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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事会 2003 年实质性会议拟议临时议程和每个议程项目的
文件清单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文件
秘书长关于理事会 2004 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和协调部分拟议主题的说明(大
会第 50/227 号决议，附件一)

高级别部分
2.

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采取统筹办法，以消除贫穷，确保可持续发展
文件
秘书长关于该主题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2/309 号决定)
《2003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报告的有关部分(根据关于理事会实质性会议高
级别部分的选定主题的建议)(理事会第 2002/36 号决议，第 7 段)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部分
3.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

(a) 大会和理事会各项政策建议的后续行动
文件
秘书长就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三年期综合政策审查的大会第
56/201 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提出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合作活动筹资问题的进展情况的报告(大会第
56/201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各基金、方案和机构外地一级评价所总结的经验教训
的评估报告(大会第 56/201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 2001 年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综合统计数据的报告(大会第 35/81 号
决议)
1

秘书长关于《人类发展报告》的报告(大会第 57/264 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2

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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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和世界
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的报告
文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第一届常会和年会的报告(大会
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大会第 56/201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大会第 56/201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第一届常会和年会的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
件、大会第 56/201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大会
第 56/201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 2002 年届会的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
大会第 56/201 号决定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大会第 50/8 号和第 56/201 号决议以
及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c)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
文件
1

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的报告(大会第 33/134 号决议)

协调部分
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统筹协调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和后
续行动方面的作用
文件
秘书长关于该主题的报告(大会第 57/270 号决议及理事会第 1997/61 号决议
和理事会第 2002/309 号决定)

人道主义事务部分
5.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文件
秘书长关于加强协调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进展情况的报告(大会第
57/153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2/32 号决议)

1

3

E/2003/1

常务部分
6．

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

(a) 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
文件
秘书长有关进一步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2002/1 号商定结论执行情况
的报告(大会第 45/264 号和第 50/227 号决议)
统计委员会关于与其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E/2002/24，补编第 4 号)第六章 E
节有关的工作以及关于统筹协调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各级后续行动
的基本指标的综合报告(理事会第 2002/311 号决定)(亦列于项目 13(c)下)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总干事的说明，转递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委
员会关于《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其中突出强调其
与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协调综合后续行动的联系(理事会第 1999/212
号决定)
1

(b)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的审查和协调
文件
秘书长关于《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报
1

告(大会第 57/276 号决议)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关于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全面进度报告(理事
会第 2002/33 号决议)
7.

协调、方案和其他问题
文件
秘书长关于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各项后续努力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2/306
号决定)

1

(a) 各协调机关的报告
文件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2002 年联合国系统行政主管协调委员会年度概览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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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4-200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文件
2004-200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有关章节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c) 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会议日历
文件
2004-2005 年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会议日历草案
(d) 信息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文件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信息系统的报告(包括信息学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
结论以及其工作和任务的评估)(理事会第 2002/35 号决议)
(e) 长期支助海地方案
文件
秘书长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2/22 号决议)
(f) 把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文件
秘书长关于《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后续行动和执行进度以及大会第二十三
届特别会议成果，包括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方面进展情况的报告(大会第 57/182
1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2/23 号决议) (亦列于项目 14(a)下)
(g) 联合国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联合国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
失综合症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1/23 号决议)
(h) 冲突后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理事会第 2002/1 号决议)
无预发文件
(i) 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队
文件
秘书长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队的第一次年度报告(理事会第 2001/210 号
决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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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后续行动以及大会第 56/227 号和第 52/12 B 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
文件
主席关于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的高级别特别会议
的摘要
秘书长关于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各项后续努力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2/306
号决定)

9.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情况
文件
秘书长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大会第 57/147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

2100(LXIII)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理事会第 2002/30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理事会主席关于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
席协商情况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2/30 号决议)
10.

区域合作
文件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理事会第 1979/1 号决定)
2002 年欧洲经济概览摘要
2002 年非洲经济和社会状况概览摘要
2003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状况概览摘要
2002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概览摘要
2002-2003 年西非经济社会委员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概要
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关于通
过直布罗陀海峡建立欧洲-非洲永久联系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1/29 号决议)

11.

以色列的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
占领叙利亚戈兰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文件
秘书长关于理事会第 2002/31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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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非政府组织
文件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第 3(II)号和第 1996/31 号决议及理事会
第 1995/304 号决定)

13.

经济和环境问题
文件
秘书长关于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工作的综合报告(理事会商定结论
2002/1)(亦列于项目 14 下)

(a) 可持续发展
文件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3/207 号决定)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079(XXXIX)号、第 1625(LI)
号和第 2000/34 号决议)，其中包括：
-

委员会关于重新审查使马尔代夫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建议的最后
报告(理事会第 2001/43 号决议)

-

关于为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选定的主题的建议(理事会第 2002/36 号
决议)

(b)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文件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46/235 号决议，
附件，
第 7(a)(v)段)
联合国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关于信息社会问题世界
首脑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大会第 57/238 号决议)

1

(c) 统计
文件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8(I)号、第 8(II)号和第
1566(L)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2002/298 号决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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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关于与其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E/2002/24，补编第 4 号)第六
章 E 节有关的工作以及关于统筹协调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各级后
续行动的基本指标的综合报告(理事会第 2002/311 号决定)(亦列于项目 6(a)
下)
(d) 人类住区
文件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56/206 号决议第
I.A 节，第 7 段)

1

秘书长关于人居议程协调执行情况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2/38 号决议)
(e) 环境
文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2997(XXVII)号和
第 53/242 号决议)

1

(f) 人口与发展
文件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48/128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
第 1995/209 号和第 2002/299 号决定)
(g) 公共行政和财政
无预发文件(理事会第 2002/40 号决议)
(h) 国际税务合作
文件
秘书长关于国际税务合作特设专家组第十一次会议工作的报告(理事会第
1273(XLIII)号和第 1765(LIV)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2002/231 号决定)
(i)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
文件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第三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0/35 号决议和理事会
第 2002/301 号决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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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
文件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
执行情况的报告(A/57/165 和 Add.1)以及有关的背景材料(大会第 57/25 号决议
和理事会第 2000/32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说明
(k) 制图
文件
秘书长关于第八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0/230 号决
定)
(l) 危险货物运输
文件
秘书长关于危险货物运输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标签制度专家委员会的工
作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1/34 号和第 2001/44 号决议)
(m) 妇女与发展
文件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报告的有关章节(大会第 42/178 号决议和理
事会第 1987/24 号决议)
14. 社会与人权问题
文件
秘书长关于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工作的综合报告(理事会商定结论
2002/1)(亦列于项目 13 下)
(a) 提高妇女地位
文件
秘书长关于《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后续行动和执行进度以及大会第二十三
届特别会议成果，包括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方面进展情况的报告(大会第 57/182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2/23 号决议)[亦列于项目 7(f)下]

1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21
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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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1(II)号和第 1147(XLI)
号决议)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8(LX)号决议)
(b) 社会发展
文件
秘书长就《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提出的报告(大会第 56/115 号决议
2

和理事会第 2002/265 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为使世界团结基金实际作业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的进度报告(大会
第 57/265 号决议)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0(III)号决议和理事会
第 2002/237 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国际家庭年十周年筹备工作的报告(大会第 57/164 号决议)

1

(c)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文件
秘书长关于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筹备工作的后续行动
的报告(大会第 57/171 号决议)

1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2/1 号决议和
理事会第 2002/238 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作用、职能、间隔期和会期的
3

报告(大会第 56/119 号决议)
(d) 麻醉药品
文件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9(I)号决议和第 2002/240
号决定)
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报告(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第 15 条、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第 18 条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公约》第 23 条)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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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和理事会向大会提交。

3

通过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向大会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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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文件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1

(f)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三个十年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文件
秘书长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三个十年行动纲领》执行
情况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后续行
动的报告(大会第 48/91 号和第 55/84 号决议)
(g) 人权
文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45 条)

1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第 1988(LX)号和第 1985/17 号
决议)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5(I)号和第 9(II)号决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大会第 48/141 号决议)
(h)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文件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关于其第二届年度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0/22 号决议
和理事会第 2002/285 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理事会 2001 年 7 月 26 日第 2001/316 号决定(e)段所要求的土著
问题有关资料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2/286 号决议)
(i) 基因隐私权与不歧视
文件
秘书长关于各国政府以及各有关国际组织和职司委员会依照理事会 第
2001/39 号决议提交的资料和意见的报告
15.

审议关于把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组织国际民防组织转变
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的要求
文件
2001 年 7 月 19 日国际民防组织秘书长给理事会主席的信(理事会第 2002/233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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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谈判订立联合国和世界旅游组织之间关于将其改设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专门机
构的协定
文件
政府间机构协商委员会将在秘书长所提建议基础上提交的联合国和世界旅
游组织关系协定草案(理事会第 2002/24 号决议)

二. 列入 2004 年理事会工作方案的问题和每个议程项目的文件
清单
4

2004 年实质性会议
A.

高级别部分
[主题待定]
文件
《2004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

B.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部分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
[主题待定]
大会政策建议的后续行动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三年期政策审查的报告(大会第
35/81 号、第 53/192 和第 56/201 号决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和世
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的报告
文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第一届常会及年会的报告(大会
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和第 56/20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和第 56/20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第一届常会和年会的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
附件和第 56/20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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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和第
56/20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 2002 年届会的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和
第 56/20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大会第 50/8 号和第 56/201 号决议以
及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C.

协调部分
协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机关关于下列主题的政策和活动：
[主题待定]

D.

人道主义事务部分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E.

常务部分
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审查与协调
协调、方案和其他问题
各协调机关的报告
文件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联合国系统行政主管协调委员会 2003 年年度概览报告
2002-2005 年中期计划
文件
2002-2005 年中期计划拟议订正案的有关章节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烟草还是健康
文件
秘书长关于烟草管制特设机构间工作队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2/242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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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 56/227 号和第 52/12 B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情况
文件
1

秘书长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理事会第 2100(LXIII)号决议)
区域合作
文件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理事会第 1979/1 号决定)

区域委员会编制的五区域经济状况概览摘要(理事会第 1724(LIII)号决议)
非政府组织
文件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第 3(II)号和第 1996/31 号决议及理事会
第 1995/304 号决定)
经济和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
文件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3/207 号决定)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报告(理事会第 1079(XXXIX)号、第 1625(LI)号
和第 2000/34 号决议)
科学技术促进发展
文件
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46/235 号决议，附件，
第 7(a)(v)段)
联合国森林论坛
文件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四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0/3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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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
文件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49/128 号决议第 25 段和
理事会第 1995/209 号决定)
统计
文件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768(LIV)号和第 1999/8 号决
议)
环境
文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报告(大会第 2997(XXVII)号决议)

1

秘书长关于对健康和环境有害的产品的报告(大会第 39/229 号决议和理事会
第 2001/33 号决议)

1

人类住区
文件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32/162 号和第
56/206 号决议)

1

社会与人权问题
提高妇女地位
文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21 条)

1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1(II)号和第 1147(XLI)
号决议)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8(LX)号决议)
社会发展
文件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0(III)号和第 1996/7 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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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文件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2/1 号决议)
麻醉药品
文件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9(I)号决议)
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报告(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第 15 条、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第 18 条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公约》第 23 条)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文件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1

人权
文件
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5(I)号和第 9(II)号决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45 条)

1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第 1988(LX)号和第 1985/17 号
决议)
1

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大会第 44/25 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大会第 48/141 号决议)

1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文件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三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0/2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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