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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任向执行局提交的 2020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人居署

活动最新情况 

1. 议程项目 3（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的最新情况 
1.1       财务状况 
会前文件 HSP/EB.2020/2：执行主任题为“2020-2023 年期间战略计划执行工作：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的报告 

1. 2019年 5月，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核准了人居署 2020-2023年战略计划，该计划

将通过连续 4个年度的工作方案和预算来实施。人居署执行局于 2019年 11月核

准了第一个（2020 年）工作方案和预算。该工作方案围绕 4 个新的次级方案来

组织工作，这些次级方案与 2020-2023年战略计划的变革领域直接挂钩。这些变

革领域将战略计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并力求实现：(a) 减少城乡连续

体各个社区中的空间不平等和贫困现象；(b) 加强城市和区域的共同繁荣；(c) 加
强气候行动和改善城市环境；(d) 有效预防和应对城市危机。这些次级方案结合

了人居署任务的规范和业务层面。除了制定标准、提出规范和原则、指导能力

建设和分享良好做法外，人居署还开展业务工作，为会员国提供专业技术支

持，协助其实施政策、战略、最佳做法、规范和标准。 

2. 人居署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了 2019 年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列

报了人居署的财务状况、财务执行情况、现金流和净资产。报表还列出了预算

和实际支出的对比。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人居署的财务状态概述如下： 

(a) 财务状况 

 资产：截至 2019 年底，人居署总资产为 4.761 亿美元。其中包括基金会专用基

金的 1.234 亿美元资产。 

 负债：全年负债总额为 1.547 亿美元。其中包括基金会专用基金的 2 970 万美元

负债。 

 净资产：净资产总额为 3.214 亿美元，其中共有 9 370 万美元来自基金会非专用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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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财务执行情况 

 收入：截至 2019 年底，总收入为 1.867 亿美元，其中包括基金会非专用账户的

总收入 520 万美元。 

 支出：截至 2019 年底，总支出为 1.904 亿美元，其中包括基金会非专用基金的

总支出 550 万美元。 

 盈余/赤字：人居署 2019年财务执行情况出现赤字 370万美元，其中包括基金会

非专用账户的赤字 30 万美元。 

3. 2021 年工作方案和预算正在编制中。该文件将提交人居署执行局下一次会议核

准。 

1.2       关于人居署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的最新情况 

会前文件 HSP/EB.2020/2/Add.1：关于人居署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的最新情况 

4. 执行主任通过其授权落实了人居署的结构调整工作，以确保建立更有效和高效

的交付机制。新结构体现了更紧密的整合，更透明的管理和业务做法。2020 年

1 月 2 日启用新结构，其构成包含三个司和一个整合而成的执行主任办公室。由

于预算有限，工作人员被横向调动到新的职位上。2020 年 5 月底前完成了机构

责任分配矩阵 RACI。这是各司、处、科和小组实施工作计划的基础。实现工作

计划交付成果的具体职责自上而下逐级落实到所有工作人员身上。同时还进行

了职位叙级的进程，并任命了协调人以确保效率。 

5. 2020 年 6 月 1 日，人居署内罗毕总部的结构调整完成，新结构由执行主任办公

室，对外关系、战略、知识和创新司，以及全球解决方案司组成。执行主任于

2020 年 1 月成立了一个任务小组，负责编制一份政策文件，以协助界定人居署

的全球部署。该政策文件预计将于 2020年 7 月 15日完成并提交执行主任。考虑

到人居署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挑战，

该政策文件建议加强各现有办事处，同时在内罗毕设立区域方案司。目前，区

域方案司的职权范围和 RACI责任矩阵都已完成。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秘书处

将完善政策文件并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包括通过征集意向程序设立新的办事

处。所有新办事处的设置都将与更广泛的联合国改革保持一致。将在执行局下

次会议上通报最新情况，以寻求会员国的指导意见。 

2. 议程项目 4（2021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年度工作方案草案及 
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预算草案的状况及相关讨论）的最新情况 
会前文件 HSP/EB.2020/4：执行主任关于 2021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年度工作方案草案

及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预算草案的报告 

6. 联合国正在实施秘书长牵头开展的一些改革，其中包括将两年期预算改为年度

预算。作为更广泛的联合国秘书处机构的一部分，人居署编制了第一个年度

（2020 年）工作方案和预算，目前正在执行中。人居署目前正在开展流程，以

核准 2021 年工作方案和预算。2021 年拟议预算为 2.647 亿美元，其中 3 390 万

美元来自基金会非专用基金，1 250万美元来自经常预算，4 400万美元来自基金

会专用账户，1.64 亿美元来自技术合作账户。拟议预算中还包括来自方案支助

活动的 1 03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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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议程项目 5（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所通过决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 
最新情况 
3.1       关于联合国全系统更安全城市和人类住区准则的第 1/2 号决议 

会前文件 HSP/EB.2020/13/Add.2：关于联合国全系统更安全城市和人类住区准则审查进程

的执行工作的概念说明 

7. 联合国全系统更安全城市和人类住区准则在 2020 年的实施工作推进了与联合国

机构和合作伙伴的工作安排，特别侧重于国家执行框架。正在与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最后确定一份联合方案编制框架文件，以期在国家一级

更广泛地采用更安全城市工具，并计划于今年 10 月在维也纳举行更安全城市资

源调动联合圆桌会议。“全球更安全城市网络”合作伙伴在世界城市论坛第十

届会议上介绍了对各项工具的审查，这将有助于对更安全城市工具包进行更

新，加入一项城市安全监测工具。与全球地方当局协会召开了“全球更安全城

市网络”的合作伙伴协商会议，以支持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同时加强更

安全城市战略。这些会议正在为拟议的国家同行审查进程调动有用的资源和伙

伴关系，以实施联合国全系统更安全城市和人类住区准则。然而，仍然需要争

取从会员国获得核心财政资源，以支撑 2020-2023 年期间的实施进程。 

3.2     关于加强能力建设以执行《新城市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城市层面的

工作的第 1/3 号决议 

会前文件 HSP/EB.2020/13/Add.1：旨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的能力建设

战略草案 

8. 该决议包括以下主要领域：(1) 起草一份能力发展战略草案，提交执行局审议；

(2) 根据 2020-2023 年期间战略计划，在资源允许范围内，制定强化和综合的能

力建设办法；(3) 支持会员国努力调动人力和财政资源，以制定和实施能力建设

方案。 

9. 能力建设战略草案已最终定稿，并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提交执行局方案、预算和

行政事项特设工作组。 

10. 目前正在根据人居署的结构调整以及应对 COVID-19 危机的背景，审议该决议

的主要组成部分。人居署的能力发展和培训小组目前正在拟订执行该战略的行

动计划草案。该草案将与上述战略一并提交给 2020 年 9 月举行的执行局会议。 

11. 根据与 COVID-19 全球危机有关的变化，能力发展和培训小组正在优先强化数

字能力建设，重点开发人居署的数字平台，并探索最佳和最有效的办法，以加

强人居署内部以及包括大学在内的主要合作伙伴的电子学习。 

3.3    关于通过人居署的工作实现性别平等以支持包容、安全、可持续的韧性城市和人类 
住区的第 1/4 号决议 

会前文件 HSP/EB.2020/13：执行主任关于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所通过决议和决定的执行进

展情况的报告 

12. 按照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和制定主流化政策的要求，通过项目审查委员会持续

进行了项目审查，以确保所有人居署项目和方案采用性别平等记分办法来处理

性别平等和其他社会包容问题。2020 年 1 月至 5 月期间，审查了超过 25 份项目

文件和 8 份概念说明，显著改善了相关问题的纳入情况。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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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城市的专家组会议，重点关注人权、残疾人以及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

能，以确定薄弱环节和解决方案，用于指导未来方案拟订。 

13. 在 2020 年的世界城市论坛第十届会议上，与新伙伴合作举办了两项侧重于性别

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大型活动；这些新伙伴包括多名市长、其他地方当局领

导人、民间社会组织以及性别问题咨询小组成员，他们参与活动并监测了人居

署内性别平等主流化的进展情况。 

14. 目前正在审查和更新“性别政策和计划”以及“性别平等行动计划”。经修订

的“性别政策和计划”将指导人居署按照新的 2020-2023年战略计划应对性别问

题，并确保其所有活动都体现并推进关于包容、反歧视和平等的全球共识。此

外，已委托对人居署内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情况进行评价。 

15. 人居署执行主任作为国际性别平等倡议者网络的理事会成员，将于 6 月启动国

际性别平等倡议者内罗毕中心，目前已招募 20 名成员，包括成员国代表和国际

机构负责人。 

3.4       关于加强城乡联系以促进可持续的城市化和人类住区的第 1/5 号决议 

会前文件 HSP/EB.2020/13：执行主任关于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所通过决议和决定的执行进

展情况的报告 

16. 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目前正在开展各项城乡联系活动（https:// 
urbanpolicyplatform.org/2020/05/12/un-habitat-plg-covid-19-response-activities/# 
1590068031747-2e7783e1-1416）。关于 COVID-19 时期城乡联系的系列网播研

讨会于 2020 年 4 月启动，吸引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关注。每周

一次的系列网播研讨会是不同国家和利益攸关方分享城乡联系方面反应和恢复

措施的平台。还发布了一份关于“城乡联系：指导原则和 COVID-19”的立场文

件，其中提到相关利益攸关方/国家的经验。此外，人居署还推出了第二期城乡

联系通讯，概述了世界城市论坛第十届会议在城乡联系方面的成果，并介绍了

关于 COVID-19 的专题。世界城市论坛第十届会议以及第一届城乡联系国际论

坛的其他成果报告已经完成并分发给各利益攸关方，其中包括概述了第一届城

乡联系国际论坛的行动和结论的“松阳共识”。有关城乡联系的更多信息，可

查阅：https://urbanpolicyplatform.org/urban-rural-lin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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