政、参与性治理及知识管理促进发展领域中

的创新和良好做法得到进一步了解和更好交流 

 (b) 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联机网的访问数和下载数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阅览/下载 2 200 万页面/文件 

2006-2007 年估计：阅览/下载 2 500 页面/文件 

2008-2009 年目标：阅览/下载 2 700 页面/文件 

(c) 通过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途径，各国政府加强公

共部门参与性治理、专业精神和问责制以求改进业绩的

能力得到提高 

 (c) 会员国因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项目而执行的方法和技

术建议的数目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落实建议 25 项 

2006-2007 年估计：落实建议 25 项 

2008-2009 年目标：落实建议 27 项 

 
 

外部因素 
 

 9.73 本次级方案预计能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各国政府和各组织乐于分享其知识、做法和创

新，且政治意愿和具体国情有利于该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 

产出 
 

 9.74 2008-2009 两年期内，将执行下列最后产出：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大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大会（8）；根据大会要求成立的关于公共部门新问题的

小组会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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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会议文件：按照大会第六十二届和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决议规定（通过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提出的关于公共行政和发展的报告（2）； 

 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2）；根据理事会要求成立的关于

公共部门基本数据和趋势的小组（2）； 

b. 会议文件：关于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报告（1）；关于公共行政专家

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报告（1）； 

 ㈢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也提供技术服务）（14）；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也提供技术服务）（14）； 

b． 会议文件：有关选定问题的分析文件和工作文件（8）；关于公共部门新趋势的报

告（2）；关于公共行政与发展管理方案的报告（2）； 

㈣ 特设专家组：关于以下问题的六次专家组会议：连接政府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评

估政府中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管理情况；冲突后局势中政府/民间社会组

织的伙伴关系建设；通过改善公共问责机制来建立信任；改革冲突后治理和公共行政；

公共部门领导能力建设以促进发展；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公共行政最佳做法和创新简编（2）；《电子/移动政务创新做法和经验简

编》（2）；《国家公共行政简况》（1）；《2008-2009 年联合国全球电子/移动政务准备情

况调查：在发展方面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趋势和影响》（1）；联合国公共服务奖报告（2）；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1）； 

㈡ 非经常出版物：评估政府中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管理情况（1）；连接政府

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1）；冲突后局势中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建设（1）；

公共部门领导能力建设以促进发展（1）；通过改善公共问责机制来建立信任（1）； 

㈢ 特别活动：为纪念联合国公共服务日提供支助（2）；公共服务奖评选（2）；（与区域

委员会合作）举行五次关于公共部门新趋势的区域部长级会议（5）； 

㈣ 技术资料：《发展行政通讯》（4）；维持和改进关于选举的行政管理和费用的网站（1）；

维持和更新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办法促进电子/移动政务发展的网上互动式清单数据

库（1）；维护和更新非洲施政网上清单数据库（1）；维持和更新加勒比电子/移动政

务知识库数据库（1）；维持和更新联合国电子/移动政务知识库数据库（1）；维持和

更新关于冲突管理组织、方案及从业人员的数据库（1）；维持和更新关于欧洲-地中

海区域公共行政创新的数据库（1）；维护和更新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联机网（公共

行政网）（1）；关于专门问题的工作/讨论文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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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 视听资源：光盘形式的培训材料（4）； 

㈥ 为机构间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向政府创新全球论坛提供实质性支助（1）；为伙伴机

构组织的区域技术会议提供支助（10）；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咨询服务：应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要求，举行约 16 次关于公共政策和公

共经济学、公共行政财政和社会经济治理问题的培训研讨会、讲习班和政策对话，将

特别强调促进南南合作和公共行政创新的举措；派遣大约 60 个与公共行政、公共财

政和社会经济治理领域等次级方案的实质性专门知识有关的需要评估和调查分析特

派团；应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培训援助要求而编制约 8 份应用于公共部门

的准则、手册和培训材料； 

㈡ 外地项目：约 80 个外地项目（其中有些是与开发署及其他业务实体合作实施的），目

的是增强相关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在公共行政、公共财政和社会经济治理等

领域的机构和管理能力。 

 

 表 9.24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8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12 128.3 12 128.3 50 50

 非员额 773.3 773.3 － －

 小计 12 901.6 12 901.6 50 50

预算外 29 275.0 26 797.2 3 3

 共计 42 176.6 39 698.8 53 53

 
 

 9.75 编列 12 128 300 美元用于维持 55 个员额，包括 25 个专业及以上职类员额和 25 个一般事务员

额，通过执行以下计划中的支助规范性活动的产出来支助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和会员国在加强

治理和提高公共行政能力方面的工作：例如为政府间机构提供实质性服务，编制会议文件，以

及其他规定的产出，包括但不限于特设专家组会议、经常和非经常出版物，举办特别活动，编

制技术材料，项目支助和提供咨询支助和培训。773 300 美元的非员额经费用于支付：(a) 咨

询人；(b) 专家组；(c) 工作人员差旅；(d) 购置和更换办公自动化设备。 



第四编 国际合作促进发展 

 

48 07-32540
 

  次级方案 9 

可持续森林管理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2 528 300 美元 

 9.76 本次级方案由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负责，根据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7 次级方案 9

制订。联合国森林论坛为本次级方案提供指导。预计论坛将在 2007 年第七届会议上通过一项

有侧重点的多年工作方案。 

 表 9.25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推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对各类型森林的管理、养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政治承诺，促进实现国际商

定的森林方面的全球目标。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开展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有效国际对话，促进通

过并执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a) 关于改善各级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决议和决定数量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无 

2006-2007 年估计：50% 

2008-2009 年目标：55% 

(b) 对落实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的国际商定行动的监

测、评估和报告工作得到加强 

 (b) ㈠ 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者提交的关于可持续森林管

理的报告数量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56 份报告 

2006-2007 年估计：56 份报告 

2008-2009 年目标：60 份报告 

㈡ 根据各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的关于执行

国际商定的可持续森林管理行动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

和所遇障碍的资料，开展更多评估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3份评估 

2006-2007 年估计：3份评估 

2008-2009 年目标：4份评估 

(c) 通过更有效、更好的知识管理，使各国政府、各主

要集团、各组织、文书和进程之间在森林问题方面的国

际合作、协作和协调得到改善，包括森林合作伙伴关系

的各项活动得到改进 

 (c) 旨在支持国际森林政策对话的伙伴关系、合作活动和

由国家及组织领导的举措数目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10 项合作伙伴关系、协作活动以及国家和

组织领导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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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年估计：10 项合作伙伴关系、协作活动以及国

家和组织领导的举措 

2008-2009 年目标：10 项合作伙伴关系、协作活动以及国

家和组织领导的举措 

 
 

外部因素 
 

 9.77 本次级方案预计能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各国政府、国际及区域组织和文书优先落实和

进一步强化关于国际森林政策的国际共识。 

产出 
 

 9.78 2008-2009 两年期内，将执行下列最后产出：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联合国森林论坛：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八届会议及其闭会期间的会议（80）；

关于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八届会议重要事项以及论坛第七届会议所作决定中提出

的其他相关问题的非正式协商（4）；论坛主席团会议（12）； 

b. 会议文件：森林合作伙伴关系提交联合国森林论坛的报告，2008 年和 2009 年“森

林合作伙伴关系框架”（2）；关于支助执行国际商定的可持续森林目标的财政机

制的报告（1）；关于森林治理、与森林有关的非法做法及相关国际贸易的报告（1）；

关于采取奖励措施以便对各类型森林采取可持续森林管理做法的报告（1）；根据

论坛第七届会议做出的决定提交的关于论坛第八届会议议程项目的报告（13）；

转递 8 个主要群体就论坛第八届会议议程项目提交的补充投入的报告（2）； 

 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文件：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八届会议的报告（1）； 

㈢ 特设专家组：关于以下问题的七次专家组会议：联合国森林论坛的区域层面；在实现

全球森林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评估指标；关于各类型森林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

执行层面；政府间森林小组/政府间森林论坛的行动建议的重组和主题指数化；为可

持续森林管理的七个主题要素制订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附件；多方利益攸关者

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对话：与联合国森林论坛闭会期间会议和第八届会议相结合的

民间社会视角（2）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经常出版物：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供资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关于新的供资来源以及筹

资和提案编写战略的参考资料，包括讨论论坛（网络版）（1）；联合国森林论坛重大

森林事件日历（网络版）（6）；《联合国森林论坛通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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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非经常出版物：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财政机制（1）；关于各类型森林的不具法律约

束力的文书的执行准则（1）；执行自里约首脑会议以来全球一级森林政策决定的区域

层面（1）； 

㈢ 小册子、情况简介、挂图、资料袋：联合国森林论坛推广材料以及论坛第八届会议情

况简介成套材料，包括小册子、主要问题简介和招贴画（4）； 

㈣ 新闻稿、新闻发布会：关于联合国森林论坛各届会议以及秘书处开展的活动的新闻稿

和新闻发布会（2）； 

㈤ 特别活动：向常驻代表团简要介绍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八届会议的筹备情况（4）；国际

森林年：关于促进活动的进展报告和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国际森林年的报告（2）；联合

国森林论坛和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在相关的大小会议上组织的附带活动（4）；专题

和区域小组活动和情况介绍（2）； 

㈥ 技术资料：开发和维持联合国森林论坛网站（1）；开发和维持森林合作伙伴关系网

页（1）；开发和维持国际森林机构名录（网络版）（1）；开发和维持国家协调中心名

录（网络版）（1）；用于自愿报告在实现共同的森林全球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指导方

针和拟议格式（所有正式语文）（6）；在论坛网页上提供主席团会议记录（1）；关于

文书执行情况的各国报告（1）；向论坛第八届会议自愿提交森林问题国家报告的拟议

格式（所有正式语文）（6）；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科学技术报告，以支持论坛的

工作（1）； 

㈦ 视听资源：联合国森林论坛用于宣传的影视展示，增强论坛在大小会议上的存在（1）； 

㈧ 为机构间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为森林合作伙伴关系和森林网络合作伙伴关系的会议

提供服务（6）；为森林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队和指导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服务、支助和

咨询，包括统一定义方面的实质性服务、支助和咨询；简化报告程序；全球森林信息

处（6）； 

㈨ 机构间会议文件：森林合作伙伴关系政策文件和概念文件（2）；在论坛网站上登载森

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和森林网络合作伙伴关系的会议情况说明（6）；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咨询服务：应要求，通过国家、主要群体和组织就森林问题举行的专家会议和举措，

向各国政府提供实质支助和咨询意见，促进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执行工作；应要

求提供技术和政策咨询，以动员国际合作，包括财政和技术支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执

行政府间森林问题小组/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的行动建议； 

㈡ 培训班、研讨会和讲习班：就可持续森林管理特定领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和（或）

讲习班，以期进一步协调和协作，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工作，包括森林合作伙伴关系

和主要群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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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6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9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1 708.6 1 708.6 6 6

 非员额  870.8  819.7 — —

 小计 2 579.4 2 528.3 6 6

预算外 3 560.8 3 823.7 6 3

 共计 6 140.2 6 352.0 12 9

 

 9.79 所需经费 1 708 600 美元，用于继续维持 6 个员额，包括 4个专业及以上职类员额和 2 个一般

事务员额，全面协调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和森林合作伙伴关系内有关森林的活动；为政府间

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实质性服务；编写秘书长有关届会议程项目的报告；监测和报告实现全球

森林目标方面的进度；编制有关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出版物和外联材料；为联合国森林论坛提供

实质性服务。已从国际和区域组织、机构和文书组织内以及通过自愿捐助途径借调人员加强了

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编制。进一步预期森林合作伙伴关系的其他成员组织有可能

向秘书处提供借调人员。 

 9.80 非员额所需经费为 819 700 美元，减少 51 100 美元，除其他外用途如下：(a) 咨询人；(b) 专

家组；(c) 工作人员差旅；(d) 其他业务支出。经费减少 51 100 美元，反映出为租赁和维持

办公室及数据处理设备和通信所编列的经费已转入方案支助项下执行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管

理经社部用于这些领域的资源。 

 
 

  次级方案 10 

发展筹资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6 501 200 美元 

 

 9.81 本次级方案由发展筹资办公室负责。次级方案是根据 2008-2009 年期间的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7 次级方案 10 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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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7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目标：促进和支助持续采取后续行动，执行《蒙特雷共识》所载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达成的协定和承诺以

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有关发展筹资问题的方面，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和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所列的发展目标。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蒙特雷共识》及有关成果文件的执行情

况和后续行动得到多方利益攸关者的有效监测

(a) 发展筹资进程的所有利益攸关者为《蒙特雷共识》及有关成果

文件执行情况年度分析评估作出的贡献有所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各国政府、区域团体、机构性和非机构性利益攸关

者提供 24 个主要投入 

2006-2007 年估计：各国政府、区域团体、机构性和非机构性利益

攸关者提供 26个主要投入 

2008-2009 年目标：各国政府、区域团体、机构性和非机构性利益

攸关者提供 28个主要投入 

(b) 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其他机构性

利益攸关者的相关政府间机构和理事机构的作

用得到加强，并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以开展会

议后续行动和进行协调 

 (b) 通过在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其他机构性利益攸关者的

相关政府间机构和理事机构进行政府间审议，各会员国为开展会议

后续行动并进行协调而达成的协议和作出的承诺数目增加、范围扩

大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就会议的后续行动和协调通过 22 项主要决议、主席

摘要、公报和宣言 

2006-2007 年估计：就会议的后续行动和协调通过 24 项主要决议、

主席摘要、公报和宣言 

2008-2009 年目标：就会议的后续行动和协调通过 26 项主要决议、

主席摘要、公报和宣言 

(c) 各国政府更充分参与，所有参与发展筹资

进程的机构性及非机构性利益攸关者进一步合

作和互动，确保就执行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达成的协议和承诺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c) 包括国际和区域金融、贸易机构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相关

实体在内的多方利益攸关者关于发展筹资问题的协商、讲习班、讨

论会以及其他活动的数目和影响增加 

业绩计量 

 

 2004-2005 年：多方利益攸关者为发展筹资举办 24 场大型活动 

2006-2007 年估计：多方利益攸关者为发展筹资举办 25 场大型活动

2008-2009 年目标：多方利益攸关者为发展筹资举办 26 场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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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 

 9.82 本次级方案预计能实现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a) 国家和国际两级决策者充分参与贯彻执

行蒙特雷共识及相关成果；(b) 发展筹资进程所有利益攸关者拥有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和

宗旨的长期资源和能力。 

产出 

 9.83 2008-2009 两年期内，将执行下列最后产出：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后续会议（2008 年，多哈）：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全体会议（10）；非正式协商（10）；多方利益攸关者圆

桌会议（12）；民间社会论坛（4）；工商部门论坛（2）；议员论坛（2）； 

b. 会议文件：结果文件草稿（1）；多方利益攸关者圆桌会议情况摘要（12）；有关

民间社会、工商部门和议员论坛的报告（3）；会议报告草稿（1）； 

㈡ 大会： 

a. 关于 2008 年审查会议筹备工作的直接的政府间全体协商（10）；关于发展筹资问

题国际会议和相关问题的后续工作的第二委员会正式会议、非正式协商和小组讨

论（30）；民间社会和工商部门发展筹资问题非正式听证会（2009 年——筹备发

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对话）（4）；交互式对话和部长级圆桌会议，参与者有发展筹

资进程中的所有机构性和非机构性利益攸关方（2009 年——发展筹资问题高级

别对话）（10）； 

b. 会议文件：关于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后续工作的利益攸关方年度报告（2）；

关于小额信贷和小额供资对消除贫穷所起作用的两年期报告（2008 年）（1）；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筹资问题年度春季会议

的成果（2）；2009 年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对话的筹备和成果（2）；审查《蒙特雷

共识》执行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后续会议报告（1）；关于国际金融体系与发

展的报告（2）；民间社会和工商部门发展筹资问题非正式听证会摘要（2）； 

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经社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筹资

问题年度春季会议（10）；在 2008 年经社理事会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的框架内

举行的两年一度的发展合作论坛（6）；理事会代表与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贸易组织执行局主任关于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后续行动和这些机构间年

度春季会议筹备工作的协商（6）；与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就发展筹资问题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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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6）；在 2008 年和 2009 年实质性会议期间关于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和相关

问题的后续工作的理事会正式会议、非正式协商和小组讨论（12）； 

b. 会议文件：供 2008 年发展合作论坛审议的分析性背景报告（1）；多方利益攸关

者为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筹资问题年度春季会议编写

的报告（2）；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第四和第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2）；与民

间社会和工商部门进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对话的摘要（4）； 

㈣ 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第四和第五届会议（20）；其

各个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闭会期间会议（20）； 

b. 会议文件：秘书处关于有待委员会第四和第五届会议确定的议程项目的问题文件

（20）； 

㈤ 特设专家组：关于下列问题的五次专家组会议：国际发展合作的当前趋势和新问题；

为落实多哈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后续会议的成果加强统一、协调与合作；从蒙特雷到多

哈：执行情况现状和今后的任务；国际税务合作方面的新问题；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金融部门发展、税务合作和金融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以蒙特雷为起点：关于发展筹资的选定政策问题：》（印刷版和光盘）（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边税务条约谈判手册》（增订版）（1）；国际税务合作专家

委员会第四和第五届会议的报告（2）；《联合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征税示范

公约》（增订版）（1）；《世界经济形势及展望》（有关国际金融的一章）（2）；《世界经

济和社会概览》（对国际资金流动部分的投入）（2）； 

㈡ 非经常出版物：债务可持续性（1）；多哈：《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后续行动会议的

成果》（印刷版和光盘）（1）；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财政支助（1）；国际金融一体化（1）；

关于国家开发银行作用的多方利益攸关者协商结果（1）；为基本公用事业筹措资金（1）；

加强创业精神（1）；小额供资监管（1）；按比例扩大援助流量（1）；南南财政合作（1）；

关于发展筹资问题包括国际税务合作若干政策问题的工作文件和技术说明（6）； 

㈢ 新闻稿、新闻发布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高级别

年度会议（2）；2008 年发展合作论坛（2）；2008 年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后续会议（6）；2009 年大会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对话（2）；国际税

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的工作（2）；多方利益攸关者关于发展筹资的协商（3）； 

㈣ 特别活动：为参加大会第二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工作的代表团安排关于发展筹

资后续进程的小组讨论并提供简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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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技术资料：为联合国高官与有关的政府和非政府代表高级别会议提供发展筹资有关问

题的简报（8）；维持和更新发展筹资问题因特网主页（8）； 

㈥ 外部使用者研讨会：有各国政府、机构性和非机构性利益攸关方（民间社会和私营部

门）参加的发展筹资问题研讨会和交互式对话（6）； 

㈦ 为机构间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同参与发展筹资进程的主要机构性利益攸关方（世界

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秘书处以及各区域委

员会和开发银行进行的机构间协商和协调（10）； 

㈧ 机构间会议文件：提交行政首长协调会审议的《蒙特雷共识》后续行动背景文件和分

析文件以及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后续会议筹备情况和成果（2）； 

(c) 技术合作（预算外）： 

㈠ 咨询服务：应请求向感兴趣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进行其在

金融部门发展、税务合作和财政管理领域的国家能力建设； 

㈡ 培训班、研讨会和讲习班：与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

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西亚经济社会委

员会）和区域开发银行合作组织区域研讨会和讲习班，并有相关机构性和非机构性利

益攸关方代表参加，讨论有关《蒙特雷共识》的执行和后续行动的区域政策问题；为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官员和执行人员举办培训班和讲习班，以促进金融部门发

展和财政管理等选定领域的国家能力建设； 

㈢ 外地项目：应请求为感兴趣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需要评估和影响评价，

以促进金融部门发展和财政管理领域的国内能力建设； 

 

 表 9.28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10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5 798.5 6 120.2 21 22

 非员额  381.0  381.0 — —

 小计 6 179.5 6 501.2 21 22

预算外 701.0 1,186.0 — —

 共计 6 880.5 7 687.2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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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 所列经费计 6 120 200 美元，增加了 321 700 美元。增加的原因如下：(a) 为 2006-2007 两年

期核定的一个 P-5 员额提供全额经费（178 100 美元）；(b) 从副秘书长办公室调入 1 个一般事

务（其他职等）员额，协助对新问题进行研究，如小额供资监管、南南合作、对中等收入国

家发展工作的支助、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后续会议的筹备工作

（143 600 美元）。继续维持的 22 个员额包括 15 个专业及以上职类员额和 7 个一般事务员额，

负责为落实 2002 年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和筹备 2008 年审查会议的政府间进程提供支助；编

写关于执行《蒙特雷共识》和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所载发展筹资目标的分析报告；

促进联合国系统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贸易机构内有关发展筹资问题的统一协调与合作，并协同

来自官方和私人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专家组织多方利害攸关方活动，目的是使会员国能

够更好地实施《蒙特雷共识》中商定的承诺及相关成果；为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提

供实质性支助。非员额所需经费计 381 000 美元，主要用于(a) 一般临时人员；(b) 咨询人；

(c) 专家；(d) 工作人员差旅；(e) 订约承办事务。 

 
 

 D. 方案支助 
 

 

 表 9.29 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1. 执行办公室 8 236.4 8 325.8 17 17

 2. 通信和信息管理处 3 037.5 2 715.2 11 10

 小计 11 273.9 11 041.0 28 27

预算外 65 899.4 68 154.6 17 19

 共计 77 173.3 79 195.6 45 46

 
 

 

 1. 执行办公室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8 325 800 美元 

 9.85 执行办公室协助副秘书长履行经社部的人事、财务和一般行政职责。此外，执行

办公室为该部执行业务方案，包括发展账户、技术合作活动、预算外项目和其他

特别业务提供行政和方案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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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30 所需资源：执行办公室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3 930.6 3 930.6 17 17

 非员额 4 305.8 4 395.2 — —

 小计 8 236.4 8 325.8 17 17

预算外 65 899.4 68 154.6 17 19

 共计 74 135.8 76 480.4 34 36

 
 

 9.86 3 930 600 美元用于续设 17 个员额，包括 7 个专业及以上职等员额和 10 个一般事务员额，以

协助副秘书长履行该部的人事、财务和一般行政职责，并为该部执行业务方案，包括发展账户、

技术合作活动和预算外项目提供行政和方案支助。所需非员额资源4 395 200美元净增加89 400

美元，主要用于：(a) 一般临时人员；(b) 订约承办事务/数据处理服务；(c) 一般业务费用

和该部其他所需业务费用。净增加 89 400 美元的原因除其他外是以下两方面相抵减后的结果：

订约承办事务项下所需费用增加，以支付集中提供的数据处理服务中该部应承担的份额，以及

办公室自动化设备维护项下所需费用增加，以支付为集中提供的服务订立的维护服务水平协议

的费用，由“使用权”收费政策导致通信项下费用的减少而部分抵消。 
 

 

 2. 通信和信息管理处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2 715 200 美元 

 9.87 通信和信息管理处由副秘书长领导，负责向经社部提供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包括经济和社会

领域电子信息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协调。该处有四项主要工作：拟定知识管理、电子技术合作、

网站通信、出版和电子行政领域的政策和战略；通过具体的信息系统项目推动上述政策和战略；

获得、管理和制作电子信息内容；以网络管理、计算机服务台、数据库管理、信息技术资产管

理和电视会议等形式提供业务支助。 

 9.88 由于该部负责开发和维护联合国网站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部分，该处向内容管理员和网站助理人

员提供信息内容以及技术咨询和培训。该处还推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开展知识共享，并参

与部门战略规划。 

 9.89 该处编制介绍经社部工作的月度电子通讯“经社部新闻”、每周电子简讯(DESAlert)和出版物

动态，分发对象是该部所有工作人员、各常驻代表团、各区域协调员和各国家工作队。该处设

计并建设信息系统，并将机构应用软件客户化，以支助该部的方案目标。 

 表 9.31 所需资源：通信和信息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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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员额 2 872.0 2 549.7 11 10

 非员额  165.5  165.5 — —

 小计 3 037.5 2 715.2 11 10

预算外 — — — —

 共计 3 037.5 2 715.2 11 10

 

 9.90 2 549 700 美元用于 10 个员额，减少了 322 300 美元，这是由于一个 P-4 员额被调至副秘书长

办公室。该员额的职能除其他外涉及数据库设计和建设以及开发并用户化新的和现有应用软

件。将通过高效使用现有专门知识并辅之以一般临时人员和订约承办事务来执行这些职能。10

个续设员额包括 7 个专业及以上职等员额和 3个一般事务员额，以便向该部提供通信和信息管

理服务，包括：知识共享；知识和信息政策拟定；网络出版；编写和散发电子通讯和动态；网

站开发；多语文网站内容规划、协调和编写；出版物支助；电子网上论坛管理；系统分析和开

发；数据库设计、建设和管理；网络管理；二级计算机服务台支助；信息技术资产管理和电视

会议。所需非员额资源 165 500 美元主要用于：(a) 订约承办事务；(b) 用品和材料；(c) 购

置和更换办公室自动化设备。 
 
 

 E. 对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预付款 
 

 9.91 大会第 60/229 号决议核准在 2006 年向提高妇女地位训研所提供预付款 1 042 200 美元，以充

分支助目前为振兴训研所而开展的工作，并为训研所提供必要的资金，使其能够在 2006-2007

两年期履行其核心职能。将为这笔一次性经费从 2008-2009 两年期估计数的赠款和捐款中扣除

相同的数额。 

 表 9.32 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重计费用前)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经常预算  

 非员额 1 042.2 — — —

 小计 1 042.2 — — —

预算外 — — — —

 共计 1 042.2 — — —

 

 表 9.33 为执行监督机构的相关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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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简述 为执行建议采取的行动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60/7 和 Corr.1） 

咨询委员会忆及，它曾强调需要明确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土著问题方面的作用

（A/58/7，第四.4 段）。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高级专

员办事处也有一个专门负责土著民族和少数群体事务的

协调股，共有 9名专业工作人员，由经常预算和预算外资

源提供经费；此外，它还从事与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和一

个相关的自愿信托基金有关的活动（第四.2 段）。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依照大会第 57/191 号决议的规定在社

会政策和发展司内主办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大会在

该决议中请秘书长按照其第 41/213 号决议规定的预算程

序，在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范围内，指定一秘书处单

位，协助论坛履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0/22 号决议第

2段规定的任务。论坛的任务是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环

境、保健、教育、文化和人权等问题，并除其他以外就土

著问题向理事会并通过理事会向联合国各方案、基金和机

构提供专家咨询意见和建议。大会在其第 59/174 号决议

中宣布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并请秘书长任命主

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担任第二个十年的协调员。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是在这一框架内通过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秘书处，就土著问题向这一政府间进程、各会员国、民间

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有关机构提供实质性支助和技

术支助。 

咨询委员会指出，可以利用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提供的多种

数据获得所需的新的统计信息。例如，可按需要综合区域

住房、环境和贸易统计资料，为各款提供有用的信息。但

委员会注意到与此相反，每一个组织实体都倾向于独立运

作，从头开始创建数据和分析。委员会认为，一个综合数

据管理机制/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本组织的有限资

源，提高效率，使数据服务于多种用途。这种方法也能节

省出版物所需资源，因为各实体可以采取合作发行或双重

目的发行出版物的方式，将出版物方案合并和合理化（第

四.13 段）。 

由于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用户日益要求通过因特网提供

客户化信息查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启动了一项关

于改进因特网数据发布的方案。该项目进一步发展了共同

数据库的概念，该数据库是一个基于因特网的数据存放

库，使用户可以直接查阅 400 多个关键指标系列。这些指

标系列涉及一系列广泛的统计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和环

境领域）。有关信息来自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的基本

数据库，或从联合国各机构收集而得。 

目前统计司正在三年期（2006-2008 年）内开发一个数据

检索系统，该系统将使用户得以查阅由若干联合国实体管

理和维护的一系列更广泛的数据库。该系统还将加强数据

列报功能（表格、图表、地图）。 

咨询委员会建议经社部开展全面审查，最好是通过利用内

部监督事务厅提供的内部服务，查清现有的定量和定性数

据，从数据追踪到用户实际需要，以期使拟议方案预算第

四编内所载方案精简合理和实现节约（第四.14 段）。 

应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要求，统计司对联合国系统内的

数据提供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E/CN.3/2006/14)。这

一研究侧重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各项指标，大会是这些指标

的主要客户，因为大会要对进展情况进行年度评估。这项

研究受到独立的各国专家小组（发展指标问题主席之友小

组）以及千年发展目标指标问题机构间专家组（负责协调

联合国各机构间数据的收集和交流)的支助。分析的结果

就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6 号决议，该决议呼吁加

强努力，并提供更多资源，以加强国家统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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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简述 为执行建议采取的行动 

咨询委员会指出确定内部监测和评价的专门能力是为管

理层提供日常支助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能力可以加

强政府间机构的反馈，并决定作为上述信息共享和数据管

理中心项目的一部分所采取的措施的效率和效力（第

四.15 段）。 

正在内部监督事务厅、执行办公室和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指

导下，以主要是分散的方式开展评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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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8-2009 两年期组织结构和员额分配图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 

RB：副秘书长 1 
副秘书长办公室 

RB: 
1 D-1    1 P-3 
1 P-5    4 GS(OL) 
1 P-4

a
 

行政和方案支助
办公室 

 RB：    XB: 
1 D-1   1 GS(PL)
2 P-5   1 GS(OL)
2 P-4 
1 P-3 
2 GS（PL） 
7 GS（OL） 

助理秘书长 

经济发展 
RB： 

1 ASG 
1 P-5 
1 GS(OL) 

助理秘书长 

政策协调和机构间事务 
RB： 

1 ASG 

1 P-5 

1 GS(OL) 

技术合作管理处 

 RB:       XB: 

1 P-4 1 P-5 

1 GS(OL) 3 P-4 

2 P-3 

1 P-2 

2 GS(PL)

8 GS(OL)

助理秘书长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

地位特别顾问 

RB： 

1 ASG 
1 GS(OL) 

通信和信息管理处
RB: 

1 D-1 
1 P-5 
1 P-4 
1 P-3 
3 P-2 

2 GS(PL) 
1 GS(OL) 

次级方案 3 

社会政策和 
发展司 

RB：     XB: 
1 D-2   3 P-2 

2 D-1 
5 P-5 
13 P-4 
7 P-3 
7 P-2 
1 GS(PL) 
18 GS(OL) 

次级方案 10 

发展筹资 
办公室 

RB： 
1 D-2 
2 D-1 
4 P-5

 

3 P-4 
5 P-3 

6 GS(PL) 
1 GS(OL)

a 

次级方案 5

统计司 

RB： 
1 D-2 
6 D-1 
9 P-5 
17 P-4 
20 P-3 
15 P-2 

12 GS(PL)
43 GS(OL)

次级方案 7

发展政策和
分析司 

RB： 
1 D-2 
3 D-1 
5 P-5 
8 P-4 
5 P-3 
5 P-2 

7 GS(PL)
12 GS(OL)

次级方案 6 

人口司 

RB： 

1 D-2 
2 D-1 
7 P-5 
6 P-4 
10 P-3 
2 P-2 
4 GS(PL) 
13 GS(OL) 

次级方案 4 

可持续发展司
RB：    XB:
1 D-2  1 D-1
5 D-1  2 P-2

12 P-5 2 GS(PL)
10 P-4 
5 P-3 
4 P-2 

2 GS(PL) 
21 GS(OL) 

次级方案 9 

联合国森林论坛

秘书处 

RB：     XB: 

1 D-2    1 P-5

1 P-5    1 P-4

1 P-4    1 P-3

1 P-3  

2 GS(POL) 

次级方案 8 

公共行政和发展

管理司 
RB：    XB: 
1 D-2   2 P-5
3 D-1   1 P-2
6 P-5  

11 P-4 
1 P-3 
3 P-2 
2 GS(PL) 

23 GS(OL) 

次级方案 1 

经社理事会支助
和协调办公室

RB： 
1 D-2 
4 D-1 
6 P-5 
8 P-4 
5 P-3 
3 P-2 

1 GS(PL) 
18 GS(OL) 

次级方案 2 

提高妇女地位司
 RB：    XB: 
1 D-2   1 P-4
1 D-1 
4 P-5  
4 P-4 
3 P-3 
5 P-2 
10 GS(OL) 

联合国土著问题
论坛秘书处 

  RB： 
1 D-1 
1 P-4 
1 P-3 
1 P-2 

2 GS(OL)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

地位特别顾问办公室

RB：     XB: 

2 D-1    1 P-2

1 P-5    1GS(PL)

1 P-4     

3 GS(OL) 

简称：RB=经常预算；XB＝预算外； 

   GS（OL）= 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GS（PL）= 一般事务（特等）。 
a
 调动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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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6-2007 年执行但 2008-2009 两年期不执行的产出 

 

A/60/6,段次 产出 数量 终止原因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 
  

9.49(a)㈡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团同各职司委员会主席团的

联席会议 

18 已完成 

9.49(a)㈠a. 第二委员会关于 2007 年联合国系统发展业务活动

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相关问题的小组 

2 已完成 

9.49(a)㈠a. 第二委员会关于 2007 年联合国系统发展业务活动

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谈判 

1 已完成 

9.49(a)㈠b. 关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的报告 1 已完成 

9.49(a)㈡b. 关于疟疾和腹泻病的报告 1 已完成 

9.49(a)㈠b. 秘书长关于发展业务活动的全面统计数据的报告 1 已完成 

9.49(a)㈠b. 关于文化发展的报告 1 已完成 

9.49(a)㈠b. 恢复关于通过伙伴关系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对话的

报告 

1 已完成 

9.49(a)㈠b. 关于 2007 年联合国系统发展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

政策审查的报告 

1 已完成 

9.49(a)㈡b. 布隆迪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的报告
*
 1 已完成 

9.49(a)㈡b. 关于评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

设咨询小组的报告
*
 

1 已完成 

9.49(a)㈠b. 关于 2002 联合国文化遗产年的报告 1 已完成 

9.49(a)㈠b. 关于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报告 1 已完成 

9.49(a)㈣ 专家组会议：关于联合国发展合作相关新问题的小

组 

1 已完成 

9.49(b)㈢b. 在联合国评价小组内举办论坛，讨论关于 2007 年联

合国系统发展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具体

议题，为该次审查的准备工作提供投入 

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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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6,段次 产出 数量 终止原因 

9.49(b)㈥ 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成员包括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贸发会议、五个区域委员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药物

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开发署、联合国大学、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

社会发展研究所和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 

16 已完成 

9.49(c)㈠ 各种讨论会/讲习班，以促进采用对冲突有敏感认识

的战略来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

言》所载的目标 

3 已完成 

 次级方案 1 共计: 55  

2.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   

9.56(a)㈣b. 关于阿富汗妇女和女童境况的报告 2 妇女地位委员会决定，该

问题将纳入其它报告 

9.56(a)㈠b. 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的报告 1 已完成 

9.56(a)㈠b. 关于提高联合国系统内妇女地位的报告 1 报告将两年而非每年提

交一次 

9.56(a)㈣b. 关于妇女参与政治问题的报告 1 已完成 

9.56(a)㈣b. 关于妇女地位委员会在 2007-2011 多年工作方案中

决定的问题的专题报告 

2 已完成 

9.56(a)㈠b. 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暴力，包括大会第二十三

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中确认的各种罪行并争取消除

以荣誉为名对妇女犯下的罪行的报告 

1 将由关于加大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暴力工作的

报告取代 

9.56(a)㈦ 同各区域委员会举行关于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的研

讨会（社会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

办公室） 

1 已完成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应对性别均衡/性骚扰问题的措施 

（社会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

室） 

1 已完成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提高妇

女地位司） 

1 已完成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为司法界编制的关于《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培训套材（提高妇女地位司）

1 已完成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方面的最佳做

法（社会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

公室） 

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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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6,段次 产出 数量 终止原因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方法（社会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 

1 已完成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手册（社会性

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 

1 已完成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政治参与（提高妇女地位司） 1 已完成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打击贩运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最佳做法
*

1 已完成 

9.56(b)㈡ 非经常出版物：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的培训材料
*
 

1 已完成 

9.56(b)㈢ 技术材料：国家提高妇女地位机构名录 4 已完成 

9.56(b)㈢ 技术材料：在各国政府和国际政府间组织、机构和

谈判实体中担任决策职位的妇女和妇女参与世界各

地选举进程的情况 

1 已完成 

 次级方案 2 共计: 23  

3. 社会政策和发展    

9.61(a)㈢a. 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

公约特设委员会会议 

120 已完成 

9.61(a)㈢a. 主席团闭会期间会议 12 已完成 

9.61(a)㈢b. 关于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

公约的报告 

4 已完成 

9.61(a)㈠b. 监测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执行情况 1 已完成 

9.61(a)㈠b. 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协调员（2006 年）的报告 2 已完成 

9.61(b)㈡ 非经常出版物： 消除贫穷工作简讯 1 已完成 

9.61(b)㈡ 非经常出版物：初步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指导方针 1 已完成 

9.61(b)㈡ 非经常出版物：社会包容和建设和平 1 已完成 

9.61(b)㈡ 非经常出版物：促进代际和谐的政策和方案 1 已完成 

9.61(b)㈡ 非经常出版物：《2007 年世界青年报告》（扩充版） 1 已完成 

9.61(b)㈡ 2004年土著民族数据采集和分类国际讲习班材料汇编 1 已完成 

9.61(b)㈢ 技术材料：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

合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的可查阅版本，包括

各项修改和修正的汇编 

1 已完成 

 次级方案 3 共计: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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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6,段次 产出 数量 终止原因 

4. 可持续发展    

9.67(a)㈢b. 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问题审查和备选政策报告 2 已完成 

9.67(a)㈢b. 大气/空气污染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审查和备选政策

报告 

2 已完成 

9.67(a)㈢b.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审查和备选政策报告 2 已完成 

9.67(a)㈢b. 工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审查和备选政策报告 2 已完成 

9.67(b)㈠ 经常出版物：《国际河流与湖泊通讯》 4 将通过水十年网站对问

题进行讨论 

9.67(b)㈡ 非经常出版物：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文件 6 已完成 

9.67(b)㈡ 非经常出版物：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补贴改革 1 已完成 

9.67(b)㈡ 非经常出版物：为实现公平和增长管理自然资源收

入 

1 已完成 

9.67(b)㈡ 非经常出版物：非洲的水电开发前景 1 已完成 

9.67(b)㈡ 非经常出版物：最不发达国家天然气资源的开发 1 已完成 

9.67(b)㈡ 非经常出版物：世界石油局势和前景 1 已完成 

9.67(b)㈡ 非经常出版物：建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 1 已完成 

9.67(b)㈡ 非经常出版物：水核算与水资源综合管理 1 已完成 

9.67(b)㈢ 关于 2005-2015“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的小册

子、宣传册和海报 

6 已完成 

9.67(b)㈤ 技术材料：水问题虚拟学习中心的发展、维护和更新 1 已完成 

9.67(b)㈤ 技术材料：关于加快执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报告 1 已完成 

9.67(b)㈤ 技术材料：关于区域执行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文件 5 已完成 

 次级方案 4 共计: 38   

5. 统计    

9.70(a)㈣a. 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各次会议（2007年，

纽约） 

16 已完成 

9.70(a)㈣b. 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报告（2007年，纽约） 1 已完成 

9.70(b)㈠ 经常出版物：《统计通讯》 8 资料将纳入统计司因特

网主页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人口和住房普查原则和建议》修订第

1版为2010年世界人口和住房普查方案所作的更新 

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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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6,段次 产出 数量 终止原因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住房统计汇编》 1 已完成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修订第四版 1 已完成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汇编和传播国际商品贸易统计数字

国家做法在线数据库 

2 已完成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提交秘书长办公厅的千年发展目标

报告和统计附件 

2 已完成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

1990-2006 年”因特网出版物 

2 已完成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国际服务贸易在线数据库(2006 年

和 2007 年) 

2 已完成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国民账户手册》(专题) 2 已完成 

9.70(b)㈡ 非经常出版物：分类执行工作训练材料：国际标准

行业分类和产品总分类 

1 已完成 

9.70(b)㈢ 技术材料：关于住户、家庭和生活安排的报告(2006

年) 

1 已完成 

9.70(b)㈢ 技术材料：2006 年水统计资料问题讨论会会议记录 1 已完成 

 次级方案 5 共计: 41  

6. 人口    

9.76(b)㈠ 经常出版物：《2006年避孕药具使用水平及趋势评估》 1 已完成 

9.76(b)㈠ 经常出版物：《联合国人口简讯》 4 将通过其它媒体公布材

料 

9.76(b)㈠ 经常出版物：《国际移徙的水平和趋势》
*
 1 已完成 

9.76(b)㈢ 2007 年国际移徙挂图 1 已完成 

 次级方案 6 共计: 7  

8. 公共行政和发展管理   

9.86(b)㈡ 非经常出版物：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建设公务系统

能力 

1 已完成 

9.86(b)㈡ 非经常出版物：关于全面评估和规划发展中国家施

政和公共行政能力改革和强化工作的指导方针 

1 已完成 

9.86(b)㈡ 非经常出版物：电子政务与取用不等(2006 年) 1 已完成 

9.86(b)㈡ 非经常出版物：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2007 年) 1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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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6,段次 产出 数量 终止原因 

9.86(b)㈡ 非经常出版物：中央规划部门在应对减贫挑战中的

作用 

1 已完成 

9.86(b)㈡ 非经常出版物：民间社会伙伴关系和国内资源调动 1 已完成 

9.86(b)㈡ 非经常出版物：公共行政与联合国：历史视角 1 已完成 

 次级方案 8 共计: 7  

9. 可持续森林管理    

9.91(a)㈢ 关于森林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联的专家组会议 1 已完成 

9.91(a)㈢ 关于森林对广泛的发展目标的贡献的专家组会议 1 已完成 

9.91(a)㈢ 关于推动国际一级对可持续森林管理问题达成共识

的专家组会议 

1 已完成 

9.91(b)㈡ 非经常出版物：《全球环境展望》单独的森林问题单元 1 已完成 

 次级方案 9 共计: 4  

 总计 321  

 
 

*
 额外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