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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b) 

管理事项：2014-2015 两年期的

方案改动 

  

 

 

2014-2015 两年期的方案改动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载有 2014-2015 两年期工作方案(见 E/ESCAP/69/16 和 Corr.1)拟

议改动，提请经社会就这些改动作出立法决定。 

提出这些改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执行在经社会核准 2014-2015 两年期工

作方案后所通过的新任务。 

经社会不妨注意到，这些拟议改动将有助于实现各项相关预期成绩，而

且不会产生任何额外的经常方案预算问题。 

经社会不妨审议这些拟议改动，以便予以核准，并纳入 2014-2015 年工

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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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两年期方案拟议改动 

2014-2015两年期工作方案产出 拟议改动 理由 

次级方案 1：宏观经济政策和包容的发展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a) 提高了政策制订者和其他目标群体对发展趋势、新的问题、宏观经济挑战和促进经济增

长、减少贫穷和缩小发展差距方面的循证政策选择的理解 

实地项目： 

PB 156694 

提高了相关政策制订者和政府高

级官员制订与区域协调的宏观经

济政策的能力，以确保持续复

苏、减轻未来危机的影响，并维

持富有活力和包容的发展(2014-

2015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 

删除 该项目在 2011-2013 年完成。

该项目的工作内容将在 2014-

2015 年通过由联合国发展账户

资助的“在亚太区域建立一个

区域金融和货币结构，支持全

球金融改革” (10/11AR)来执

行。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c) 使成员国、特别是有特殊需要的国家设计和执行发展政策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实施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和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能力得到提高 

培训课程、研讨会和讲习班： 

PB 156691 

关于促进中亚经济体与本区域其

他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和南南合

作的高级别政策对话，重点放在

有特殊需要的国家，以此作为执

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后续行

动的一部分 (50人参加 )(2014

年)、(50人参加)(2015)(经常预

算/预算外)(1) 

删除 

 

 

缺乏预算外经费 

次级方案 4：环境与发展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c) 加强了环境、能源和水以及城市政策和战略方面的区域合作和网络联系，以促进包容的可

持续发展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PB 156834 

第七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

改为： 

亚太经社会环境与发展委

使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成

果与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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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两年期工作方案产出 拟议改动 理由 

部长级会议：全会(2015年)(经常

预算)(10) 

 

员会：(a)为会议提供实

质性服务：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全会(2015 年)(经

常预算)(6) 

(将由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

决定)保持一致，秘书处建议：

(a)将第七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

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从 2015 年推

迟至 2016 年；(b)在 2015 年举

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会议，以

替代部长级会议。这也将使委

员会会议能够成为部长级会议

筹备进程的一部分。 

立法会议文件： 

PB 156833 

第七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

部长级会议：环境与发展部长级

会议成果报告(2015 年)(经常预

算)(1) 

改为： 

亚太经社会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的报告(2015 年)(经常预

算)(1) 

同上 

PB 156835 

第七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

部长级会议：关于环境与发展部

长级会议相关问题的报告(2015

年)(经常预算)(1) 

改为： 

亚太经社会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关于环境与发展相

关重大问题的报告 (2015

年)(经常预算)(1) 

同上 

技术性资料： 

PB 156851  

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的成果文

件(2014年)(经常预算)(1) 

改为： 

支持落实亚洲及太平洋

能源论坛成果的分析研

究 (2014 年 、 2015

年 )( 经 常 预 算 / 预 算

外)(2) 

2013 年 5 月 27 日至 30 日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亚洲及

太平洋能源论坛的成果文件

(E/ESCAP/APEF/3)，其中载有

《亚洲及太平洋开展区域合作

增强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利用能

源部长级宣言》和《行动计

划》(2013 年发布)。为了支

持这些成果的落实，秘书处提

议，在通过审查进程收集的数

据和信息的基础上编写分析研

究。 

次级方案 6：社会发展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b) 亚洲及太平洋为执行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保护(尤其是为弱势群体)的国际承诺加强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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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两年期工作方案产出 拟议改动 理由 

合作并提高了能力 

实地项目： 

 增加： 

社会保护系统，包括对老

年人的收入支助(2014-

2015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1) 

 

根据亚太经社会第 67/8 号决议

“增强亚洲及太平洋的社会保

护体系”和第 69/14 号决议 

“《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

计划》亚太实施进展审查曼谷 

声明的执行情况”。 

该项目由大韩民国政府资助。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d) 为促进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权利加强了区域合作并提高了能力。 

实地项目： 

 增加： 

推动在亚洲及太平洋以包

容残疾人的方式减少和管

理灾害风险  (2014-2015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 

根据《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

“切实享有权利”仁川战略》

目标 7。 

该项目由日本政府资助。 

 增加： 

改善亚洲和太平洋残疾人

无障碍享用物质环境、公

共交通、知识、信息和通

信 的 条 件 (2014-2015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 

根据《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

“切实享有权利”仁川战略》

目标 3。 

该项目由中国政府资助。 

次级方案 7：统计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b) 提高了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根据国际商定的标准和良好做法编制、传播和使用统计数据的能

力，以推进建设包容的、可持续和具有抵御能力的社会的工作。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会议： 

PB 162393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负责民事登记

和人口动态统计的部长联合论坛

(2014 年 )( 经 常 预 算 / 预 算

外)(10) 

改为：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

和人口动态统计部长级

会议(2014 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10) 

修改的产出名称更好地反映了

会议的目的和预期的参与者，

符合亚太经社会第 69/15 号决

议“亚洲及太平洋改进民事登

记和人口动态统计高级别会议

成果的执行工作”。 



E/ESCAP/70/21 

 

B14-00207  5 

2014-2015两年期工作方案产出 拟议改动 理由 

立法会议文件： 

PB 162395 

亚洲及太平洋负责民事登记和

人口动态统计的部长联合论

坛：亚洲及太平洋负责民事登

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部长联合

论坛的报告(2014 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1) 

改为：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

和人口动态统计部长级

会议：亚洲及太平洋民

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

部长级会议报告 (2014

年 )( 经 常 预 算 / 预 算

外)(1) 

修 改 的 产 出 名 称 反 映 了

PB162393 中的政府间会议的修

改名称。 

PB 162396 

亚洲及太平洋负责民事登记和

人口动态统计的部长联合论

坛：关于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

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相关问题的

报告(2014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1) 

改为：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

和人口动态统计部长级

会议：关于亚洲及太平

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

统计相关问题的报告 

(2014 年)(经常预算/预

算外)(1) 

同上 

特设专家组： 

 增加：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

和人口动态统计部长级

会议筹备工作专家会议

(2014 年)(经常预算/预

算外)(1) 

这一改动反映了举办一次全面

的筹备会议的必要性，以便就

部长级会议的成果文件草案开

展初步谈判。出席会议的专家

由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民事

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指导

小组成员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

非政府组织民事登记和人口动

态统计伙伴关系的成员和其他

专家组成。专家会议的成果将

提交部长级会议审议。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