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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方案计划的方案变动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本文件载有对 2020年拟议方案计划(A/74/6(Sect.19))以及 2020年方案

计划和业绩情况补充资料(ESCAP/75/INF/2/Rev.2)中所载的次级方案交付清

单的拟议变动，请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就此作出立法决定。 

拟议的变动主要是为了处理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以及经社会在

核可 2020年方案计划后通过的新任务对方案交付造成的影响。 

经社会不妨注意到，拟议的变动将有助于实现各相关次级方案的宗旨，

而且不产生额外的经常方案预算影响。拟议的变动将影响载于 2020 年拟议方

案计划和补充资料文件的 2020年计划应交付产出总数。 

经社会不妨审议拟议的变动，以期认可这些变动，并将其纳入 2020年应

交付产出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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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方案计划的拟议方案变动 

2020年方案计划和业绩情况 

补充资料中的应交付产出 

拟议变动 理由 

次级方案 1：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稳定、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3.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会议(1次) 

删除 

 

经社会届会会议的实质性服务

以前编入两年期工作方案的

“行政领导和管理”下。鉴于

2020 年方案计划中删除了

“行政领导和管理”，经社会

届会期间的会议场次(10 次)

分布在 9 个次级方案，即次级

方案 1-7 和 9 以及次级方案 8

构成部分 1和 3。 

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

流行，秘书处经与成员国协商

后，决定在 2020 年 5 月 21 日

以虚拟会议的形式举办经社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在这方面，

经社会届会的实质性服务次数

将从 10次减至 2次。 

由于经社会 2020 年的主题是

海洋，秘书处建议次级方案 4

和次级方案 8 的构成部分 1 中

的次数保持不变。 

次级方案 2.贸易、投资和创新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借助贸易、投资、创新、技术和企业发展，推动亚洲及太

平洋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7.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会议(1次) 

删除 

 

见次级方案 1 下提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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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方案计划和业绩情况 

补充资料中的应交付产出 

拟议变动 理由 

C.实质性应交付产出：协商、咨询和倡导 

 增加： 

向联合国中亚经济体

特别方案创新和技术

促进可持续发展专题

工作组提供咨询支助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

事会在 2019 年 11月举行的第

十四届会议上核准了联合国中

亚经济体特别方案创新和技术

促进可持续发展专题工作组的

职权范围。 

由于本次级方案将向这一专题

工作组提供咨询支助，建议增

加这一应交付产出，以反映本

次级方案的贡献。 

次级方案 3.交通运输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在亚太区域实现可持续的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物流和出行。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3.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会议(1次) 

删除 

 

见次级方案 1 下提供的理由 

次级方案 4.环境与发展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消除增长对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的不利影响，改善亚洲及太

平洋城乡环境中的人类福祉和共同繁荣。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5.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会议(6次) 改为： 

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

会议(2次)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和全球

各国实施的旅行限制，秘书处

经与成员国协商后，将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虚拟会议

的形式召开第七届亚太可持续

发展论坛。为亚太可持续发展

论坛提供的实质性服务次数将

从 6次减少到 2次。 

9.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水、

能源和环境专题工作组会议(2次) 

删除 

 

由于关于能源的次级方案 9 已

被指定担任该专题工作组的协

调角色，这一工作组会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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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方案计划和业绩情况 

补充资料中的应交付产出 

拟议变动 理由 

质性服务现在由次级方案 9 负

责。 

然而，次级方案 4 将继续为这

一专题工作组会议有关环境问

题的审议提供实质性投入。因

此，建议在“C.实质性应交付

产出：协商、咨询和倡导”下

增加关于这一次级方案支助专

题工作组的应交付产出。 

C.实质性应交付产出：协商、咨询和倡导 

 增加： 

向联合国中亚经济体

特别方案水、能源和

环境专题工作组提供

咨询支助 

见上文 

次级方案 5.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促进亚洲及太平洋数字包容和空间应用，以增强抗灾能力。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5.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会议(1次) 

删除 

 

见次级方案 1 下提供的理由 

11.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知

识型发展专题工作组会议(4次) 

改为：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

别方案创新和技术促

进可持续发展专题工

作组会议(4 次)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

事会在 2019 年 11月举行的第

十四届会议上核准将“联合国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知识型发

展专题工作组”更名为“联合

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创新和

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专题工作

组”。 

次级方案 6.社会发展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在亚洲及太平洋建立保护所有人、赋予其权能并确保其享受

平等待遇的包容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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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方案计划和业绩情况 

补充资料中的应交付产出 

拟议变动 理由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会议(1次) 

删除 

 

见次级方案 1 下提供的理由 

次级方案 7.统计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改进优质数据和官方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查阅性和使用

情况，支持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会议(1次) 

删除 

 

见次级方案 1 下提供的理由 

次级方案 8构成部分 3.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发展活动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构成部分 3 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根据次区域优先事项，加强区域合作和一体

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改善北亚和中亚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结构转型。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2.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会议(1次) 

删除 

 

见次级方案 1 下提供的理由 

次级方案 9.能源 

次级方案的宗旨： 

本次级方案致力促成实现的宗旨是确保亚洲及太平洋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

代能源。 

A.协助政府间进程和专家机构：实质性会议服务(三小时会议次数) 

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会议(1次) 

删除 

 

见次级方案 1 下提供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