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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财务事项  

2002 - 2003 两年期方案预算 

公约 方案概算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导  言 

A.  任   务  

1.  公约 缔约方会议 其附属机构和秘书处的核心行政费用是通过两年期

方案预算支付的 各缔约方每年根据一指示性比额表对预算作出缴款 预算由

公约 缔约方会议在其所涉财政期开始前根据执行秘书在将通过该预算的缔约

方会议届会开幕前至少 90 天发送的概算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见财务程序 第

15/CP.1 号决定 附件一 第 3 和 4 段) 1 

                                                 
1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见 FCCC/CP/1995/7/Add.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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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履行机构在第十三届第二期会议上开始讨论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预算

并商定在第十四届会议上加以审议 以期提请 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通

过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预算
2
 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 (第六届第一期

缔约方会议)请附属履行机构第十四届会议提出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预算供第七

届缔约方会议通过 为此 第六届缔约方会议请执行秘书向履行机构第十四届会

议提出一个方案概算 它要求该概算应包括一项会议服务的意外需要 以备联合

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决定不将秘书处的需要列入联合国 2002-2003 两年期经常预

算 (见第 17/CP.4 号决定 第 17 和 18 段)
3
  本说明是应这一要求编写的  

B.  本说明的范围  

3.  本文件载有执行秘书在履行机构的一项建议基础上提请履行机构第十四届

会议审议并且 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通过的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概算

工作方案和资源需求概要见 FCCC/SBI/2001/4/Add.1 号文件 很抱歉 这些文件没

有能够及时提交 这些文件的提交只能排在第二位 因为秘书处要为缔约方会议

第六届会议恢复关于 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的谈判进行准备工作 包括协

助主席编写 合并谈判案文  

 4.  这个概算包括  

(a) 概述 (见下文第二节 ) 其中包括关于概算结构的说明 (另见图 1)和关

于由两年期核心预算予以满足的资源需要的意见  

(b) 相关的表格 其中按方案列出拟议的核心预算 经费在该预算之内安

排的拟议员额配备表 以及同过去预算期的比较  

(c) 关于方法的说明  

5.  本文件还载有关于意外情况下员额配备和资源需要的初步估计 (见下文第

三节 ) 公约 秘书处预计可以从联合国收到的方案支助费 (间接费用 )的计划用

途说明 (见下文第四节 ) 以及参加 公约 进程信托基金在两年期内的资源需要

(见下文第五节)  

                                                 
2  履行机构第十三届续会通过的结论 见 FCCC/SBI/2000/17  
3  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见 FCCC/CP/1998/16/Add.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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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联系履行机构第十四届会议审议方案概算的结果 向该机构第十五届会

议提交秘书处拟议工作方案订正说明和辅助活动信托基金资源需要估计  

C.  履行机构可采取的行动  

7.  如上文第 2 段所述 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请履行机构向缔约方会议第七

届会议提出下一个两年期的方案预算 为了便利审查和审议执行秘书提出的概

算 履行机构主席不妨在履行机构第十四届会议开始时召开非正式磋商会议 他

也可以考虑请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主席鼓励各代表团让它们在科技咨

询机构内的专家参与审查方案预算与科技咨询机构工作有关的内容 特别是关于

清单编制方法和技术审评的工作方面的内容  

8.  作为其审议的结果 履行机构不妨  

(a) 以建议形式向第七届缔约方会议提出 2002-2003 两年期合计方案预算

以及按级别分列的全秘书处员额表(见下文表 3 和表 1)  

(b) 请秘书处编制下列两项 交履行机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  

(一) 准备请第七届缔约方会议通过的一项关于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

预算的决定草案以及相应的表格  

(二) 用于解释上述草案和表格的秘书处 2002-2003 两年期工作方案订

正说明  

(c) 请执行秘书估计执行 公约 缔约方会议建议 公约 / 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列出的任务所需要的资源 并将其纳入

2004-2005 两年期方案预算 或酌情纳入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预算

的补编  

(d) 建议第七届缔约方会议在方案预算中纳入有待 公约 缔约方会议或

联合国大会另行决定的有关下列活动的核定资源水平 4 

(一) 公约 各机构会议所需的会议服务 以备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

会议在联合国 2002-2003两年期经常预算中不安排这方面的服务  

                                                 
4  关于履行机构在向第七届缔约方会议提出的建议中保留的任何意外需要的估计将

进一步明确后提交履行机构第十五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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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清洁发展机制 ( 京都议定书 第十二条 )提供支持的工作的迅

速启动 以备 公约 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该机制的执行秘书  

(三) 为技术转让问题政府间科学技术专家咨询组工作提供的支持 以

备 公约 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该咨询组  

(四) 与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有关的方法问题上的进步工

作 5 以及  

(五) 与温室气体清单的技术审评有关的进步工作 包括为审评专家提

供培训 5 

9.  如果在履行机构第十四届会议结束时就可以知道下一个预算的水平 执行

秘书就能够及时通知缔约方在下一年的缴款数额 并有助于避免现金周转问题

此外 这样也会可以在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方案规划  

二 概  述 

A.  不确定情况下的规划  假设和意外需要  

10.  这次的方案概算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提出的 第六届缔约方会议续会开

始时和开始之后政府间谈判会如何进行 这一点并不清楚 而正因为如此 缔约

方可能向 公约 秘书处提出的今后两年的所有要求也不清楚 另外 概算是即

将卸任的执行秘书提出的 他知道继任执行秘书会在秘书处的领导和管理方面带

来新的想法 可能希望在组织上作一定的改动  

11.  执行秘书没有将情况不确定作为延误的借口 而是认为 谨慎的做法

是 在提出概算时 要吸取本两年期方案预算执行工作中的教训 包括要准备

公约 缔约方会议今年或明年可能作出的决定会产生的意外要求 并且未即将

就任的秘书处负责人在管理方面留下较大的灵活余地  

                                                 
5  在第八届缔约方会议就两个附属机构第十六届会议的建议作出决定的情况下 就

会产生这些意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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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间层面上的主要不确定情况关系到 京都议定书 生效进程的速

度 当前秘书处的工作方案中有些活动就是为 议定书 生效作准备的 在开展

这些活动的同时 也在进行 公约 本身以及 公约 缔约方会议在 公约 框

架内所作决定规定的工作 6  在估计下一个两年期的核心概算时 假设这些活动

将继续开展 或者由实质性内容类似的其他活动取代 凡是与 京都议定书 明

确相关的工作 都不要求从核心预算中提供额外的资源 公约 缔约方会议可

能建议 公约缔约方会议兼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 (第一届 公

约 / 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决定所涉资源问题 将纳入 2004-2005 两年期

方案预算估计 或酌情纳入准备参照这些建议拟订的 2002-2003 两年期补充预算

然而 本次概算中也考虑到一个意外需要 这就是第七届缔约方会议可能设立清

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 而该执行理事会将于 2002 年开始形成工作势头 7 

13.  其他准备满足意外需要的经费关系到汇和温室气体清单方面的技术工作

的强度 以及技术转让问题政府间科技专家咨询组  

14.  另外一项性质不同的意外需要关系到能不能为 公约 机构提供会议服

务(主要是口译 翻译和文件服务) 这些活动迄今为止是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

国经常预算提供的 同过去一样 为 公约 预算也安排了这方面的意外需要经

费 以备联合国大会不再继续过去的做法  

15.  这一项经费安排所依据的是 假设 公约 机构的会议日历仍然是每年

两期 每期两周 其中的一期涵盖 公约 缔约方会议的届会 此外还假设 在

下一个两年期内 至少有一期 公约 缔约方会议不在波恩而是有一个缔约方主

                                                 
6  关于排放量交易和 京都议定书 第六条 第十二条和第十七条设想的其他机制

的设计工作和信息收集 要借鉴利用关于 公约 和缔约方会议设想的合作机制的设计

工作和信息收集( 共同执行 和 共同执行的活动 ) 关于遵守程序的工作与关于 公

约 第十三条之下的多边磋商进程的工作同时进行  
7  意外需要预算中的核心资金将由辅助活动信托基金加以补充 届时 清洁发展机

制的行政费用将由核证的项目活动产生的收益分成支付 如果设立执行理事会的决定由

第八届缔约方会议作出 准备应付意外需要的经费就要下调 如果缔约方会议决定按照

第六条设立一个监督委员会 并且要提供技术支助以便建立登记册的结构和在 2002-2003
年期间的排放量交易方面进行交易日志的业务工作 就需要补充活动信托基金提供额外

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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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而且 如果第一届 公约 / 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将在下一个两年期内进

行 不会增加对这些会议服务的需要量 这些假设不仅决定恢复的费用 而且也

决定方案预算的许多其他组成部分 履行机构必须加以确认  

16.  关于为即将上任的执行秘书在管理方面留下的灵活余地 方案预算的编

排方式意味着在与副执行秘书的任务分工方面和安排支助服务的监督责任方面可

以有所选择 此外 设想 公约 缔约方会议将同过去一样授权执行秘书在通常

的限度内在不同方案之间调拨资源 因此在两年期内可以从结构上作某些修改 8 

B.  方案结构  

17.  秘书处的拟议工作方案结构与两年前向履行机构提出的结构不同 这次

的结构反映 公约 缔约方会议任务的演变 本两年期在结构上所作的调整 以

及执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修改过的结构按照三个方案类别编排(见以下图 1) 行

政领导 技术方案 支助服务 现行的某些组织单位予以取消 所涉员额在新的

结构中另行配置  

18.  行政领导涵盖执行秘书 副执行秘书和 公约 缔约方会议秘书的各项

职能和有关工作人员 这三个官员共同负责提高秘书处工作总体上的一致性和满

足 公约 机构需要方面的反应能力 他们主持内部管理工作 争取推动实现这

些目标和促进秘书处内部的管理工作 他们还为 公约 缔约方会议主席和主席

团提供咨询意见和支助 分析新出现的政策问题 9  协调秘书处的对外宣传和联

外活动 10  以及监督三个支助服务的工作(见下文第 25-28 段)  

19.  在这个大类中 由执行秘书和副执行秘书直接领导之下执行的任务归在

一个方案中  行政领导和管理 (领导管理 ) 其中的责任划分将在新的执行秘书到

任后确定 公约 缔约方会议秘书办公室(会议秘书办公室)在预算内另立一项  

                                                 
8  第 20/CP.5 号决定第 8 段授权执行秘书在各项拨款之间进行调拨 调拨总额以这

些项拨款估计开支总额的 15%为限 而且 每项拨款的调出数额不得超过 25%  
9  为了员额的节约配备 关于遵守程序和多边协商进程的技术工作将在处理这些问

题的时候同时加以处理  
10  拟议工作方案不再包含专门关于联外的内容 主要的联外职能分派给秘书处的不

同部分 本两年期准备用于联外次级方案的资源重新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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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技术方案之下 工作是执行 公约 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分派的

任务 目前秘书处技术工作的内容包含四个这样的方案 方法 清单和科学 可

持续发展 合作机制 执行工作  

21.  在方法 清单和科学 (方案 )之下 工作着眼于发展秘书处的能力 以便

支持缔约方建立方法上的基础 从而能够切实可信地履行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

清除量有关的承诺 这个方案所侧重的能力涉及制定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

量报告和清单技术审评的指南 按照第 3/CP.5 和 6/CP.5 号决定的规定安排这种审

评 以及将清单数据归档 这个方案继续开展与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以及与此

有关的方法工作 方案中增加了一个关于脆弱性和适应方法的新的重点 方案还

着眼于确保与气专委 民航组织 海事组织等单位科学方面的进程建立联系 并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 荒漠化公约 等其他公约的科学技术工作建立联系 这个

方案的负责人(D-2 级)协调秘书处为科技咨询机构及其主席团成员所提供的支助  

22.  在可持续发展 (方案 )之下 活动涉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重点任

务和方案中纳入气候变化方面的内容 这个方案初步包含为技术转让 适应战略

(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行动计划)和应对措施影响等方面的政府间工作提供

支助 11 

23.  在合作机制 (方案 )之下 要继续开展当前关于以项目为基础的机制和排

放量交易的设计工作 并收集关于共同执行的活动的信息 将由副执行秘书监督

这个方案的工作 直至这项活动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有必要设置一位专职的 D-2

级方案协调员为止  

24.  在执行工作 (方案 )之下 要继续开展当前关于附件一缔约方和非附件一

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的工作 为相应的审评和审议工作提供支助  在审

议方面 包括专家咨询组  以及信息通报中所提供的信息的汇编和综合 这个方

案要确保与环境基金的联络 并协调秘书处在与促进能力建设活动有关的任务方

面的相应措施 这个方案的负责人(D-2 级)协调秘书处为履行机构及其主席团成员

所提供的支助  

                                                 
11  目前 在关于执行工作的方案中保留了促进能力建设一项 这项工作与秘书处同

环境的联系方面的工作结合进行 环境基金是与 公约 有关的能力建设所需经费的主

要多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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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支助服务 (方案 )是要帮助秘书处和政府间工作程序切实有效地运行 将

在行政 会议事务和信息等方面继续提供这种服务 这些服务迄今为止是安排

在范围更大的方案之中 为了提高预算方面的透明度 现在将其分别列为单独

的方案项 然而 其中的每一项将由行政领导和管理方面的一位高级官员加以

监督 12 

26.  行政处负责 公约 秘书处的总体行政工作 为资金和人力资源管理制

定政策和指导意见 管理采购活动 管理经费来自核心预算的全秘书处范围业务

工作的费用 并监测由方案行政组进行的 经费也是来自间接费用项的行政工

作 方案行政组是本两年期启动并逐步贯彻落实的改革的产物 员额配备的经费

和有关费用来自间接费用项 (见 E 节 ) 全秘书处范围的费用所需经费来自核心预

算 此外 正在与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 荒漠化公约 )秘书处筹划一项共

同的行政服务方针  

27.  会议事务处负责为 公约 机构 (缔约方会议 附属机构 )的所有会议和

研讨会提供会议设施和服务 会议事务处负责与缔约方 观察员国家和观察员组

织进行联络 安排 公约 机构会议与会者的报到登记事宜 以及为符合接受资

助资格的缔约方的与会者提供资金和旅行安排 会议事务处还负责正式文件的规

划 编辑以及译印和分发的协调工作  

28.  信息处负责为参加各种会议和研讨会的缔约方以及秘书处提供信息技术

支助 信息处要确保缔约方能够通过互联网得到各种正式文件和其他信息 并负

责维护秘书处网站 www.unfccc.int 信息处还负责维护报到登记和文件分发工作所

需要的中央数据库 并通过资料室为秘书处的工作提供支助 信息处负责安排新

闻界参加 公约 进程 并与环境署和其他组织合作出版发行关于 公约 及其

进程的信息产品  

                                                 
12  目前设想行政处向副执行秘书报告 信息处向执行秘书报告 这些报告安排有待

信任执行秘书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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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资源需要  

1.  结余(结转款)的使用  

29.  当前工作方案的正常开支低于 2000-2001 年核定方案开支 13  这是因为

多种技术原因和业务原因所致 汇率收益 由于第六届缔约方会议暂停而导致的

政府间活动(诸如研讨会)的减少 由于所提交的材料不完整和需要开发必要的工具

而推迟开始对温室气体清单进行技术审评 以及顾问 旅费和专家等预算项之下

实际开支水平低于预算水平 相反方面的因素都是一次性的费用 一是秘书处因

办公地点 超负荷 而需要增加办公室 从而需要配置设备 二是改变原定在

2001 年 5 月至 6 月举行的两个附属机构 技术性 会议的计划 安排 2001 年 7 月

举行一次参加人数很多 安全保卫工作要求很高 新闻报道单位很多的 政治

性 的缔约方会议  

30.  1999 年底有结转余额约 600 万美元 缔约方会议决定 2000-2001 两年期

开支的 369 万美元用这笔余额支付 2000 年底有结转余额约 730 万美元 预计到

2001 年底会增加到 800 万美元左右 14  建议缔约方会议按照第 20/CP.5 号决定中

的先例 核准从这个余额中支取 400 万美元支付 2002-2003 两年期核心预算的一部

分经费  

31.  在核心概算编制过程中 秘书处力求较准确地估算资源需要和单位费

用 以便纠正目前表面上存在的实际开支低于预算的趋向 当然 秘书处无法预

测汇率变动或需要秘书处支助的政府间活动的增减  

2.  限定条件  

32.  方案概算的下列内容与本两年期相比保持不变  

(a) P-5 及更高级别的员额(D-1 增一 P-5 减一 有些员额按照拟议方案

结构作了重新配置)  

(b) 顾问经费和工作人员旅费  

                                                 
13   将在方案预算最后获得接受时 向第七届缔约方会议报告财务情况  
14  这些数字均已分别减去相当于预计开支 8.3%的周转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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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这些限度与意外需要无关  

34.  研讨会的费用(例如 与会者和工作人员的旅费 专题讲解人的费用 房

地租金)继续由辅助活动信托基金提供  

3.  增加员额  

35.  本次的概算要求共计增加专业职等(P-4 级及以下)13 个员额和一般事务职

等 9.5 个员额 其中有些员额到 2003 年才需要 工作方案概述提到这些增加的员

额的配置部门 增加专业员额的要求源于  

(a) 对落实第 6/CP.5 号决定要求而在温室气体清单方面的技术工作上的

一项新任务 15  增加的员额(方法 清单和科学方案) P-4 一个 P-

3 两个  

(b) 满足缔约方对于脆弱性和适应 (方法和战略 )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高的兴

趣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脆弱性 增加的员额 (可持

续发展方案以及方法 清单和科学方案 ) P-4 两个 (其中 2003 年一

个)  

(c) 与有关科学机构和进程 (气专委 民航组织 海事组织 气象组织

荒漠化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其他公约 )建立联系 增加

的员额(方法 清单和科学方案) P-3 一个  

(d) 关于促进能力建设的工作 增加的员额(执行工作方案) P-4 一个  

                                                 
15  2001 年上半年 秘书处通过初步核实以及综合和评估程序 审查了 23 个附件一

缔约方以通用报告格式提交的温室气体清单 此外 还对一些温室气体清单进行了专项

审查 其中有的是书面材料审查 集中审查以及四项国内审查 参加审查的有来自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 50 多个专家 其中一半由秘书处提供资金 2001 年下半年和 2002
年 这项工作将继续进行 2003 年起 按照第 6/CP.5 号决定 所有附件一缔约方的温室

气体清单都要接受年度审查 加强温室气体清单审查工作 也要求增加信息技术支助方

面的资源 以及增加网站服务和不同审查阶段文件编辑方面所需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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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信息技术和网站服务需求的增加 增加的员额 (信息处 ) P-4 一

个 P-3 一个 P-2 一个(2003 年)  

(f) 在核心预算内纳入迄今由 波恩基金 16  供资的共同性的活动(文件

服务)或由辅助活动信托基金供资的共同性的活动 (与非政府组织以及

新闻媒体的联络 网站通信联系 ) 增加的员额 (会议事务处和信息

处) P-3 两个 P-2 一个  

36.  增加员额之后 公约 秘书处 2003 年由核心预算提供经费的员额表合

计如下(另见下文表 1)  

助理秘书长和 D 级  9 个员额  

P-5 9 个员额  

P-4 17 个员额  

P-3 P-2 34 个员额  

一般事务人员  38.5 个员额  

 

                                                 
16  波恩基金 是德国政府保证提供的年度特殊捐款 主要用于支付在德国组织会

议和活动所涉费用 公约 缔约方会议和附属机构会议的规模不断加大 在波恩租购

会议设施的费用也在不断上升 因此对波恩基金资源产生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这种压

力最大的时候是 公约 缔约方会议的一届会议在波恩举行的情况(如 1999 年和 2001
年) 波恩基金的上限自 1998 年以来保持在 350 万德国马克 (这个数额目前相当于 150
万美元 按美元计 价值目前正在下降 )因此 为了谨慎起见 有必要将本来由这个基

金支付的某些工作人员费用转到核心预算之下 使文件和有关的资料服务能够保持在缔

约方通常已经习惯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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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秘书处由核心预算满足的员额需要  

 2001 2002 2003 

A.  专业人员以上职等     

助理秘书长  1 1 1 

D-2 3 3 3 
D-1 4 5 5 
P-5 10 9 9 
P-4 11 16 17 
P-3 18 24 24 
P-2 9 9 10 
专业人员以上职等合计  56 67 69 

B.  一般事务人员职等合计  29 38.5 38.5 

总   计  (A B) 85 105.5 107.5 

 

表 2.  各个两年期最后一年员额配备历史比较  

 1997 1999 2001 2003 
(概算)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 31 41 56 69 

专业职等以上(相对于前一个两年期的百分比  

  变化) 

-- 32.3% 36.6% 23.2% 

一般事务职等(员额) 19 22 29 38.5 

一般事务职等(相对于前一个两年期的百分比  

  变化) 

-- 15.8% 31.8% 32.8% 

工作人员合计工作人员合计工作人员合计工作人员合计 (员额员额员额员额 ) 50 63 85 107.5 

工作人员合计工作人员合计工作人员合计工作人员合计 (相对于前一个两年期的百分比相对于前一个两年期的百分比相对于前一个两年期的百分比相对于前一个两年期的百分比  

  变化变化变化变化 ) 

-- 26% 3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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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家旅费  

37.  2000-2001 两年期方案预算在附件一国家信息通报深入审查方面安排了限

定人数的专家旅费 这项工作到 2001 年中已基本完成 2002-2003 两年期专家旅

费开支要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用途是  

(a) 按照第 11/CP.4 号决定 附件一缔约方应于 2001 年 10 月 30 日之前

提交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 对这些信息通报应在 2002-2003 年期间进

行深入审评 因此涉及政府提名的专家的旅费  

(b) 第 6/CP.5 号决定规定了附件一缔约方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的试行

期 这些审评工作会涉及许多专家 他们要到秘书处参加集中审评

编拟综合和评估报告 以及在进行国内审评时前往附件一缔约方  

(c) 第 8/CP.5 号决定设立了未列入 公约 附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

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 (专家咨询小组 ) 专家咨询小组自己的会议和该

小组召集的研讨会也涉及与会专家的旅费  

38.  本概算中的估计设想要提供所有专家的有关经费 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国

家 参加书面材料审评的专家的费用不在本概算范围内 如果缔约方决定这些费

用也应当有所安排 就应纳入核心预算或辅助活动信托基金的经费范围  

5.  两年期的财务框架  

39.  2002-2003 两年期核心预算的合计方案开支估计为 2,880 万美元 其中不

包括意外需要 联合国标准行政开支收费(13%)的增加以及周转准备金的调整 将

使预算总额达到 3,280 万美元 扣除东道国政府的捐款(300 万德国马克 相当于

130 万美元)和拟从结余(结转款)中提取的 400 万美元 底线   缔约方按照订

正的指示性比额表所交款项总额  将是 2,750 万美元(见下文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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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概算  

(千美元) 

支   出  2002 年  2003 年  2002-2003 年  
合  计  

A.  行政领导     

A.1. 行政领导和管理  1,675.4 1,692.8 3,368.2 

A.2. 公约 缔约方会议秘书

办公室  
699.6 699.6 1,399.2 

B.  技术方案     

B.1. 方法 清单和科学  2,789.6 3,008.5 5,798.1 

B.2. 可持续发展  1,084.9 1,114.4 2,199.3 

B.3. 合作机制  763.8 763.8 1,527.6 

B.4. 执行工作  2,695.3 2,738.8 5,434.1 

C.  支助服务     

C.1. 行政处 a -- -- -- 

C.2. 会议事务处  1,072.4 1,112.2 2,184.6 

C.3. 信息处  1,707.9 1,872.3 3,580.2 

D.  全秘书处业务费用 b 1,695.5 1,628.0 3,323.5 

核定方案支出(A+B+C+D) 14,184.3 14,630.4 28,814.7 

E.  方案支助费(间接费用)c 1,844.0 1,901.9 3,745.9 

F.  周转准备金 d 209.5 41.8 251.3 

预算总额(A+B+C+D+E+F) 16,237.8 16,574.1 32,811.9 

收   入     

东道国政府捐款
e 657.9 657.9 1,315.8 

结余或以往财政期的缴款(结转额) 2,000.0 2,000.0 4,000.0 

收入总额  2,657.9 2,657.9 5,315.8 

指示性缴款  13,579.9 13,916.2 27,496.1 

a  间接费用项下开支  

b  行政处经管  
c  联合国收取标准的 13%行政支助费用.间接费用的详细用途见下文表 10和表 11  
d  根据财务程序(第 15/CP.1号决定 附件一 第 14段) 这将使周转准备金数额在 2002年达

到 1,330,400美元 2003年达到 1,372,200美元  
e  根据 2001年 6月联合国通行汇率 相当于 150万德国马克(1美元 2.28德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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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表 4 按前两个两年期和 2002 2003 两年期概算的支出项目列出由核心预

算予以满足的全秘书处资源要求  

表 4. 按支出项目开列的全秘书处由核心预算满足的资源需要  

(千美元) 

支出项目  1998 1999 年  2000 2001 年  2002 2003 年  
(概算) 

A. 员额费用  13,316.1 16,407.5 19,850.9 

B. 顾   问  905.0 1,412.0 1,412.0 

C. 差旅费  944.5 1,506.3 1,506.3 

D. 专家组  576.0 210.0 1,632.0 

E. 一般业务开支  560.7 635.0 910.0 

F. 用品和材料  190.0 230.0 120.0 

G. 家具和设备购置  334.5 672.2 783.5 

H. 合同服务  

外包印刷和其他任务  

培   训  

 
95.0 
90.0 

 
150.0 
380.0 

 
300.0 
500.0 

I. 共同服务缴款  900.0 1,075.0 1,100.0 

J. 捐赠(气专委) 750.0 1,000.0 700.0 

K. 筹备第六届缔约方会议   885.0 ―  

方案支出小计  18,661.8 24,563.0 28,814.7 

方案支助费(间接费用)
a
 2,426.0 3,193.2 3,745.9 

周转准备金
b
 258.2 132.0 251.3 

预算总额  21,346.0 27,888.1 32,811.9 

收   入     

东道国政府的捐款
c
 1,775.2 1,621.6 1,315.8 

结余或以往财政期的缴款(结转额) 0.0 3,702.2 4,000.0 

收入总额 1,775.2 5,323.8 5,315.8 

指示性缴款 19,570.8 22,564.3 27,496.1 

a  联合国收取标准的 13%行政支助费用 间接费用的详细用途见下文表 10和表 11  
b  根据财务程序(第 15/CP.1号决定 附件一 第 14段) 这将使周转准备金数额在 2002年达到

1,330,400美元 2003年达到 1,372,200美元  
c  
根据 2001年 6月联合国通行汇率 相当于 150万德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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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表 5 列出前三个两年期核定预算和 2002 2003 两年期概算的相对变动情

况  

表 5. 预算变动情况  

 1996 1997 年  1998 1999 年  2000 2001 年  2002 2003 年  
(概算) 

核定预算 美元  15,627,400 18,661,800 24,562,956 * 28,814,637 

相对于前一个两年

期的百分比变化  
―  19.4% 31.6%

 
17.3%

 

*  
核定方案支出加 1,000,000美元  减间接费用和用于气专委的补充资金 300,000美元  

 
三 意外需要 

42.  在会议服务的意外需要方面 将为满足会议服务和文件需要项下增加

470 万美元 在 底线 额上增加 570 万美元(见下文表 6A 和表 6B) 初步估计技

术方案和有关支助服务方面的意外需要(见上文第 12 至 15 段)将在方案支出项增加

130 万美元 在 底线 额上增加 160 万美元(见下文表 7 至表 9) 这些关于技术

方案的估计数也包含所提供的信息服务的增加 意外需要将在技术方案中增加下

列员额 D 2 一个 P 4 至 P 2 五个 一般事务两个 在会议服务项下增加下

列员额 P 4 一个 一般事务五个  

43.  以下是有待未来政府间一级决定的意外需要的初步估计数 履行机构保

留在提交给第七届缔约方会议的建议中的意外需要估计数将进一步明确后提交履

行机构第十五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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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会议服务意外需要概算  

表 6A. 员额要求  

 2002 年  2003 年  

A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  
  

P 4 1 1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合计  1 1 

B 一般事务职等员额合计  5 5 

总总总总   计计计计   (A B) 6 6 

 

表 6B. 资源要求  

(千美元) 

支出项目  2002 年  2003 年  

A 会议服务
a
 987.1 1,015.1 

B 文件
b 1,326.8 1,340.1 

小小小小   计计计计  2,313.9 2,355.2 

方案支助费(间接费用) c 300.8 306.2 

意外需要和汇率波动
d
 78.4 79.8 

周转准备金
e
 223.5 4.0 

总总总总   计计计计  2,916.7 2,745.2 

a  包括口译和会议助理人员  
b  包括审校 翻译 打字 印刷和分发会前文件 会期文件和会后文件(长期和临时人员 差旅

费和合同服务)  
c  联合国收取标准的 13%行政支助费用  

d  按 3%计算  

e  根据财务程序第 14 段 2002 年数额计算为小计额和间接费用的 8.3% 2003 年数额的计算的
出发点是 要使 2002年结转储备额达到等于 2003年数额计算为小计额和间接费用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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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清洁发展机制迅速启动情况下的意外需要概算  

表 7A. 员额要求  

 2002 年  2003 年  

A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    

D 2 ―  1 

P 4 1 1 

P 3 1 1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合计专业职等以上员额合计专业职等以上员额合计专业职等以上员额合计  2 3 
B 一般事务职一般事务职一般事务职一般事务职等员额合计等员额合计等员额合计等员额合计  ――――  1 

总总总总  计计计计  (A B) 2 4 

表 7B. 资源要求  

(千美元) 

支出项目  2002 年  2003 年  

A 员额费用  162.0 377.4 

B 非员额费用  43.2 91.1 

小小小小   计计计计  205.2 468.5 

方案支助费(间接费用) a 26.7 60.9 

周转准备金
b
 19.2 24.7 

总总总总   计计计计  251.1 554.0 

a  联合国收取标准的 13%行政支助费用  
b  根据财务程序第 14 段 2002 年数额计算为小计额和间接费用的 8.3% 2003 年数额的计算的

出发点是 要使 2002年结转储备额达到等于 2003年数额计算为小计额和间接费用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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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设立技术转让问题专家组情况下的意外需要概算  

表 8A.  员额要求  

 2002年 2003年 

A.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   

P-3  -- 1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合计 -- 1 

B.  一般事务职等员额合计 -- -- 

总  计 (A+B) -- 1 

 

表 8B.  资源要求  

(千美元) 

支出项目 2002年 2003年 

A. 员额费用 73.6 98.1 

B. 非员额费用 69.7 72.6 

小  计 143.2 170.7 

方案支助费(间接费用) a 18.6 22.2 

周转准备金
b 13.4 2.6 

总  计 175.3 195.5 

a. 联合国收取标准的 13%行政支助费用  
b. 

根据财务程序第 14段 2002年数额计算为小计额和间接费用的 8.3% 2003年数额的计算
的出发点是 要使 2002 年结转储备额达到等于 2003 年数额计算为小计额和间接费用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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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在温室气体清单和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  

问题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情况下的意外需要概算  

表 9A.  员额要求  

 2002年 2003年 

A.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   

P-4 -- 1 

P-3  -- 1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合计 -- 2 

B.  一般事务职等员额合计 -- 1 

总  计 (A+B) -- 3 

 

表 9B.  资源要求  

(千美元) 

支出项目 2002年 2003年 

A.  员额费用 -- 208.0 

B.  非员额费用 -- 118.1 

小  计 -- 326.2 

方案支助费(间接费用) a -- 42.4 

周转准备金
b -- 30.6 

总  计 -- 399.1 

a  联合国收取标准的 13%行政支助费用  

b  根据财务程序第 14 段 2002 年数额计算为小计额和间接费用的 8.3% 2003 年数额的计算
的出发点是 要使 2002 年结转储备额达到等于 2003 年数额计算为小计额和间接费用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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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间接费用及其用途 

 44.  根据财务程序 (见第 15/CP.1 号决定 ) 自从 公约 常设秘书处建立以

来 公约 预算按照要求需向联合国缴纳 13%的间接费用 以支付联合国为

公约 提供的行政服务 联合国管理事务部将这些款项的很大一部分发还给

公约 秘书处 用于上述目的 表 10 列出间接费用项下满足的员额要求 表 11

列出间接费用项下满足的资源要求  

表 10.  间接费用项下满足的员额要求概算  

 2002年 2003年 

A.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   

D-1 1 1 

P-5 1 1 

P-4 – P-2 a 12 12 

专业职等以上员额合计 14 14 

B.  一般事务职等员额合计 b 26 26 

总  计 (A+B) 40 40 

a  包括方案行政组 6名专业职等员额  
b  包括 6名方案行政组一般事务职等员额  

表 11.  间接费用项下满足的资源要求概算  

(千美元) 

支出项目 2002年 2003年 

A.  秘书处员额费用 2,232.7 2,232.7 

B.  秘书处非员额费用 230.4 230.4 

秘书处费用合计 (A+B)a 2,463.1 2,463.1 

联合国提供的服务 360.0 328.0 

总  计 2,823.1 2,791.1 

a  包括方案行政组的资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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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如 FCCC/SBI/2001/5 号文件( 气候公约 秘书处与联合国的体制联系)所

述 为行政服务经费收取的行政支助费中 越来越大的部分转拨给秘书处 用于

支付与秘书处逐步加大承担行政责任比例相关的费用  

 46.  执行秘书在 (联合国 )管理事务部的同意下 逐步接手承担了 公约 秘

书处财务和人事管理方面的大部分责任 公约 秘书处现在完全自行负责编订

业务预算及相关拨款安排 物资和服务的购置 工作人员和与会者差旅 以及工

作人员和顾问的聘用和行政管理 余下的则是由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提供审计服

务 工资服务 投资服务以及财会服务的费用 目前在考虑的是 公约 秘书

处自己的管理信息系统一旦启用 要进一步调整这方面的安排 确保在行政事项

上实现自足  

 47.  所有行政人员和服务所涉费用均将计在间接费用项下 方案行政组也是

如此 这些方案行政组正在逐渐转为由方案协调员负责 由一名专业职等干事和

一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的方案行政组将协助协调员管理方案的人力资源和资金

并从事各种方案支助和行政活动 包括监测和核验方案开支 启动和办理方案的

行政事项 诸如人员的雇用 编订顾问的聘用合同 安排差旅等 以及在日常行

政事务方面为方案工作人员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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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参加 气候公约 进程信托基金 

 48.  表 12 列出参加 气候公约 进程信托基金的资源要求  

表 12.  参加 气候公约 进程信托基金的资源要求  

(千美元) 

支出项目 2002年 2003年 

A. 支助符合资格的缔约方参加附属机构两周会
议 

630.0 630.0 

B. 支助符合资格的缔约方参加缔约方会议及其
附属机构两周会议

a 
855.0 855.0 

小  计 1,485.0 1,485.0 

间接费用
b 193.1 193.1 

合  计 1,678.1 1,678.1 

a.  按照迄今为止缔约方会议所有各次会议的做法 包括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另一名代表提供的资金  
b  联合国收取标准的 13%行政支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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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方  法 

A.  员额费用  

 49.  以下是计算员额费用时使用的数字(美元)  

级    别 
2002-2003年 
每专员额费用 

(美元) 

助理秘书长 168,900 

D-2 150,600 

D-1 142,500 

P-5 131,200 

P-4 115,500 

P-3 96,100 

P-2 77,800 

一般事务 55,100 

 50.  本文件所用数字与 2000-2001 两年期预算计算所用数字相似 因为预计

2002-2003 两年期这方面不会有大的增加  

 51.  所有新员额均按开始设置年份 75%计算 因为设定员额平均经过 3 个月

之后可得到填补  

B.  一般临时助理  

 52.  一般临时助理费用计算为等于现定员额工资和共同费用的 2.1% 有关数

额在方案一级配定  

 53.  会议事务方案下另加每年 6 个月协助文件处理工作的一般临时助理费

用 并且另加每年 150,000 美元在会议期间雇用临时人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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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   班  

 54.  加班费计算为等于每个一般事务人员每年 3.3 周 有关数额在方案一级

配定  

D.  顾   问  

 55.  顾问费用计算为等于平均每名顾问每月 8,000 美元 这个数字包括旅

费 有关数额在方案一级配定 顾问人数的确定考虑到管理人员提出的请求  

E.  专   家  

 56.  在秘书处内部 专家是指参加技术审评工作和专家组会议的人 2002-

2003 年 专家人数估计所依据的是所预测的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深入审查

次数 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次数 以及非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

咨询小组会议次数 每个专家的平均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估计为 4,000 美元  

F.  工作人员差旅费  

 57.  差旅费的计算使用的是每次出差的平均费用 依据的是所预测的每个工

作人员每年出差次数 其中顾及工作人员的级别和通常的出差目的地  

G.  全秘书处范围的支助费用  

 58.  有关数额依据的是本两年期实际支出和 2002-2003 两年期的具体要求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