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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或 30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6 

中期方案框架和中期投资计划 

 方案预算委员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16 日至 18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9 

中期方案框架和中期投资计划 

 

 

  2016-2019 年中期投资计划 

 

  总干事提议的增编 

 

 按照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 IDB.43/Dec.6 号决定(l)段，本文件提出了

一份将由主要资本投资基金供资的最新中期投资计划。 

 

1. 2016-2019 年最新中期投资计划纳入了有关资本投资的要求，2017-2018 年所

需经费共计 300 万欧元，2019 年所需经费共计 650 万欧元，目的是确保工发组织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网上平台、报告和协作工具及其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不

断更新，随时跟上不断变化的业务要求和技术进步。该计划的执行将极大地支持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开发和改进，2017-2018 年的费用为 150 万欧元。此外，预计

2019 年将对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进行重大升级，以利用云计算、软件服务和大数据

报告之类技术趋势，估计费用为 570 万欧元。除了定期维护费用外，信息通信技

术基础设施 2017-2018 年还将需要 90 万欧元的投资，此后将需要 80 万欧元的投

资。 

2. 按照 IDB.43/Dec.6 号决定(m)段和外聘审计员的建议（IDB.43/3 号文件第 25

至 29 段和 40 段），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开发重点是有关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的

战略性报告，目的是确保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自动生成标准式报告，并利用企业资

源规划系统以全力支持《工发组织年度报告》的编制。已利用内部资源在这些领

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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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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将在 2015 年提交理事会的拟由主要资本投资基金供资的中期投资计划

（IDB.43/9/Add.1），总干事 2016 年核准利用数额为 300,000 欧元的主要资本投资

基金，开发企业资源规划合同和发票管理单元，并利用 200,000 欧元进行新的国

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薪酬待遇方案所必需的企业资源规划开发，后者已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得到大会第 70/244 号决议的核准。 

4. 作为成果和绩效综合框架的一部分，2014 年和 2016 年进行了两次全组织的

企业资源规划客户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总部和外地的企业资源规划用户的

满意度很高。用户的总体满意度从 2014 年的 66%增加到 2016 年的 68%。满意度

高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得到不断地改进，并且符合最终用户的

要求。然而，为了确保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和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继续有效支持

工发组织管理工作优先重点并进一步改进内部运行和透明度，有必要在 2017-2019

年期间进行若干投资。 

5. 以下表格列举了 2017-2019 年期间对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网上平台和信息通

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必要完善和改进，包括估计时间安排和费用。计划中项目的执

行将取决于主要资本投资基金账户资金的收取。 

表 1 

  2017-2018年企业资源规划和信息通信技术重大投资 

  

优先重点 投资介绍 
估计时间 
安排 

估计数额 
（单位：欧元） 

通信、协作和透明度 

1 

改进外部通信：工发组织的网站目前由各种不同的技术平台提

供支持，其中有些平台已经过时。这一领域的投资将大大改善

各类网站的管理，并将有助于打造更加统一的整体形象，及在

包括社交媒体等各类通信渠道上的形象塑造。在这方面，最新

社交媒体监测工具将有助于改进数据分析，同相关利益方进行

更有针对性和更加及时的沟通。 

此外，这一投资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工发组织业务的透明度，

特别是在开放式数据平台上。 

2017-2018 年 20 万 

2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工发组织将与包括联合国系统和私营

部门等相关利益方协力开发监测和报告实现目标 9 的一个平

台，其中将包括内部和外部的数据和统计数字。 

2017-2018 年 20 万 

3 

改进协作和可及性：工作人员和工发组织合作伙伴对改进远程访

问企业资源规划各项功能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目的是对监测

和报告关键功能及主要业务流程作出调整以改进远程访问，包括

利用移动设备进行的远程访问。 

2018 年 20 万 

企业资源规划的改进 

1 

战略性报告：方案和预算：需要落实缺漏的预算功能以便能够在企

业资源规划系统中编制方案和预算，这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流程的效

率。 

2017 年 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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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重点 投资介绍 
估计时间 
安排 

估计数额 
（单位：欧元） 

2 

技术合作执行流程：需要对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加以更新，以纳入

有关工发组织合作伙伴执行技术合作所需财力和人力资源以及采

购和报告要求。把落实和向工发组织合作伙伴报告情况之类项目

管理工作外包出去预计将提高技术合作执行流程的效率。 

2017 年 20 万 

3 

知识管理与协作和企业资源规划的整合：需要将各系统进一步整

合到知识管理与协作和企业资源规划中，例如有关网络和存档及

捐助方报告的工作流程。改进对知识管理与协作和企业资源规划

的整合将能改进工作流程程序和可及性，并将废除人工更新和维

护程序。 

2018 年 40 万 

4 

时间管理：需要改进工作人员和专家时间记录、报告和管理系

统，以提高流程的效率和透明度。应当在2018年更新时间管理系

统，并取消额外的支助要求。 

2018 年 20 万 

5 

对远程招聘的升级换代：对现代云计算远程招聘解决办法的升级

换代将得以大大拓宽所能访问的全球资源和人才库，并使工发组

织能得以利用国际最佳技能组合。 

2018 年 20 万 

6 

资金和职位管理：这类单元将能得以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中给总

部和外地工作人员的已知员工开支拨备资金，这将能改进预算管

控与报告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2018 年 30 万 

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1 

信息通信技术数据中心和灾备设施：基于外聘审计员的建议

（IDB.43/3号文件，第114段和第116段），有必要对灾备设施和数

据中心设施进行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升级换代。这将有助于实现

保障和确保工发组织关键数据和系统安全性的目的。 

2017 年 20 万 

2 

总部信息通信技术设备：总部目前所用个人计算机以每年100部的

近似比率进行更换，这就意味着设备的实际使用比其使用寿命落

后三年。在2017年和2018年至少完全更换半数的个人计算机将大

大提高工作人员在对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办公室软件、知识管理

与协作解决办法等的日常使用中的生产率。中央服务器设备的使

用也超出了其预期使用寿命，应当在2017-2018年完全更换。 

2017-2018 年 40 万 

3 

改进远程工作的移动设备：总部移动设备的使用比其使用寿命落

后两年，并且其供应有限。应当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完全更换移

动设备并给工作人员增配设备。这不仅能够提高工作人员日常工

作的生产率，还尤其可以让工作人员有能力在远程工作时得以执

行关键的业务流程。 

2018 年 30 万 

2017-2018 年共计 3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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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19年企业资源规划和信息通信技术重大投资 

 

优先重点 投资说明 
估计时间 

安排 

估计数额 

（单位：欧元）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改进 

1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重大升级换代：与其他联合国组织之间的基

准比较表明，企业资源规划系统通常在初始执行后 7 至 8 年进行

升级，目的是确保对该系统不断更新，使其能够有效支持不断变

化的业务要求（工发组织于 2010 下半年开始执行）。此类重大升

级换代的费用一般为最初执行费用的 30%至 40%（工发组织执行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预算总额为 1,300 万欧元）。 

在这方面，应注意到，SAP 软件提供商最近启动了一项全新版本

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解决办法，其中包括新的功能、流程和技

术。不过，这一最新版本尚不能用于工发组织已有的所有流程和

模块。因此，一旦这一新的版本较为成熟并可用于所有关键业务

流程、功能和模块，工发组织就将予以重新执行。 

2019 年 480 万 

2 

报告“大数据”：数据量大幅增加，从而需要更好地加以整合、处

理和理解。在这方面，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将需要诸如记忆储存之类

一些新的技术，以使来自各种外部和内部来源（互联网、社交媒

体、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等）的庞大数据量得到快速处理和分析。 

2019 年 30 万 

3 

开展基于云服务的企业资源规划业务以实现规模经济：工发组织

经由互联网实现的设备/主机方面的运行中企业资源规划解决方案

和基于云服务的解决方案将有助于减少该系统的总体拥有成本，

并将得以更快部署解决方案和培训；精简升级和改进；提高系统

性能；并改进系统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它还将编制企业资源规划

解决办法，以利用和协助提供与联合国系统相一致的共享服务。

转向基于云服务的解决方案预计将能节省未来的业务费用。 

2019 年 30 万 

4 

全球支付：改进目前的全球支付程序，特别是对目前全球支付技

术的利用，将优化世界范围的转账，从而提高其准确性和及时性

并最终改进外地服务的执行。 

2019 年 30 万 

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1 

外地办事处通信设备：一些外地办事处没有适当的电子通信硬

件。2019 年应当对拥有最少适当电信硬件的外地办事处进行

升级换代。这有助于实现使外地办事处能够更好利用信息通信

技术设施、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视频会议等的目的。 

2019 年 50 万 

2 

电子邮件系统的更换：工发组织的电子邮件系统已经过时，需要

在今后几年内加以升级换代和（或）更换。升级换代/更换电子邮

件系统，有可能的话转用云服务，将能解决信息通信技术安全问

题，并且能够与未来的技术和趋势相一致。 

2019 年 30 万 

2019 年共计 650 万 

2017-2019 年总计 9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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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请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6. 委员会似宜注意到本文件提供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