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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项目 1
组织事项
执行局将通过 2017 年第二届常会的议程和工作计划，商定 2018 年第一届常
会的议程和工作计划，并讨论 2018 年的年度工作计划草案。执行局还可能
通过关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28 日举行的 2017 年年度会议的报告。
文件
2017 年第二届常会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 (UNW/2017/L.4)
2018 年第一届常会拟议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 (UNW/2017/CRP.8)
2018 年年度工作计划草案 (UNW/2017/CRP.9)
关于 2017 年年度会议的报告 (UNW/2017/5)
项目 2
战略计划
将向执行局提交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2018-2021 年战略计划明确阐述了联合国妇女署支
持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优先事项和方法。该计划强调了联
合国妇女署在规范支持、联合国协调和业务活动中所发挥的整体作用（如其
奠基决议所定义），并概述了这三大支柱如何在支持妇女和女童的实际工作
中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依据关键政府间规范和标准制定，支持充分、切实和
迅速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有助于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实施
《2030 年议程》，从 而实 现可 持续 发展 。此 外， 联合 国妇 女地 位 委员会
(CSW) 的建议和商定结论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间成果也为该计划提供了指导。
关于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四年一次全面政策审查 (QCPR) 的联合国大会第
71/243 号决议为该计划提供了导向。该计划反映了从执行 2014-2017 年战略
计划中所吸取的经验教训，从中期审查中得出的结论，以及独立评价和外部
评估所提供的建议。
文件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2018-2021 年战略
计划 (UNW/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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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执行局将审议 2018-2019 两年期综合预算估计。该预算为财务计划，使妇女
署能够拥有资金和机构能力，实现其战略计划结果，并在一份合并提案中涵
盖所有的费用类别和资金来源（常规及其他资源）。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的综合预算基于结果导向型管理原则，与
其战略计划的整体结果框架一致。为了实现整体结果框架，如四年一次全面
政策审查中所强调，联合国妇女署将继续与各成员国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
尤其是在增加其活动基石（即常规资源）方面的合作。
还将向执行局提交管理层对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的回复。
文件
妇女署 2018-2019 两年期综合预算估计 (UNW/2017/7)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 (ACABQ)
管理层对 ACABQ 报告的回复
项目 4
筹资问题结构性对话
执行局将审议关于筹资问题结构性对话的报告。根据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执行局第 2014/6、2015/5 和 2016/4 号决
定，该报告应作为 为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筹资的结构性对话的一部分提交。
该对话在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四年一次全面政策审查 (QCPR) 的联合国大会
第 71/243 号决议的背景下举行。
该报告将联合国妇女署的工作放在一个成熟的框架内介绍，此框架说明了妇
女署与各成员国共同参与筹资问题结构性对话的能力，及其指导以下各项工
作的能力：提高和保持常规资源贡献，增加其他资源的优质筹资，及持续加
强有效且高效地利用和报告所收到资金的机制。报告探讨了妇女署近期在调
动资源方面的情况，及其如何按照战略重点分配资源，这些事项均在拟议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尤其是 2018-2019 年机构预算的情况下进行了审查。
文件
关于筹资问题结构性对话的报告 (UNW/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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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
审计事项
执行局将审议有关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财务报表，
以及审计委员会报告的简报。
文件
有关 2016 年审计委员会报告的简报
管理层对 2016 年审计委员会报告的回复
项目 6
评价
将向执行局提交对 2016 年所执行评价的元分析结果。分析汇总并综合了从
覆盖 52 个国家的 36 次评价中得出的证据。元分析得出了基于OECD-DAC
发展实效评估标准之洞见。分析还就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草案所选择的变
革驱动因素提供了前瞻性建议。
文件
对妇女署 2016 年管理的评价进行元分析 (UNW/2017/CRP.10)
2018-2021 年整体评价计划
项目 7
实地访问
将向执行局提交一份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
事务厅执行局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至 22 日前往尼泊尔进行联合实地访问的报告。
另外，还将向执行局提交一份关于联合国妇女署于 2017 年 4 月 22日至 26 日
前往印度实地访问的报告。
文件
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以及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对尼泊尔进行联合实地访
问的报告
关于妇女署实地访问印度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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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8
其他事项
执行局将讨论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问题并就其采取行动。
文件
预计无预发文件

工作计划
日期

时间

8 月 29 日，

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

项目

主题
会议开幕

星期二

• 妇女署执行局主席和副秘书长/执行主
任发言
1

组织事项
• 通过 2017 年第二届常会附加说明的临
时议程和工作计划
• 通过 2017 年年度会议的报告

2

战略计划
•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署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

3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 妇 女 署 2018-2019 两 年 期 综 合 预 算
估计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
告及其管理层回复
就决定草案进行非正式磋商

下午 3:00 至 6:00

2

战略计划（续）

3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续）
就决定草案进行非正式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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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30 日，

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

4

星期三

筹资问题结构性对话
• 关于筹资问题结构性对话的报告

5

审计事项
• 管理层对审计委员会关于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的报告的回
复
关于国家一级的业务行动简报：卢旺达
就决定草案进行非正式磋商

下午 3:00 至 6:00

6

评价
• 对妇女署 2016 年管理的评价进行元
分析
• 相关的管理层回复
• 2018-2021 年整体评价计划

7

实地访问
• 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
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以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署和世界粮
食计划署执行局对尼泊尔进行联合实
地访问的报告。
• 关于妇女署执行局实地访问印度的
报告

8

其他事项
通过决定草案

1

组织事项
• 核准 2018 年第一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和
工作计划
• 2018 年年度工作计划草案的讨论
会议闭幕
• 妇女署副秘书长/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
席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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