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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9. 提高妇女在联合国系统的地位
大会
回顾 联合国宪章 第一条和第一百零一条 并回顾第八条规定联合国对于
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附属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 充任任何职务 不得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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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纲要
所载目标
又回顾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的
又回顾
取在 2000 年之前实现两性平等 特别是在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等

即全面争

还回顾其
还回顾 1999 年 12 月 17 日关于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的第 54/139 号决
议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20 日关于将妇女人权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的
注意到
2
特别是第 11 段 其中委员会确认进一步充分参与 包括参
第 2000/46 号决议
与联合国系统高层次决策 将极大地推动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
又注意到女性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联合国各机构的女性首长在联合国千
又注意到
年首脑会议前于 2000 年 9 月 5 日举行的会议上 建议增加妇女在联合国系统
特别是在系统内高级职等任职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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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秘书长决定在管理人员的考绩报告中载列有关资料
说明甄选妇女人选
欢迎
的机会 以及在以努力物色妇女人选等方式增加妇女任职人数方面取得的进展

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 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 北京
品编号 C.96.IV.13
第一章 决议 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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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第二章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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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考虑到某些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虑到
以及经济转型期国家仍旧存在没有妇女任职或任职妇女人数不足的情况

赞赏地注意到过去的一年有些部厅实现了性别均衡的目标
又有一些部门达
赞赏地注意到
到在选定担任出缺职位的人选中妇女占 50 的目标 甚至超出这一指标
欢迎在增加任职秘书处某些职等的妇女人数方面取得进展
欢迎
但关切妇女在高
级决策职等的任职情况进展的速度减缓 并关切任命和提升为某一职等人员的妇
女人数减少

并对妇女在秘书处的任职人数总的来说递增速度很慢表示关切

表示关切目前没有妇女担任特别代表或特使
表示关切
注意到尚未全面更新有关妇女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任职情况的统计资料
注意到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其中所载各项行动
赞赏地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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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申迫切需要实现在联合国系统内各类员额
重申
特别是高级和决策一级职
等员额中两性各占半数的目标 同时充分尊重公平地域分配原则 符合 联合国
宪章 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并考虑到一些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期国家 仍然没有妇女任职或任职妇女人数不足
3.

欢迎

(a) 秘书长个人长期对实现两性平等的目标作出的承诺及保证在继续努力
创造联合国新的管理文化过程中性别均衡问题将受到最优先的重视 包括充分执
行实现两性平等的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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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保证加紧努力实现 北京宣言
纲要

1

6

和

行动

所规定的两性平等目标

(c) 题为 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 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商定采取行动

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各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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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促进性别均衡的目标列入个别部厅的人力资源管理行动计划 鼓励各
部厅首长 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特别顾问与秘书处人力资源管理厅进一步协
力执行这些计划

其中列有个别部门增加任职妇女人数的具体指标和战略

(e) 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指定妇女协调人 并请秘书长确保所指定的协
调人职等足够高

在任务地区能充分接触到高级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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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5/399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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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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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 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 北京
品编号 C.96.IV.13
第一章 决议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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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继续提供针对个别部门特殊需要的有关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以及工作
场所的性别问题的特定培训方案 赞扬那些为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办性别问题
培训的部厅首长 并大力鼓励尚未如此做的部厅首长在两年期终了之前举办此种
培训
感到遗憾的是两性各占半数的目标不能在
2000 年底之前实现 敦促秘
感到遗憾的是
书长加倍努力 在近期内向着这一目标取得重大进展
4.

5.
30

妇女在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到
关切在秘书处的五个部厅
关切
并鼓励秘书长加紧努力在秘书处各部厅实现性别均衡的目标

请秘书长除其他外为实现两性各占半数的目标 同时充分尊重公平地域
分配原则 符合 宪章 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6.

(a) 物色并吸引有适当资格的妇女人选 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
国家 在秘书处无人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其他会员国 以及妇女任职比例偏低
的职业
(b) 继续密切监测各部厅在实现性别均衡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确保在实现
两性各占半数的目标之前 有适当资格妇女的任命和升级比例不少于所有任命和
升级的 50% 除其他外 通过充分执行为妇女制定的特别措施 并进一步发展监
测和评估机制

以实现增加妇女任职人数的目标

(c) 使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特别顾问办公室能有效地进行监测 并促使
在执行为实现性别均衡目标而制定的部门行动计划以及为妇女制定的特别措施
方面取得进展 除其他外

确保能调阅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资料

(d) 加紧努力 以现有资源创造一个对性别问题敏感的工作环境 顾及男女
工作人员的需要 包括制订关于弹性工作时间 灵活工作场所安排 以及儿童保
育和照料老年人方面的需要的政策 向可能的人选和新聘人员提供有关配偶就业
机会的更加全面的资料 并在各部厅和各工作地点推广性别问题敏感性方面的培
训
(e) 进一步加强禁止骚扰包括性骚扰的政策 特别是确保充分执行关于在总
部和外地实行这项政策的准则
7.

大力鼓励秘书长任命更多妇女担任特别代表和特使
代表他进行斡旋
大力鼓励
特别是在与维持和平 建设和平 预防性外交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事务中
以及在业务活动中 包括任命驻地协调员 并任命更多妇女担任其他高级职位
8.

鼓励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
继续制定关于留住妇女
鼓励
机构间调动和改善职业发展机会等问题的共同办法
9.

大力鼓励会员国
大力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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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支持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为实现两性各占半数的目标而进行的努力 特
别是在高级和决策一级职等

方法是物色并经常提名更多的妇女人选出任政府

间 司法和专家机构的职位 查明并提出有助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物色适当妇女
人选的国家征聘来源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 以及鼓励更多妇女
申请秘书处 专门机构 基金和计划署 以及区域委员会的职位 包括妇女任职
人数不足的领域的职位 如维持和平 建设和平和其他非传统领域
(b) 物色妇女人选来担任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工作 并增加在军事和民警特遣
队中任职的妇女人数
10. 请 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和大
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除其他外 载列有关整个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单位和
各职等的妇女人数和百分比 以及实现性别均衡目标部门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
最新统计数字
2000 年 12 月 4 日
第 81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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