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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内罗毕 
临时议程*项目 10 
人居署实施联合国发展系统和

管理改革的情况 

使人居署规划周期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进程保持一致** 

  执行主任的报告 

一、 背景 

1. 联合国人居大会（人居大会）在其关于“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新治

理结构过渡的安排”的第 1/3 号决定中认识到，必须使人居署的规划周期与四

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进程保持一致，特别是鉴于人居署的新治理结构，决定将进

一步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实现这一调整。 

2. 在 2019 年 11 月续会上，执行局通过载于 HSP/EB.1/11 号文件的第 2019/1
号决定，重申必须使人居署的规划周期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进程保持一致，

并请执行主任向执行局简要介绍实现这一调整的备选方案。 

3. 2017-2020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A/RES/71/243）是 2016 年 12 月 21 日

通过的，四年之后，联大第七十五届会议预计将于 2020年 12月通过 2021-2024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2021 年，联合国各实体理事机构将通过各自的 2022-
2025年期间战略计划。 

4. 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是联大评估联合国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效力、效率、

一致性和影响的机制，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发展与合作环境，确定联合国系

统发展合作和国家一级模式的全系统政策方向。因此，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是

联大的主要政策机制，用来确定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方案国家的发展努力的运

作方式。在联大通过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决议后，秘书长立即颁布一系列内部

文件，以指导秘书处执行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决议的执行段落。这些文件为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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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和联合国各实体制定各自战略计划的工作提供参考，使这些计划符合并有

助于确保全面政策审查的有效执行。 

二、 使人居署战略规划周期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机制保持一致

的备选方案 

5. 为了使人居署战略规划进程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机制和其他联合国实

体的战略计划保持一致，执行局不妨考虑下述三种设想情况。 

           A. 设想情况一：缩短已核准的人居署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并制定

一项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 
6. 在这种设想情况下，人居大会将缩短人居署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将该

计划减少两年，并通过一项新的人居署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这样一来，人

居署就能使战略规划与 2021-2024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保持一致，并与 2022-
2025 年四年期间其他联合国实体的战略计划保持同步。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人

居署秘书处将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始编制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人居大会将

在 2021 年（而非 2023 年）第二季度举行第二届会议，并通过 2022-2025 年战

略计划。四年后将以此类推，即联大在 2024 年第四季度通过 2025-2028 年四年

度全面政策审查，人居署秘书处在 2024 年第三季度开始编制新的战略计划，

2025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在第三届会议上通过 2026-2029 年战略计划。重要步

骤的流程如下： 

(a) 2020 年第三季度：人居署开始编制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 

(b) 2020 年第四季度：联大通过关于 2021-2024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的决议 

(c) 2021 年第一季度：秘书长提出计划，以执行联大关于 2021-2024 年

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决议 

(d) 2021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召开第二届会议并通过 2022-2025 年

期间战略计划 

(e) 2023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委任常驻代表委员会对2022-2025年战略

计划进行中期审查 

(f) 2024 年第三季度：人居署开始编制 2026-2029 年期间战略计划 

(g) 2024 年第四季度：联大通过关于 2025-2028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的决议 

(h) 2025 年第一季度：秘书长提出计划，以执行联大关于 2025-2028 年

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决议 

(i) 2025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召开第三届会议并通过 2026-2029 年

期间战略计划 

           B. 设想情况二：完整保留现有的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制定 2024-
2025 年期间两年临时战略计划，再制定 2026-2029 年期间战略计划 
7. 在这种设想情况下，人居大会将保留现有的人居署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

通过人居署 2024-2025 年两年期临时战略计划，然后再通过完整的人居署 2026-
2029 年四年期战略计划。如此一来，人居署就能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机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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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致，但要等到 2025-2028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才能同步。不过，在这一

设想情况中，人居大会将注意到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机制。它将通过常驻代表

委员会，把 2021-2024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纳入 2021 年第二季度对人居署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的中期审查中。人居大会在 2023 年第二季度通过人居署

2024-2025 年中期战略计划时，将纳入中期审查的建议。该设想情况的流程如

下： 

(a) 2020 年第四季度：联大通过关于 2021-2024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的决议 

(b) 2021 年第一季度：秘书长提出计划，以执行联大关于 2021-2024 年

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决议 

(c) 2021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委任常驻代表委员会在对 2020-2023 年

战略计划进行中期审查时审议 2021-2023 年全面政策审查，并就适当的方向调

整工作提供建议 

(d) 2022 年第三季度：人居署开始编制 2024-2025 年临时战略计划，同

时考虑到 2021-2023年全面政策审查，以及常驻代表委员会在对 2020-2023年战

略计划进行中期审查时建议的方向调整工作 

(e) 2023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召开第二届会议并通过 2024-2025 年

临时战略计划 

(f) 2024 年第三季度：人居署开始编制 2026-2029 年战略计划 

(g) 2024 年第四季度：联大通过关于 2025-2028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的决议 

(h) 2025 年第一季度：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计划，以执行联大关于 2025-
2028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决议 

(i) 2025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召开第三届会议并通过 2026-2029 年

期间战略计划 

           C.      设想情况三：将现有的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延长两年至

2020-2025 年期间，再制定 2026-2029 年期间战略计划 
8. 在这种设想情况下，人居大会将把人居署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延长至

2020-2025 年，为期六年。为了实现这一点，人居大会可在 2023 年如期举行会

议，以延长战略计划。人居大会将于 2025 年举行第三届会议，并通过人居署

2026-2029 年四年期战略计划。如此一来，人居署就能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机制实现一致，但要等到 2025-2028 年四年度审查才能同步。不过，在这一设

想情况中，人居大会也将注意到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机制。它将通过常驻代表

委员会，把 2021-2024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纳入 2021 年第二季度对人居署

2020-2023年战略计划的中期审查中。人居大会在 2023年第二季度把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延长到 2020-2025 年时，将把中期审查的建议纳入考虑。该设想情

况的流程如下： 

(a) 2020 年第四季度：联大通过关于 2021-2024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的决议 

(b) 2021 年第一季度：秘书长提出计划，以执行联大关于 2021-2024 年

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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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1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委任常驻代表委员会在对 2020-2023 年

战略计划进行中期审查时审议 2021-2023 年全面政策审查，并就适当的方向调

整工作提供建议，同时顾及将 2020-2023年战略计划延长至 2020-2025年期间的

可能性 

(d) 2022 年第三季度：人居署开始更新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可能延

长至 2020-2025年，并纳入 2021-2024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内容 

(e) 2023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召开第二届会议，通过将现有的 2020-
2023 年战略计划延长至 2020-2025 年期间 

(f) 2024 年第三季度：人居署开始编制 2026-2029 年战略计划 

(g) 2024 年第四季度：联大通过关于 2025-2028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的决议 

(h) 2025 年第一季度：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计划，以执行联大关于 2025-
2028 年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决议 

(i) 2025 年第二季度：人居大会召开第三届会议并通过 2026-2029 年

期间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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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调整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9. 下表分析比较了当前现状和三个设想情况的优缺点。考虑因素包括：各

设想情况需多久时间使战略计划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实现一致，对人居大会

届会频率和时间安排的影响、相对费用影响以及其他因素。 

需考虑的因素 现状 设想情况一 设想情况二 设想情况三 

调整速度 无调整 快速调整：

2022年 
 
体现 2021-2024
四年度全面政策

审查 

慢速调整：

2026 年 
 
2021 年中期和

2024-2025年临

时战略计划可体

现 2021-2024 年

四年度全面政策

审查 

慢速调整：

2026年 
 
2021年中期可在

延长至 2020-2025
年的战略计划中 
体现 2021-2024四
年度全面政策审查 

对人居大会时
间安排的影响 

2019年第一届

会议 
2023年第二届

会议 
2027年第三届

会议 

2019年第一届

会议 
2021年第二届

会议 
2025年第三届

会议 

2019 年第一届

会议 
2023 年第二届

会议 
2025 年第三届

会议 

2019年第一届

会议 
2023年第二届

会议 
2025年第三届

会议 

成本影响 每四年一次

届会的费用 
第一个四年期间

两次届会的费

用，第二个四年

期间一次届会的

费用 

第一个四年期间

一次届会的费

用，第二个四年

期间两次届会的

费用 

第一个四年期间

一次届会的费

用，第二个四年

期间两次届会的

费用 

其他影响 无法使战略计

划与四年度全

面政策审查实

现同步，也无

法确保战略计

划体现联合国

改革和其他联

合国机构的战

略计划 

2021年召开     
第二届会议将使

2020-2023年战

略计划无法全面

实施 

2023 年召开      
第二届会议可使

2020-2023年战

略计划得以全面

实施 

2023年召开       
第二届会议可使

2020-2023年战略

计划得以全面实

施并延长至 202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