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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事会 2010 年实质性会议的拟议临时议程及每个议程项目
的暂定文件清单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文件
2010 年实质性会议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2010/100)
2010 年实质性会议拟议工作方案(E/2010/L.__)
2010 年实质性会议文件编制情况(E/2010/L.__)

2.

高级别部分

A.

同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进行的高级别政策对话
文件
《2010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E/2010/50)(大会第 118(II)号和第 52/180 号
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83/50 号决议)
《2010 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大会第 118(II)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0/52 号
决议)

B.

发展合作论坛
文件
秘书长关于国际发展合作方面趋势和进展情况的报告(大会第 61/16 号决议，第 6
和 7 段)
发展政策委员会 2010 年 3 月 22 日至 26 日第十二届会议报告的相关部分(E/2010/
33，补编第 13 号)(理事会第 1079(XXXIX)号和第 1998/46 号决议)

C.

关于“执行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专题的年度
部长级审查
文件
秘书长关于执行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的报告(大
会第 61/16 号决议第 10 段和理事会第 2008/258 号决定)

D.

关于“当前全球和国家趋势和挑战及其对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的影响”专
题的专题讨论
文件
秘书长关于“当前全球和国家趋势和挑战及其对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的影
响”的报告(大会第 61/16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21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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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22 日至 26 日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报告的相关部分(E/2010/
33，补编第 13 号)(理事会第 1079(XXXIX)号和第 1998/46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的相关部分(E/2010/15)(理事会第 2004/323 号决定)

业务活动部分
3.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
文件
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33/134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216 号决定)

(a)

1

大会和理事会政策建议的后续活动
文件
秘书长关于 2008 年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综合统计分析的报告(大会第
35/81 号、第 59/250 号、第 62/208 号、第 63/232 号和第 63/311 号决议)

1

秘书长关于驻地协调员制度运作情况，包括费用和益处的报告(大会第 62/208 号
决议第 93 和 142 段以及理事会第 2008/2 号决议第 13 段和理事会第 2009/1 号决
议第 20 段)
秘书长关于在落实大会第 62/208 号决议方面所取得成果、所采取措施和所从事
工作的报告(大会第 62/208 号决议第 142 段、大会第 63/232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1 号决议第 18 段)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执行局和理事机构在简化和统一联合
国发展系统方面采取的行动的报告(大会第 62/208 号决议第 112 段、理事会第
2008/2 号决议第 22 段和理事会第 2009/1 号决议第 4 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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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第二届常会以及 2010 年第一
届常会和年度会议的各次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大会第 6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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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0/5)(大会
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大会第 62/208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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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2009 年第二届常会以及 2010 年第一届常会和年度会议
的各次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大会第 6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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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8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 2009 年届会的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第 62/208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 2009 年年度报告(大会第 50/8 号和第 62/208 号决议及
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协调部分
4.

联合国系统在落实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9 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部长宣言
方面的作用
文件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落实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9 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
部长宣言方面作用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8/29 号决议，第 10 段)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包括第 61/16 号决议在内大会各项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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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所起作
用的最新报告(理事会第 2008/29 号决议)(另见项目 6、8 和 13)
秘书长就大会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的第 64/187 号决议的执行和后续行
动情况提出的报告(大会第 64/187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危机后复苏：全球就业契约”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9/5 号决议，第
6 段)(另见项目 6(a))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主席关于委员会改革的落实情况以及委员会在实现其愿景
方向取得的进展的报告(大会第 64/224 号决议，第 34 段)

人道主义事务部分
5.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文件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报告(大会第 52/12 B 号决议、
理事会第 1999/208 号决定和理事会第 2009/3 号决议第 24 段)

_________________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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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部分
6.

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及后续行动
2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包括第 61/16 号决议在内大会各项相关决议
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所起作
用的最新报告(理事会第 2009/29 号决议)(另见项目 4、8 和 13)
(a)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后续行动
文件
秘书长关于“危机后复苏：全球就业契约”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9/5 号决议，第
6 段)(另见项目 4)
理事会主席编写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
1
易和发展会议举行的高级别特别会议摘要(大会第 58/230 号和第 62/187 号决议)

(b)

《2001-2011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审查和协调
文件
秘书长关于《2001-2011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年度进
1
度报告(大会第 62/203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31 号决议第 21 段)

7.
(a)

协调、方案和其他问题
协调机构的报告
文件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2010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2 日(A/65/16，
补编第 16 号)(大会第 31/93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8(LX)号决议)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2009/10 年度概览报告(理事会第 2001/321 号决定)

(b)

2012-2013 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文件
2012-2013 期间拟议战略框架相关各节(大会第 58/269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88/77 号决定)

(c)

信息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文件
秘书长就有必要协调和改进联合国信息系统以便各国最佳利用和进入这一系统
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提出的报告，包括信息学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调查结果
和对其工作和任务的评估(理事会第 2009/9 号决议，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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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长期支助海地方案
文件
海地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9/4 号决议)

(e)

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文件
秘书长关于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报告(大会第
62/137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12 号决议第 3 段)

(f)

冲突后非洲国家
文件
没有要求预发文件

(g)

烟草或健康
文件
秘书长关于烟草管制问题特设机构间工作队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8/232 号决定)

8.

大会第 50/227 号、第 52/12 B 号、第 57/270 B 号和第 60/265 号决议执行情况
文件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包括第 61/16 号决议在内大会各项相关决议

2

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所起作
用的最新报告(理事会第 2009/29 号决议)(另见项目 4、6 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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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合国其他有关决议的情况
文件
秘书长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大会第 64/125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100
(LXIII))号决议

1

理事会主席关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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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的磋商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9/33 号决议，第 19 段)
秘书长关于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对非自治领土的支助的报
告(大会第 64/9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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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专题(待定)的区域合作
文件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E/2010/15 和 Add.1)(大会第 1823(XVII)号决议以
及理事会第 1817(LV)号决议和第 1979/1 号决定)
欧洲经济委员会区域的经济情况：欧洲、北美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E/2010/
16))(大会第 1823(XVII)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817(LV)号决议和第 1979/1 号决
定)
非洲经济和社会状况概览(E/2010/17)(大会第 1823(XVII)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817(LV)号决议和第 1979/1 号决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摘要(E/2010/18)(大会第 1823(XVII)号决议以
及理事会第 1817(LV)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79/1 号决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形势和展望(E/2010/19)(大会第 1823 (XVII)号决议，
理事会第 1817(LV)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79/1 号决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调查摘要(E/2010/20)(大会第 1823
(XVII)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817(LV)号决议和第 1979/1 号决定)

11.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
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文件
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
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报告

1

(理事会第 2009/34 号决议，第 15 段)
12.

非政府组织
文件
2010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3 日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2010 年常会的报告(E/2010/32
(Part I))(理事会第 3(II)号和第 1996/3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5/304 号和第
2009/229 号决定)
2010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4 日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2010 年续会的报告(E/2010/32
(Part II))(理事会第 3(II)号和第 1996/3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5/304 号和
第 2009/229 号决定)

09-6639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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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济和环境问题
文件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包括第 61/16 号决议在内大会各项相关决议

2

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所起作
1

用的最新报告(理事会第 2009/29 号决议) (另见项目 4、6 和 8)
(a)

可持续发展
文件
2010 年 5 月 3 日至 14 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E/2010/29，补
编第 9 号)(理事会第 1993/207 号和第 2009/235 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审查联合国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支助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9/17 号
决议，第 3 段)
2010 年 3 月 22 日至 26 日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E/2010/33，补编
第 13 号)(理事会第 1079(XXXIX)号和第 1998/46 号决议)

(b)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文件
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日内瓦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E/2010/31，补编第 11 号)(大会第 46/235 号决议附件、大会第 56/182 号决议
和理事会第 2009/219 号决定)
秘书长的报告，内载关于联合国每一机构和方案落实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摘
要(依照理事会第 2009/7 号决议，通过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提交)
秘书长关于强化在有关互联网的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合作的报告(E/2009/92)(理
事会第 2009/220 号决定)

(c)

统计
文件
2010 年 2 月 23 日至 26 日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2010/24，补编第
4 号)(理事会第 8(I)号、第 8(II)号和第 1566(L)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2009/237
号决定)

(d)

人类住区
文件
秘书长关于协调执行人居议程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9/238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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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环境
文件
2010 年 2 月 24 日至 26 日印度尼西亚巴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
境论坛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2997(XXVII)号、第 53/242 号和第 64/204
号决议)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各国政府禁止、撤消、严格限制或不批准消费和/或出
售的产品综合清单》化学品卷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8/13 号决议，第 1 段)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综合清单》药物卷：防范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报告(理
事会第 2008/13 号决议，第 2 段)
(f)

人口与发展
文件
2010 年 4 月 12 日至 16 日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2010/25，
补编第 5 号)(大会第 49/128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239 号决定)

(g)

公共行政和发展
文件
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E/2010/44，补
编第 24 号)(理事会第 2001/45 号、第 2003/60 号和第 2009/18 号决议)

(h)

国际税务合作
文件
2009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的报告(E/2008/45，补编第 25 号)(理事会第 2004/69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265
号决定)

(i)

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
文件
没有要求预发文件

(j)

制图
文件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二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理事会第 715 A(XXVII)号和第
1314(XLIV)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2009/___号决定)

09-6639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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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妇女与发展
文件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报告的相关章节
(E/2010/27，补编第 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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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提高妇女地位
文件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报告(E/2010/27，补
编第 7 号)(理事会第 11(II)号和第 1147(XLI)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2009/232 号
决定)
2010 年 2 月 16 日和 17 日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执行局第七届会议的报告
(大会第 59/260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8(LX)号和第 2003/57 号决议)
秘书处的说明：转递分别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7 日和 2010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四十四届和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成果(《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21 条)

(b)

1

社会发展
文件
2010 年 2 月 3 日至 12 日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E/2010/26，补
编第 6 号)(理事会第 10(III)号和第 1996/7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2009/244 号决
定)

(c)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文件
2009 年 12 月 3 日和 4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
议的报告(E/2009/30/Add.1，补编第 10 A 号)(理事会第 1992/1 号决议和理事会
第 2008/245 号决定)
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九届会
议的报告(E/2010/30，补编第 10 号)(理事会第 1992/1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246 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死刑问题和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理事会第
1745(LIV)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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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麻醉药品
文件
2009 年 12 月 1 日和 2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E/2010/28/Add.1，补编第 8 A 号)(理事会第 9(I)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8/247
号决定)
2010 年 3 月 8 日至 19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E/2010/28，补编第 8 号)(理事会第 9(I)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248 号决定)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9 年报告(《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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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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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报告(大会第 58/153 号决议)

(f)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
文件
没有要求预发文件

(g)

人权
文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四十二届(2009 年 5 月 4 日至 22 日，日内瓦)和
第四十三届(2009 年 11 月 2 日至 20 日，日内瓦)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88(LX)
号、第 1985/17 号和第 1995/39 号决议)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五十三届(2010 年 1 月 11 日至 29 日，日内瓦)和第五十四届
(2010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11 日，日内瓦)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44/25 号决议,附件,
1
第 44 条,第 5 款)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大会第 48/141 号决议)

1

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报告(大会第 62/141 号决议，第三节)
(h)

1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文件
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30 日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九届会议的报告(E/2010/43，补编
第 23 号)(理事会第 2000/22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254 号和第 2009/255 号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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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遗传隐私权和不歧视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关于遗传隐私权和不歧
视领域相关动态以及建立机构间协调机制的可能性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8/233 号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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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供列入理事会 2011 年工作方案的问题及每个议程项目的文
件清单
3

2011 年实质性会议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文件
2011 年实质性会议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2011 年实质性会议的文件编制情况

A.

高级别部分
同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高级别政策对话
文件
《2011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大会第 118(II)号和第 52/180 号决议和理事会
第 1983/50 号决议)
《2011 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大会第 118(II)号和第 52/180 号决议和理事会
第 1990/52 号决议)
“执行教育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专题年度部长级审查
文件
秘书长关于执行教育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的报告(大会第 61/16 号决议第
10 段和理事会第 2008/258 号决定)
关于专题(待定)的专题讨论
文件
秘书长关于这一专题的报告(大会第 61/16 号决议，第 2 段(c))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报告的相关部分(理事会第 1079(XXXIX)号和第
1998/46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的相关部分(理事会第 2004/323 号决定)

__________________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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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业务活动部分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
大会和理事会政策建议的后续行动
文件
秘书长关于大会第 62/208 号决议后续行动所取得成果及所实行措施和进程的报
告(大会第 62/208 号和第 63/232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2009/1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驻地协调员制度运作情况，包括费用和益处的报告(大会第 62/208 号
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1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的执行局和理事机构在简化和统一联
合国发展系统方面采取的行动的报告(大会第 62/208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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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
大会第 6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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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8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大会第 6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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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8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的报告(大会第 48/162 号决议附件、大会第 62/208 号决
议和理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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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8 号决议以及理
事会第 1995/51 号决议)
南南合作促进发展
文件
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33/134 号决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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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协调部分
联合国系统在落实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0 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部长宣言方
面的作用
文件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落实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0 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
部长宣言方面的作用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7/272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包括第 61/16 号决议在内大会各项相关决议

2

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所起作
用的最新报告

D.

1

人道主义事务部分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报告(大会第 52/12 B 号决议
和理事会第 1999/208 号决定)

E.

常务部分
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执行情况和后续行动
文件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包括第 61/16 号决议在内大会各项相关决议

2

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所起作
用的最新报告

1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后续行动
文件
理事会主席编写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的高级别特别会议摘要(大会第 58/230 号决议)

1

《2001-2011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审查和协调
文件
秘书长关于《2001-2011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年度进
度报告(大会第 61/1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1/32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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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方案和其他问题
协调机构的报告
文件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31/93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2008(LX)号决议)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2010/11 年度概览报告(理事会第 2001/321 号决
定)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文件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相关各款(大会第 58/269 号决议)
信息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冲突后非洲国家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
文件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
任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9/6 号决议)
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会议日历
文件
2012 年和 2013 年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会议日历草案(理事会第 52(LVII)号
决定)
大会第 50/227 号、第 52/12 B 号、第 57/270 B 号和第 60/265 号决议的执行情
况
文件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包括第 61/16 号决议在内大会各项相关决议

2

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所起作
用的最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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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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LXIII)号决议)

1

区域合作
[专题待定]
文件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理事会第 1979/1 号决定)
五个区域经委会编写的各自区域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摘要(理事会第 1724(LIII)号
决议)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
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文件
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
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报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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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第
1995/304 号决定)
经济和环境问题
文件
秘书长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包括第 61/16 号决议在内大会各项相关决议

2

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所起作
用的最新报告

1

可持续发展
文件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3/207 号决定)
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079(XXXIX)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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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促进发展
文件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46/235 号决议，附件)
统计
文件
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768(LIV)号和第 1999/8 号决议)
人类住区
文件
秘书长关于协调执行人居议程的报告

1

环境
文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2997(XXVII)号和第
53/242 号决议)

1

人口与发展
文件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49/128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1995/209 号决定)
公共行政和发展
文件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1/45 号和第 2003/60 号决
议)
国际税务合作
文件
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4/69 号决议)
联合国森林论坛
文件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九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4/6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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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
文件
没有要求预发文件
制图
文件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二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理事会第 715 A(XXVII)号和第
1314(XLIV)号决议)
妇女与发展
文件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报告的相关章节(大会第 42/178 号决议和理事会
第 1987/2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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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报
告(理事会第 2009/19 号决议)
社会与人权问题
提高妇女地位
文件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1(II)号和第 1147(XLI)号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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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执行局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8(LX)号和第 2003/57
号决议)
社会发展
文件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0(II)号、第 1139(X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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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2/1 号决议)
麻醉药品
文件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9(I)号和第 1991/39 号决议)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0 年报告(《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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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报告(大会第 58/153 号决议)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
文件
没有要求预发文件
人权
文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四十五届和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88(LX)号和第 19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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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文件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十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2000/22 号决议)
联合国研究与训练机构
文件
联合国系统职员学院院长的报告(大会第 60/214 号决议)
联合国大学校长的报告(大会第 61/216 号决议)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的报告(大会第 62/210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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