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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6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特别政治任务、斡旋和其他政

治举措费用估计数 

  专题群组三：区域办事处、支助政治进程办事处和其他特派团 

  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摘要 

 本报告载有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拟议所

需资源，共计 73 571 400 美元(扣除工作人员薪金税)。 

 

 

 

  

 
 

 *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66(2017)号和第 2377(2017)号决议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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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特别政治任务 

  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 

(73 571 400美元) 

背景、任务和目标 

1. 本拟议预算要求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66(2017)号决议所设联合国哥伦比

亚核查团的业务提供资源。核查团的任务是核查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

装力量——人民军(哥人民军)签署的 2016 年《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

终协议》的两个关键方面的执行情况：即核查哥人民军成员重返政治、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情况；核查个人和集体安全与保护措施及相关地区社区和组织的全面安

全与保护方案的执行情况。 

2. 2017 年 6 月 5 日，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隆在给秘

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7/481，附件)中，代表政府和哥人民军正式

要求在 2017 年 7 月 10 日前设立第二个政治特派团。桑托斯·卡尔德隆总统在信

中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提供的支助对确保充分遵

守《双方明确停火、停止敌对行动和放下武器协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月 9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请秘书长就设立第二个政治特派团提出初步建议。根据

这一要求，6 月 23 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的报告(S/2017/539)提出

了一项建议，表示安全理事会应对该请求予以积极考虑，并授权目前特派团“临

时性地开始第二个特派团任务授权的一些任务”，并表示将“立即开始第二个特

派团的筹备工作”。 

3. 7 月 10 日，安全理事会在第 2366(2017)号决议中设立了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

团，最初期限为 12 个月，决定核查团在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任务期限于 9 月

25 日结束后，立即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开始实施核查行动。安全理事会在决议中

还指示秘书长着手进行准备，包括实地准备工作，在 45 天内就核查团的规模、

业务方面及任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详细建议。 

4. 根据第 2366(2017)号决议规定的任务，8 月 30 日印发的秘书长报告(S/2017/745)

就核查团任务的各项要素提出建议，这是综合规划进程的结果。安全理事会在第

2377(2017)号决议中“欢迎秘书长的报告(S/2017/745)，核可报告中关于联合国哥

伦比亚核查团规模、行动方面和任务的建议”。 

5. 核查团任务的各项要素载于安全理事会第 2366(2017)和第 2377(2017)号决议。

这些决议明确规定，核查团的目标是核查《最终协议》第 3.2 和 3.4 条。这些条

款详细说明了各方在落实哥人民军重返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义务，概述了

应为前哥人民军战斗人员和家属以及受冲突影响地区的社区和社会组织提供的

安全保障。 

6. 核查团在执行任务时将继续与各方、特别是与根据《最终协议》所设的相关

核查机构密切合作，监测和支持执行《协议》具体方面的工作，例如执行最终协

议后续行动、促进和核查委员会、国家重返社会理事会和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

https://undocs.org/ch/S/RES/2366(2017)
https://undocs.org/ch/S/2017/481
https://undocs.org/ch/S/2017/539
https://undocs.org/ch/S/RES/236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66(2017)
https://undocs.org/ch/S/2017/745
https://undocs.org/ch/S/RES/2377(2017)
https://undocs.org/ch/S/2017/745
https://undocs.org/ch/S/RES/236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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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团还将与国家、地区和地方当局、社区、组织和其他行为体密切接触，以核

查重返社会和安全保障措施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与其他实体的合作 

7. 除核查职能外，任务规定的性质还要求核查团与包括地方当局、民间社会、

政治行为体、私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在内的广大利益攸关方加强接触、联络和协调。

此外，为了向负责执行《最终协议》关键内容的哥伦比亚警察和军事部队提供充

分支持，核查团必须配置有警察和军事背景、不携带武器的国际观察员，以便与

哥伦比亚安全架构最高级别人员进行接触。 

8. 第一个特派团与国家、地区和地方当局、媒体、学术机构及广大民众建立良

好关系，核查团将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和平进程的宣传，解答在核查团作用或和平

执行工作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或疑虑。 

9. 核查团还将加强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联系和协调机制。鉴于联合国各实体

积极参与支持和平执行工作，此举变得更加重要。在综合规划进程完成后，成立

了一些核查团-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信息共享和协调小组，包括重返社会和安全保

障专题小组以及负责促进信息管理、传播和联合发布信息的加强协调机制。核查

团还将力求在地方和地区两级与现有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合署办公，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成本效益并进进协调。 

执行情况 

10. 安全理事会第 2261(2016)号决议确立了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的任务规定。

特派团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完成任务，实现了总体目标，即监测和核查哥伦比亚

政府与哥人民军双方明确停火、停止敌对行动和放下武器。在这一总体目标范围

内，特派团对取得的一些成就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监测双方遵守有关停火和停

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其中包括 2016 年 10 月 13 日停火议定书，并协助有效落实

各方建立的监测与核查停火协议三方机制。 

11. 在此期间，安全理事会还授权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根据 2366(2017)号决议，

开始临时开展核查团预计将于 7 月 10 开始的工作。特派团设立了地方过渡时期

工作队和地区过渡时期工作队。这些工作队的任务是监测与核查《最终协议》第

3.2 和 3.4 条的初步执行情况。在国家一级，特派团任命了负责安全保障核查与重

返社会核查的协调人，并调拨了少量工作人员来支持履行这些职能。特派团就地

方和地区两级的信息需求以及国家一级的信息传播与分析方式发出了指示。 

12. 特派团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成员密切合作，在地方和国家两级建立了协调

和信息共享程序。共同主持的安全保障和重返社会专题工作组已经成立并举行首

次会议。 

13. 为确保按各方和安全理事会的预期完成顺利过渡、遵守秘书长关于核查团从

行动第一天就全面实现行动效率的指示，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开展了一系列国

内筹备活动。工作重点是确定核查团的工作人员和观察员需求，与现有合同所有

者接触，讨论调整合同并向新核查团转让合同的可行性，开展市场调查和订约前

活动，并与政府共同更新特派团地位协定。 

https://undocs.org/ch/S/RES/226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66(2017)


A/72/371/Add.7  

 

17-18155 (C) 4/10 

 

2018年规划假设 

14. 根据各方要求，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66(2017)号决议，核查团需具备在国

家、地区和地方各级执行任务的能力。核查团对核查活动的地理要求进行了广泛

分析，确定了与和平执行工作的优先领域有关的一些因素，对风险因素进行了评

估，并总结了从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开展的初步核查活动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核查团考虑了规划中的实地存在的如下 4 个要素： 

 (a) 需要在 26 个训练和重返社会区内或附近保持存在，目前正在那里安排

哥人民军成员重返社会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 

 (b) 需要在一些地点建立存在，哥伦比亚政府根据这些地区存在的风险因素，

将其指定为优先提供社区安全与保护的地点。核查团的拟议部署将配合该国政府

的全面巩固和平方案，其中尤其是包括扩大文职机构的存在、提供基本商品和服

务、采取农村发展举措及制订非法作物替代方案； 

 (c) 需要尽可能确保核查团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合署办公，以便核查团

与驻哥伦比亚的联合国系统之间实现最大限度的协作； 

 (d) 当经验显示一些地区办事处无法在所在地区为当地核查工作提供最佳

支助时，需要将这些办事处调往其他地区。 

15. 出于这些考虑，核查团将基本保留与前特派团基本相同的地域部署(一个驻波

哥大的国家总部、9个地区办事处和26个与训练和重返社会区对应的地方工作队)，

同时作出如下调整：(a) 布卡拉曼加地区办事处将迁往库库塔(北桑坦德省)，在那里

可以更好地协助该地区的地方团队，而且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也在当地派驻

了人员；(b) 鉴于目前波帕扬地区办事处因距离问题无法充分支持纳里尼奥的地方

团队，将在帕斯托(纳里尼奥省)新设一个地区办事处(这样也可以与位于帕斯托的国

家工作队合署办公)；(c) 在 7 个地点设立小型办事分处：蒙特里亚(科尔多瓦省)、

波多黎各(梅塔省)、阿劳卡(阿劳卡省)、莫科阿(普图马约省)、阿帕塔多(安提奥基亚

省)、布埃纳文图拉(考卡山谷省)和巴兰卡韦梅哈(桑坦德省)。这将使核查团能够涵

盖执行重返社会和安全保障任务的优先地区。这还将使核查团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在哥伦比亚部署的 13 个地方协调工作队中的 9 个工作队合署办公并密切协调。 

16. 核查团将由部署在联合小组的文职人员和不携带武器的国际观察员共同组

成。各联合小组将确保拥有尽可能广泛的技能和经验组合，以便与尽可能广泛的

利益攸关方和行为体接触。由于哥伦比亚军事和警察部队在为前冲突地区提供安

全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携带武器的国际观察员的部署将平衡军事和警察

方面的专门知识。观察员的选拔将依据既定标准，包括性别平衡、区域代表性、

核查任务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以及遵守联合国的价值观和标准。特别是，核查团将

继续致力于尽可能在所有职能领域增加妇女人数，尤其将与观察员派遣国密切合

作，鼓励提名女观察员。 

17. 根据上述详细的分析和规划过程，有效和高效地执行核查团任务所需的人员

总数为 513 人，其中 120 人是不携带武器的国际观察员，其余是文职人员和联合

国志愿人员。为使联合小组拥有最广泛的技能组合，建议在核查团架构中纳入相

当数量的本国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志愿人员。 

https://undocs.org/ch/S/RES/236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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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66(2017)号决议，核查团将与联合国哥伦比亚国家工作

队成员按照各自的任务规定，协调开展工作。必须与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作出有力

的协调安排，以确保联合国为《最终协议》提供协调一致的支助，同时尊重各实

体各自的任务。上述这些安排要求核查团拥有少量协调人员。 

特派团支助 

19. 与前哥伦比亚特派团不同，核查团不是一个依靠该国政府提供支助服务的三

方机制的一部分，而是单独负责所有的特派团支助服务。由于发生这种向自力更

生的转变，加之任务地点增多、开展行动的地区偏远及运营环境的巨大规模和多

样性，因此在提供特派团支助的地区需求增加，情况更加复杂。鉴于此，有必要

加强核查团的特派团支助能力并扩大支助规模。 

20. 在前特派团经验的基础上，核查团将接管所有支助服务的合同事务。为最大

限度地提高效率，确保顺利过渡，核查团将在可能和可行时，及时高效地调整和

接管现有合同与协议。否则，核查团将酌情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合作制定新合同。

核查团还将与驻哥伦比亚联合国系统的业务和后勤工作队紧密合作，查明是否可

能让地方和地区工作队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合署办公，以及是否有机会实现

规模效应或利用现有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安排。 

21. 核查团从哥伦比亚政府接管的服务责任的关键部分是地面运输，在 26 个当

地地点(训练和重返社会区)提供营地及相关的生活服务安排，并在核查团开展行

动的 9 地区和 7 个次地区地点设立办事处。已对一系列运输备选方案进行了详细

的成本效益分析，以期根据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在流动性和安全方面的不同需

求提供混合车队，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本效益。核查团正在考虑关于当地房舍的各

种备选方案，其中包括有配套维修和服务的小型、租赁式预制营地、租赁式拖车

型营地和对现有哥人民军营地的临时设施进行翻新。 

22. 另外，由于核查团所负责的地区面积大，以及其在当地的许多地点地形复杂

(特别是将该国国土分隔的三大山脉)和地处偏远，因此需要小规模的航空能力。

前特派团的经验证明，这种能力对于在偏远地区核查武器藏匿处处置情况的行动、

应对危机、后勤、联络和高级别访问活动必不可少。核查团对在哥伦比亚境内提

供航空能力的不同可能性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目前，在该国和该地区运营的

航空公司都不具备执行联合国待命安排所必须的注册手续和资格认证。因此，

仅就本预算期间而言，要求继续通过签订合同提供专门能力，直到核查团能够

过渡到待命安排为止。为促进完成这一进程，核查团将与民航管理局、服务提

供方和外勤支助部后勤支助司空运科密切合作，根据联合国规则和条例，协助

国家和区域航空服务提供方获得注册和资格认证。 

安全保障 

23. 哥伦比亚政府对哥伦比亚境内全体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安保负有全面主权

责任。安全和安保部将与国家警察及相关安全机构密切合作，建立一个既能有效

执行核查团任务又能以安全可靠的方式这样做的体系。 

https://undocs.org/ch/S/RES/236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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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联合国在哥伦比亚的安保管理团队将统一行动，向联合国安全管理系统人员

提供安全和安保服务。在国家一级，核查团将得益于并促进现有的安全管理体系。

在地区一级，核查团将部署安保干事和助理，负责协助地区办事处主任确保地区

一级的安全有效运作，并在地方一级监督提供安全和安保服务。 

表 1 

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本组织的目标：核查是否有效执行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哥人民军)之

间的《最终协议》第 3.2 和 3.4 节。第 3.2 节：前哥人民军成员重返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

第 3.4 节：为相关地区前战斗人员、新政党成员、家属及组织和社区提供安全保障 
 
  业绩计量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a) 哥人民军的新政党和

和平之声政治运动能利用

媒体并加入《最终协议》

指定的代表机构 

㈠ 从哥人民军到合法政

治生活过渡过程中出现的

和平之声政治运动和新政

党不受限制加入国会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哥人民军代表不受限

制加入国家选举委员会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㈢ 在从哥人民军到合法

政治生活过渡过程中出现

的新政党对在地方、地区

和国家层面从事政治活动

受到限制的申诉数量有限 

目标数 <20    

估计数     

实际数     

 ㈣ 关于从哥人民军到合

法政治生活过渡过程中出

现的新政党在地方、地区

和国家层面利用媒体受到

限制的申诉数量有限 

目标数 <20    

估计数     

实际数     

(b) 已登记的前哥人民军

战斗人员积极参与个人和

集体重返社会方案/项目 

㈠ 已提交并被国家重返

社会理事会验证为可行的

生产项目和方案的百分比 

目标数 80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参与正式个人或集体

重返进程的前哥人民军成

员的百分比 

目标数 80    

估计数     

实际数     

(c) 已登记的前哥人民军

战斗人员正在接受《最终

协议》规定的财政支助 

㈠ 已收到 200 万哥伦比

亚比索正常化津贴的前哥

人民军成员的百分比 

目标数 100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已收到每月基本津贴

的前哥人民军成员的百分比 

目标数 100    

估计数     

实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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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计量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㈢ 已收到800万哥伦比亚

比索生产项目财政支助的前

哥人民军成员的百分比 

目标数 100    

估计数     

实际数     

 ㈣ 关于付款不足或支付

过程中遇到困难的申诉数

量有限 

目标数 <10    

估计数     

实际数     

(d) 有效建立商定的负责

执行的体制安排 

㈠ 根据国家重返社会理

事会导则在国家重返社会

理事会设立主管各相关地

区的部门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相关执行机构(包括

国家重返社会理事会、重

返社会与正常化局及执行

最终协定后续行动、促进

和核查委员会)定期举行

会议，讨论重返社会进程

中的进展和挑战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e) 安全保障措施的有效

执行表明，相关地区前战

斗人员、社区和组织的安

全状况有所改善 

㈠ 就在执行为新政党/运

动成员和家属及前哥人民军

成员提供个人和集体安全

和保护措施时遇到挑战的

情况提出的申诉数量有限 

目标数 <5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就未能执行为有关地

区社区和组织提供个人和

集体安全和保护措施的情

况提出的申诉数量有限 

目标数 <5    

估计数     

实际数     

(f) 有效建立促进执行工

作的商定体制安排 

㈠ 通过并执行安全和保

护政策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设立检察院特别事务

股，该股主管各地区的部

门正在运作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㈢ 相关执行机构(国家

安全保障委员会、国家保

护股特别分局、监察员办

公室和检察院)定期举行

会议，讨论执行安全保障

措施和方案过程中的进展

和挑战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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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计量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g) 在制定和执行安全保

障措施和方案时，适当纳

入顾及性别平等做法 

㈠ 在制定安全保障和重

返社会政策时，在多大程

度上评估并考虑了妇女的

需求(百分比) 

目标数 100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在制定和执行安全保

障和重返社会政策时，让妇

女组织积极参与并与其协商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㈢ 根据《最终协议》的

性别条款执行安全保障和

重返社会政策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h) 在制订和执行安全保

障措施和方案时，让族裔群

体、组织和社区适当参与 

㈠ 在制定安全保障和重

返社会政策时，在多大程

度上评估并考虑了族裔群

体的需求(百分比) 

目标数 100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在制定和执行安全保

障和重返社会政策时，让

族裔组织积极参与并与其

协商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㈢ 根据《最终协议》的

族裔群体条款执行安全保

障和重返社会政策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i) 在制定和执行安全保

障措施和方案时，适当考

虑前儿童战斗人员的需求 

在制定安全保障和重返社

会政策时，在多大程度上

评估并考虑了前哥人民军

儿童战斗人员的需求 

目标数 是    

估计数     

实际数     

产出 

 每周趋势分析和定期报告介绍从哥人民军到合法政治生活过渡过程中出现的新政党利用媒体和

加入代表机构的情况(52 份趋势分析和 12 份报告） 

 及时报告并递送关于如下事项的潜在申诉：从哥人民军向合法政治生活过渡过程中出现的新政党在

利用媒体和加入代表机构时遇到障碍，或缺乏在地方、地区和国家各级开展政治活动的条件(12) 

 每周与哥人民军代表、地方当局、地方、地区和国家各级社区代表及相关利益攸关方举行会议，

后续跟踪从哥人民军向合法政治生活过渡过程中出现的新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的条件(52) 

 每月趋势分析和定期报告介绍哥人民军前战斗人员参与重返社会方案/项目的情况(12 份趋势分

析和 12 份报告) 

 及时报告和递送关于存在资金支付障碍或未支付《最终协议》所规定的财政支助的潜在申诉(12) 

 每周与哥人民军代表、地方当局、地方、地区和国家各级社区代表、私营部门及相关利益攸关方

举行会议，后续跟踪前战斗人员参与重返社会的进程，并解决支付财政支助方面的潜在障碍(12) 

 每周报告和每月趋势分析说明不同安全和保护措施与方案的执行情况，以及对前哥人民军战斗

人员和家属及相关地区社区和组织的安全条件的影响(52 份报告和 12 份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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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报告和递送关于未能为相关地区前战斗人员、新政党成员、组织和社区提供安全保障的潜

在申诉(12) 

 每周与哥人民军代表、地方当局、特别是公众执法当局代表、地方、地区和国家各级社区代表

和有关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后续跟踪安全和保护措施与方案的执行情况，以及执行工作对相关

地区安全条件的影响(52) 

 在当地村庄进行定期访问和定期办公，提交关于重返社会进程和安全条件的报告和最新情况(52) 

 根据《最终协议》的规定制定一项具体战略，以核实重返社会和安全保障政策已分别纳入性别、

族裔和儿童保护的各项办法(1) 

 与族裔社区和妇女高级别论坛定期举行会议，后续跟踪《最终协议》的执行进程(12) 

 与族裔组织、妇女组织和关于儿童问题的组织定期举行会议，向它们介绍在执行安全保障和重返

社会过程中纳入三个贯穿各领域办法的进展情况，发现存在的挑战，并接受它们的反馈意见(12) 
 

外部因素 

25. 核查团可望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a) 各方继续承诺执行《和平

协议》；(b) 国会继续致力于通过执行《和平协议》所必需的有待通过的立法；(c) 

在核查团即将开始运作和存在其他武装团体的地区，安全局势保持稳定；(d) 提

供必要的国家预算拨款，以便执行《和平协议》的关键条款。 

表 2 

财政资源 

(千美元)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需资源  

差异分析 

(2017 年至 2018 年) 

 批款 支出估计数 差异估计数 共计 

非经常 

所需资源 

核定预算 

(2017 年) 增(减) 

支出类别 (1) (2) (3)=(2)–(1) (4) (5) (6) (7)=(4)–(6) 

        
军事和警务人员费用 — 1 475.5 1 475.5 4 016.1 — — 4 016.1 

文职人员费用 — 5 515.1 5 515.1 26 730.7 — — 26 730.7 

业务费用 — 8 728.8 8 728.8 42 824.6 6 589.3 — 42 824.6 

 共计(扣除工作人员薪金税) — 15 719.4 15 719.4 73 571.4 6 589.3 — 73 571.4 

表 3 

职位 

 专业及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及有关职类  本国工作人员   

 
副 

秘书长 

助理 

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小计 

外勤/ 

安保人员 

一般事 

务人员 

国际工作

人员共计 

本国 

干事 

当地 

雇员 

联合国 

志愿人员 共计 

                 
2017 年核定数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拟议数 1 1 1 6 20 40 45 1 115 38 1 154 72 82 85 393 

 变动 1 1 1 6 20 40 45 1 115 38 1 154 72 82 85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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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7 年的支出为 15 719 400 美元，用于核查团 2017 年 9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开办期间的业务。秘书长打算将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 2016-2017 年核批数额

中的 9 240 300 美元未支配余额用于核查团 2017 年 9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开办

期间业务所需的部分经费，共计 15 719 400 美元(扣除工作人员薪金税)。截至编

写本报告时，秘书长已请求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同意授权承付 6 479 100

美元，以满足核查团所需追加所需经费。将在 2016-2017 两年期第二次执行情况

报告中为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可能同意的、用于承付权的数额请求批款。 

27. 2018 年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所需资源估计数为 73 571 400 美元(扣除工作

人员薪金税)，用于 120 名不携带武器的国际观察员(4 016 100 美元)、154 名国际

工作人员职位(18 359 800 美元)和 154 名本国工作人员职位(6 154 100 美元)全员

编制所需薪金和一般工作人员费用、85 名联合国志愿者(2 216 800 美元)和业务费

用(42 824 600 美元)。业务费用由以下各项费用构成：咨询人(591 700 美元)、公

务差旅(2 445 400 美元)、设施和基础设施(14 184 900 美元)、陆运(3 627 700 美

元)、空运(8 367 900 美元)、水运(392 400 美元)、通信(7 877 900 美元)、信息技

术(3 025 600 美元)、医务(575 800 美元)，以及其他用品、服务和设备(1 735 300

美元)。 

28. 如上文表 3 所示，2018 年核查团拟议全员编制总人数反映了拟议设立的 393

个文职职位。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66(2017)号决议，核查团需具备在国家、地区

和地方各级执行任务的能力。核查团将由按联合小组部署的文职人员和不携带武

器的国际观察员组成。 

预算外资源 

29. 预计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在 2018 年没有预算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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