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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方向 
 

20.1 本方案的总目标是向难民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心的其他人提供

国际保护，寻求他们的问题的长期解决，以及确保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

促进国际保护、寻求和实现问题的解决方面，援助起了关键作用。它源于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工作的保护性质，并且由此发展开来。难民

署的业务活动设法将保护、寻求持久解决和人道主义援助结合起来。谋求难民问

题的长期解决是保护的核心和本方案的主要宗旨。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方案执行委员会赞同并在 2002 年得到大会欢迎的“保护议程”对国际保护框架

作了更加清楚的说明（见 A/57/12/Add.1，附件四）。  

20.2 本方案的任务规定载于大会据以从 1951 年 1 月 1 日起成立难民署的大会

第三一九 A（四）号决议和载有难民署章程的第四二八（五）号决议。大会还要

求高级专员确保回返者获得援助，帮助他们可持续地重新融入社会，以及监测他

们返国后的安全和福祉（见第 40/118 号决议）。难民署还被赋予根据《关于无国

籍人地位的公约》（1954 年）和《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1961 年）处理无国籍

人状况的任务。此外，根据秘书长或联合国主要主管机关的具体要求，并征得有

关国家的同意，难民署与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合作（见第 58/153 号决议），向

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见第 48/116 号决议）。在为境内流离

失所者开展的工作中，并作为联合国系统合作应对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努力的一

部分，难民署承担了对下列三个领域的特别责任：保护、应急收容所和营地管理/

协调。关于难民署的援助活动，其章程的基本规定已由大会以第八三二（九）号

决议予以扩充。大会在通过关于落实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为加强其办事处执

行任务的能力而建议的行动的第 58/153 号决议之后，赋予该办事处处理强迫流

离失所难题的新任务，在团结、分担责任和共挑重担的精神下，肩负使命，坚定

地承诺将办事处变成一个真正的多边机构。 

20.3 保护难民的国际法律根据主要见之于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此外，还有若干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例如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在区域一级，也有若干重要文书和宣言，例如非洲统

一组织（现为非洲联盟）《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中美洲、墨

西哥和巴拿马关于国际保护难民问题的座谈会所通过的《卡塔赫纳难民问题宣

言》和《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圣何塞宣言》。同样，处理无国籍人状况的国际

法律根据是 1954 年《公约》和 1961 年《公约》。 

20.4 难民署负责执行本方案。要遵循的总体战略包括在各国和各组织提供合作

下开展各种活动，在开展这些活动时会通过难民署正在进行的结构和管理变革进

程以及成果管理制的制度化不断突出强调增进效率、透明度和问责制。其中 主

要的活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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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同各国和各组织合作，推进全盘战略，旨在减轻和防止引起人口被迫流

动的原因，以及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谋求解决办法； 

 (b) 继续发展国际保护的法律制度，特别是通过推动各国加入有关难民地位

或其他惠益难民的国际和区域文书，有效落实难民权利和宣传及传播难民法和保

护原则； 

 (c) 提高和加强东道国提供庇护和保护的能力； 

 (d) 通过在难民署特别负责的保护、应急收容所和营地管理/协调等领域发

挥带头和协调作用，确保难民署全面参与和支持联合国为应对境内流离失所状况

而开展的强化协作； 

 (e) 同其他组织协调，进一步制订应急规划、建立紧急准备和反应能力，以

便采用高效能和高效率的方式应对人们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 

 (f) 确保难民署及其伙伴将通过参与性评价确定的难民中妇女和老年人的

具体需要和能力以及儿童和少年的特殊需要纳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方面，

还确保难民署及其伙伴以密切注意环境的方式，和尽可能以支助和加强发展倡议

的办法提供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 

 (g) 同当事方进行协商，进一步制定任选办法，以确保难民营和安置点的安

全及其平民和人道主义性质以及返回地的安全，进一步探讨具体方法以加强难民

署工作人员以及替难民和返回者服务的其他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保障。在

这方面，应充分考虑到联合国官员在履行职务时，有义务全面遵守会员国的法律

规章及其对本组织的职责和责任； 

 (h) 有系统地落实 近举行的国际会议所制订行动计划，特别是与千年发展

目标有关的行动计划内的各项有关建议，尽早动员国家和国际上的其他人道主义

组织和发展组织向难民、回返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提供援助，以及寻

找持久的解决办法。 

20.5 本方案接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依照大会第一一六

六（十二）号决议通过的委员会职权范围进行的政府间指导。根据大会在该决议

中提出的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七二（二十五）号决议设置了高级专员方

案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959 年 1 月 1 日诞生。经社理事会确认了大会规定

的执行委员会职权范围，并决定被授予大会第一一六六（十二）号决议规定的职

权范围的该委员会应该：(a) 决定一般政策，使高级专员据以设计、发展及执行

协助解决第一一六六（十二）号决议所列问题所需的方案与计划；(b) 至少按年

复核拨交高级专员款项的使用情形及正由专员办事处提议或实行的方案与项目；

(c) 有权变更并 后核定上述(a)和(b)两分段内所提及的款项的使用及方案与

项目。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其后通过决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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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在其基本任务规定范围内，向被认为属于高级专员权限范围的其他群体提

供援助。尽管执行委员会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置，其成员由经社理事会选出，

但该委员会作为大会的一个附属机关运作，是难民署的主要理事会。该委员会就

高级专员行使他或她的职能向其提供咨询意见，并核准向高级专员提供的预算外

资金的使用。执行委员会的年度会议周期包括一次年度全体会议和常设委员会的

若干次闭会期间会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作为高级专员报告的增编提交大

会。根据大会关于扩大执行委员会的第 62/123 号决议，该委员会的成员已由 72

国增至 76 国。 

20.6 高级专员由大会根据秘书长的提名选出。高级专员对本方案的活动提供全

盘指导，并予以监督和管理。高级专员的职责列于《难民署章程》附件。由一名

副高级专员以及分别主管保护事务和援助事务的两名助理高级专员协助高级专

员开展工作。 

本组织目标：领导和协调对难民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心的其他人的国际保护工作，寻求长

久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确保在整个难民周期，即从紧急情况开始发生直到难民成功地重新融入原

住区为止，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在为难民和其他有关人员寻求持久解决办

法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要借助加强国际合作

的手段 

(a) ㈠ 东道国应要求提供优质庇护的能力和对

国际保护标准的遵守得到加强 

㈡ 确定难民地位案件的办理效率得到提高 

  ㈢ 在更广泛的移民流动中加强对难民的保护 

(b) 更全面地达到对难民署关心的所有人的国

际保护标准，其中考虑到这些人的年龄、性别

和个人背景，特别是执行委员会关于面临风险

的妇女和女童以及面临风险的儿童的各项结论

的执行和遵守情况 

 (b) ㈠ 通过参加保护学习方案增进对国际保护

标准的了解 

㈡ 有关人员的登记增多 

㈢ 在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幸存者中，

获得社会心理、医疗、法律或任何其他形式支

助的幸存者所占百分比提高 

  ㈣ 报告有全面急性营养不良儿童（6-59 个

月）的难民营数目减少 

 

 ㈤ 能获得适当顾及文化因素的艾滋病毒/艾

滋病信息-教育-宣传材料的难民营难民比例

提高 

 

 ㈥ 难民署设立的每万名难民初级保健设施

增加，在难民署的帮助下，在满足难民和难民

专员关心的其他人的基本需要方面实现其他

可量化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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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为大量强迫流离失所情况寻求持久解决

办法方面取得进展 

 (c) ㈠ 更多行为者参加旨在促进回返者的自力

更生，支持参照执行委员会关于就地安置的

结论的精神和背景开展就地安置，并向东道

国和来源国提供支助以促进持久解决的活动 

 

㈡ 在自愿遣返原籍国方案框架内从强迫流

离失所情势回返的难民和其他有关人员增多 

 ㈢ 在第三国重新安置的人数增加 

(d) 加强与其他行为者的伙伴关系，使难民署

能本着共同分担和国际团结的精神，更好地履

行其任务，向难民和难民专员关心的其他人提

供帮助 

(d) ㈠ 国际社会，包括私人、公司和机构捐助者

提供的自愿捐助增多 

㈡ 为应对可能的难民紧急状况而拟订的应

急准备安排和应急计划增多 

 
㈢ 联合国有关机构为满足难民或回返者和

周边社区的需要而采取的协调行动增多 

 

㈣ 支持按照难民署遣返、重返社会、复原和

重建战略容纳难民或让难民重返社会的国家

的政府机构数目 

(e) 在帮助东道国向难民和难民专员关心的其

他人提供帮助和加强东道国地方当局应对有关

问题的能力方面取得进展 

(e) 在难民署的帮助下向难民和难民专员关心的

其他人提供帮助和加强东道国应对有关问题的能

力的国家数目 

 
 

战略 

20.7 方案的执行由国际保护事务司和业务司全面负责。与保护和持久解决有关

的总目标具有多个方面，将以若干方式加以实现。将推动更多国家加入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以及 1954 年《关于无国籍人地位

的公约》和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监测各国遵守关于难民待遇的国际

公认标准（特别是庇护和不驱回的基本原则）的情况，将有助于确保有关国家切

实落实难民权利。这将包括着力推动各国设立关于确定难民地位的公平、高效的

程序，或者酌情设立其他机制以确保需要国际保护的人能得到认定和获得这种保

护，并确保寻求国际保护的所有人能获得利用这些程序和机制的机会。 

20.8  难民署还将继续鼓励各国以更全面和协调的方式处理混合移民现象。难民

署在这一方面活动的参考框架是其难民保护和混合移民十点行动计划，该计划提

供了一个保护工具框架，可将这些工具纳入既考虑到国际保护需要同时又带来适

合于混合移民流动中各类人员的解决办法的广泛移民战略。同样，由于国际移民

大多通过海上进行，难民署将继续参与有关混合移民群体登岸的各种问题，为那

些在海上获救或以偷渡者身份被发现而需要国际保护者寻求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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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难民署还将通过加强保护能力项目，继续帮助各国和社区建立保护难民和

其他有关人员并为他们寻找解决办法的能力。为了保证更有效满足难民中妇女、

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需要，将更加协同一致地作出努力，通过训练有素的难民署

多学科国家工作队的工作，将与难民中的妇女、儿童和青少年有关的政策和方针

纳入主流。此外，将同广泛的行为者建立伙伴关系，例如，在诸如“妇女带头谋

生”等举措下，在世界各地知名和专业妇女的支助下，努力增强难民和境内流离

失所者中的妇女和女童的经济能力。 

20.10 达成所述目标的另一办法是同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合作,

通过对政府和非政府官员的培训等途径，宣传和传播难民法和难民保护原则。此

外，在根据秘书长或联合国主要主管机关的具体要求并经有关国家同意，对境内

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时，难民署将以大会有关决议所列举的标准为依据，并与其

他有关实体和机构密切协作。为了重振支持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已有伙伴关系，

以及建立这方面的新伙伴关系，将继续努力促进同范围广泛的行为者，包括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内，就难民保护问题进行协作。为了给难民问题，

特别是长期处于难民境况中的那些难民的问题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找到长期

解决办法，将努力推动制订更全面和区域性的办法。 

20.11 本方案中处理人道主义援助的各方面，包括应急反应在内，属于业务部的

责任范围。难民署将采取若干战略。办事处关心的是，援助的交付应尽可能以争

取受援者参与并发掘其潜力的方式进行。这种参与性方式将是范围更广的情况分

析工作的一部分，另外还将包括从得到加强的登记工具中取得更好的人口数据，

以及对难民署的援助部门使用各种标准和指标。这种方式将会导致难民署援助方

案、特别是难民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援助方案的质量大大提高。 

 

  立法授权 
 

公约和会议宣言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 年）及其《议定书》（1967 年） 

《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1954 年） 

《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1961 年） 

《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1969 年） 

《卡塔赫纳难民宣言》（1984 年） 

《儿童权利公约》（大会第 44/25 号决议）（1989 年）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圣何塞宣言》（1994 年） 

 



 A/63/6 (Prog. 20)

 

708-22843 (C) 

 

大会决议  

第 58/153 号 落实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为加强其办事处执行任务

的能力而建议的行动 

第 62/124 号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执行委员会 

A/AC.96/965/Add.1 保护议程 

 关于对难民的国际保护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