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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十四届会议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13 日，印度新德里 

临时议程项目 3(c) 

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层面有效执行《公约》 

政策框架和各个专题的后续工作 

性别 

 

  政策框架和各个专题的后续工作：性别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在第 30/COP.13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和全

球机制主动寻求合作伙伴，推出《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并为缔约方试行该行动

计划提供支持。此外，该决定还请秘书处促进各方围绕《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

有效性开展磋商，向缔约方报告磋商结论，并就可对《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作出

的修订提出建议，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审议。 

 本文件概述了秘书处、全球机制及其合作伙伴为支持各国推出《性别问题行动

计划》所作的努力，并列明了为进一步改进行动计划及其执行工作而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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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是第

30/COP.13 号决定的结果，目的是支持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防治荒漠

化公约〉2018-2030 年战略框架》(《2018-2030 年战略》)，并加强执行《性别问

题倡导政策框架》(第 9/COP.10 号决定)。自《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三届会议

(第十三届缔约方会议)通过《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以来，它一直是秘书处和全球

机制开展与性别问题有关的活动的支柱。 

2. 在第十三届缔约方会议上，缔约方请秘书处和全球机制与里约三公约、联合

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及其他相关联合国实体、国际组织和

发展伙伴建立伙伴关系，推出上述行动计划，并为缔约方试行该行动计划以及在

执行《公约》过程中加强协同增效和促进妇女和女童的增权赋能提供支持。同一

决定(30/COP.13)请秘书处：(a) 视获得资源的情况，促进缔约方、《防治荒漠化

公约》下设机构、联合国实体以及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利害关系方在第十四

届缔约方会议以前，根据试行经历，围绕《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有效性开展磋

商；(b) 向缔约方报告磋商结论，并就可对《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作出的修订提

出建议，供第十四届缔约方会议审议，以期进一步改进该行动计划及其实施工

作；(c) 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报告该决定的执行情况。 

3. 本文件概述了秘书处、全球机制和其他伙伴的主要活动和提供的支持。 

 二. 实施《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向各国提供支持 

4. 第十三届缔约方会议通过的《〈防治荒漠化公约〉2018-2030 年战略》为缔

约方和秘书处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确保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该项战略铺平

了道路。缔约方会议通过了《未来的战略框架》(7/COP.13)，要求《防治荒漠化

公约》所有利害关系方和伙伴考虑到采取对性别敏感的政策和措施的必要性，努

力确保男女都能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各级的规划、决策和执行工作，并在受影响地

区加强对妇女、女孩和青年的赋权。《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将支持以促进性别平

等的方式执行《2018-2030 年战略》。 

5. 在本两年期内，秘书处和全球机制与其主要合作伙伴妇女署、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自然保护联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适应型生态系统和荒漠化问题全球政策

中心(开发署全球政策中心)一道，优先支持执行拟议的《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中

的关键内容，以协助缔约方努力增加受益于实行土地退化零增长以及缓解干旱和

风险努力的妇女所占比例。1 

  

 1 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2018-2021 年成果框架，战略目标 2：

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2018-2021 年主要成果：在处理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计划中

越来越多地考虑到性别问题，第 1/COP.13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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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土地退化零增长 

6. 为了支持各国努力制定一条更加系统地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实行土地退化

零增长的途径，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与妇女署和自然保护联盟建立了伙伴关系，以

协助各国设计促进性别平等的土地退化零增长变革性项目和方案。 

7. 全球机制与秘书处合作，并经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专家审查，为土地退化零

增长变革性项目和方案制定了一份清单，2 以支持国家一级的项目开发商及其技

术和资金合作伙伴设计有效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土地退化零增长变革性项目和方

案。它对性别问题的大力强调被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设定方案最终评估报告3 认

为有可能“对变革性项目和方案的设计――从而对执行土地退化零增长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全球环境基金正在利用该项清单为其供资决定提供参

考”。4 

8. 全球机制与妇女署和自然保护联盟一道，就将性别问题纳入《防治荒漠化公约》

的执行工作提供了技术咨询和政策指导。5 在圣卢西亚，就加勒比6、菲律宾7 和

赞比亚8 的分区域土地退化零增长变革性项目举办了三次关于将性别观点纳入土

地退化零增长方案拟订工作主流的技术讲习班。截至 2019 年 5 月，包括民间社

会组织和妇女农业团体在内的 100 多个国家协调中心接受了关于如何将性别观点

纳入土地退化零增长项目周期的培训。 

9. 还计划与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合作在非洲举办更多的区域研讨会，并与亚洲森

林合作组织合作在亚洲举办更多的区域研讨会。 

10. 妇女署与自然保护联盟和《防治荒漠化公约》合作编写的“支持将性别平等

纳入土地退化零增长项目制定工作手册”将在第十四届缔约方会议上推出，该手

册反映了研讨会期间吸取的经验教训。该手册为缔约方提供了关于在设计土地退

化零增长变革性项目时结合性别问题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分步指导。 

11. 最后，为了有系统地将性别层面纳入土地退化零增长工作，并在潜在的土地

退化零增长变革性项目和方案中处理性别问题的各个层面，编写了一系列政策简

报，包括一份关于性别平等和土地退化零增长的政策简报，以及带有强烈性别观

点的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水、农业等其他专题的政策简报。 

  

 2 https://knowledge.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2018-09/LDN%20TPP%20checklist%20final%20 

draft%20040918.pdf。 

 3 《防治荒漠化公约》/自然保护联盟(2019 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设定方案。最终评估报告。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relevant-links/2019-04/LDNTSP-EvalReport%20final.pdf>。 

 4 《防治荒漠化公约》/自然保护联盟(2019 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设定方案。最终评估报

告，第 22 页。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relevant-links/2019-04/LDNTSP-EvalReport%20final.pdf>。 

 5 根据《防治荒漠化公约》2018-2021/2018-2019 年成果框架，战略目标 2：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

活条件，2018-2019 年关于将性别问题和促进性别平等纳入《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工作和变

革性零增长项目设计的主要产出、技术咨询、政策指导和伙伴关系，第 1/COP.13 号决定。 

 6 2018 年 9 月。 

 7 2018 年 10 月。 

 8 2019 年 5 月。 

https://knowledge.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2018-09/LDN%20TPP%20checklist%20final%20%20draft%20040918.pdf
https://knowledge.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2018-09/LDN%20TPP%20checklist%20final%20%20draft%20040918.pdf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relevant-links/2019-04/LDNTSP-EvalReport%20final.pdf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relevant-links/2019-04/LDNTSP-EvalReport%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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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外，还设立了一个性别问题服务台，以审查建议的土地退化零增长变革性

项目和方案及国家抗旱计划，9 以加强对性别问题的应对能力。截至 2019 年 5

月，5 个国家和 1 个区域通过性别问题服务台收到了关于如何将性别问题纳入其

土地退化零增长项目建议的咨询和指导意见。 

 B. 干旱 

13. 根据第 1/COP.13 号决定，10 秘书处、全球机制及其合作伙伴为支持抗旱倡

议(第 29/COP.13 号决定)提供了与性别和干旱问题有关的技术咨询。编写了一份

指导文件，强调国家抗旱示范计划中的性别问题切入点，11 以协助各国顾问制

定促进性别平等的国家抗旱计划。性别问题服务台向四个国家提供了进一步支

助，该服务台对提交的国家抗旱计划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评论。 

14. 此外，开发署全球政策中心目前正在支持三个国家试点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

国家抗旱计划。 

 C. 沙尘暴 

15. 秘书处与妇女署一道采取了将性别观点纳入防治沙尘暴12 工作的初步步

骤。审查了《关于评估和处理沙尘暴所致风险的信息和指南汇编》，以确保在整

个汇编中考虑到性别因素。这份汇编将提交第十四届缔约方会议。 

 D. 执行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政策的联合国全系统性别

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行动计划13 

16. 随着《联合国全系统行动计划》的推出，秘书处在加强其在性别平等问题上

的问责方面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由妇女署管理的《联合国全系统行动计划》是

联合国共同制度中第一个统一的问责框架，其目的是加快和支持在联合国系统各

实体的所有职能中加强性别问题主流化和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秘书处于

2019 年 1 月提交了首份《联合国全系统行动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对《防治荒

漠化公约》性别平等主流化的现状进行评估，14 并指出可能需要改进的领域。 

  

 9 国家抗旱计划是在第 29/COP.13 号决定抗旱倡议的范围内制定的。 

 10 见脚注 1。 

 11 《防治荒漠化公约》(2018 年)：制定国家抗旱计划的准则和背景文件，第 66-79 页：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relevant-links/2018-06/model%20drought%20plan.pdf>。 

 12 第 31/COP.13 号决定。 

 13 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政策(CEB/2006/2)。 

 14 2018 年《联合国全系统行动计划》报告回合的结果在编辑时尚未公布。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relevant-links/2018-06/model%20drought%20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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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为实施《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开展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活动 

 A. 能力建设 

17. 针对国家联络中心和各公约的其他利害关系方进行的关于将性别观点纳入里

约三公约主流的知识和培训需求调查的总体结果15 明确表明，在设计和管理项

目时非常需要关于性别问题的培训，关于性别与环境的培训，以及关于在制定和

评价政策过程中的性别问题的培训；为此，秘书处及其合作伙伴组织并参与了一

系列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活动。 

 1. 关于性别与环境的开放在线课程 

18. 由全球环境基金和小额赠款方案牵头，与全球环境基金性别平等伙伴关系合

作，在自然保护联盟、妇女署、开发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包括《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以及《巴塞尔公

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的参与下，

开发了一个关于性别与环境的开放式在线课程。16 

19. 题为“性别与土地退化”的课程第四单元说明土地退化如何与社会因素密切

相关，强调要有效应对这一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考虑到性别因素。其

中提出了有关的国际/国家文书和行动建议，包括促进妇女的能动的建议。用户

可获得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变革促进者的知识和工具。

课程提供了事实和数字，关于性别与环境之间关键联系的信息，以及与性别与环

境有关的全球国际框架。截至 2019 年 5 月，有 300 多个用户成功完成了第四单

元并获得了证书。 

 2. 土地退化零增长中的性别问题培训课程 

20. 为了提高《防治荒漠化公约》国家联络中心和其他有关利害关系方在性别平

等主流化技能方面的能力，以便更好地管理土地退化零增长变革性项目和方案，

妇女署、自然保护联盟和秘书处在土壤问题领导能力研究所和安卡拉倡议的资助

下，在《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审评委第十七届会议)期间举

办了一期培训班。培训为学员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分步方法，包括从基于性别的角

度制定成功项目的提示和指导方针，以加强土地退化零增长变革性项目和方案对

性别问题的应对能力，从而有助于在知情的情况下执行《〈防治荒漠化公约〉性

别问题行动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的主题有：第 1 单元：社会性别主流

化入门；第 2 单元：与性别问题有关的法律框架和环境；第 3 单元：性别与环境

(包括性别与土地退化零增长)；第 4 单元：将性别观点纳入项目周期；第 5 单

元：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的性别要求；第 6 单元：在执行里约三公约中

  

 15 《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2017 年)：

关于将性别观点纳入里约三公约主流的知识和培训需求调查，总体调查结果，未公布。 

 16 该课程是免费的，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www.uncclearn.org/open-online-course-gender- 

and-environment>。 

https://www.uncclearn.org/open-online-course-gender-and-environment
https://www.uncclearn.org/open-online-course-gender-and-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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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别问题有关的任务方面的协同作用；第 7 单元：《〈防治荒漠化公约〉性别

问题行动计划》。共有 12 名学员17 参加了培训，培训广受欢迎并获得了成功。 

 B. 提高认识活动 

21. 在本两年期内，秘书处、全球机制及其合作伙伴的优先事项侧重于将性别观

点纳入主流，并通过开展提高认识活动向缔约方提供相关支持。 

22. 2018 年 9 月 27 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组织了

一场题为“适应气候变化，通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增强妇女权能”的高级别

部长级早餐活动。该项活动由芬兰和坦桑尼亚常驻代表团与妇女署、《防治荒漠

化公约》和其他各方联合主办。 

23. 《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发表了两篇专门讨论性别平等问题的意见书。

Monique Barbu18 在她的文章中着重阐述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以及《〈防治荒

漠化公约〉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如何能够支持各国在《防治荒漠化公约》进程中

应对性别问题。在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上，《防治荒漠化公约》新任执行秘书

Ibrahim Thiaw 强调，科学和技术可以为农村妇女提供应对日常挑战的新机会，

但只有通过有保障的土地权、资金和教育，创造有利环境以获得这些选择机会，

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19 

24. 《防治荒漠化公约》还与波恩的联合国其他组织一道，于 2019 年 3 月 8 日

庆祝了国际妇女节。今年的庆祝活动将妇女和女孩为妇女和女孩所作的创新置于

消除性别平等障碍、加快增强妇女权能和改善社会保护制度的努力的核心。 

25. 为纪念《防治荒漠化公约》25 周年，并作为其《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执行

工作的一部分，秘书处在 3 月份发起了一场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和女孩权能

的宣传运动。3 月上半月，秘书处发表了关于赋予妇女和女孩权能的报道，特别

是《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中所述的情况。20 

 四. 报告《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26. 尽管《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建议使用国家报告来记录在执行《防治荒漠化公

约》过程中为处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所作的努力，21 但《性别问题行动

计划》推出较晚，这意味着 2017-2018 年的报告进程没有包括报告《性别问题行

  

 17 参加人数相对“低”的原因是，参加《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人数普遍

偏低，而且同时举行了四个培训班。 

 18 Barbut, Monique(2018 年)：We Must Talk to Each Other to Solve Gender Inequality:  

<http://www.ipsnews.net/2018/03/must-talk-solve-gender-inequality/>。 

 19 Thiaw, Ibrahim: (2019 年)：Smart Tech Will Only Work for Women When the Fundamentals for Its 

Uptake Are in Place: <http://www.ipsnews.net/2019/03/smart-tech-will-work-women-fundamentals-

uptake-place/>。 

 20 <https://www.unccd.int/actions/actions-around-world>。 

 21 《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 年)。《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章节监测和报告：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8-01/GAP%20ENG%20%20low%20res_0.pdf。 

http://www.ipsnews.net/2018/03/must-talk-solve-gender-inequality/
http://www.ipsnews.net/2019/03/smart-tech-will-work-women-fundamentals-uptake-place/
http://www.ipsnews.net/2019/03/smart-tech-will-work-women-fundamentals-uptake-place/
https://www.unccd.int/actions/actions-around-world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8-01/GAP%20ENG%20%20low%20res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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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或性别相关事项的任何具体切入点。随后为在报告手册中突出报告性别

问题和《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切入点22 所作的努力，包括推出一部相关的电

子学习视频，还是不够的。因此，在 2018-2019 年报告进程中提供的关于性别问

题或《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信息仍然局限于国家报告中提供的关于妇女和青年

参与促进替代生计方面的数据。23 

 五. 在《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上就《性别问

题行动计划》进行协商 

27. 秘书处根据第 30/COP 13 号决定，促进了缔约方、《防治荒漠化公约》下设

机构、联合国实体以及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利害关系方围绕《性别问题行动

计划》的有效性开展磋商。 

28. 磋商题目为：“《〈防治荒漠化公约〉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作为改善受影响

人口生活条件的工具：初步经验和前进之路”，磋商及相关文件24 为提供反馈

和/或分享实施《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方面的初步经验、利用合作伙伴和缔约方

的专门知识改进今后的做法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机会。 

29. 在讨论期间，25 缔约方重申，《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是将性别问题纳入主

流行动的良好起点，并进一步支持强化能力建设和宣传工作，以加强实施《性别

问题行动计划》，为此除其他外，特别是但不限于制定实用指南、工具和政策指

南，尤其是但不限于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设定方案和土地退化零增长变革性项目

和方案。缔约方还强调，需要在国家一级创造有利的扶持性环境，使《公约》的

执行工作能够促进性别平等，促进变革，并建议开展消除结构障碍和歧视性规范

的政策和法律改革；采取行动，促进妇女的组织、集体发言权和在领导和决策层

中代表性，并为妇女提供有保障的土地权。为了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加强对

《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监测和评价，缔约方建议审查报告模板，包括业绩审评

和执行情况评估系统，使缔约方能够报告与《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结合和影响

有关的进展情况。 

  

 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FfuS0WAnA&list=PLYKtFP8Y-QClJcCwgUD31xfg 

DJOC_HvhC&t=0s&index=12>。 

 23 2017-2018 年报告进程性别平等成果摘要载于 ICCD/CRIC(17)/CRP.1 号文件：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9-01/ICCD_CRIC%2817%29_CRP.1-

1900678E.pdf>。 

 24 ICCD/CRIC(17)/CRP.1。该文件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为促进知情讨论而编写的：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9-01/ICCD_CRIC%2817%29_CRP.1-

1900678E.pdf>。 

 25 磋商的详细结果载于 ICCD/CRIC(17)/9 号文件：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9-04/cric9%20-%20advanc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FfuS0WAnA&list=PLYKtFP8Y-QClJcCwgUD31xfg%20DJOC_HvhC&t=0s&index=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FfuS0WAnA&list=PLYKtFP8Y-QClJcCwgUD31xfg%20DJOC_HvhC&t=0s&index=12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9-01/ICCD_CRIC%2817%29_CRP.1-1900678E.pdf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9-01/ICCD_CRIC%2817%29_CRP.1-1900678E.pdf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9-01/ICCD_CRIC%2817%29_CRP.1-1900678E.pdf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9-01/ICCD_CRIC%2817%29_CRP.1-1900678E.pdf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9-04/cric9%20-%20adv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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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结论和建议 

30. 在 2017-2018 两年期内，《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为秘书处在性别相关问题上

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框架。 

31. 《性别问题行动计划》要取得有意义的成果，执行《公约》要促进性别平等

和促进变革，就必须在国家层面创造一个有利的扶持性环境。扶持性环境的特点

是执行政策和法律改革，消除阻碍妇女和男子参与和受益于干预措施的结构性障

碍，从而实现性别平等。这重点说明，政府是实现变革的关键方。 

32. 为了使《公约》的执行工作能更好地促进性别平等，并将《性别问题行动计划》

转化为国家行动方面，就必须在《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所确定的目标和优先行动

与当地实际行动之间取得密切契合。据此，缔约方明确表示，土地倡议应促进符

合《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做法。26 然而，这需要事先理解性

别、土地退化相关挑战和《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之间的联系，了解将性别观点纳

入主流的原则，并系统地应用和执行有关工具，如进行性别分析、制定按性别分

列的指标、拟订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等。 

33. 与此特别相关的是，性别平等问题服务台和技术研讨会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

支持，并揭示了国家和区域层面在性别平等主流化方面存在的巨大知识空白。 

34. 在土地退化零增长范围内提出的意见可以推广至抗旱和性别观点主流化工

作。在审查一些国家抗旱计划方面取得的初步经验突出表明，需要更多的援助。

国家干旱管理政策与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因为缓发性灾害对男子和妇女的影响不

同。这些差异需反映在国家抗旱计划的所有三个支柱27 中。 

35. 为监测和评价《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是否成功，应审查《防治荒漠化公约》

的报告进程，以便更好地查明和了解阻碍执行《公约》的性别差距的原因，并设

计消除这种差距的行动。 

36. 为了帮助国家缔约方实现其与性别问题有关的目标，秘书处、全球机制和有

关《防治荒漠化公约》下设机构，包括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务必在审查任何环

境和/或社会现象、政策或进程时，系统地将性别问题纳入其整个工作周期，以

确保男女平等受益，不让不平等持续下去。 

37. 根据这一结论，缔约方会议不妨在第十四届会议上审议以下内容： 

 (a) 强调需要在国家层面创造扶持性环境，使《公约》的执行促进性别平

等，促进变革，包括： 

(一) 实施政策和法律改革，消除结构性障碍，如不平等的继承权或土地保有

权、歧视性规范、性别角色和陈规定型观念；让全体社会成员都参与《公约》

的执行工作并从中受益； 

(二) 促进妇女的组织、集体发言权和在领导和决策层中代表性； 

  

 26 第 3/COP.13 号决定。 

 27 干旱危险管理和预警系统；2) 脆弱性和风险评估；3) 干旱的防备、缓解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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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地方到国家层面促进让妇女参与的协商进程，以促进国家对计划和

方案的自主权； 

(四) 在其他计划和项目设计的一开始就协调和纳入性别平等需求； 

(五) 为妇女提供有保障的土地保有权； 

 (b) 通过以下方式继续支持《防治荒漠化公约》国家缔约方将性别观点纳

入主流、实施《性别问题行动计划》： 

(一) 通过性别问题服务台和培训，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土地退化零增长变革

性项目和方案和国家抗旱计划提供额外支持； 

(二) 举办、最好是在区域层面举办与性别问题有关的能力建设讲习班，以

支持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包括使用性别分析、制定按性别分列的指标(包

括收集数据)、拟订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等工具； 

 (c) 确保秘书处和全球机制继续与里约三公约、妇女署、联合国实体、国

际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开展协作并建立伙伴关系，以便： 

(一) 加强提高认识活动和《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实施工作； 

(二) 支持缔约方落实行动计划并在执行《公约》过程中加强协同作用和促

进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三) 进一步探讨如何改进《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并进一步制定工具和指

南，供缔约方在《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专题领域和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

行《公约》时使用； 

 (d) 与相关伙伴合作，探讨现行报告机制的模式，如模板和工具，包括业

绩审评和执行情况评估系统，以便： 

(一) 在适用和可用的情况下收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 

(二) 在报告模板和业绩审评和执行情况评估系统中列入专门一节，供缔约

方报告在实施《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 

(三) 在《防治荒漠化公约》报告中纳入《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指标；28 

(四) 制定准则和开展能力建设，支持缔约方履行《公约》规定的与《性别

问题行动计划》有关的报告义务； 

  

 28 《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优先领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和相关指标保持一致。《性

别问题行动计划》优先领域一，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5 实现；相关指标 5.5.1：(a) 

国家议会和(b) 地方政府中妇女所占席位比例；5.5.2：妇女担任管理职位比例。《性别问题行

动计划》优先领域二，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1 实现；相关指标 1.1.1：在国际贫困

线以下人口比例，按性别、年龄、就业状况和地理位置(城市/农村)分列。《性别问题行动计

划》优先领域三，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a 实现；相关指标 5.a.1：(a) 拥有农业用地

所有权或有保障的权利的农业总人口比例，按性别分列；(b) 农业用地所有者或权利承担者中

妇女的比例，按所有权类型分类；5.a.2：法律框架(包括习惯法)保障妇女享有平等土地所有权

和/或控制权的国家比例。《性别问题行动计划》优先领域四，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4.7 实现；相关指标 4.7.1：(一) 全球公民教育和(二) 可持续发展教育，包括性别平等和人权

教育是否纳入各级(a) 国家教育政策；(b) 课程；(c) 师资教育；(d) 学生考评；5.b.1 拥有手机

的人口比例，按性别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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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通过以下方式加强秘书处和全球机制与性别问题有关的能力： 

(一) 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能力，以加强对《性别问题行动计划》实施工作

的支持； 

(二) 并定期向所有工作人员提供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方法、工具和技巧方面

的培训，以加强在所有工作领域系统的性别平等主流化工作，并支持落实联

合国全系统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