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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预算委员会
第二十届会议
2004 年 9 月 8 日至 9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2

临时议程说明
会议开幕
根据议事规则第 17.2 条（UNIDO/4）
，方案
预算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将由委员会主席 A. S.
Naqvi 先生（巴基斯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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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议事规则附录 A 以每五年为一周期按
公平地域原则轮流担任。按照该附录的规定，第
二十届会议主席应从 D 组名单所列国家的委员会
成员中选出，三名副主席应分别从 A 组名单所列
非洲国家、A 组名单所列亚洲国家和 C 组名单所
列国家中选出。报告员应从 B 组名单所列国家的
委员会成员中选出。
项目 2.

委员会在其第 1987/19 号结论中请总干事每
年通过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一份财务执行情况的
明细报告，逐条说明财政资源使用的情况；提交
一份方案执行情况报告，说明方案的执行额。随
后，理事会在其第十七届会议上核准将方案执行
情况报告并入年度报告中(IDB.7/Dec.11(e)号决
定)。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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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号决定将方案执行
情况报告充分列入今后的年度报告中。因此，
《2003 年年度报告》及其增编载列了 2003 年方案
执行情况报告。
委员会将收到：
•

外聘审计员关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
2002-2003 年财政期工发组织和工业发展基
金决算的报告（PBC.20/3-IDB.29/3）

•

2002-2003 两年期财务执行情况报告。由总干
事提交（PBC.20/5-IDB.29/5）

•

工发组织 2003 年年度报告（包括 2003 年方
案执行情况报告）(PBC.20/2-IDB.28/2)

通过议程

现将总干事按照议事规则第 8 和第 9 条规定
与委员会主席协商编写的、载于 PBC.20/1 号文件
之中的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临时议程提交委员会
按照议事规则第 12 条规定通过。
项目 3.

财务条例第 11.9 和 11.10 条规定，外聘审计
员的报告连同已经审核的财务报表应依照大会的
指示送请委员会转交理事会。委员会应审查财务
报表和审计报告，并向理事会提出建议。理事会
应将它们连同它认为适当的评论一并转送大会。

2002-2003 两年期外聘审计员的报告、财
务执行情况报告和方案执行情况报告

项目 4.

向单一货币计算法过渡

根据大会 GC.8/Dec.16 号决定，自 2002-2003
年前一个财政期起实行以欧元为基础的分摊会费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仅作少量印发。敬请各位代表自带所发文件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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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货币计算法。总干事给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
议的报告（IDB.28/9）提供了有关因关闭两年期账
户而造成的进一步发展情况以及遵照理事会
IDB.27/Dec.5 号决定管理以美元和欧元计算的技
术合作项目的资料。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
了 IDB.28/Dec.5 号决定，其中请总干事向成员国
介绍有关向单一货币计算法过渡以及以美元和欧
元计算的技术合作项目资金管理方面的进一步发
展情况。
本项目预计不会有新的文件，但将在一份会
议室文件中提请委员会注意任何新的发展情况。
项目 5.

工发组织的财务状况

经秘书处的一份说明（IDB.28/CRP.5）予以
修订的总干事给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IDB.28/10）涉及财务状况范围内的许多问题。
将在提交本届会议的一份文件中增补这方面的资
料。
因此，委员会将收到：
•

工发组织的财务状况。总干事的报告
（PBC.20/8-IDB.29/8）

项目 6.

调动财政资源

理事会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
综合方案调动资金的 IDB.25/Dec.5 号决定。理事
会在该决定(i)段中请总干事同成员国进行经常性
对话，以便积极的持续开展共同资源调动的工作。
将通过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关于进展情况的报
告，应结合载有 2003 年财政资源调动情况的《2003
年年度报告》审议这份报告。
委员会将收到：
•

调动财政资源。总干事的报告(PBC.20/4-IDB.
29/4)

•

第四方面：巩固财政——资金调动情况。
《工
发组织 2003 年年度报告》(PBC.20/2-IDB.28/
2)

•

在工业发展基金、信托基金和其他自愿捐款
项下核准的项目（PBC.20/CRP.2）

项目 7.

增强安全保障和拟议的新的会议设施

在 2004 年 4 月 22 日与维也纳国际中心（国
际中心）其他组织联合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向常

驻代表团介绍了新的增强安全保障措施和东道国
政府关于扩建国际中心会议设施的提议。与此有
关的资料将在下述文件中提请委员会予以注意：
•

增强安全保障和拟议的新的会议设施。秘书
处的说明(PBC.20/7-IDB.29/7)

项目 8.

2006-2009 年中期方案纲要

在 大 会 GC.2/Dec.23 号 决 定 和 后 来 在
GC.6/Dec.10 号决定中所做的改动中，大会请总干
事在每一财政期的头一年通过委员会向理事会提
交本财政期以后的四年中期方案纲要草案。此外，
根据同一份决定(b)㈤d 段的规定，总干事将根据
预期的资源和方案活动说明 2006-2007 两年期的
最高总限额。
委员会将收到：
•

2006-2009 年中期方案纲要。总干事的提议
(PBC.20/6-IDB.29/6)

项目 9.

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协定草案

理事会在 IDB.28/Dec.2 号决定(e)段中请总干
事继续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话，以便就这一领
域中结合正在进行中的联合国改革进程而可能建
立的联合提出一项提案以供理事会和/或大会进
一步审议。随后，权力下放问题非正式咨询小组
建议方案预算委员会审议下述文件中所概述的事
项：
•

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协定草案：权力
下放问题非正式咨询小组的建议（PBC.20/9IDB.29/9）

项目 10. 第二十一届会议的会期
下列日期是 2004 和 2005 年为工发组织决策
机关预定的日期：
2004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二十
九届会议

2005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

方案预算委员会第二十

（暂定）

一届会议

2005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三十

（暂定）

届会议会议

20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大会第十一届会议

月 2 日（暂定）

PBC.20/1/Add.1
Page 3

项目 11. 通过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