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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2002-2005年中期计划拟议订正案 
 

  方案 25.内部监督 
 
 

1．中期计划及其订正案的编制、格式和内容是以《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

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为指导(ST/SGB/2000/8)。 

2．条例 4.13中规定，中期计划应视需要每两年修改一次，以便将方案必要的改

动纳入中期计划内；拟议订正案应尽可能详细，附载中期计划通过后各政府间机

构和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所涉方案问题。 

3．附件中的拟议订正案表示，由于四个次级方案改组为三个，各项战略、预期

成绩和成就指标因此重新组合。原来的中期计划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因为立法授

权没有增加，也没有改变。订正案反映原有文本的实际调整和必要的改动以反映

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 2002-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时核准的新组织结构。 

4．原先的四个次级方案为：中央评价；审计和管理咨询；中央监测和检查；调

查，将重新组合，并更名为：内部审计；监测、评价和咨询(其中分为三部分：

中央监测和检查、中央评价和管理咨询)；以及调查。 

5．大会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34号决议通过了 2002-2005年期间的中期计

划，并作为 A/55/6/Rev.1 号文件分发。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概算载于 A/56/6

和 Corr.1 和 Add.1 和 2号文件(序言，第 1-33 款和收入第 1-3 款)。大会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253号和第 56/254号决议加以订正和通过。 

6．在拟议订正案中，新加入的案文用粗体表示，要删去的案文用中划线标明。

以括号中的文字说明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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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方案 25.内部监督的拟议订正案 
 

  总方向 
 

25.2   实现本方案各项目标的战略是基于有必要协

助各会员国和本组织确保方案活动遵守各项决议、

条例、细则和政策；有效地开展本组织各项活动；

按照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行进图(A/56/326)所

概述的确定影响到快速高效地执行各项方案的各种

因素来取得更大的成果；防止和侦查欺诈、浪费、

滥用、渎权和管理不当等现象。该厅在进行工作时，

其全盘办法针对: (a) 增进本组织人力资源和财政资

源的管理；(b) 便利在规定职责和责任时有更大的

透明度；(c) 通过监测遵守各项监督建议的情况来

改进内部控制制度；和(d)保护本组织的资产。[改

动是为了纳入提到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行进

图。] 

25.3  该厅将把现有的四个次级方案改组为三个：(a)

内部审计；(b) 监测、评价和咨询；和(c) 调查。改

组的次级方案将分别由(a) 内部审计司；(b) 监测、

评价和咨询司；和(c) 调查司执行。改组的目的是特

别要增强方案监测、评价和管理咨询中的职能协同，

并提高监督事务和产出的总体质量。[加以改动以反

映大会第56/253号决议核准的2002-2003两年期方案概

算第 28.5段。] 

 将旧的第 25.3 段和第 25.4 段分别改为第 25.4

段和第 25.5段。 

 

  次级方案 1 

  内部审计 
 

  目标 
 

25.6  [旧的第 25.9段]本次级方案的主要目标是由方

案管理人员根据有关的立法授权积极有效地执行和

管理各项方案、活动和业务。 

  战略 
 

25.7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10 段]在内部监督事务厅

内，本次级方案的实质性责任由审计和管理咨询司承

担。该股司将检查、审查和评价财政资源使用情况以

确保执行各项方案和立法授权；查明各方案管理人员

遵守财务和行政规则和条例的情况以及遵守经核可

的各外部监督机构的建议的情况；进行管理审计、审

查和调查以改善本组织的结构并增进其回应各方案

和立法授权需求的能力；监测本组织内部控制制度的

效能；以及确保正确管理本组织的资产和资源。该股

司将通过查明最佳的做法和不断改变的情况所带来

的机会协助方案管理人员加强其问责制和内部管制

框架。[加以改动以反映新的结构] 

  预期成绩 
 

25.8   [旧的第 25.11 段]预期成绩将包括更严格遵守

大会指示、既定条例、细则、政策和程序；增强本组

织内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其提高效率。 

  成就指标 
 

25.9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12 段]成就指标将包括：

(a) 方案管理人员执行的审计建议的数目；(b) 更为

有效地利用财政资源，以便保证执行各项方案和任

务，以及更为有效的程序；(c)错误或未经许可支出

的回收数额；和(d)(c)加强与外部监督组织的协调。

[加以改动以反映新的结构] 

  次级方案 2 

监测、评价和咨询 
 

 A. 中央监测和检查[新的] 
 

  目标 
 

25.10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13段]本次级方案中这一

部分的目标是加强方案执行，办法是监测方案支付和

产出，以及确定它们是否充分、及时并符合任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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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否有效地针对方案目标，各种资源是否得到了

有效利用。[加以改动以反映新的结构] 

  战略 
 

25.11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14段]在内部监督事务厅

内，本次级方案这一部分的责任由中央监测和检查股

承担。监测、评价和咨询司承担。该股司将监测两年

期期间方案预算内工作方案中出现的变动，并在两年

期期末通过交付最后产出，与核定方案预算的方案说

明内所列的目标相比较来确定在实现各项目标和预

期成就方面所取得的实际进展，该股司将审查各项活

动是否与授权及延期、重订、终止或增加的理由相符。

该股司将通过进行特别审查(检查)协助方案管理人

员提高管理和方案效率，帮助它们鉴定影响有效交付

其产出的问题。为确保执行建议的改正措施，该股司

将进行后续审查。该股司也将向方案管理人员提供关

于方案执行情况报告的指导和最佳做法，以帮助他们

查明影响有效执行其工作方案的问题。[加以改动以

反映新的结构] 

  预期成绩 
 

25.12  [旧的第 25.15段]预期成绩将包括由方案管理

人员更有效地监测各项活动的执行情况，并就此通过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向大会作出汇报，以及更及时地执

行方案。 

 成就指标 

25.13  [旧的第 25.16段]成就指标将包括方案管理人

员增进采用监测程序和工作计划以了解取得成绩方

面的进展情况以及方案管理人员遵守检查建议的程

度，根据《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况监

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第 6.3条及时提交各项报

告。 

 B. 中央评价[新的] 

  目标 

25.14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5段]本次级方案这一部

分的目标是：(a) 使政府间机构能尽可能有系统地、

客观地确定就其目标而言本组织的活动的效率和成

效；(b) 使秘书处和会员国能有系统地考虑，以提

高联合国主要方案的成效。[加以改动以反映新的结

构] 

  战略 
 

25.15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6 段]在内部监督事务厅

内，本次级方案这一部分的实质性责任由中央评价股

监测、评价和咨询司承担。该股司将进行评价以便利

各政府间机构根据某一方案或次级方案的目标评估

各项产出和活动的相关性、成效和影响。该股司将利

用取得进展的基准数据和指标来评估各项目标的方

案影响，并将鉴定和分析与成效、执行和影响有关的

因素。该股司也将协助秘书处内各部厅执行大会核可

的各项评价建议以及发展其本身的自我评价活动。该

股司将在各部厅的要求下就评价问题主办讲习班并

提供培训，并以其他方式支持自我评价。[加以改动

以反映新的结构] 

  预期成绩 
 

25.16  [旧的第 25.7 段]预期成绩将包括妥善协助各

政府间机构确定已获授权的方案和活动的相关性、效

率和成效。 

  成就指标 
 

25.17  [旧的第 25.8 段]成就指标将包括：(a) 方案

管理员执行的业经相关的政府间机构核准的评价建

议的数目；(b) 加强与外部监督机构的协调；(c) 有

助于各政府间机构更有效地分析各方案的执行情况

和效力的评价建议的质量；(d) 方案管理员进行的自

我评价的质量和程度。 

 C. 管理咨询[新的] 

  目标 
 

25.18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9 段]本次级方案这一部

分的主要目标是由方案管理员根据有关的立法授权

积极有效地执行和管理各项方案、活动和业务。[加

以改动以反映新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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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 

25.19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10段]在内部监督事务厅

内，本次级方案这一部分的实质性责任由审计和管理

咨询监测、评价和咨询司承担。该司将检查、审查和

评价财政资源使用情况以确保执行各项方案和立法

授权；查明各方案管理人员遵守财务和行政条例和细

则的情况以及遵守经核可的各外部监督机构的建议

的情况；进行管理审计、审查和调查以改善本组织的

结构，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提高服务交付的水平，并

增进本组织回应各方案和立法授权需求的能力。监测

本组织内部控制制度的效能；以及确保正确管理本组

织的资产和资源。该司将通过查明最佳的做法和不断

改变的情况所带来的机会协助方案管理人员加强其

问责制和内部管制框架。[加以改动以反映新的结构] 

  预期成绩 
 

25.20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11段]预期成绩将包括更

严格遵守大会指示、既定条例、细则、政策和程序；

增强本组织内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由于提供管理

咨询服务而提高管理方案的效率和效力。[加以改动以

反映新的结构] 

  成就指标 

25.21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12段]成就指标将包括：

(a) 方案管理人员执行的审计建议的数目；(b) 更为

有效地利用财政资源，以便保证执行各项方案和任务

和更为有效的程序；(b) 方案管理人员执行管理咨询

建议的百分比。(c) 错误和未经许可支出的回收数额；

(d) 加强与外部监督机构的协调。[加以改动以反映

新的结构] 

  次级方案 3 

  调查 
 

25.22  [旧的第 25.17段]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要确保

遵守联合国的条例和细则以及尽量减少发生欺诈、违

反联合国的条例和细则情事、管理不当、渎职、浪费

资源和滥用权力。 

  战略 

25.23  [旧的订正过的第 25.18段]在该厅内，实质性

责任由调查科司承担。该科司将调查据报的关于欺

诈、行为不检、管理不当、浪费资源、滥用权力、违

反联合国条例和细则以及其他渎职行为的指控。根据

调查结果，该科司将建议应采取的司法、纪律或其他

改正行动。该科司也将通过分析控制制度来评估欺诈

和其他高危行动中违反行为的可能性，并建议采取措

施，尽量减少出现这类违纪行为的危险性。此外，如

有需要，该科司将酌情向联合国各基金和规划署提供

调查服务。[加以改动以反映新的结构] 

 分别将旧的第 25.19段和第 25.20段为第 25.24

段和第 25.25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