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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预算委员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2019 年 5 月 14 日至 16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

临时议程说明
会议开幕
方案预算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将由 Vera Khutorskaya 女士（俄罗斯联邦）以
第三十四届会议代理主席的身份宣布开幕。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根据议事规则第 17.1 条，委员会每年应在常会开始时从其成员代表中选出一
名主席和三名副主席，并从其成员的代表团中选出一名报告员。第 17.3 条规定，主
席、三名副主席和报告员的职位应根据议事规则附录 A 按公平地域原则轮流担任，
每五年为一周期。根据该附录，第三十五届会议主席应从委员会成员的 D 组国家中
选出，三名副主席应分别从 A 组非洲国家、A 组亚洲国家和 C 组国家中选出。报
告员应从委员会成员的 B 组国家中选出。
项目 2.

通过议程

现将总干事根据议事规则第 8 条和第 9 条与委员会主席协商编拟的第三十五
届会议临时议程作为 PBC.35/1 号文件提交委员会按照议事规则第 12 条规定予
以通过。
委员会将收到：
__________________
*

因技术原因，2019 年 4 月 15 日重新印发。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未作印发。敬请各位代表自带文件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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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议程（PBC.35/1）
• 临时议程说明（PBC.35/1/Add.1）
• 文件一览表（PBC.35/CRP.1）
项目 3.

总干事 2018 年年度报告

根据《章程》第 11.6 条，总干事将编制关于本组织活动的年度报告。大会在其
GC.4/Res.2 号决议中，请总干事根据理事会 IDB.7/Dec.11 号决定将方案执行情况报
告全文列入今后的年度报告。根据理事会在 IDB.23/Dec.12 号决定中所提要求，年
度报告列入了介绍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所产生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情况的信息，包
括根据联合国大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第 67/226 号决议进行的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
情况的信息。
遵照大会 GC.17/Res.1 号决议(p)段和理事会 IDB.44/Dec.2 号决定(c)段，年度报
告还向成员国通报了中期方案纲要的执行情况以及工发组织对实现 2030 年议程及
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依照理事会 IDB.44/Dec.2 号决定(d)段，
《工发组织 2018 年年度报告》将以简
明扼要的方式提供信息，并由统计数据及根据成果绩效综合框架所得成果加以充实，
以便加强工发组织的绩效问责制和提高可见度。
根据 IDB.46/Dec.13 号决定(i)段，将向成员国介绍执行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
年（第三个非洲工发十年）的最新进展情况。
《章程》第 9.4(d)条规定，理事会应请成员提供它们与本组织工作有关的活动
的资料。IDB.1/Dec.29 号决定请成员国在审查年度报告时将其各自与本组织工作有
关的活动通报理事会。由于减少了非大会年的理事会届会次数（IDB.39/Dec.7 号决
定(f)项）
，
并遵循 2013 年确立的做法，
年度报告将通过方案预算委员会提交理事会。
因此，成员国不妨考虑将各自与工发组织工作有关的活动情况纳入本国代表在
本项目下向委员会所作的口头发言中。
委员会将收到：
• 《工发组织 2018 年年度报告（包括方案执行情况报告）》
（PBC.35/2-IDB.47/2）
a.

2018-2021 年中期方案纲要的中期审查
在 GC.15/Dec.17 号决定(e)和(f)段中，大会要求拟订一份为期四年的中期方案

纲要。此外，理事会 IDB.44/Dec.10 号决定要求增订 2018-2021 年时期的中期方案
纲要。向理事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了一份详细建议，其中包括 2016 年 12 月 21
日通过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联大第 71/243 号
决议之后对方案进行的改进。根据 IDB.44/Dec.10 号决定确定的四年期限，将提交
对中期方案纲要的中期审查。
理事会将收到：
• 2018-2021 年中期方案纲要的中期审查。总干事的报告
（PBC.35/10-IDB.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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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4.

外聘审计员 2018 年报告

财务条例第 11.9 条和第 11.10 条规定，外聘审计员报告连同已审计的财务报
表，应不迟于 4 月 20 日完成，并依照大会指示通过方案预算委员会转交理事会。
方案预算委员会应审查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并向理事会提交建议。理事会应将报
表、报告和建议连同它所认为适当的评论意见一并转送大会。
委员会第 1987/19 号结论请总干事每年通过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一份财务执行
情况明细报告，逐项说明财力资源的使用情况。自 2011 年开始，财务执行情况报
告，即符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已纳入外聘审计员报告。
外聘审计员报告还将列入外聘审计员 2017 年报告（IDB.46/3）所列建议执行情
况的信息。审计咨询委员会将根据其职权范围（理事会 IDB.44/Dec.4 号决定，附件，
第 2(d)段）
，就外聘审计员的报告向本届会议提出其评论意见。
委员会将收到：
• 外聘审计员关于工发组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财政年度决算的报告
（PBC.35/3-IDB.47/3）
• 外聘审计员关于工发组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财政年度决算的报告
附件（未经审计）
（PBC.35/CRP.2）
• 对外聘审计员报告的评论。审计咨询委员会的说明（PBC.35/CRP.6）
项目 5.

工发组织财务状况

总干事致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IDB.46/4）涵盖财务状况背
景下广泛的一系列问题。这方面的信息将在提交本届会议的文件中加以更新。
按照理事会 IDB.46/Dec.3 号决定(d)段，秘书处将向委员会本届会议报告自从
方案预算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以来所查明和（或）落实的所有关于降低优先排序
和提高效率情况，目标是抵消 2018-2019 年预算中重计费用和新增支出提议给成员
国造成的财务影响。相关信息将列入总干事关于工发组织财务状况的报告。
而且，总干事在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向大会说明了未用经费余额情况
（GC.17/CRP.5）
，鼓励成员国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决定自愿将本国余额捐给其
中一个特别账户（IDB.43/5 号文件和理事会 IDB.43/Dec.6(i)段所提及的）、伙伴关系
信托基金或任何其他已设立的信托基金、工业发展基金（工发基金），或将该数额
充作其 2018 年分摊会费。2018 年底发出了将 2018 年底现有余额作为自愿捐款的
类似呼吁（IDB.46/CRP.2 号文件所提及的）。因此，关于未用经费余额划拨情况的
信息将编入提交本届会议的总干事关于工发组织财务状况的报告。
委员会因此将收到：
• 工发组织财务状况。总干事的报告（PBC.35/4-IDB.47/4）
• 分摊会费现状。秘书处的说明（PBC.35/CR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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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

2020-2021 年方案和预算

根据《章程》第 14.1 条和第 14.2 条，总干事应编写下一财政期工作方案草案
并连同拟由经常预算提供活动经费的相应概算经由委员会一并提交理事会。总干事
同时还应提交关于由本组织所得自愿捐款提供活动经费的提议和财务概算。委员会
应审议总干事的提议并就拟议的工作方案及经常预算和业务预算的相应概算向理
事会提出建议。委员会的这些建议须经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将需要审议及核准 2020-2021 年的方案和预算。
委员会因此将收到：
• 2020-2021 年方案和预算。总干事的建议（PBC.35/5-IDB.47/5）
项目 7.

2020-2021 两年期经常预算经费分摊比额表

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将需要确立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分摊比额表。根据《章程》
第 10.4(b)条，委员会应编制经常预算开支分摊比额表草案提交理事会。
《章程》第
15.2 条规定，分摊比额表应尽可能以联合国最近期使用的比额表为基础。委员会将
收到关于 2020 年和 2021 年适用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最新信息以及工发组织可
能需做的任何调整。
委员会因此将收到：
• 2020-2021 年财务期分摊比额表。秘书处的说明（PBC.35/6-IDB.47/6）
项目 8.

2020-2021 两年期周转基金

根据《财务条例》第 5.4 条(a)款，委员会应就 2020-2021 两年期周转基金的金
额和用途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决定（GC.17/Dec.16）
，周转基金应
保持在 7,423,030 欧元的水平，周转基金 2018-2019 两年期授权用途应当与 20162017 两年期保持相同，即遵照 GC.2/Dec.27 号决定(b)段的规定。
委员会因此将收到：
• 2020-2021 两年期周转基金。总干事的建议（PBC.35/7-IDB.47/7）
项目 9.

方案预算委员会相关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报告

通过 IDB.45/Dec.7 号决定(d)段，理事会设立了一个无费用牵涉的非正式工作
组，处理本组织方案预算委员会相关问题。该非正式工作组将由工业发展理事会主
席召集，并向方案预算委员会报告。
理事会 IDB.46/Dec.8 号决定(b)段将非正式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延长至理事会决
定结束其审议工作时为止，并请其联席主席继续每年通过方案预算委员会向理事会
提出报告。
委员会因此将收到：
•方案预算委员会相关问题非正式工作组。联席主席的报告（PBC.35/8-IDB.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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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方案预算委员会相关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关于未用经费余额的建议
理事会 IDB.46/Dec.8 号决定吁请所有成员国就处理未用经费余额问题的提议

达成一致意见，供方案预算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并交由工业发展理事会第
四十七届会议和大会第十八届会议最终通过。
委员会因此将收到：
• 方案预算委员会相关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关于未用经费余额的建议。联席主席
的报告（PBC.35/9-IDB.47/9）
项目 10. 调动财力资源
《工发组织 2018 年年度报告》提供关于该年度调动财力资源的信息。
委员会将收到：
• 供资执行情况。
《工发组织 2018 年年度报告》
（PBC.35/2-IDB.47/2，第 8 章）
• 2018 年在工业发展基金、专题信托基金、单独信托基金和其他自愿捐款项下
核准的项目（PBC.35/CRP.4）
项目 11. 任命外聘审计员
根据《财务条例》第 11.1 条，应当按大会决定的方式和任期年限任命外聘审计
员 ，外 聘审计 员应 当是成 员国 的审计 长（ 或行使 同等 职能的 官员 ）。 大会 在
GC.17/Dec.17 号决定中决定任命菲律宾审计长担任工发组织的外聘审计员，任期两
年，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大会在 GC.6/Dec.18 号决定中请总干事向各成员国征求外聘审计员的提名推荐
人选，并将这些人选提名提交委员会审议。将向委员会印发一份关于所收到的人选
提名的报告。
委员会将收到：
• 外聘审计员候选人提名。总干事的报告（PBC.35/11-IDB.47/11）
• 外聘审计员候选人提名。秘书处的说明（PBC.35/CRP.5）
项目 12. 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第三个非洲工发十年）
联合国大会关于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2016-2025 年）的第 70/293 号决议
授权工发组织作为牵头组织，制定、实施和带领落实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并
加强技术援助，努力特别为此目的而为非洲国家调动资源；
理事会在通过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时指出，将增列一个关于第三个非
洲工发十年的项目。
理事会在 IDB.46/Dec.13 号决议中请总干事定期在其提交给方案预算委员会、
工业发展理事会和大会的年度报告中通报在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面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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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并每季度向方案预算委员会相关事项非正式工作组通报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因此，本报告应结合《工发组织 2018 年年度报告》所载关于第三个非洲工发十年
的资料一并审议。
委员会将收到：
• 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第三个非洲工发十年）最新年度通报。总干事的报
告（PBC.35/12-IDB.47/12）
• 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第三个非洲工发十年）。
《工发组织 2018 年年度报
告》
（PBC.35/2-IDB.47/2，第 7 章）
项目 13. 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改革
2016 年 12 月 2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
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第 71/243 号决议。2017 年 6 月，联合国秘书长发布了关于重
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的第一份报告，并于 2017 年 12 月发表了第二份报告。2018
年 5 月 31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的第 72/279 号决议。
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收到了总干事关于工发组织参与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
及在其中的定位的报告（IDB.46/11）。
理事会在 IDB.46/Dec.12 号决定中请总干事报告工发组织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和联发援框架内的作用，包括其驻地网络在其中的作用，并根据联合国发展系统的
改革，报告工发组织参与改革后的联合国发展系统区域机制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情况，目的是让本组织得以更好地完成对成员国的任务。该决定还请总干事报
告关于驻地协调员制度向工发组织提供的服务情况，并定期评估这些服务为工发组
织带来的效益，
同时不影响联合国大会第 72/279 号决议中规定的工发组织的义务。
此外，理事会还请总干事报告在工业发展理事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的可持
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提出建议之后的跟进行动；
IDB.46/Dec.12 号决定请总干事定期向方案预算委员会、工业发展理事会及工
发组织大会报告上述情况。
理事会将收到：
• 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改革。总干事的报告（PBC.35/13-IDB.47/13）
项目 14. 最新中期投资计划
按照 IDB.43/Dec.6 号决定(l)段，中期投资计划应每年更新一次。因此将提交委
员会一份最新投资计划，其中对 IDB.46/8 号文件所载的上一份投资计划作了更新。
委员会因此将收到：
• 2019-2022 年中期投资计划。总干事的报告（PBC.35/14-IDB.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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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5. 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会期
现已为工发组织决策机关预留了 2019 年和 2020 年的下列日期：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3 日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

2019 年 11 月 3 日至 7 日

大会第十八届会议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16 日

方案预算委员会，

（暂定）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

工业发展理事会，

（暂定）

第四十八届会议

项目 16. 通过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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