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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用经费余额
总干事的报告

按照 IDB.36/Dec.12 号决定，向成员国提供变革管理举措可行性研究的进展报告，并报告未用经费余额
的最新状况。

一. 导言
1. 总干事关于未用经费余额的说明（IDB.36/12）除其他外对工发组织的拟议
变革管理举措作了详细介绍，并说明为此目的需要在时间和资源上进行的战略
投入。如该文件所述，该举措除其他外将使本组织能够：
(a) 显著转变本组织的管理流程和执行机制，使之达到所期望的状况：更
加以结果为导向、成效和效率得到提高、风险管理得到改善；
(b) 高效率而有成效地应对因对其服务的需求加速增长而构成的挑战；
(c) 满足政府捐助方和专用基金的要求；
(d) 按照注重实效的管理的各项原则进行报告；
(e) 提高权力下放的程度；
(f)

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运营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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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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干事关于未用经费余额的修订提案（IDB.36/12/Add.1）除其他外介绍了
对变革管理的拟议投资，其中包括以下主题：
(a) 需要进行变革；
(b) 前进道路，包括工发组织现有信息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的情况；
(c) 变革管理战略；
(d) 预期成果；
(e) 路线图；
(f)

财务计划。

3. 此外，分别于 2009 年 6 月 4 日、6 月 10 日和 6 月 19 日举行了三次非正式
协商会议，其间对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了补充介绍和（或）解释，秘书处和成
员国代表之间也广泛交流了意见。
4. 工业发展理事会 IDB.36/Dec.12 号决定注意到 IDB.36/12 和 Add.1 号文件所
载总干事关于未用经费余额的提案，并注意到方案预算委员会副主席的报告
（IDB.36/26），请总干事除其他外在可用资源范围内进行一次可行性研究，审
查变革管理举措对本组织总体成本效率的预期影响，尤其注重本组织实施机构
资源规划系统所涉及的各种成本因素，以及可供选择的供资方式。

二. 可行性研究的范围
5. 2009 年 7 月制定了可行性研究的工作范围，其中考虑到了理事会的上述决
定和在 2009 年 6 月举行的非正式协商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该研究将综合评估
变革管理举措，包括其各组成部分，如业务流程重新设计和运用机构资源规划
系统。该报告将包括以下内容：
(a) 审查并分析本组织目前的业务流程和系统；
(b) 取得效率增益的可行办法，使工发组织的服务提供量在今后四到五年
内翻一番，并能够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包括根据注重实效的管理的各项
原则进行报告；
(c) 数量和质量指标，涵盖四个职能领域（项目管理、包括薪给在内的人
力资源管理、采购和财务部门）；
(d) 评估变革管理举措的迫切程度、各种风险和长期影响；
(e) 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和效率增益；
(f) 内部/外部费用和资源的细目（例如，专家、外部执行伙伴、硬件成
本、软件使用许可和维护费用）；
(g) 执 行 战略 （例 如， 是迅速 执 行还 是在 较长 时期内 分 阶段 或交 错执
行）；
(h) 变革管理、业务流程重新设计和机构资源规划之间的联系；
(i)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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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各利益方的任务、责任和问责；

(k) 关于前进道路的执行计划，其中列明需要在 2010 至 2012 年期间采取
的步骤（例如，明确的时间表、详细的费用估计、绩效指标/里程碑、关键的成
功要素、风险、相互依赖之处/相互联系，以及快速收效）。

三. 为可行性研究开展的行动
6. 2009 年 7 月 27 日分别向几个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发出了投标征求书，提交
投标书的截止日期为 2009 年 8 月 14 日。还将投标征求书贴在了工发组织的网
站上，以吸引其他具备资格的公司。在截止日期之前收到了一些投标书。在
2009 年 8 月 17 日这一周进行了技术评价和商务评价，并按照工发组织的财务细
则，通过正当程序向中标者授予了总价为 209，500 欧元的合同。中标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开始工作。
7. 合同商调派了七名专职顾问/专家，他们将在 2009 年 9 月至 12 月初总共工
作 175 个工作日。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此前在公共部门复杂环境下的
变革管理、业务流程重新设计和机构资源规划方面，以及在工发组织所确定的
四个职能领域（项目管理、包括薪给在内的人力资源管理、采购和财务部
门），都具有丰富的组织评估经验。
8. 为了确保与合同商充分合作并尽快地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总干事还制定了
一个内部框架，其中包括一个指导委员会、一个项目管理小组和若干负责不同
职能领域的项目小组。一些外地办事处也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任务，以确保其业
务需要和要求得到充分的考虑。还请（总部和外地的）广大工作人员给予该顾
问小组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9. 目前正在计划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为成员国举行情况简介会。合同商将在
会上就前进道路问题介绍主要的调查结果和建议。该情况简介会将使成员国有
机会要求进行任何必要的进一步解释说明，以便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决
定。考虑到各成员国的反馈意见，应当在 2009 年 10 月中之前完成可行性报
告。如有必要，将为成员国增加一次或多次情况简介会。
10. 合同商还将在 2009 年 11 月底之前编写一份执行计划。其中将包括一个路
线图，列明要在 2010 至 2012 年期间履行的关键任务。
11. 与可行性研究有关的文件和执行计划将在适当时向各成员国分发。

四. 未用余额的状况
12. IDB.36/12 号文件介绍了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未用经费余额的情况。按照
方案预算委员会关于未用经费余额的第 2009/3 号结论，应按工发组织有关的财
务条例返还给成员国的 680 万欧元列于 IDB.36/CRP.2 号文件附件二。下文表格
将收取的数额更新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大会第十三届会议的会议室文件将再
次更新这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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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应于 2010 年分配给各成员国的余额（截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
余额

金额（百万欧元）

下列各两年期产生的未用余额：
2000-2001 年

2.1

2002-2003 年

3.2

2004-2005 年

1.7

2006-2007 年

2.6

未用余额小计

9.6

超额利息收入

2.4

共计

12.0

六. 需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13. 大会似宜考虑允许工发组织保留未用经费余额，其中 800 万欧元用于变革
管理举措，剩余部分用于技术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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