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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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 

 临时议程与执行局主席团协商编制，以提交执行局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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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局主席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致开幕词 

 执行局将听取执行局主席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的开幕词。 

  组织和程序事项 

 3. 选举执行局主席和副主席(E/ICEF/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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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产生由一名主席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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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主席

将从执行局东欧成员国中提名。选举将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举行。 

  方案和政策事项 

 4. 关于制定《2022-2025 年儿童基金会战略计划》的更新路线图，包括协商和简报 

供参考(UNICEF/2021/EB/4) 

 更新路线图提出了新《战略计划》的修订时间表和 2021 年协商进程的相关

关键阶段，包括为制定《战略计划》提供参考的关键设计原则大纲，以及《战略

计划》新结构的大纲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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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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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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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及太平洋 

  中国(E/ICEF/2021/P/L.1) 

 东非和南部非洲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2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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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威士兰(E/ICEF/2021/P/L.2) 

  索马里(E/ICEF/2021/P/L.3) 

 欧洲及中亚 

  亚美尼亚(E/ICEF/2021/P/L.4) 

  阿塞拜疆(E/ICEF/2021/P/L.5) 

  格鲁吉亚(E/ICEF/2021/P/L.6) 

  北马其顿(E/ICEF/2021/P/L.7) 

  乌兹别克斯坦(E/ICEF/2021/P/L.8) 

 拉美及加勒比 

  巴拿马(E/ICEF/2021/P/L.9) 

  乌拉圭(E/ICEF/2021/P/L.10) 

 中东及北非 

  突尼斯(E/ICEF/2021/P/L.11) 

 西非和中部非洲 

  科特迪瓦(E/ICEF/2021/P/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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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国家方案延长 

供作决定(E/ICEF/2021/P/L.13) 

 根据执行局第 2009/11 号决定，执行局将(a) 获悉马来西亚国家方案在延长

两个月后将延长四个月；克罗地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蒙古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国家方案首次延长一年；(b) 在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国家方案连续两次延长一年、一次延长九个月、一次延长三个月和一次延

长两个月后，请求核准将该国国家方案延长四个月；塔吉克斯坦国家方案在延长

一年后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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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P/L.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6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6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7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7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8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8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9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9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0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0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2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3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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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儿基会对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和

第四十六次会议的建议和决定采取后续行动的口头报告 

供参考(UNICEF/2021/EB/2) 

 执行局将听取关于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和 2020 年 6 月 23 日至

25 日举行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规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和第四十

六次会议的建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的口头报告。 

 儿基会协调人： 

 Chewe Luo 博士 

 HIV/AIDS 事务协理主任 

 cluo@unicef.org / 212-303-7942 

 7. 儿基会 COVID-19 疫情应对 

 (a)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最新情况：COVID-19 疫情 

供参考(UNICEF/2021/EB/3) 

 (b) 儿基会对策的战略重新定位和前进方向概述 

 执行局将在(a)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和(b) 儿基会方案对策战略重新定位的

背景下，听取儿基会应对 COVID-19 疫情的最新情况。最新情况将侧重于疫情对

儿童的影响、儿基会的应对措施、经验教训和前进方向。还将考虑疫情对整个组

织的影响，包括财务状况、工作方式和人力资源，同时审视各项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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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jay Wijesekera 先生 

 方案司司长 

 swijesekera@unicef.org / 212-326-7540 

  评价、审计和监督事项 

 8. 评价报告和管理层回应 

儿基会城市环境中儿童工作评价和管理层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1/3，E/ICEF/2021/4) 

 评价报告介绍了对儿基会城市环境中儿童工作的评价结果、结论和建议。将

向执行局提交评价报告摘要和管理层回应。报告全文可在儿基会评价办公室网站

上查阅。 

  

mailto:cluo@unicef.org
mailto:cluo@unicef.org
mailto:mfontaine@unicef.org
mailto:mfontaine@unicef.org
mailto:swijesekera@unicef.org
mailto:swijesekera@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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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报告儿基会协调人： 

 Fabio Sabatini 先生 

 评价办公室主任 

 fsabatini@unicef.org / 917-265-4620 

 儿基会管理层回应协调人： 

 Sanjay Wijesekera 先生 

 方案司司长 

 swijesekera@unicef.org / 212-326-7540 

儿基会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评价和管理层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1/5，E/ICEF/2021/6) 

 评价报告介绍了对儿基会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的评价结果、结论和建议。

将向执行局提交评价报告摘要和管理层回应。报告全文可在儿基会评价办公室网

站上查阅。 

 评价报告儿基会协调人： 

 Fabio Sabatini 先生 

 评价办公室主任 

 fsabatini@unicef.org / 917-265-4620 

 管理层回应儿基会协调人： 

 Vidhya Ganesh 女士 

 数据、分析、规划和监测司司长 

 vganesh@unicef.org / 212-824-6247 

  资源、财务和预算事项 

 9. 关于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背景下联合国发展系

统重新定位的大会第 72/279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口头更新 

供参考 

 执行局在其第 2018/15 号决定中，请儿基会继续与执行局合作执行大会第

72/279 号决议，并定期提供关于这项工作的最新情况。 

 儿基会协调人： 

 Andres Franco 先生 

 公共伙伴关系司副司长 

 afranco@unicef.org / 212-326-7663 

 10. 儿基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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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告和管理层回应 

供作决定(A/75/5/Add.3)；供参考(E/ICEF/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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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常

会上提交执行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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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fsabatini@unicef.org
mailto:fsabatini@unicef.org
mailto:swijesekera@unicef.org
mailto:swijesekera@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6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6
mailto:fsabatini@unicef.org
mailto:fsabatini@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mailto:afranco@unicef.org
mailto:afranco@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A/75/5/Add.3
https://undocs.org/ch/A/75/5/Add.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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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任何意见。1 此外，以下相关报告可供执行局参考：(a) 秘书长关于审计委

员会关于联合国基金和方案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报告所载建议执行情况

的报告(A/75/339/Add.1)；(b)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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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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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审计主任，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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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2021 年工作计划和拟议预算 

供作决定(E/ICEF/2021/AB/L.1) 

投资私营部门筹资的引擎循环基金 

供参考(E/ICEF/2021/AB/L.1/Add.1) 

世界银行促进持续投资私营部门筹资的工具 

供作决定(E/ICEF/2021/AB/L.1/Add.2) 

 报告述及 2021 年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活动的工作计划和拟议预算。报

告附有关于(a) 投资私营部门筹资的循环基金的增编；(b) 世界银行促进持续投资

私营部门筹资的工具。 

 2021 年工作计划和拟议预算儿基会协调人： 

 Carla Haddad Mardini 女士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司司长 

 chaddadmardini@unicef.org / 212-326-7160 

 增编儿基会协调人： 

 Thomas Asare 先生 

 主计长兼财务和行政管理司司长 

 tasare@unicef.org / 212-824-6336 

  其他事项和通过决定草案 

 12. 其他事项 

 执行局面前有 2021 年年度会议临时议程项目清单，并可审议临时议程项目

下的任何其他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五委员会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审议了该报告。 

https://undocs.org/ch/A/75/339/Add.1
https://undocs.org/ch/A/75/339/Add.1
https://undocs.org/ch/A/75/539
https://undocs.org/ch/A/75/539
mailto:tasare@unicef.org
mailto:tasare@unicef.org
mailto:valentina.monasteriogalvez@un.org
mailto:valentina.monasteriogalvez@un.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1/Add.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1/Add.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1/Add.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1/Add.2
mailto:chaddadmardini@unicef.org
mailto:chaddadmardini@unicef.org
mailto:tasare@unicef.org
mailto:tasare@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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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通过决定草案 

 14. 儿基会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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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基会执行局 2021 年第一届常会暂定时间表和工作安排 

(2021 年 2 月 9-12 日)2 

星期二 

1 月 12 日 

上午 

10:00 - 11:30 

项目 3 选举执行局主席和副主席 

星期二 

2 月 9 日 

上午 

10: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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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局主席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致开幕词 

   一般性辩论 

  项目 8 评价报告和管理层回应 

儿基会城市环境中儿童工作评价和管理层回应 

《儿基会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评价和管理层回应 

 下午 

2:00 - 6:00 

 

非正式协商 

星期三 

2 月 10 日 

上午 

10:00 - 1:00 

项目 7 儿基会 COVID-19 疫情应对 

 (a)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最新情况：COVID-19

疫情 

 (b) 儿基会对策的战略重新定位和前进方向概述 

  

  项目 4 关于制定《2022-2025 年儿童基金会战略计划》的更

新路线图，包括协商和简报 

 下午 

2:00 - 6:00 

 

非正式协商 

星期四 

2 月 11 日 

上午 

10:00 - 1:00 

项目 5 儿基会方案合作 

 (a) 国家方案文件 

 (b) 现有国家方案延长 

  项目 9 关于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

策审查背景下联合国发展系统重新定位的大会第

72/279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口头更新 

 下午 

2:00 - 6:00 

 

非正式协商 

星期五 

2 月 12 日 

上午 

10:00 - 1:00 

项目 10 儿基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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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层回应 

项目 11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2021 年工作计划和拟议

预算 

__________________ 

 2 每天会议的最新时间表将在执行局网站和《联合国日刊》上公布。如一个议程项目的审议在分

配时间之前结束，将审议下一项目，并对时间表作出相应调整。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E/ICEF/2021/1  

 

20-17071 10/10 

 

  项目 6 关于儿基会对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方

案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和第四十六次会议的建议

和决定采取后续行动的口头报告 

 下午 

1:15 - 2:45 

 

非正式协商 

 下午 

3:00 - 5:00 

项目 12 其他事项 

 项目 13 通过决定草案 

  项目 14 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闭幕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