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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第五委员会文件编制

状况 
  
 

秘书处的说明  
 
 

1. 兹提请第五委员会成员注意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A/C.5/69/1)，

信中说明分配给第五委员会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期间审议的项目。 

2. 本说明的附件载列截至 2015年 2月 20日供委员会在第六十九届会议续会第

一期会议期间审议的文件的编制状况。对于至今尚未印发的文件，列明了估计印

发日期。 

 

 

  

  

http://undocs.org/ch/A/C.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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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供第五委员会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期间

审议的项目和文件清单 

议程项目/文号 标题或说明 估计印发日期 印发情况 

    项目 131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问责   

A/69/676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秘书处问责制的第四次

进展报告(大会第 68/264号决议) 

 已印发 

A/69/___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采购   

A/69/710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采购活动的综合报告(大

会第 68/263号决议) 

 已印发 

A/69/___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69/73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

国系统内长期采购协议审查”的报告

(JIU/REP/ 

2013/1) 

 已印发 

A/69/73/ 

Add.1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他本人和联合国系统行

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检查组题为“联

合国系统内长期采购协议审查”的报告

(JIU/REP/ 

2013/1)的评论意见 

 已印发 

项目 132 2014-2015两年期方案预算   

 建筑和财产管理   

A/69/760 秘书长关于基本建设战略审查的报告 2月 27日  

A/69/___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69/749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灵活工作场所战略适用

问题全面业务论证的报告(大会第 68/247 B

号决议，第四节，第 5段) 

 已印发 

A/69/___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飞机舱位标准   

A/69/643 和

Corr.1 

秘书长关于飞机舱位标准的报告(大会第

57/589号决定和第 67/254 A号决议，第六

节，第 3、第 15和第 16段) 

 已印发 

http://undocs.org/ch/A/69/676
http://undocs.org/ch/A/69/
http://undocs.org/ch/A/69/710
http://undocs.org/ch/A/69/
http://undocs.org/ch/A/69/73
http://undocs.org/ch/A/69/73/Add.1
http://undocs.org/ch/A/69/73/Add.1
http://undocs.org/ch/A/69/760
http://undocs.org/ch/A/69/
http://undocs.org/ch/A/69/749
http://undocs.org/ch/A/69/
http://undocs.org/ch/A/6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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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文号 标题或说明 估计印发日期 印发情况 

    A/69/___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安全和安保   

A/69/530 秘书长关于方案关键程度问题高级别工作

组结论的报告(大会第 67/254 A 号决议，第

五节，第 18段) 

 已印发 

A/69/___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基本建设总计划   

A/69/360 秘书长的报告：关于基本建设总计划执行情

况(大会第 57/292 号决议，第二节，第 34

段；大会第 68/247 A号决议，第四.节，第

14 段)和 2008至 2013年期间连带费用供资

情况(大会第 67/246 号决议，第五.节，第

44 段)的第十二次年度进展报告 

 已印发 

A/69/529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已印发 

A/69/5 

(Vol.V) 

2013年12月31日终了年度审计委员会的报

告：基本建设总计划 

 已印发 

A/69/353 

(Sect.III) 

秘书长的报告：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 2013

年 12月 31日终了两年期报告和关于基本建

设总计划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报告

所载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大会第48/216号

决议，第 7段，和第 52/212 B号决议) 

 已印发 

A/69/529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已印发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团结”项目)   

A/69/385 和

Corr.1 

秘书长的报告：关于企业资源规划项目的第

六次进度报告(大会第 64/243 号决议，第

117 段) 

 已印发 

A/69/158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实施情况的第三次年度

进展报告(大会第 66/246号决议，第 93段) 

 已印发 

A/69/418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已印发 

 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提供补助金   

A/69/536 秘书长关于申请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提

供补助金的报告(大会第 68/247B 号决议，

第一节，第 8和第 10段) 

 已印发 

http://undocs.org/ch/A/69/
http://undocs.org/ch/A/69/530
http://undocs.org/ch/A/69/
http://undocs.org/ch/A/69/360
http://undocs.org/ch/A/69/529
http://undocs.org/ch/A/69/5(Vol.V
http://undocs.org/ch/A/69/5(Vol.V
http://undocs.org/ch/A/69/353(sect.III
http://undocs.org/ch/A/69/353(sect.III
http://undocs.org/ch/A/69/529
http://undocs.org/ch/A/69/385
http://undocs.org/ch/A/69/158
http://undocs.org/ch/A/69/418
http://undocs.org/ch/A/6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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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文号 标题或说明 估计印发日期 印发情况 

    A/69/65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已印发 

 联合国伙伴关系筹资机制和联合国伙伴关

系办公室 

  

A/68/6(Sec

t.1)，J章 

2014-201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一款通

盘决策、领导和协调 

 已印发 

A/68/7，第二

章，第一编，

第 1 款，第

一.56 至第

一.95段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已印发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业务安排和

服务条件 

  

A/C.5/68/13 2013年11月12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

席的信，信中转递 2013 年 11 月 11 日秘书

长给大会主席的关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业务安排和服务条件的信 

 已印发 

 关于重计费用问题的独立研究   

A/69/381 秘书长的说明，关于费用重计和本组织处理

汇率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可选办法的研究(大

会第 68/246号决议，第 10段) 

 已印发 

A/69/64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已印发 

项目 137 人力资源管理   

A/69/190 秘书长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概览：建设

一支全球化、有活力和适应性强的联合国员

工队伍”的报告(大会第 67/255、第 68/252

和第 68/265号决议) 

 已印发 

A/69/190/ 

Add.1 

秘书长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概览：流

动”的报告(大会第 67/255、第 68/252和第

68/265 号决议) 

 已印发 

A/69/190/ 

Add.2和 

Corr.1 

秘书长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概览：业绩

管理”的报告(大会第 67/255、第 68/252

和第 68/265号决议) 

 已印发 

A/69/190/ 

Add.3 

秘书长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概览：青年

专业人员方案”的报告(大会第67/255和第

68/252 号决议) 

 已印发 

http://undocs.org/ch/A/69/652
http://undocs.org/ch/A/68/6(Sect.1
http://undocs.org/ch/A/68/6(Sect.1
http://undocs.org/ch/A/68/7
http://undocs.org/ch/A/C.5/68/13
http://undocs.org/ch/A/69/381
http://undocs.org/ch/A/69/640
http://undocs.org/ch/A/69/190
http://undocs.org/ch/A/69/190/Add.1
http://undocs.org/ch/A/69/190/Add.1
http://undocs.org/ch/A/69/190/Add.2
http://undocs.org/ch/A/69/190/Add.2
http://undocs.org/ch/A/69/190/Add.3
http://undocs.org/ch/A/69/190/A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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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文号 标题或说明 估计印发日期 印发情况 

    A/69/190/ 

Add.4 

秘书长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概览：对适

当幅度制度的评估”的报告(大会第 67/255

和第 68/252号决议) 

 已印发 

A/69/292 秘书长关于“秘书处的组成：工作人员统计

数据”的报告(大会第 45/239 A 号、第

47/226 号、第 49/222号、第 51/226号、第

53/221 号、第 57/305号、第 59/266号、第

60/238 号、第 61/244号、第 63/250号、第

65/247 号、第 66/234 号、第 67/255 和第

68/252 号决议) 

 已印发 

A/69/292/ 

Add.1 

秘书长关于“秘书处的组成：免费提供的人

员、退休人员和咨询人以及个体订约人”的

报告(大会第 67/255和第 68/252 号决议) 

 已印发 

A/69/283 秘书长的报告：2013年 7月 1 日至 2014年

6 月 30 日期间秘书长处理纪律问题和可能

犯罪行为的做法(大会第 59/287号决议，第

16 段) 

 已印发 

A/69/117 秘书长关于《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的报告  已印发 

A/69/332 秘书长关于道德操守办公室活动的报告(大

会第 66/234号决议，第 11段，和第 68/252

号决议，第 29段) 

 已印发 

A/69/57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已印发 

 

项目 138 
 

联合检查组 
  

A/69/34 联合检查组 2014年报告和 2015年工作方案  已印发 

A/69/747 秘书长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主席身份提出的关于联合检查组 2014 年报

告的说明(大会第 62/246号决议，第 8段) 

 已印发 

 

项目 147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经费的 

筹措 

  

A/69/734 秘书长关于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

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的报告(大会第

68/267 号决议) 

 已印发 

A/69/__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http://undocs.org/ch/A/69/190/Add.4
http://undocs.org/ch/A/69/190/Add.4
http://undocs.org/ch/A/69/292
http://undocs.org/ch/A/69/292/Add.1
http://undocs.org/ch/A/69/292/Add.1
http://undocs.org/ch/A/69/283
http://undocs.org/ch/A/69/117
http://undocs.org/ch/A/69/332
http://undocs.org/ch/A/69/572
http://undocs.org/ch/A/69/34
http://undocs.org/ch/A/69/747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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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文号 标题或说明 估计印发日期 印发情况 

    项目 113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

任命 

  

 (b) 任命会费委员会成员   

A/69/102/ 

Add.2 

秘书长关于任命会费委员会成员的说明  已印发 

 

http://undocs.org/ch/A/69/102/Add.2
http://undocs.org/ch/A/69/102/Add.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