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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55/581/Add.5)通过]  

55/194. 全面审查和评价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成果执行
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审议范围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 生境议程 1 第 218段 以及大会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

成果的执行情况的 1996年 12月 16日第 51/177号决议和 1998年 12月 15日第

53/180号决议 其中大会决定于 2001 年 6月举行全面审查和评价会议成果执行

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 并决定人类住区委员会应担任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  

 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大会分别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成果的执行情况和关于

会议的后续活动的 1999年 12月 22日第 54/208号决议和第 54/209号决议 2 

 铭记铭记铭记铭记人类住区委员会分别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的后续活动和

关于全面审查和评价 生境议程 执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工作的 1999年 5

月 14日第 17/1 号和第 17/14号决议
2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人类住区委员会担任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关于 2000 年 5 月 8 日至 12

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一届实质性会议的报告 3 

 还注意到还注意到还注意到还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协调执行 生境议程 的情况的报告 4 

                                                           
1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的报告 1996年 6月 3日至 14日 伊斯坦布尔 (联合国出

版物 出售品编号 C.97.IV.6) 第一章 决议 1 附件二  

2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8号 A/54/8 附件一 A节  

3
 A/55/121  

4
 A/55/83-E/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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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审查和评价生境议程执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果 

 1.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特别会议应取得下列成果  

 (a) 重新肯定 生境议程
1 的目标和承诺 审查执行状况 包括确定进度

差距 障碍和挑战  

 (b) 为将来的行动制定总体优先事项  

 2.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人类住区委员会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常设机构 作为联合

国系统内在执行 生境议程 方面的一个中央监测和协调机构的作用  

 3. 还强调还强调还强调还强调联合国人类住区 人居 中心目前在支助 生境议程 的执行方

面的作用  

 4. 又强调又强调又强调又强调 尽管认识到执行 生境议程 是每个国家的主权权利和责任

但 生境议程 所规定的国际合作在执行 生境议程 方面仍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  

 

二.关于生境议程伙伴和观察员参加特别会议的安排 

 

 1.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地方当局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生境议程伙伴的代表可在全面审查和

评价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成果执行情况的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和

专题委员会上发言  

 2. 还决定还决定还决定还决定 鉴于时间许可 少数地方当局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生境议程伙

伴的代表也可在特别会议全会辩论中发言 请大会主席及时向各会员国提出选定

的生境议程伙伴名单 以予核可 还请大会主席考虑到生境议程伙伴的地域分配

和多样性 确保在平等 透明的基础上选定发言名单  

 3. 又决定又决定又决定又决定观察员可根据大会规则和程序 在全体会议辩论中发言  

 4.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关于认可生境议程伙伴参加特别会议的安排绝不得为大会其他特

别会议开创先例  

三.关于认可生境议程伙伴参加特别会议的安排 

 

 1.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认可下列实体参加特别会议  

 (a) 获准参加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的生境议程伙伴  

 (b)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但不包括申请具有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但被拒绝的非政府组织或其理事会咨商地位被撤销或中

止的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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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还决定还决定还决定还决定认可未获准参加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其他有利害关系

的 相关的生境议程伙伴参加会议的事宜应由筹备委员会审查 条件是它们须最

迟在 2001 年 2 月 9 日将认可申请提交给由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组成的委

员会 申请书应载有下列资料  

 (a) 该组织的宗旨  

 (b) 关于该组织在与特别会议议题相关的领域所开办的方案和活动的说明

其中应指出这些方案和活动在哪个或哪些国家开办  

 (c) 关于该组织在国家 区域或国际三级开展活动的证明  

 (d) 该组织的年度报告或其他报告副本 包括财务报表以及财政来源和政府

捐助等各类捐助的清单  

 (e) 开列该组织理事机构成员及其国籍的清单  

 (f) 该组织成员的情况 包括成员总数 成员或成员组织的名称及其地域分

布情况  

 (g) 该组织的章程和/或附则副本  

又决定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应在 2001 年 2月 19日前向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提交

业已提出申请的伙伴名单 该名单应载列有关资料 说明每个伙伴的主管范围和

与特别会议议题的相关性 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应在无异议的基础上决定是否

认可这些伙伴参加会议  

 3. 请请请请秘书长广为散发关于认可参加特别会议的程序的全部现有资料  

 4.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以上开列的关于认可参加特别会议的安排绝不为大会其他特别会

议开创先例  

四.在地方 国家和区域三级采取的行动 

 

 1. 吁请吁请吁请吁请所有国家加强基础广泛 人人参与 性别平衡的国家生境问题委员

会或类似的协商机制 审查地方和国家行动计划并就此提出报告 同时通过协商

机制 进一步协调和支助在地方和国家两级执行 生境议程  

 2. 敦促敦促敦促敦促各国在评析和监测在地方 国家和区域三级执行 生境议程 的情

况时 着重于有关政策和评价方法的关键承诺 并建议各国确定最佳做法 包括

有利于以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方式执行 生境议程 的政策 立法和示范性行动计

划 推动应用于建造负担得起的住房的低成本建筑技术的研究 并支助所有这类

知识的转让以确保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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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特别会议应有助于就地方 国家和区域三级执行 生境议程 的经

验交流意见  

五.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和作用 

 

 1.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各会员国将不同的伙伴群体为进一步执行 生境议程 而作出的贡

献纳入其国家报告 并考虑将伙伴群体纳入基础广泛 性别平衡的国家代表团  

    2.    请请请请联合国人类住区 人居 中心执行主任向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提出

关于地方当局咨询委员会活动的报告  

六.监测和评析 

 

 1.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各会员国和生境议程伙伴每两年为编写 关于人类住区的全球性报

告 和 世界城市状况报告 提供支助 以提高对人类住区的认识 并提供关于

世界各地城市状况和趋势的资料  

 2.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人类住区委员会争取全体会员国商定一套适用于国家提出报告和

进行评价的易于衡量的共同指标  

 3.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联合国所有相关组织和机构以及其他发展伙伴支助各国政府作出

努力 协调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并在地方一级建立关于可持续人类住区的监测制

度 同时在各级适当地予以加强  

 4.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所有政府和伙伴向秘书处提交同选定在国家报告中讨论的关键主

题有关的有利城市的政策和立法范例 使秘书处能将最佳做法 有利政策和立法

及行动计划汇编起来  

七.国际合作 

 

 1. 请请请请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拟订一项新千年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宣言草案  

 2. 请请请请联合国人类住区 人居 中心执行主任向特别会议提交报告 说明 生

境议程 双目标 人人有适当住房 和 可持续人类住区发展 的执行情况 并

说明全球保障住房权运动和全球促进城市管理运动所开展的行动和取得的成就  

 3. 吁请吁请吁请吁请国际社会在特别会议筹备过程 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和特别会议

期间支持发展中国家  

 4. 请请请请国际社会支助发展中国家消灭城市贫穷的努力以及冲突和自然灾害

后的重建方案 使受影响的国家能有效地执行 生境议程  

2000年 12月 20日 

第 87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