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A70/56 

临时议程项目 21 2017 年 5 月 11 日 
 

 

 

 

 

外部和内部审计建议：实施进展 

秘书处的报告 

1. 本报告提供最新信息，说明秘书处为确保充分实施外部和内部审计建议所采取的

行动1。报告还综述了内审计员 2016 日历年报告中提及的各项调查的结果。 

2. 秘书处注意到外审计员和内审计员 2016 日历年报告中强调的进展情况，重申准备

及时实施审计建议，并减少未实施建议的数量。总的来说，其在这方面的努力使之保

持了内部审计建议的高实施率，2016 年，只有 3.7%的未实施建议被视为“逾期”，没

有“不满意”的审计。关于 41 项未实施的外部审计建议，实施情况同样也是积极的，

其中 36 项或 88%已经实施2。 

3. 作为本组织加强内部控制承诺的一部分，通过审查现行政策，制定有效框架和向

主要利益攸关方传播信息，在差旅和采购领域取得了进展。 

4. 在采购领域，一些审计建议于 2016 年结案。具体来说，采购领域 47 项内部审计

建议中共有 26 项已经结案。这些涉及全球服务中心的采购职能，以及在总部使用履行

工作协议。工作重点是改进培训，加强合同管理措施，加强问责制和质量保证，并引

入报告工具和供应商数据库。 

5. 此外，10 项关于更好地控制服务采购活动、应急采购和加强采购计划能力的外部

审计建议，有四项已经结案。目前正在开展进一步工作，以落实所有采购相关建议。 

6. 在差旅方面，23 项旨在改进政策和程序的建议，有 14 项已经结案。秘书处全力投

入落实剩余的差旅相关建议，这些建议涉及旅费报销的事后核查和全球管理系统差旅

模块的更新。 

                                                 
1 2016 日历年的报告载于文件 A70/43（外审计员的报告）和 A70/44（内审计员的报告）。 
2 见文件 A70/43，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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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措施、问责制和施政 

7. 内部审计的要求是各种问责制举措必须以协调的方式相互作用，外部审计的目标

是提供本组织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鉴证，据此，2016 年已经采取了一些关键举措。 

8. 首先，世卫组织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核对表，现在已与区域主任和助理总干事的

年度声明书相关联。核对表可供对五大领域（内部环境、风险管理、控制活动、信息

和通信、监测）中的控制措施进行审查。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使管理人员能够反思

（了解）他们的环境和业务，确定优势和劣势，安排行动重点并加强对世卫组织规

则、条例和程序的遵守。声明书向总干事保证，在区域主任和助理总干事管理责任内

的内部控制措施正在顺利运作。 

9. 此外，最近在总部公布区域主任和助理总干事的声明书以及总干事与总部助理总

干事之间的年度问责契约的举措，提高了透明度和合规性。 

10. 秘书处赞赏并努力促进传播国家和区域办事处的内部和外部审计确认的良好做

法，例如与第三方金融机构就讲习班和疫苗接种运动作出的现金支付安排（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国家办事处）和“同侪学习区”的概念（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1. 在区域和国家一级，非洲区域执行转型议程的工作进一步加强，达成了重大的里

程碑。非洲区域办事处和非洲区域国家间支助小组的技术性工作领域的改组已经圆满

完成，确保了人力“胜任目标”。一般管理领域的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将在

2017 年 7 月底前完成。 

12. 在直接财务合作领域，欠交报告的数量下降了，特别是在东地中海区域，相对于

2014 年，与直接财务合作和直接实施相关的欠交报告涉及的美元价值下降了 50%。然

而，如对加纳和卢旺达国家办事处的审计所显示，在国家一级直接财务合作领域，仍

需进一步开展工作1。 

13. 在这一方面，非洲区域推出了直接财务合作保证框架，其中包括更新的保证活动

程序，以及在管理世卫组织资金方面尚未显示必要控制水准的执行伙伴的后果表。还

编写了一本手册，协助各国卫生部遵守世卫组织的规则和条例，并向该区域卫生部的

同行提供了培训。东地中海区域正在采取类似的方针。 

                                                 
1 见文件 A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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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强内部控制措施，要求有必要的工具和平台，以促进有效的后续行动。通过在

所有主要办事处进一步充实监测工具，例如商业情报平台和分析门户网站，进一步加

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15. 关于职工健康保险计划和提交报销申请的新的在线平台，职工健康保险全球监督

委员会积极参与确定长期费用控制措施，秘书处则与内部监督事务厅密切合作，尽量

减少潜在的欺诈风险。 

16. 秘书处注意到内审计员报告中作为全球管理系统业务审计结果提出的建议，同意

有必要改进审批工作流程。它指出，通过现有的离线控制措施和文件核实措施减轻了

风险。 

17. 在信息技术领域，秘书处注意到与施政有关的建议。大多数此类建议要求作出长

期努力，各项实施计划应延伸到 2018 年。当然，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推进举措，并在制

定信息技术管理宪章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外，召开了全球信息技术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该委员会采用既定的标准审查了信息技术投资方案，并提出了资金分配办法。 

18. 还提及将房地产基金更名为基础设施基金的建议1，意在超出不动产资本范围，将

信息技术投资包括在内。目的是为信息技术投资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来源，从而促进全

球信息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19. 还发起了一项全球信息技术改革倡议。这将涉及到与信息技术管理有关的一些外

部审计建议，特别是与全球信息技术组合有关，意在减少重复，提高全组织解决办法

的杠杆作用，并将重点放在标准化、整合和全球优化上。 

20. 关于全球管理系统转型项目，加强了治理，建立了明确的业务归属，从而在投资

和经常性成本方面提高了可见度，并加强了对所采取解决办法的问责。 

采购 

21. 自秘书处上一次关于外部和内部审计建议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以来2，在执行采购

战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6 年，进一步制定了实施计划，以便安排 2017 和 2018

年的活动重点，并加强这方面的协调。 

                                                 
1 见文件 A70/54。 
2 文件 EBPBAC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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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采购问责框架，包括了世卫组织问责框架所界定的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是

与世卫组织采购网络协商制定的，并将在全球范围适用于世卫组织。根据外审计员的

建议，2017 年将修订采购计划政策和程序，与 2018-2019 年业务规划时间表保持一

致。 

23. 世卫组织电子手册的第六部分修订版，涉及采购问题，反映了 2016 年启动的审查

结果，将于 2017 年第二季度公布。供应商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制裁和供应商抗辩机

制，预计将在 2017 年版中给出充分定义。 

24. 在服务采购问题上，正在继续区隔采购与非采购合同模式。 

25. 对总部使用的履行工作协议进行了内部审计，作为后续行动一部分，审查了全球

管理系统中的所有活动计划，以确保适当区分提议者和审批者的作用。在即将开展的

2018-2019 双年度业务规划过程中将重申这种区分要求。 

26. 所有上述政策和程序的细节将在整理过后载于《采购手册》，并补充将于 2017 年

推出的全球采购培训战略，目的是培养职员的采购活动能力。 

27. 关于紧急情况，并根据外部审计建议，正在最后敲定应急采购政策框架和相关的

标准运作程序，以加强对本组织应急反应的支持，并促进在国家一级的遵守。 

28. 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采购政策的制定正处于最后阶段，重点是严格控制信

息技术相关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及其全球监测。 

差旅 

29.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对公务旅行费用和相关政策进行了审查。审查得

出结论认为，虽然世卫组织差旅活动的整体管理情况良好，但仍有潜在的改善余地，

有可能提高效率并为本组织节省开支。这些机会主要关系到日益增加的控制措施，加

强对差旅计划和预先购票等领域的政策的遵守，以及采用在线技术处理差旅事宜。 

30. 因此，2016 年实行了若干变更，其中包括：为 2016-2017 双年度的非紧急性职员

出差设定预算上限，旨在相对于上一个双年度减少 10%的费用；要求将总部的期末差

旅申请升级为助理总干事批准；为各主要办事处的长期顾问设定月度上限和减少每日

津贴，以及使用在线预订工具处理从日内瓦前往欧洲各地的所有差旅。这些变化旨在

降低成本，促进政策遵守，并提高出差者和预算管理人员的成本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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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6 年全球公务旅行支出为 2.01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14%。这主要是由于每次差

旅的平均费用下降以及机票费用的减少。 

32. 2017 年 2 月对旅行政策作了进一步修改。其中包括：要求将区域和国家办事处一

级的期末旅行申请升级为由各区域行政和财务主管批准；收紧差旅计划要求，以及改

进与遵守差旅报销政策有关的程序。在本双年度后期采纳的其他变化，例如就前 15 个

公务旅行目的地推行首选酒店计划，在欧洲以外的某些目的地推广在线预订工具，预

期将在每日津贴和交易处理成本方面带来显著的节省。 

33. 秘书处将在 2017 年继续致力于进一步控制这一领域的成本，实现货币的更大价

值。 

各项调查结果 

34. 关于内审计员在 2016 日历年的报告中所述的调查情况，秘书处确认其对及时行动

的承诺，希望就调查结果提供以下最新情况。 

35. 在内部监督事务厅 2016 年发布的 14 份调查报告中，有五份导致了纪律处分和采

取纪律措施。在涉及员工健康保险计划欺诈性报销的两起案件中（ IR2016/12 和

IR2016/13），相关职员被辞退。一名职员以个人身份领取捐款，没有遵守制约资源筹

集的政策和程序中的规定，受到同样处分（IR2016/9）。在一起案件中，一名职员以欺

诈手段购票，擅自使用世卫组织资产和伪造世卫组织官员签字，被立即辞退

（IR2016/10）。一起案件涉及大量据称为公务，但实际上是打给该职员的家庭成员和

身份未被该职员透露的外部接受者的电话，鉴于事实，以及其不配合调查，已辞退该

职员（IR2016/4）。在另一起案件中（IR2016/14），职员被指称犯有不当行为，在完

成纪律程序后，将作出纪律措施决定。 

36. 在三起案件中（IR2016/1，IR2016/2 和 IR2016/11），职员决定在完成调查之前或

在纪律程序结束之前在本组织辞职，或提前退休。在这些案件中，不能实行纪律措

施。但是，这些工作人员被告知，他们将来不会被允许以任何合同方式为世卫组织工

作。此外，在处理离职待遇时酌情追回了不当支付。 

37. 在五起案件中，没有进行纪律处分。在 IR2016/8 号案件中，认定指控是没有根据

的，作为调查对象的职员被告知已撤销所有指控。在 IR2016/5 号案件中，认定所提出

的指控不能得到证实，特别是没有发生招聘违规行为。在 IR2016/7 号案件中，根据

《职员细则》第 1115 条，对相关职员给予了非纪律性处分惩戒。在 IR2016/3 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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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干事决定出于程序理由而结案。在 IR2016/6 号案件中，关于在今后骚扰投诉中

行动的全球咨询委员会审查了内部监督事务厅的调查结果，并建议予以结案，不再采

取进一步行动，总干事认可了这一解决办法。相关职员已通过内部司法制度追究此

事。 

38. 2014 年以来，秘书处一直在发布年度通告，向职员说明所完成的纪律程序。此类

通告提高了对行为标准和管理部门为处理违反标准行为而采取的行动的认识。关于

2016 年结案的纪律案件的本通告于 2017 年 4 月公布。 

卫生大会的行动 

39. 请卫生大会注意本报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