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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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7/Rev.2)
临时议程经与执行局主席团协商拟订，以执行局 2019 年第二届常会通过的
工作方案为基础。执行局将在作出其认为必要的修正后通过本届会议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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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执行主任根据执
行局第 2020/8 号决定介绍最新情况，说明儿基会为应对 2019 年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对儿童及儿基会业务和方案活动造成的影响在全球、区域和国
家各级开展的工作和对全系统努力作出的贡献。

组织事项和程序问题
3.

执行局 2021 年届会拟议工作方案
供参考(E/ICEF/2020/18)
拟议工作方案以秘书处的建议和执行局各项决定为根据，经与儿基会执行局
主席团协商拟订，提交执行局供参考。该工作方案是确定执行局 2021 年各届会
议议程的框架，但须符合执行局的决定以及与执行局主席团协商作出的变更。
儿基会协调人：
Hai Kyung-Jun 女士
执行局秘书
hkjun@unicef.org/212-326-7118

4.

工作方法
供作决定
按照执行局第 2020/1 号决定的要求，执行局将收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
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儿基会以及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
能署(妇女署)执行局秘书处题为“执行局的工作方法：2021 年拟议工作计划”的
联合回应。
儿基会协调人：
Hai Kyung-Jun 女士
执行局秘书
hkjun@unicef.org/212-326-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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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政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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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执行局提交下列 10 份国家方案文件，供在
无异议基础上核准。针对每项国家方案制定的、已计算费用的评价计划连同相关
文件发布在儿基会执行局网站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成果汇总表也酌
情在网站上发布。10 份国家方案文件按区域提交：
东亚和太平洋
印度尼西亚(E/ICEF/2020/P/L.11)
东帝汶(E/ICEF/2020/P/L.12)
东部和南部非洲
乌干达(E/ICEF/2020/P/L.14)
欧洲和中亚
白俄罗斯(E/ICEF/2020/P/L.1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E/ICEF/2020/P/L.16)
哈萨克斯坦(E/ICEF/2020/P/L.17)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
(E/ICEF/2020/P/L.18 和 E/ICEF/2020/P/L.18/Add.1)
土耳其(E/ICEF/2020/P/L.19)
土库曼斯坦(E/ICEF/2020/P/L.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哥伦比亚(E/ICEF/2020/P/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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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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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延长正在执行的国家方案
供作决定(E/ICEF/2020/P/L.21/Rev.1)
根据执行局第 2009/11 号决定，将通知执行局㈠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国、
斯威士兰、格鲁吉亚、马来西亚、北马其顿、巴拿马、索马里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国家方案首次延长两个月；阿根廷的国家方案在上一次延长两个月之后再延长五
个月；孟加拉国、喀麦隆、萨尔瓦多、几内亚比绍、利比亚、马尔代夫、莫桑比
克和阿曼的国家方案首次延长一年；将请执行局核准㈡ 突尼斯国家方案延长一
年后再延长两个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家方案在连续两次各延长一年、一次
延长九个月以及一次延长三个月后，再延长两个月；马达加斯加的国家方案在延
长一年之后再延长六个月；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国家方案在上
一次均延长一年后，再延长一年；布基纳法索的国家方案延长两年；也门国家方
案在连续两次各延长一年、一次延长两年以及一次延长一年后，再延长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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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儿基会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各项成果筹资情况的结构性对话
供作决定(E/ICEF/2020/21)
根据执行局的若干决定(最近几项是第 2019/23、2020/8 和 2020/13 号决定)，
向其提交结构性对话文件。
儿基会协调人：
Carla Haddad Mardini 女士
公共伙伴关系司司长
chaddadmardini@unicef.org/212-326-7160

7.

关于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最新情况的口头通报
供参考
执行局将听取关于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最新情况的口头通报。最新情况通报
将介绍生活在危机中的儿童的状况，概述儿基会的应对措施，以及遇到的挑战和
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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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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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儿基会这方面研究活动和优先事项最新情况的口头通报
供参考
最新情况口头通报将说明为什么在 COVID-19 大流行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关于儿童和青年的研究。此次最新情况通报将审查儿基会支持开展的研
究的成功之处和挑战以及优先事项，并说明加强研究职能以及将研究成果转化为
变革性行动和方案所需的投资。
儿基会协调人：
Gunilla Olsson 女士
因诺琴蒂研究中心主任
golsson@unicef.org/+39 055 2033 358

评价、审计和监督事项
9.

对儿基会在人道主义局势下协助开展教育情况的评价和管理层的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0/19、E/ICEF/2020/20)
报告介绍了对儿基会在人道主义局势下协助开展教育情况所作评价的结果、
结论和建议。执行局将收到评价报告的执行摘要和管理层的回应。报告全文可查
阅儿基会评价办公室网站。
儿基会评价报告协调人：
George Laryea-Adjei 先生
评价主任
glaryeaadjei@unicef.org/212-824-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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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儿基会道德操守办公室 2019 年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0/22、E/ICEF/2020/23)
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活动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根据执行局第 2010/18 和
2018/11 号决定提交执行局。
儿基会报告协调人：
道德操守顾问
ethics@unicef.org/212-326-7142

6/11

20-11298

E/ICEF/2020/17/Rev.2

儿基会管理层回应协调人：
Eva Mennel 女士
人力资源司司长
emennel@unicef.org/212-824-6527

11.

内部审计和调查
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提交执行局的 2019 年年度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供作决定(E/ICEF/2020/AB/L.3、E/ICEF/2020/AB/L.3/Add.1 和 E/ICEF/2020/AB/L.4)
按照执行局第 1997/28 号决定每年编写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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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本组织对实施审计建议采取后
续行动的情况，并提供资料说明 2019 年期间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情况。该报告
附有一份增编，详细说明 2019 年结束的调查，以及管理层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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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和行政管理司
财务报告和赠款管理事务副司长
dkepler@unicef.org/212-824-6386
儿基会审计咨询委员会提交执行局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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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基会审计咨询委员会协调人：
Kamlesh Vikamsey 先生
审计咨询委员会主席
kamlesh@kkc.in/+91-93232 6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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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独立小组对儿基会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对策的审查、儿基会内部审计
和调查办公室进行的关于性骚扰调查的摩根·刘易斯报告以及工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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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作决定(E/ICEF/2020/24)
最新情况将涉及在执行报告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
儿基会协调人：
Isabella Castrogiovanni 女士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高级协调员
icastrogiovanni@unicef.org/212-326-7675
Geeta Narayan 女士
组织文化首席顾问
gnarayan@unicef.org/212-326-7634

资源、财务和预算事项
13.

儿基会战略计划：2020-2023 年最新财务概算
供作决定(E/ICEF/2020/AB/L.7)
根据执行局第 2013/20 号决定，每年向执行局提交关于儿基会《战略计划》
的最新财务概算。概算为确定经常资源支出水平，包括为 2021 年方案报批提供
依据。该文件包括第 2019/26 和 2020/13 号决定要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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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201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财务报告
供作决定(E/ICEF/2020/AB/L.8)
根据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一，每年向执行局提交该
报告，供审查和评论。
儿基会协调人：
Gary Stahl 先生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司司长
gstahl@unicef.org/+41-229-09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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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费用回收政策的联合全面提议
供作决定(DP/FPA-ICEF-UNW/2020/1)
根据执行局第 2018/21 号决定，现向执行局提交儿基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关于费用回收
政策的联合全面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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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其他事项
执行局收到了 2021 年第一届常会临时议程项目表，并可在该议程项目下审
议任何其他事项。

17.

通过决定草案

18.

儿基会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闭幕词
执行局将听取儿基会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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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基会执行局 2020 年第二届常会暂定时间表和工作安排
2020 年 9 月 8 日至 11 日 1
9月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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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局主席和儿基会执行主任致开幕词
一般性辩论

项目 6

关于《儿基会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各项成果筹资情况的结构性对话

项目 14

私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2019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财务报告

下午
1:15-2:45

非正式磋商

3:00-6:00
9月9日
星期三

上午
10:00-1:00

项目 7

关于儿基会人道主义行动最新情况的口头通报

项目 9

对儿基会在人道主义局势下协助开展教育情况的评价和管理层的回应

项目 8

关于儿基会这方面研究活动和优先事项最新情况的口头通报

下午
1:15-2:45

非正式磋商

3:00-6:00
9 月 10 日
星期四

上午
10:00-1:00

项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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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3

儿基会战略计划：2020-2023 年最新财务概算

项目 15

关于费用回收政策的联合全面提议

下午
1:15-2:45

非正式磋商

3:00–6:00
9 月 11 日
星期五

上午
10:00-1:00

项目 12

独立小组对儿基会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对策的审查、儿基会内部审计
和调查办公室进行的关于性骚扰调查的摩根·刘易斯报告以及工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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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儿基会道德操守办公室 2019 年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

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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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1

内部审计和调查
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提交执行局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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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年度报告

下午
1:15-2:45
下午
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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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磋商
项目 4

工作方法

项目 3

执行局 2021 年届会拟议工作方案

项目 16

其他事项

项目 17

通过决定草案

项目 18

执行主任和执行局主席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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