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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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 

 临时议程与执行局主席团协商编制，以提交执行局 2020 年第二届常会的工

作方案为基础。执行局将在作出它认为必要的修正后，通过本届会议议程。 

 2. 执行局主席和儿基会执行主任致开幕词 

 执行局将听取执行局主席和儿基会执行主任的开幕词。 

  方案和政策事项 

 3. 儿基会执行主任 2020 年年度报告 

供作决定(E/ICEF/2021/10) 

 报告介绍了《儿基会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第三年即 2020 年的执行情况。

报告总结了在实现《战略计划》各项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对照关键指标介绍

及分析了进展。报告分析了为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作出的关

键方案和组织调整。报告包含下列文件：(a)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综合成果

和资源框架执行情况报告；(b) 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

查执行情况报告；(c) “共同努力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工作：

关于 2018-2021 年开发署、人口基金、儿基会和妇女署战略计划共同章节执行情

况的联合附件”；(d) 数据附录和记分卡。根据执行局第 2020/13 号决定，报告将

按照综合资源计划的格式提供实际财务信息，并对照综合预算评估执行情况；报

告还将向执行局通报 2020 年根据需要设立的高级职位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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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基会关于联合检查组各项建议的报告 

供参考(E/ICEF/2021/11) 

 报告概述了儿基会对联合检查组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发布的报告和说明中向

本组织所提建议作出的回应。 

儿基会协调人： 

Diane Kepler 女士  

战略资源管理事务副司长 

财务和行政管理司 

dkepler@unicef.org/212-824-6386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9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9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0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0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1
mailto:dkepler@unicef.org
mailto:dkepler@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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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儿基会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供审查的草案 

供参考(E/ICEF/2021/12 和 E/ICEF/2021/12/Add.1) 

 向执行局提交《2022-2025 年战略计划》草案和成果框架草案供讨论。《战略

计划》最终草案将提交执行局 2021 年第二届常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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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年度报告 

供作决定(E/ICEF/2021/13) 

 报告概述了 2020 年儿基会在全球和国家两级为应对人道主义危机采取的对

策。报告简要阐述了在人道主义行动中遇到的主要挑战和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

儿基会计划如何就这些经验教训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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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儿基会 2018-2021 年性别平等行动计划》执行情况年度报告 

供参考(E/ICEF/2021/15)  

 报告根据《性别平等行动计划》的成果总表、各项指标和业绩基准，提供了

关于方案和机构成果的最新情况，包括财政资源和支出的最新情况。报告还介绍

了本组织根据执行局第 2020/12 号决定，在国家一级为加强性别方面专门知识作

出的努力。报告附有数据附录和记分卡。 

儿基会协调人： 

Lauren Rumble 女士 

方案司性别平等问题首席顾问 

lrumble@unicef.org/212-326-7690 

 7. 儿基会方案合作 

 (a) 国家方案文件 

供作决定 

 下列国家方案文件系根据执行局第 2014/1 号决定向执行局提交，供在无异

议基础上核准。国家方案文件和计算成本的评价计划可在儿基会执行局网站上查

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网站上则提供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链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阿根廷(E/ICEF/2021/P/L.1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2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2/Add.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2/Add.1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3
mailto:mfontaine@unicef.org
mailto:mfontaine@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5
mailto:lrumble@unicef.org
mailto:lrumble@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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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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P/L.14)  

 根据执行局第 2009/11 号决定，将㈠ 通知执行局亚美尼亚国家方案在先后

延长两个月和四个月后再延长三个月，以及马来西亚国家方案在先后延长两个月

和四个月后再延长六个月；㈡ 请求执行局核准马达加斯加国家方案在先后延长

一年和六个月后再延长三个月，以及核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家方案在连续两

次延长一年、一次延长九个月、一次延长三个月、一次延长两个月和一次延长四

个月后再延长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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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审计和监督事项 

 8. 评价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关于儿基会评价职能的 2020 年年度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1/18 和 E/ICEF/2021/19) 

 年度报告系按照执行局第 2008/4 号决定的要求编写，该决定要求儿基会每

年报告评价职能以及当年完成的各项评价的结论和建议。报告提供信息说明了全

球评价工作发展情况和儿基会评价职能现状。报告还提供信息说明了儿基会评价

职能在 2020 年如何根据 COVID-19 大流行作出调整，推动实时总结儿基会在国

家一级应对大流行病方面的经验，并促进关键方案领域的快速评估和证据总结。

报告还概述了在回应执行局各项决定所提要求方面取得的进展。报告附有管理层

的回应。 

儿基会年度报告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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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hya Ganesh 女士 

数据、分析、规划和监测司司长 

vganesh@unicef.org/212-824-6247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P/L.14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8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8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9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9
mailto:fsabatini@unicef.org
mailto:fsabatini@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mailto:vganesh@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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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9 年儿基会在长期危机中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案编制全球评价

以及管理层的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1/20 和 E/ICEF/2021/21) 

 评价探讨了 2014 至 2019 年期间儿基会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对长期危机中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案编制的共同承诺，以及主要为突发性紧急状况设计

的工具和方法在长期危机中是否有效。评价还讨论了儿基会在长期危机中将水卫

项目领域的人道主义方案编制与发展方案编制相结合的经验，以及本组织在调整

其工作以实现该领域宏伟目标方面有多大的把握。报告附有管理层的回应。 

儿基会评价报告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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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 Ann Naylor 女士 

方案司水卫项目协理主任 

kanaylor@unicef.org/212-824-6769 

 9. 儿基会道德操守办公室 2020 年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1/16；E/ICEF/2021/17) 

 根据执行局第 2010/18 和 2018/11 号决定，向执行局提交了关于道德操守办

公室活动的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儿基会报告协调人： 

El Cid Butuyan 先生 

道德操守办公室主任 

ebutuyan@unicef.org/917-893-2293 

儿基会管理层回应协调人： 

Gillian Mellsop 女士 

人力资源司代理司长 

gmellsop@unicef.org/212-326-7012 

 10. 内部审计和调查 

  儿基会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提交执行局的 2020 年年度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1/AB/L.3、E/ICEF/2021/AB/L.3/Add.1、E/ICEF/2021/AB/L.4

和 E/ICEF/2021/AB/L.5) 

 按照执行局第 1997/28 号决定，每年编写该报告，其中介绍该办公室的概况，

阐述其内部审计和调查工作中突出强调的关键问题，总结本组织对建议执行工作

的后续行动，并提供资料说明 2020 年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情况。报告附有一份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20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21
mailto:fsabatini@unicef.org
mailto:fsabatini@unicef.org
mailto:kanaylor@unicef.org
mailto:kanaylor@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6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6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7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7
mailto:ebutuyan@unicef.org
mailto:ebutuyan@unicef.org
mailto:gmellsop@unicef.org
mailto:gmellsop@unicef.org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3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3/Add.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3/Add.1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5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AB/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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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详细说明 2020 年结束的调查工作以及管理层的回应。与报告同时提交的

还有经修订的《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章程》。 

儿基会报告协调人： 

Stephen Zimmerman 先生  

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主任  

szimmermann@unicef.org/917-265-4568 

儿基会管理层回应协调人： 

Diane Kepler 女士  

战略资源管理事务副司长 

财务和行政管理司 

dkepler@unicef.org/212-824-6386 

  儿基会审计咨询委员会提交执行局的 2020 年年度报告 

供参考 

 向执行局提交该独立外部监督机构的年度报告以供参考。 

儿基会审计咨询委员会协调人： 

Kamlesh Vikamsey 先生  

审计咨询委员会主席 

kamlesh@kkcllp.in/+91-93232 62551 

 11. 独立小组对儿基会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对策的审查以及工作场所性别歧视、性骚

扰、骚扰和滥用权力问题独立工作队报告所载建议的最新执行情况 

供参考(E/ICEF/2021/14)  

 最新执行情况将说明在执行上述报告所载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儿基会

为改善其组织文化及解决性剥削、性虐待和性骚扰问题正在采取的其他行动。还

将根据执行局第 2020/21 号决定的要求，向执行局提供关于反种族主义和歧视问

题内部工作组所开展工作的最新报告。 

儿基会协调人： 

Geetanjali Narayan 女士 

组织文化首席顾问 

gnarayan@unicef.org/212-326-7634 

Miles Hastie 先生 

儿童权益保障高级顾问 

mhastie@unicef.org/212-824-6269 

  

mailto:szimmermann@unicef.org
mailto:szimmermann@unicef.org
mailto:dkepler@unicef.org
mailto:dkepler@unicef.org
mailto:kamlesh@kkcllp.in
mailto:kamlesh@kkcllp.in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4
https://undocs.org/ch/E/ICEF/2021/14
mailto:gnarayan@unicef.org
mailto:gnarayan@unicef.org
mailto:mhastie@unicef.org
mailto:mhastie@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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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财务和预算事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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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联合

国发展系统的大会第 72/279 号决议的最新执行情况 

供作决定 

 执行局在第 2018/15 号决定中请儿基会继续就大会第 72/279 号决议执行工

作与执行局保持接触，定期介绍这方面工作的最新情况。 

儿基会协调人：  

June Kunugi 女士 

公共伙伴关系司司长 

jkunugi@unicef.org/917-640-179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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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B/8) 

 根据执行局第 2021/5 号决定，这一最新情况介绍了与从该金融工具获得资

金的国家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行为体就儿基会正在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发的该

金融工具进行磋商的结果。该报告提供了综合风险管理更新汇总表、关于法律事

务厅对该工具的意见的信息、关于本金、利息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的信息，以及

关于是否需要更新《儿基会财务条例和细则》的书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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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儿基会全球工作人员协会主席致辞 

 儿基会全球工作人员协会主席在执行局年度会议上致辞。 

儿基会协调人： 

Noma Owens-Ibie 先生 

全球工作人员协会主席 

nowensibie@unicef.org/212-824-6135 

 15. 其他事项 

 执行局收到 2021 年第二届常会临时议程项目表，并可能考虑在本议程项目

下讨论任何其他问题。 

 16. 通过决定草案 

 17. 儿基会工作人员团队奖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闭幕词 

 宣布 2021 年工作人员团队奖后，执行局将听取儿基会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

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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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unugi@unicef.org
mailto:jkunugi@unicef.org
mailto:tasare@unicef.org
mailto:tasare@unicef.org
mailto:nowensibie@unicef.org
mailto:nowensibie@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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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基会执行局 2021 年年度会议暂定时间表和工作安排1 

星期二 

6 月 1 日 

上午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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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局主席和儿基会执行主任致开幕词 

 项目 3 儿基会执行主任 2020 年年度报告 

儿基会关于联合检查组各项建议的报告 

   一般性发言 

 下午 

12:30–2:45 

 
非正式磋商 

 下午 

3:00–5:00 

 一般性发言(续) 

 项目 8 评价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关于儿基会评价职能的 2020 年年度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2014-2019 年儿基会在长期危机中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案编

制全球评价以及管理层的回应 

 下午 

5:00–6:00 

 
非正式磋商 

星期三 

6 月 2 日 

上午 

10:00–12:00 

 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特别重点会议 

项目 5 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年度报告 

  项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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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大会第 72/279 号决议的最新执行情况 

 下午 

12:30–2:45 

 
非正式磋商 

 下午 

3:00–5:00 

项目 9 儿基会道德操守办公室 2020 年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项目 10 内部审计和调查 

儿基会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提交执行局的 2020 年年度报告和管

理层的回应 

儿基会审计咨询委员会提交执行局的 2020 年年度报告 

 下午 

5:00–6:00 

 
非正式磋商 

星期四 

6 月 3 日 

上午 

10:00–12:00 

项目 7 儿基会方案合作 

(a) 国家方案文件 

(b) 延长正在执行的国家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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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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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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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2:30–6:00 
 非正式磋商 

星期五 

6 月 4 日 

上午 

10:00–12:00 

项目 4 儿基会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供审查的草案 

项目 6 《儿基会 2018-2021 年性别平等行动计划》执行情况年度报告 

下午 

12:30–2:45 
 非正式磋商 

 下午 

3:00–5:00 

项目 11 独立小组对儿基会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对策的审查以及工作场所性

别歧视、性骚扰、骚扰和滥用权力问题独立工作队报告所载建议的

最新执行情况 

  项目 14 儿基会全球工作人员协会主席致辞 

  项目 15 其他事项 

  项目 16 通过决定草案 

  项目 17 儿基会工作人员团队奖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闭幕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