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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管理费用的筹措 

秘书处的报告 

1. 关于世卫组织行政和管理成本以及这些费用筹措情况的一份详细的外部审查报告

于 2013 年 5 月提交给执行委员会1。 

2. 该报告列入了以下方面的建议： 

(1) 改进对行政和管理成本的定义； 

(2) 改进预算编制和监测工作； 

(3) 提出未来筹资的可选方案。 

3. 本文件载有总干事关于如何落实这些工作的建议。这些建议考虑到 2013 年 11 月

25-26 日筹资对话会与会人员提出的各项意见，以及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对行政和管理的定义 

4. 按照报告中的建议，作为有效管理和为行政和管理工作筹资的起点，应对世卫组织

行政和管理工作作出明确定义。 

5. 建议今后将行政和管理成本分类如下： 

                                                 
1 见文件 EBPBAC18/3 和 EB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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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行政支持 

6. 这方面包括： 

(1) 基础设施成本：物业维护、运行成本（供暖、照明和其它基本服务）和维护成

本。对资本投资充足的预提也需计入在内。 

(2) 行政支持服务：世卫组织规划运转所需要的服务，包括国家、区域和总部各个

层级支持规划实施的服务。这类服务包括：财务、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安保、采

购和运输。 

7. 目前列在战略目标 13 项下的大部分成本，以及同时也列在战略目标 1 至 11 项下的

部分成本，例如，直接属于自愿供资项目和对那些捐款征收成本费用的财务和其它行政

成本。 

8. 双年度基础设施和行政支持费用估计为 5.8 亿美元。 

管理和治理 

9. 这方面包括： 

(1) 战略管理：支持本组织三个层级，包括总干事、副总干事、区域主任、助理总

干事和世卫组织国家办事处主任领导工作的职员费用和活动费用，以及相关活动费

用。 

(2) 一般管理：全组织范围计划；财务、采购和人力资源管理。这类服务主要以总

部和全球服务中心为主，例如，全组织范围财务报表编制和制定全球人力资源政策。 

(3) 理事机构：各区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届会、卫生大会和规划、预算和行政委

员会会议，包括语言和其它支持要求（职员与活动），以及其它政府间会议的组织

工作，例如，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在总部和各区域办事处设有此类服务。 

(4) 法律、监督和合规：在总部和各区域办事处设有此类服务。 

10. 管理和治理成本目前包括双年度概算额 4.6 亿美元，即 2012-2013 年在战略目标 12

和战略目标 13 项下的预算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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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理、治理、基础设施和行政支持费用的详细分类见下图： 

 

行政和管理费用预算编制 

12. 大部分行政和管理费用都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列入预算（2014-2015 年）。外部审查报

告着重指出了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 

(1) 明确阐明实现预期成果与相关费用之间的联系很困难，因为第六类是独立预算； 

(2) 如果把行政和管理列入第一至第五类而不是第六类，例如，项目实施的规划管

理和行政费用，则行政和管理成本总额就不清楚。这就降低了透明度，并可能阻碍

效率和降低成本目标的设定； 

(3) 在第六类中，并非所有成本都是透明的，因为在所有六个类别中，资金来自员

额占用费1的部分是列在薪金费用项下的。 

                                                 
1
 员额占用费是额外征收的一笔固定百分比的薪金费用，用以支付一些行政支持费用和基础设施费用。 

4%

19%

17%

6%11%

10%

Infra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US$ 580 million)

Stewardship
and governance
(US$ 460 million)

Legal, compliance, audit
and oversight

Strategic management,
leadership

General management (including
Global Service Centre)

Governing bodies, (Health Assembly,
Executive Board and regional committe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Buildings and commo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upport

法律、合规、审计和监督 

 战略管理、领导 

一般管理（包括全球服务中心） 

理事机构（卫生大会、执行 
委员会、区域委员会） 

信息技术和电信 

房舍和共同事务 

行政支持 

基础设施和 

行政支持 

（5.8亿美元） 

 

管理和治理 

（4.6亿美元） 



EB134/11 

 

 

 

 

4 

13. 对今后工作的建议是： 

(1) 管理和治理费用应单独列示，以清楚地表明，它们对本组织的运作至关重要，

是固定成本和“间接”成本。（这类费用之所以列为间接成本，是因为它们不大容易

列入规划费用。）对服务项目应有明确描述，并在未来预算中明确规定这项费用； 

(2) 五项技术类别均应把基础设施和行政费用列入预算。但是，为确保透明度并有

利于设定效率目标，总成本应单独列示。将划拨一些基础设施和行政费用，用以支

持管理和治理职能。 

14. 这一预算结构列示如下： 

 

 

行政和管理费用的筹措 

15. 在世卫组织成立以来的 34 年中，所有行政和管理费用的资金均来自评定会费。在

逐渐采用“预算外”资金（非评定缴款）后，卫生大会于 1981 年核准对所有自愿捐款

收取 13%的费用，用以支付与自愿捐款资助项目的实施有关的行政和管理增量费用

（WHA34.17 号决议）。 

16. 在过去 15 年里，自愿捐款数额不断增加，现在为本组织 77%的工作提供资金；一

些规划则将自愿捐款作为其唯一资金来源。 

Cat  1egory Cat  2egory Cat  3egory Cat  4egory Cat  5egory Cat  6egory

Stewardship and governanceTechnical work Infra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技术工作 管理和治理 基础设施和行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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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同一时期，对于 13%的规划支持费用比率，尽管其适用于整个联合国系统，但通

常作为与捐助者谈判的结果，仍存在许多例外。 

18. 由于规划支持费用收益有所降低，以及为了确保行政和管理费用资金充足，2010

年实行了一种新的成本回收机制，即“员额占用费”。它是按固定百分比对所有薪金费

用收取的一笔费用（目前费率为 8.5%），用以支付世卫组织各个办事处配置工作人员所

产生的基础设施费用。 

19. 1970 年 5 月创建了不动产基金1，最初目的是支持所有与不动产有关的重大资本投

资需求。供资方式是由评定会费定期转账，最近则是通过员额占用费提供资金。然而，

供资水平远远低于不动产总的融资需求，并且不动产基金现已成为行政和管理费用的几

个融资“池”之一。 

20. 向托管实体收取服务费，其中一部分用以补偿在支持这类伙伴关系方面的行政和管

理增量成本。为确保收回全部成本，还需要确定托管伙伴关系的实际成本。 

21. 对行政和管理采用多种来源筹资，会对本组织的有效和透明的管理造成真正的和潜

在的困难： 

(1) 管理和治理职能的可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自愿捐款，因此，如果资金没

有着落，这种职能就可能被任意中止； 

(2) 预计交叉补贴：通过评定会费供资的服务，为通过自愿捐款供资的活动提供支

持； 

(3) 预计缺乏透明度：采用多种筹资来源，会很难明确确定在支持规划方面发生的

行政和管理费用“总额”； 

(4) 支离破碎的融资方式意味着没有真正确立有助于制定成本效率目标的机制； 

(5) 缺乏对不动产和其他资本投资需求的可持续融资。 

                                                 
1 世界卫生大会 WHA23.1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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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部报告为今后的行政和管理费用筹资提出了四种可选方案，可采用其中一种，也

可组合下列方案： 

(1) 由评定会费直接供资：这一方案的优势是简便易行，但对评定会费的使用有限

制； 

(2) 由自愿捐款直接供资：建议为行政和管理的“直接”成本（特指正在融资的项目）

供资。这一方案是透明和公正的，但许多行政和管理成本不可能直接计入，这就使

其在适用上受到限制； 

(3) 对所有规划进行成本分配，不管资金来源是否以“成本驱动因素”为基础，如规

划安排的工作人员数量、产生的交易数量或占用的办公空间数量。然后使用成本驱

动因素分配每个规划的行政和管理费用百分比。这一方案具有可扩展性优势：所涉

行政和管理水平将会与如何使用规划成比例地提高，并与资金增量水平相称。然而，

许多捐助方会很难接受高分配比例——很可能大大高于世卫组织目前 13%的规划

支持费用比率。此外，对所有捐助方实行单一费率，对世卫组织所有规划都可能有

失公允，因为所涉工作类型以及所需要的支持差异极大； 

(4) 仅限于通过自愿捐款供资的规划的分配方法，与现有的规划支持费用机制相

似，优势是简便易行并有连续性。但捐助方可能仍然认为他们为服务提供的规划支

持费用的供资方式缺乏透明度； 

23. 最后是综合性预算，采用何种资金来源都没有关系。然而，在世卫组织增强预算资

金灵活性之前，实际融资工作仍然需要一种计划性方法。 

24. 考虑到此种筹资的现实情况以及这些方案的各自利弊，建议 2016‒2017 年采用的方

法如下： 

(1) 管理和治理工作通过评定会费供资； 

(2) 基础设施和行政支持通过以下来源供资： 

(a) 向规划直接收费，不管资金来源是什么（自愿捐款或评定会费）。将改进

对捐助方计划的预算编制，确保计入所有此类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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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间接费用将包括长期资本融资的预提，并通过成本分配划分到自愿捐款，

所用方式类似于规划支持费用机制但透明度更高： 

(i) 本组织将编制“规划支持费用预算”，概述预计通过规划支持费用供资

的服务；这将包括对不动产转账的预提，以确保长期资本融资的充足性； 

(ii) 将考虑实行差异的规划支持费用比率，以反映工作的复杂性和资金专

款专用的不同水平。未指定用途的资金可免征规划支持费用。 

未来步骤 

25. 由于2014‒2015 年规划预算现已核准，并与若干捐助者已签订了协议，在 2016‒2017

双年度之前考虑实施变革是不现实的。然而，鉴于双年度计划工作即将开始，并已与捐

助者开展了讨论，这就需要相对加快步伐，逐步实施变革。  

26. 对行政和管理服务的定义、预算编制、记录和筹资，也应支持和鼓励追求效率。预

算编制清晰和加强记录的一致性，将有助于设定和监测效率目标，并确定可能的进一步

节余。在 2012‒2013 年，本组织在降低行政和管理成本方面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削减了

总部工作人员数量，有的职能转交给全球服务中心，还有的职能则外包给外部承包商。

目前正在探索有无进一步机会节省行政和管理费用。在协调资源调动和精简捐助者报告

程序方面的改进，应可减少在募集捐款上花费的管理时间。鼓励捐助方接受标准报告模

式而不是提交具体报告，也会产生效率。 

27. 最新情况报告将于 2014 年 5 月提交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8. 请执委会审议本报告，并就对未来行政和管理预算与筹资所建议的方法提供指导，

以将其纳入 2016-2017 年规划预算方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