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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 通过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时间表和工作安排 

供作决定(E/ICEF/2023/1) 

 临时议程与执行局主席团协商编制，以提交执行局 2022 年第二届常会的拟

议工作方案为基础。执行局将通过该届会议的议程，并作出任何必要修正。 

 2. 儿基会执行局主席和执行主任致开幕词 

 执行局将听取执行局主席和儿基会执行主任致开幕词。 

  组织事项和程序问题 

 3. 选举执行局主席和副主席 

(E/ICEF/2023/2) 

 根据执行局第 2011/11 号决定和儿基会执行局议事规则第 11 条，执行局将选

举由 1 名主席和 4 名副主席组成的新主席团。执行局主席和副主席代表联合国会

员国的区域组。根据执行局第 1992/7 号决定确定的轮换计划，2023 年主席将从

执行局的西欧和其他国家成员国中提名。选举将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举行。 

  方案和政策事项 

 4. 儿基会方案合作 

 (a) 国家方案文件 

供作决定 

 根据执行局第 2014/1 号决定，下列方案文件在无异议基础上提交执行局批

准。已计算费用的评价计划与文件一起在儿基会执行局网站上发布。网站含有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网站的链接，后一网站提供了相关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

作框架。15 份方案文件按区域列示如下： 

东亚和太平洋 

 太平洋岛屿多国方案(E/ICEF/2023/P/L.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E/ICEF/2023/P/L.2) 

 哥斯达黎加(E/ICEF/2023/P/L.3) 

 多米尼加共和国 (E/ICEF/2023/P/L.4) 

 厄瓜多尔(E/ICEF/2023/P/L.5) 

 海地(E/ICEF/2023/P/L.6)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E/ICEF/2023/P/L.7)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6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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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北非 

 阿尔及利亚(E/ICEF/2023/P/L.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E/ICEF/2023/P/L.9) 

 黎巴嫩(E/ICEF/2023/P/L.10) 

约旦、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巴勒斯坦国地区方案中的巴勒斯坦儿

童和妇女(E/ICEF/2023/P/L.11) 

南亚 

 尼泊尔(E/ICEF/2023/P/L.12) 

西非和中部非洲 

 佛得角(DP/FPA-ICEF/CCPD/2023/CPV/1(共同国家方案文件)) 

 中非共和国(E/ICEF/2023/P/L.1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E/ICEF/2023/P/L.14) 

儿基会协调人： 

Vidhya Ganesh 女士 

数据、分析、规划和监测司司长 

vganesh@unicef.org/212-824 6247 

 (b) 延长正在执行的国家方案 

供作决定(E/ICEF/2023/P/L.15) 

 根据执行局第 2009/11 号决定，执行局将㈠ 获悉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方案

在延长 6 个月后再延长 6 个月；毛里塔尼亚的国家方案在延长 2 个月之后再延长

10 个月；㈡ 应请求核准巴西国家方案在一次延长一年和一次延长 2 个月后再延

长 10 个月；巴西国家方案在一次延长一年和一次延长 2 个月后再延长 10 个月；

阿富汗国家方案在一次延长两年和一次延长 3 个月后延长 10 个月； 

儿基会协调人： 

Vidhya Ganesh 女士 

数据、分析、规划和监测司司长 

vganesh@unicef.org/212-824 6247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8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9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10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1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12
https://undocs.org/ch/DP/FPA-ICEF/CCPD/2023/CPV/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1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14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P/L.15
mailto:vganesh@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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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儿基会对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第

四十九次和第五十次会议的建议和决定采取后续行动的口头报告 

供参考(UNICEF/2023/EB/2) 

 执行局将听取关于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和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24 日举行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规划署(艾滋病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九

次和第五十次会议的建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的口头报告。 

儿基会协调人： 

Anurita Bains 女士 

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协理主任 

abains@unicef.org/212-326 7228 

 6.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 

 (a)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最新情况 

供参考(UNICEF/2023/EB/3) 

 执行局将听取关于执行题为“加强儿基会的人道主义行动：人道主义审查—

—调查结果和建议”的报告的最新情况。 

儿基会协调人： 

Manuel Fontaine 先生 

紧急方案办公室主任 

mfontaine@unicef.org/212 326 7163 

 (b) 关于通过 COVID-19 疫苗交付伙伴关系的 COVID-19 疫苗接种和取得进展的最新

情况 

供参考(UNICEF/2023/EB/6) 

 最新情况报告将概述 COVID-19 疫苗交付伙伴关系在支持加快国家一级交

付 COVID-19 疫苗方面的工作，列出趋势、挑战和已确定的解决办法。该伙伴关

系是儿基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协商创建的。 

儿基会协调人： 

Ted Chaiban 先生 

COVID-19 疫苗交付伙伴关系全球首席协调员 

tchaiban@unicef.org/+41 79 768 4334 

  

mailto:abains@unicef.org
mailto:mfontaine@unicef.org
mailto:tchaiban@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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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用于计量处理性剥削和性虐待及性骚扰进展情况并为战略、政策和程序提供信息

的计量标准和指标的最新情况 

供参考(E/ICEF/2023/5) 

 执行局将听取最新情况介绍，说明用于计量处理性剥削和性虐待及性骚扰问

题进展情况的指标，以及儿基会如何分析和使用所获得的数据，包括指控数据，

为战略、政策和程序提供信息。 

儿基会协调人： 

Miles Hastie 先生 

权益保障高级顾问 

mastie@unicef.org/212-824 6269 

Geetanjali Narayan 女士 

组织文化首席顾问 

gnarayan@unicef.org/212-326 7634 

  评价、审计和监督事项 

 8. 儿基会评价职能独立同行审议的最新情况 

供参考(E/ICEF/2023/6) 

 该报告将广泛概述独立同行审议的范围和总体办法，并介绍其最新状况，前

瞻性地预览利用其结论和建议为修订儿基会评价政策提供信息的进程。 

儿基会协调人： 

Robert McCouch 先生 

评价主任 

rmccouch@unicef.org/212-303 7952 

 9. 对儿基会实现其《2022-2025 年战略计划》的能力的可评价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价，

以及管理层回复 

供作决定(E/ICEF/2023/3、E/ICEF/2023/4) 

 评价报告将评估儿基会在实现《儿基会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所定目标方

面的能力，并充分衡量其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报告将包括行动建议，

以帮助儿基会最大限度地实现为该组织制定的宏伟目标，管理层的回复将初步说

明儿基会为落实这些建议将采取的总体方向。将向执行局提交评价报告摘要。报

告全文可在儿基会评价办公室网站查阅。 

儿基会评价报告协调人： 

Robert McCouch 先生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5
mailto:mastie@unicef.org
mailto:gnarayan@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6
mailto:rmccouc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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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主任 

rmccouch@unicef.org/212-303 7952 

儿基会评价报告协调人： 

Vidhya Ganesh 女士 

数据、分析、规划和监测司司长 

vganesh@unicef.org/212-824 6247 

  资源、财务和预算事项 

 10. 儿基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

的报告，及管理层的回复 

供作决定(A/77/5/Add.3)；供参考(E/ICEF/2023/AB/L.2) 

 儿基会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每年提交执行局

并在第一届常会上作一介绍，以便执行局能够考虑到第五委员会在大会本届会议

期间对报告提出的任何意见。1 此外，执行局还可参考下列相关报告：(a) 秘书长

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报告所载建

议执行情况的报告(A/77/322/Add.1)；(b)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期间财务报告和已

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77/574)。 

儿基会协调人： 

Thomas Asare 先生 

主计长兼财务和行政管理司司长 

tasare@unicef.org/ 212-824 6336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协调人： 

Valentina Monasterio Gálvez 女士——智利 

valentina.monasteriogalvez@un.org/212-963 1680 

 11.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2023 年工作计划和拟议预算 

供作决定(E/ICEF/2023/AB/L.1) 

  关于促进对私营部门筹资活动进行持续投资的世界银行工具的最新情况 

供参考(UNICEF/2023/EB/5) 

 报告述及 2023 年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活动的工作计划和拟议预算。还

将向执行局介绍促进对私营部门筹资活动进行持续投资的世界银行工具的最新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五委员会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审议了该报告。 

mailto:rmccouc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A/77/5/Add.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AB/L.2
https://undocs.org/ch/A/77/322/Add.1
https://undocs.org/ch/A/77/574
mailto:tasare@unicef.org
mailto:valentina.monasteriogalvez@un.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3/AB/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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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基会协调人： 

Carla Haddad Mardini 女士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司司长 

chaddadmardini@unicef.org/+41 22 909 5701 

 12. 儿基会国家委员会工作的最新情况的口头介绍 

供参考 

 执行局将收到儿基会与儿基会国家委员会长期伙伴关系的最新情况，重点是

它们通过其收入和影响作用对儿童的成果和影响作出的贡献。 

儿基会协调人： 

Carla Haddad Mardini 女士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司司长 

chaddadmardini@unicef.org/+41 22 909 5701 

 13. 儿基会与国际金融机构接触的最新情况 

供参考(UNICEF/2023/EB/7) 

 最新情况介绍将概述儿基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伙伴关系，并说明儿基会与国

际金融机构的互动协作如何支持《儿基会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的目标。 

儿基会协调人： 

June Kunugi 女士 

公共伙伴关系司司长 

jkunugi@unicef.org/212-326 7118 

  其他事项和通过决定草案 

 14. 儿基会执行局实地访问报告 

供参考(UNICEF/2023/EB/4) 

 谨提交儿基会执行局主席团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对泰国的实地访

问报告以供参考。 

 15. 其他事项 

 执行局面前有 2023 年年度会议临时议程项目表，并可审议此议程项目下的

任何其他事项。 

 16. 通过决定草案 

 17. 儿基会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闭幕词 

  

mailto:chaddadmardini@unicef.org
mailto:chaddadmardini@unicef.org
mailto:jkunugi@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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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基会执行局 2023 年第一届常会暂定时间表和工作安排 

  2023 年 2 月 7 日至 10 日2 

1 月 10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时至 

11 时 30 分 

项目 3 选举执行局主席和副主席 

2 月 7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时 

至下午 1 时 

项目 1 通过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时间表和工作安排 

项目 2 儿基会执行局主席和执行主任致开幕词 

  一般性发言 

 下午 1 时 15 分 

至 2 时 45 分 

 
非正式磋商 

 下午 3 时至 5 时 项目 10 儿基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

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及管理层的回复 

  项目 11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2023 年工作计划和拟议预算 

  项目 12 儿基会国家委员会工作的最新情况的口头介绍 

 下午 5 时至 6 时  非正式磋商 

2 月 8 日， 

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项目 5 关于儿基会对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署)

方案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和第五十次会议的建议和决定采

取后续行动的口头报告 

  项目 4 儿基会方案合作 

(b) 延长正在执行的国家方案 

(a) 国家方案文件 

 下午 1 时 15 分 

至 2 时 45 分 

 
非正式磋商 

 下午 3 时至 5 时 项目 8 儿基会评价职能独立同行审议的最新情况 

  项目 9 对儿基会实现其《2022-2025 年战略计划》的能力的可评价性

评估和形成性评价，以及管理层回复 

  项目 7 用于计量处理性剥削和性虐待及性骚扰进展情况并为战略、

政策和程序提供信息的计量标准和指标的最新情况 

 下午 5 时至 6 时  非正式磋商 

2 月 9 日， 

星期四 

上午 10 时 

下午 1 时 

项目 6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 

(a)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最新情况 

(b) 关于通过 COVID-19 疫苗交付伙伴关系的 COVID-19 疫

苗接种和取得进展的最新情况 

  项目 13 儿基会与国际金融机构接触的最新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2 如果在分配时间内提前结束对某一议程项目的审议，将对下一个项目进行审议并相应调整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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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 时 15 分 

至 2 时 45 分 
 非正式磋商 

 下午 3 时至 5 时 项目 14 儿基会执行局实地访问报告 

  项目 15 其他事项 

2023 年年度会议临时议程项目表 

  项目 16 通过决定草案 

  项目 17 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闭幕词 

2 月 10 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