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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 今年迎来了 50 周年。在1966 年UNDP 创

建之时，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

困之中。随着 UNDP 开始迈入第二个五十年，

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下降至大约八分之一。如

今，UNDP 继续与各国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积极

合作，努力使这一数字继续降低。

在 2015-2016 年度，影响世界发展的挑战格外突

出。叙利亚危机迈入第六个年头，造成超过 25 万

人死亡，约 1200 万人流离失所。去年发生在尼泊

尔的毁灭性地震造成超过 8000 人死亡，让许多

人无家可归。在 1995 年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

召开 20 年之后，尽管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妇女

在政府和议会中的代表席位仍旧不足，而生活在

贫困中的妇女人数比例却过高。

然而，UNDP 对发展前景仍充满信心。对于所有关

心人类和我们地球未来的人来说，包括 UNDP 和

更广泛的联合国其他机构，2015 也是具有分水岭

意义的一年。

2015 年 9 月，世界各国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历史

性的协议，以结束贫困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

球。在未来 15 年里，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将

指导 UNDP 的工作，支持政府消除贫困、减少不

平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UNDP 将协同联合国系

统内外的合作伙伴一起，支持各个国家和地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履行对全人类的承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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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国际社会在巴黎达成一项具有远

见的新协议，应对气候变化和适应已经显现的气

候变化后果。UNDP 对支持各个国家和地区制定

以可持续方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战略起到了重要

作用。

UNDP 本身的工作也表现不凡。我们的战略规划

的中期审核显示，我们正在按计划顺利达到预期

的成果。我们提前两年实现了女性工作人员人数

占到 50％ 的目标。我们连续第二年在独立性援

助透明度指数 (Aid Transparency Index) 中排

名第一。

内部变化促成了更好的外部结果。我们协助 94 个

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超过 130 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在 37 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 6800 万名新选民登

记；还在 51 个国家和地区拟订了超过 1000 项灾

害风险降低和适应计划。UNDP 的不懈努力带来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社会繁荣、抗逆能力和民主

治理。

UNDP 与各国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和其他

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巩固我们在过去 50 年里取得

的成就。我们领导联合国发展系统，并在近 17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我们为人们提供建设更

好的生活所需的知识和资源。

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履行承诺

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也希望您能与我们一起，

投身于这项历史性的伟大事业。

2016 年 2 月 24 日，全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5位代表，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在联合国大会堂召开会议，庆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成立 50 周年并为全球发展描绘未来蓝图。

Helen Clark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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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UNDP 连续第二次在由“Publish What You 
Fund”主办的“援助透明度指数”上排名第一，该机
构倡导并衡量各国际援助组织的透明度。

要建立和维护所有合作伙伴和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对
我们的信任，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通过 UNDP 出
资的合作伙伴及相关广大民众，都有权知道资金的使
用方式。

UNDP 通过多种方式确保和展现其透明度，包括定期
发布有关各机构工作和财务状况的各种数据资料，而
且努力让普通民众能够便于获得并容易理解这些数
据资料，此外，我们也使用这些数据资料来规划我们
的多项方案以及改进工作。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不断提高我们的数据资料的质
量、全面性以及透明度。对于 UNDP 来说，这关系到
建立和维护所有合作伙伴对我们的信任和信心。

成果 

UNDP 致力于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帮助各个国家
和地区确保其人民能在一个安全和健康的社会中繁
荣发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UNDP 及其合作伙伴开展了多种
多样的工作，其成果也不言而喻。

1860万
人生活得到改善

130 万

 6800 万
新选民在 37 个国家和

地区登记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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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万

35 个
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解决灾害和

气候风险的强制性条例

1035 项
灾害减少和适应计划在51 个

国家和地区实施

179 万
人在21 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了

抗逆病毒治疗

76 个
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减排和气候

适应发展措施

 250 万
人在45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

可用能源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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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全球活动

2015-2016 年度是标志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全世界团结一致，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达成了一个共同
的愿景以及切实可行的计划。

UNDP 积极参加了多项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将世界各国领导人、联合国、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和其
他相关方汇聚一堂，专门讨论诸如气候变化、灾害应对和准备、人道援助等议题。这些会议的共同
作用帮助引导全世界和 UNDP 在未来 15 年及以后的发展路径。

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会议，仙台

 2015 年 3 月，UNDP 参加了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第
三届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通过了一个新的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确定了新
的合作途径。UNDP 帮助构建了这个框架，并将遵
守框架指导。每年，UNDP 都会投资数亿美元协助
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灾后重建以及减少灾害风险。
照片中为海地的灾害应对训练。

发展筹资，亚的斯亚贝巴

2015 年 7 月，UNDP 与多国高级官员一起，参加
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发展筹资
大会。会上就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
宏伟议程筹措资金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该协议在
两个月后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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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纽约

2015 年 9 月在纽约，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包括为消除贫困、对抗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
应对气候变化而要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支持各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领导
者，UNDP 的工作也将受到这项历史性议程的指导。同时，为了响应 UNDP 发起的社会公益峰会，109 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
相关会议、庆典和其他活动来庆祝可持续发展目标。凭借 50 年来在促进发展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在国家层面协调联合国工作
的实质性作用，UNDP 是支持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照片为墨西哥的小学生们在水资源项目现场参
观中推广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巴黎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召开的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196 个参会国家和地区通过了第一项具有普
遍性和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遏制气候变化。在会议的准备阶段，UNDP 帮助各个国家确立其气候行动 （巴黎协定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的承诺，并且随后帮助这些国家履行这些承诺。UNDP 在超过 140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气候变化资助项目，补助
资金总额超过 23 亿美元，并且继续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等领域努力发挥作用（如照片中所示的马达加斯
加项目）。

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伊斯坦布尔

2016 年 5 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让人道主义者和发展行动者共聚一堂，规划如何更有效地应对世界各地日
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Helen Clark 强调必须为更有效地解决人道主义、发展以及和平建设等问题
而努力奋斗。例如，UNDP 对叙利亚危机做出了全面响应，为叙利亚和周边国家如约旦（如照片所示）社区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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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在
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该地区的极端贫困水平自 1999 年以来
有所降低，社会政策的加强也改善了卫
生和教育服务，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女童
的服务。非洲正在打造更强健的制造业
和服务业，中产阶级也正在崛起和蓬勃
发展。非洲的自由和公平选举制国家也在
急剧增加。农业、电信、金融、零售贸易、
住房和建筑业等私营部门在不断发展。
非洲联盟的《2063 年议程》于 2013 年
通过，各国已经在其“为所有非洲人民的

利益而优化非洲资源的使用”的目标上
取得进展。

的确，非洲地区的一项主要挑战是确保
这些进展能使更多民众受益。目前非洲
各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参差不齐：有些国家
增长强劲且正在融入全球经济，而一些
国家仍深陷于长期贫困、冲突和其他危
机之中。

在许多国家，妇女对决策的参与度仍然
非常低。激进化和极端主义使得在索马
里、马里和其他地方取得的发展成果面
临威胁甚至倒退，特别是激进化引诱和

吸纳了许多没有适当工作或技能的年轻
人。气候变化以及人为灾难和自然灾害风
险正在让多年的发展化为乌有。厄尔尼诺
现象造成非洲南部干旱、非洲东部洪水肆
虐以及水传播疾病的蔓延。

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或机遇，UNDP 都
与非洲各国政府、企业、社会和区域组织
合作，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UNDP 毛里塔尼亚团队参观努瓦迪布的一座风力发电厂，检查一台被吹到的涡轮发动机。UNDP 支持毛里塔尼亚政府推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对提高发电量的计划帮
助制定评估方法、扩展电网覆盖及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作用。

区域前景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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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气候变化

水文学家在贝宁境内沿河设置的 25 座水文站之一科托努检查水位。这些
水文站属于 UNDP 所支助的一项规模更大的项目中的一部分，该项目的
目的是评估和应对因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

适应气候变化

UNDP 支持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试点项目，帮助当地社会和政府适应气候
变化。超过 1200 个小农户获得了项目提供的有关气候智能型农业、灌
溉、养蜂、用水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参与该
项目社区的民生质量普遍得到了改善，对抗气候变化的能力有所提高，
正如在最近的一场严重干旱中，参与项目的农民将其所学知识运用到了
实践当中。在 UNDP 的协助下，政府已筹集到额外资金来扩大项目规
模。

青年的工作技能培训

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的青年们接受焊接训练。这是一个 UNDP 支助的
项目，已经让 1500 多位青年接受了职业培训。

保护脆弱的水资源

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佛得角的水资源，特别是这里的农业发展 ，它是农
村地区的主要经济驱动力和全国多达 30% 的粮食来源。UNDP 支持政
府在水利行业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最初将在 17 个最脆弱的岛屿社区开
展，并在取得成功经验后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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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东部的加达里夫州是这个国家最具生产力的地区之一，有时也被称为苏丹的“粮仓”。但是降水却不像过去一样及时，也不如从前频繁。UNDP 正在帮助加达里
夫和其他三个州的人们寻找水资源和进行农业培训。苏丹是参与全球“加拿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气候变化适应基金”(Canada-UNDP Climate Change Adapta-
tion Facility) 的六个国家之一，其他五个国家分别是柬埔寨、佛得角，海地、马里和尼日尔。所有六个项目都旨在加强农业和水利领域的抗逆力。

区域前景 

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及地区正处在一个过渡和不
确定的时期。尽管几十年来该区域已在关
键领域取得发展，如教育和平均寿命，但
是到了 2011 年，就很明显，许多阿拉伯
国家仍迫切需要在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
性的发展方面有所进展。

自 2011 年初涌现的变革浪潮以来，出现
了许多积极的发展，如在突尼斯等国家的
民主过渡、许多国家的妇女在政治领域
的代表人数的增加，以及青年就业和赋
权的持续推进。

然而，显著的危机也已经出现，不只是在
叙利亚 - 2011 年战争开始以来已造成 25 
万人丧生和超过 1100 万人流离失所，还
有周边国家在忙于应对创纪录的大量难
民涌入，以及也门和利比亚等国正在努力
建设国家抵御严峻挑战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长期存在的挑战，如整个
区域在为青年创造就业方面举步维艰、
妇女和弱势群体所面对的排斥，以及水
和资源无法保障等等。总而言之，随着阿
拉伯国家地区开始新的发展议程，现在
正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

UNDP 与其在整个阿拉伯国家地区的合
作伙伴并肩而行，支持他们解决这些根
本性问题同时把握新的机遇。UNDP 努
力帮助他们加强抗逆力、促进青年和妇
女赋权等以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
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这个潜力不可估量
的多样化地区迎来具有包容性和持久的
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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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法律援助

一名妇女向开罗的法律援助办公室寻求支持，向对自己实施家庭暴力的
丈夫提起诉讼。像 Omaima 一样的妇女，大多数都是贫穷而不识字的
妇女，在填写必要的法院文件和经过法院程序时总会面临问题。埃及
各地的法律援助办事处网络是由其司法部于 2008 年创立的，并得到了 
UNDP 支助。

民主过渡

UNDP 在突尼斯的民主过渡中一直是支持国家机构的重要合作伙
伴。UNDP 在突尼斯的工作帮助强化了选举制度、公民参与、安全部门
改革以及包容性增长，这些都是突尼斯在一种不确定的背景下巩固发展
成果要优先解决的关键事项。

战争时期保护社区

2015 年 3 月也门危机爆发后，UNDP 制定了也门复原计划，以恢复人们
的生计、各项服务、社会凝聚力和社区安全。UNDP 的紧急就业计划专
注于社会企业、基础设施、康复、助产等领域。照片中一名正在接受培
训的助产士正在填写表格，以评估社区需求，这是 UNDP 的私人企业助
产士项目的一部分。

应对叙利亚危机

自 2011 年以来，叙利亚的战争已造成超过 25万 人丧生，超过一百万
人受伤，国内 650 万人流离失所，迫使近五百万人逃离叙利亚。在叙
利亚，UNDP 支助许多项目如清除残骸、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建立
紧急工作岗位等，使人们可以养活自己的家人。如图在叙利亚哈马，
妇女们在 UNDP 支持的食品加工企业中剥夏豌豆。在周边国家，UNDP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当地经济和增加就业机会来帮助当地社会应
对难民的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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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发展挑战多种
多样，尤为复杂，就像这个地区本身的组
成一样。这里有一些全世界最大、最具活
力的经济体，也有一些最小的岛国；有些
国家有非常年轻的人口，如阿富汗和巴基
斯坦，而其他国家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
化，如日本和韩国。

这里是世界上最易发生灾害的区域，太平
洋上的许多发展中小岛国正承受着气候
变化的冲击。同时，对该地区一些增长最
快的经济体来说，环境恶化的担忧变得
愈发明显。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亚太地区取得了最
快的人类发展进程，但这里也生活着全
世界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

但是，缩小这种差距是可能的，一部分是
因为该地区有利的人口因素，68% 的人口
处在工作年龄。从现在起到 2050 年，退
休人数将超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亚
太地区就有机会来提高生产力、加大投资
促增长、为将来储蓄。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UNDP 的工作重点
是制定创新高效的解决方案来推动包容
性增长、有效治理、智能化城市和体面的
就业岗位，以提高抵御能力促进可持续
发展。

UNDP 帮助合作伙伴制定和实施大规模
发展计划，为该地区各国家带来长治久安
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改善。

UNDP 在各个层面为各国政府、民间团
体、私营部门和社区提供支持：改革治理
体系的立法和监管建议；加强国力的能力
建设和培训；以及为最弱势群体提供就
业机会的就业计划。

对于每一个项目，UNDP 都会为合作伙
伴派遣专家团队，将本地挑战和具体问
题与国家、区域和全球知识与资源结合
起来。UNDP在 36 个国家设有项目，并
拥有几十年的区域工作经验，如今 UNDP 
已成为帮助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

2015 年 4 月袭击尼泊尔的 7.8 级地震是 80 多年来尼泊尔发生的最严重的一场地震灾害，造成超过 8000 人死亡、大约 60 万座建筑受损，受影响的人口多达八百万。作为大规模
地震响应计划的一部分，UNDP 与微软合作开发并推出一款工程师手机应用程序，在 UNDP 组织清理残骸和提供紧急就业的工作中使用。这款应用程序有助于 UNDP 调动的团
队采集受损建筑物的精确坐标、确定业主、确保业主签署拆除授权以及计算残骸体积。这些信息成为实施拆迁计划的基础大大提高了效率。

区域前景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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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处置电子废物

电子产品废弃物（或称为“电子废物”）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例
如，中国在 2011 年产生了超过 350 万吨电子废物。对此，UNDP 与互
联网公司百度合作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称为“百度回收”，它能
帮助用户联系中国经过合法认证的电子废物处理公司。这款应用程序现
已在全国超过 22 个城市提供，正在迅速普及。照片中为天津一座参与计
划的回收工厂正在处理电子废物。

为所有儿童免疫接种

印度已有 65% 的儿童接受完全免疫接种，印度的目标是每年增加 2700 
万免疫接种儿童。这项庞大的工作依赖于保证疫苗的稳定供应，并且疫
苗从制造商到母亲和儿童的全程都能储存在规定的温度下。UNDP 与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即疫苗联盟 (Vaccine Alliance) 合作，通
过可以数字化全部疫苗存储和跟踪疫苗流动的创新电子疫苗智能网络 
(eVIN) 来帮助支持印度政府实现其目标。

确保公平选举

25 年以来，缅甸的选民第一次使用指纹（不褪色墨水）参加全民选举，
当局得以防止选民重复投票。许多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在 2015 
年 11 月 8 日参加历史性选举时的“墨印小指”的照片，以展现他们的自
豪。UNDP 在缅甸全国 45000 个投票站协助预防电子舞弊。

清除残物，恢复日常生活

斐济科罗岛的居民在接受培训以便在热带气旋“温斯顿”来袭之后清除
残物，这是由 UNDP 与斐济青年与体育部共同实施的一项“以现金支
付工资”计划的一部分。在这场被当局称为南半球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
场风暴过后，该计划为人们提供迫切需要的收入并帮助他们恢复日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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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 在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
体）的工作包括西巴尔干、高加索、独联
体西部、中亚和土耳其等 21 个国家和地
区。

在过去的 25 年里，随着他们的国家从国
有社会主义开始转变 – 一部分国家加入
欧盟或成为国际援助的捐赠者 - 数百人
享受到了更高的健康、教育和收入水平。
例如，自 2001 年以来中产阶级规模估计
已翻了三倍。

但随着欧洲、俄罗斯联邦和该地区其他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价格低、汇款萎
缩和经济增长减缓，收入和创造就业的
机会正在消失。没有体面工作的人们面临

着陷入贫困和被排斥的高风险境地，妇
女、青年工作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残疾
人特别容易生活在社会的边缘。

该地区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其中许
多都与黑海和里海盆地旷日持久的地缘
政治冲突以及大规模的难民潮有关。

虽然这个地区不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
制造者，但这些较不富裕的国家已受到了
气候变化带来的不成比例的影响，例如极
端天气事件和不断增加的水资源压力。
这些令人不安的因素和挑战让有些国家
难以向前推进其发展议程。

该地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相对
水平较高的性别平等以及南部和东部国
家人口的年轻化等有利因素都是维持和
平和创造现代繁荣经济体的关键。其巨
大的可再生自然资源也能帮助促进更加
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UNDP 与其合作伙伴一起，加强人类安
全和抗逆力；通过更好的治理和人权来
给人民赋权；并促进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模式，以帮助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科索沃*一座弹道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正在检查小型武器。在 UNDP 的帮助下，该实验室解决的枪支犯罪案件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是 UNDP 在西巴尔
干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减少小型武器和枪支暴力，即使在战争结束近二十年后，这仍是该地区面临的一个问题。

*本文提及的科索沃应在安理会第 1244 号决议（1999 年）的背景下考虑。

区域前景 

欧洲和独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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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女性候选人筹备选举

亚美尼亚当地政府职位的女性候选人在接受培训，这是欧盟-联合国发展
计划署联合项目“地方民主中的女性”，该项目自 2012 年起开始运作。
在参加培训的 124 名候选人中，81 人当选了地方自治政府机构职位。在
当选后，她们将继续与 UNDP 合作，学习如何让人民能参与到决策中以
及如何制定性别敏感的规划和预算。

保护湖泊和生计来源

在瑞士发展合作署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
ation) 以及全球环境基金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的支持
下，UNDP 帮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受到水位下降影响的普雷
斯帕湖（Lake Prespa）周边地区减少污染及促进当地居民的生计。因
杀虫剂的使用减少了 30%，水质得到了改善，本地原生鱼类得以恢复，
同时 80% 的当地果农也因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等新的环保方式而受益。

战后协助重获工作

在乌克兰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Kramatorsk）的一座工厂里，顿涅茨克
（Donetsk）的境内难民 Sasha Dobyri 帮助一位同事焊接金属。超过一
百万人已因战争而失去了工作。UNDP 和日本政府已帮助 20 万人找到工
作、获得心理辅导，同时正在重建基本卫生和社会基础设施。

支持企业家，增加收入

Sanobar Tojibaeva 站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中部的纺织生产厂
中。她的工厂只是获得由芬兰资助的“贸易援助”项目拨款的许多小企
业之一，该项目帮助中亚、南高加索和独联体西部的 11 个国家扶助企
业和促进出口，使超过 33000 人从中受益。在乌兹别克斯坦，该计划
帮助参与者将收入增加了 2.5 倍，并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和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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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该地区的大部
分目标已经实现）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已迈入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新时代。现在，为继续推进社会、
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发展，该地区需要实施
新一代的公共政策以缩小性别和种族方
面的历史性差距。

与近代历史相比，现在的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更加繁荣而且贫困和不平等更
少。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区域能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成功减少收入不平
等。在 2000 到 2012 年期间，有 9000 
万人加入新兴的中产阶级，而该区域的部
分国家更是位居世界顶级经济体之列。

尽管取得所有这些发展，然而，在世界最
不平等的 15 个国家名单中，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国家仍占了 10 个。2016 年 6 
月推出的 UNDP 区域《人类发展报告》
中呼吁提高应变能力，以防止三分之一的
已脱离贫困的拉丁美洲人民再度陷入贫
困。这也提出了重新考虑该地区的发展模
式、借鉴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灵感的
问题。报告中称“任何减少人民和社会权
利的行为或威胁环境可持续性的事情都
不能被视为进步”。

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 ）不成比例地遭受
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不可逆转的生
态系统变化等影响所带来的收入和福利
选择权的减少。在全世界受灾害影响第

二严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种情
况尤其明显。

一些中美洲国家正面临着极端的暴力和
安全问题，阻碍了他们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进程。UNDP 针对这些问题推出多
项计划，在司法体系和防范措施、减少
犯罪以及机构重组等方面制定一套综合
性方案加以解决。加勒比地区还面对着
犯罪行为的飙升，UNDP 与合作伙伴一
起积极应对新的挑战并推动明智的决策
机制。

UNDP 很荣幸能与各个国家、民间团体
和私营部门合作来保障社会、经济和环
境方面来之不易的成果，并将继续改善所
有妇女和人类的生活。

在有史以来第一届世界土著人民运动会上，一位土著人正在参加射箭比赛，这项赛事吸引了来自全世界 40 个土著民族 2000 名运动员参赛。运动员前往巴
西参加传统的土著运动比赛，如原木赛跑、拔河和射箭等。UNDP 是赛事的主要支持者，以认可并促进土著民族的传统和文化。

区域前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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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土著人民的土地权利

以土地权利、森林管理和环境保护为主旨的 “ UNDP 2015 年赤道奖”的获
奖者玛雅领袖联盟 (Maya Leaders Alliance) 成功地为伯利兹南部的 39 个 
Q’eqchi 和 Mopan 土著民社区争取到了土地权利，这也标志着加勒比地区土
著人民土地权利运动第一次取得法律上的胜利。照片中为玛雅领袖联盟成员参加
庆祝活动。

建立包容性的和平 

哥伦比亚由于持续了 50 多年的武装冲突而阻碍发展，UNDP 支持哥伦比亚恢复
和平。对于 2015 年 10 月的地方选举，UNDP 与全国 80 多个民间团体组织合作
展开竞选，以团结哥伦比亚人民重建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我们也继续支持受害
者参与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 (FARC) 之间的和平谈判。照片中为一名男
子在埃尔卡斯蒂略纪念公园祭拜。

灾后重建家园

2016 年 4 月厄瓜多尔发生地震之后，UNDP 立即派遣灾害管理专家，并提供资金
来清除残骸、修复社区基础设施、帮助受灾地区开启重建工程。UNDP 还收集公
众捐款，也在迈阿密举办了一场明星的慈善音乐会，以帮助灾区重建。

伸出援手，建设家园

在巴拉圭，939 名国民和 2429 位智利志愿者在智利抗击饥饿和贫困基金会 
(Chile Fund Against Hunger and Poverty) 的资金和知识援助下，帮助建
起 600 多座房屋，这是 UNDP 与智利政府的一项联合举措，以促进发展合作。
除了在巴拉圭的工作，基金会自 2013 年创立以来，已向拉丁美洲、加勒比、非洲
和太平洋地区 24 个国家的“南南合作”项目和两个区域性项目资助了近 700 万
美元的资金。此外基金会正快速投入额外的 845000 美元以支持全球危机的人
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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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 的资金完全是由联合国成员国、多边组织和其他
来源自愿捐助。

这些捐款都是来自长期固定（核心）渠道，或者是
用于特定用途的指定专款的其他来源。

2015 年，UNDP 共收到了 45 亿美元的捐款。五
十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作为核心资源共向 UNDP 捐
助了 7.04 亿美元，相比于 2014 年这个数目则是 
7.93 亿。2015 年来自其他渠道的特定用途的捐款
总额为 38 亿美元，其中各国政府捐赠了 23 亿美
元，多边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捐赠了其余 15 亿
美元。

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明确的战略重
点，以及对突发危机和新的挑战与机遇的应对
能力。UNDP 将继续努力扩大和多元化其资源范
围，以实施 2014-2017 年战略计划及履行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承诺。

2015 年多边合作伙伴的捐款

资源 2015 年向UNDP捐款最多的前 30 名国家政府

合作伙伴 固定资源 其他资源 总计

日本 $67,327,036 $287,885,859 $355,212,895
美国 $74,500,000 $191,793,962 $266,293,962
英国 $82,988,166 $175,730,217 $258,718,382
阿根廷 - $246,242,962 $246,242,962
挪威 $81,279,835 $83,541,517 $164,821,352
德国 $25,133,878 $123,688,411 $148,822,289
瑞典 $58,830,521 $76,167,977 $134,998,497
瑞士 $60,114,274 $65,432,911 $125,547,185
加拿大* $33,361,134 $47,884,520 $81,245,654
荷兰 $19,841,270 $55,964,070 $75,805,340
意大利 $4,575,163 $67,155,927 $71,731,090
丹麦 $46,901,649 $23,819,711 $70,721,359
澳大利亚 $8,893,557 $47,869,700 $56,763,257
沙特阿拉伯 $2,000,000 $52,233,169 $54,233,169
埃及 - $51,972,801 $51,972,801
秘鲁 - $46,355,016 $46,355,016
芬兰 $16,901,408 $23,109,946 $40,011,354
哥伦比亚 - $39,612,575 $39,612,575
乌克兰 - $39,243,031 $39,243,031
韩国 $7,000,000 $30,477,882 $37,477,882
科威特 $570,000 $31,500,000 $32,070,000
萨尔瓦多 - $31,449,156 $31,449,156
巴西 - $28,129,641 $28,129,641
塞内加尔 - $24,713,999 $24,713,999
比利时 $20,148,462 $2,969,414 $23,117,876
巴拉圭 - $21,859,548 $21,859,548
土耳其 $3,000,000 $16,099,687 $19,099,687
多米尼加共和国 - $17,740,340 $17,740,340
法国 $11,866,506 $5,100,723 $16,967,229
巴拿马 $148,740 $16,813,956 $16,962,696

*不包括 2015 年收到的加拿大向核心资源捐赠的 35573123 美元捐款，因为该笔捐款是为 
2014 年用途而捐赠。

GEF：全球环境基金
GFATM：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

全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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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间各捐助团体向UNDP 的捐款

2015 年通过筹资渠道获得的捐款

01 B2 B3 B4 B5 B

$893M $840M $704M

$282M
$91M
$62M

$1,613M

主题基金

RSS*

联合国集合筹资

固定资源

政府分摊费用
纵向基金

指定计划和项目用途的资金

*RSS: 提供管理和其他支持服务的资源 

0

1B

2B

3B

4B

5B

201520142013201220112010

$2,698M

$747M

$662M

$420M

$364M

$281M

$81M

$113M

$2,534M

$908M

$609M

$358M

$365M

$289M

$36M
$56M

$2,227M

$891M

$913M

$723M

$235M

$172M

$22M
$93M

$2,187M

$1,151M

$726M

$239M

$279M

$142M

$53M
$56M

$2,184M

$905M

$738M

$392M

$281M

$147M

$22M
$46M

$2,017M

$924M

$889M

$219M

$287M

$67M

$29M
$53M

金融机构

私营部门、基金会和
非政府组织 

其他多边组织
联合国集合筹资
欧洲联盟

纵向基金
计划参与国政府
捐助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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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固定资源捐款

政府 美元

英国 $82,988,166
挪威 $81,279,835
美国 $74,500,000
日本 $67,327,036
瑞士 $60,114,274
瑞典 $58,830,521
丹麦 $46,901,649
加拿大* $33,361,134
德国 $25,133,878
比利时 $20,148,462
荷兰 $19,841,270
芬兰 $16,901,408
法国 $11,866,506
澳大利亚 $8,893,557
爱尔兰 $8,573,009
韩国 $7,000,000
新西兰 $6,235,386
西班牙 $5,482,456
意大利 $4,575,163
印度* $4,289,104
中国 $3,800,000
卢森堡 $3,117,647
土耳其 $3,000,000
沙特阿拉伯 $2,000,000
澳大利亚 $1,721,133
俄罗斯联邦 $1,100,000
泰国 $865,112
科威特 $570,000
孟加拉国* $400,0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23,975
新加坡 $300,000
哥斯达黎加 $225,218
斯里兰卡 $150,000
巴拿马 $148,740
智利 $100,000
以色列 $100,000

 摩洛哥* $99,248

核心资源：
UNDP 的中心支柱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展机构，UNDP监管着近 
50 亿美元的项目和计划，包括与全球环境基
金 (GEF) 和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GFATM) 合作设立的专项基金计划。

然而让所有这些其他计划得以顺利落实的还是来
自合作国家的定期持续的“核心”支助，2015 年
总额达 7.04 亿美元。这些资金是 UNDP 有能力
应对紧急突发状况（如尼泊尔地震或斐济的热带
气旋）的基本保证。核心资金还帮助 UNDP 向那
些受叙利亚危机影响的人民提供急需的援助。

这些紧急干预也依赖于 UNDP 与计划参与国家和
地区的国家级合作伙伴的持久合作，包括 UNDP 
作为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所有联合国行动
的协调员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取决于这些核心支助，包括整个联合国
发展系统在国家层面起领导作用的联合国驻地协
调员系统的运营费用。

UNDP 继续向低收入国家 (LIC) 和最不发达国家 
(LDC) 优先提供核心计划资源。在 2014 到 2015 
年，UNDP 把平均 88％ 的核心计划资源分配给
低收入国家，71% 的资源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
核心计划资源每投资给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 1 美元，UNDP 便能分别得到 3 美元和 5 美元
的资金杠杆。虽然仅有 11% 的 UNDP 核心计划资
源流向中等收入国家 (MIC)，但核心资源每投资
给中等收入国家 1 美元，UNDP 便能得到另外 24 
美元的资金杠杆。

核心基金也使 UNDP 能够履行承诺对于在本地
和国际级别的所有项目和财务中实施质量控制的
最高标准和严谨、详细的公开报告。这些长期稳
定的资金来源让 UNDP 在我们所有计划的落地国
家都能成为可靠、高效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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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固定资源捐款（续表）

2015年对政府分摊费用贡献最大的前 10个捐助国

冰岛* $89,473

爱沙尼亚* $62,578
巴林 $56,000
葡萄牙 $50,000
捷克共和国* $40,319
越南* $35,000
列支敦士登 $24,900
蒙古 $16,985
安道尔 $11,201
柬埔寨 $10,000
尼加拉瓜 $10,000
圭亚那 $9,927
萨摩亚 $6,000
阿富汗 $1,000
缅甸 $850

总计 $662,668,120

* 爱沙尼亚：上表所示为2014 年初收到的 2015 年捐款。  
* 捷克共和国：上表所示为2016 年收到的 2015 年捐款。
*孟加拉国、加拿大、冰岛、印度、摩洛哥和越南：2015 年收到的 2014 年捐款未在上表中列出。
* 印度：上表所示为2016 年3月收到的 2015 年的第二期捐款。

融资窗口的类别

UNDP 新的融资窗口 (Funding Windows) 汇
集了灵活的融资机制，帮助 UNDP 及合作伙伴树
立共同的目标在国家层面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根据不同主题，融资窗口分为以下几类：

• 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解决收入和性别不
平等、贫困的驱动因素以及着眼长期解决方案
的包容性发展。

• 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减少灾害风险、有效并可持续地利用能源
等的国家能力建设。

• 和平和包容性社会治理：民主治理体制、冲突
分析和预防以及抗艾滋病的国家和地区努力。

• 针对危机和恢复的紧急应对：即时应急和复
原，在生计、核心政府职能、恢复评估、规划和
协调以及 UNDP 的其他专业领域采用标准化应
急措施。

性别：在通过融资窗口渠道筹措到的资金中，至少
有 15% 将被用于特定的性别相关活动，以确保实
施纳入主流的综合措施来赋予妇女权力和促进两
性平等。

无论融资窗口是什么，计划落地国家都能因获得
更灵活的资源而在支持国家优先事项的工作中受
益。合作伙伴也可从资金汇集和更低的交易成本
中获益，而 UNDP 也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更有效地
应对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

合作伙伴可以向一个或多个融资窗口进行未指
定用途的捐款，以赋予资金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或者向特定的“子窗口”主题进行指定用途的捐
款；或者在融资窗口或子窗口级别将资金分配给
特定的地区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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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络您本地的 UNDP 办事处或以下代表处：  

Bureau of External Relations  
对外关系和宣传局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New York, NY 10017, USA
电话：1 (212) 906 5300

UNDP 代表处
1775 K Street, NW, Suite 420
Washington, DC 20006, USA
电话：1 (202) 331 9130

UNDP 代表处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ève 10, Switzerland 
电话：(41 22) 917 8536
 
UNDP 代表处
14 Rue Montoyer 
B-1000
Bruxelles, Belgium
电话：(32 2) 505 4620

UNDP 代表处
UN City, Marmorvej 51, 
2100 Copenhagen Ø, Denmark.
电话：(45) 45 33 5000

UNDP 代表处
UN House 8F
5-53-70 Jingumae 
Shibuya-ku
Tokyo 150-0001, Japan
电话：(813) 5467 4751 
 
UNDP 非洲区域服务中心
Main Bole Road,
Olympia roundabout, DRC Street
P.O.Box 60130,
Addis Ababa, Ethiopia
电话：(251) 115 170707

UNDP 安曼区域枢纽
11 Abu Bakr AlSiraji Street
North Abdoun, Amman 11183, 
Jordan

UNDP 亚太区域中心 
United Nations Service Building 
3rd floor, Rajdamnern Nok 
Avenue
Bangkok 10200, Thailand
电话：(66) 2304 9100，分机2 

UNDP 太平洋中心
（斐济多国办事处）
收件人：UNDP 
Private Mail Bag 
Suva, Fiji 
电话：(679) 330 0399 

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区域中心 
（UNDP 伊斯坦布尔区域枢纽）
Key Plaza,
Abide-i Hürriyet Cd.İstiklal Sk.
No 11, Şişli, 34381
Istanbul, Turkey
电话：(90 850) 288 2206

UNDP 巴拿马区域中心 
Cas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namá 
Clayton, Ciudad del Saber
Edificios 128 y 129
Apartado Postal 0816-1914
Panamá, República de Panamá 
电话：(507) 302 4500 
 

英 文 缩 略 词

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EU   欧洲联盟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FATM       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HIV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PAPP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方案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UNDG  联合国发展集团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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