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 行 委 员 会 EB120/21 
第一二 O 届会议 2006 年 12 月 14 日 

临时议程项目 6.3 
 

 

 

 

 

《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 

总干事的报告 

前言 

1. 秘书处已开始从事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努力，使基本业务和行政系统现代化，以
支持本组织承诺的以成果为基础的管理框架。正在作出重要投资，以便提升预算和财
务、计划和监测、薪金、采购和人力资源所使用的系统。在系统升级的同时，世卫组
织正在参加联合国全系统对财务政策和程序的审查，以确保国际公共部门组织的财务
管理方面最佳做法在全系统得到采用。 

2. 该审查已导致一项决定，到 2010 年 1 月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国际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取代《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但须经各自理事机构批准。 

3. 世卫组织计划同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一起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已获
得其理事机构的批准。某些财务条例和细则将需要予以修订，以实施这项决定。随着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详细要求得到进一步制定，将向理事机构今后会议提交
这些修订款。目前已对《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进行修订1，使能逐步采用个别标准，
直至《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于 2010 年得到全面实施。 

4.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将使世卫组织与公认的公共部门财务会计和报告
方面的最佳做法相一致。此外，通过就本组织的财政状况提供更为完整和透明的信
息，转向现代和广泛接受的会计准则将强化以成果为基础的管理框架。 

                                                 
1 见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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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了寻求理事机构批准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之外，提议： 

• 修订《财务条例》第 4.4 条，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汇率补贴措施的运用； 

• 修订《财务条例》第 4.5 条，以便确保−财务期的供资可继续至下一双年度使
用，以便支付在该双年度结束之前作出法律承诺但尚未交付的物资和服务； 

• 废除《财务条例》第 6.5 和 8.2 条以及《财务细则》第 104.2 条，以便终止用于
会员国摊款的财务奖励方案，该方案已证明在鼓励及时交纳方面并非有效。 

6. 联合国大会在其第 60/283 号决议中批准了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以及必
需的资源。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报告，包括关于其委员会的信
息，载列于附件 II。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主要影响和好处 

7.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将需要从收付实现制和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核算的
结合转向完全的权责发生制核算。目前的制度将承付款在承诺时作为支出处理。例
如，跨越双年度的合同可在一个财务期内完全核算（即用光），即使工作将继续至下一
个财务期。权责发生制核算记录有关财务期的财务交易。在上述事例中，合同已在各
财务期履行的部分将作为该财务期的支出核算。这将产生在交付时而不是在承诺时记
录支出的效果。因此，关于实施和支出的报告将更好地保持一致。同样，收入将在获
得−例如在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捐助者协定时而不是在收到现金时记录。这将有可能
及早实施规划。 

8. 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财务报表将比目前更详细地显示固定资产。这将
使会员国能看到其较长期投资，例如在世卫组织建筑物和车辆方面的投资的现值。目
前所有资本项目均以原始购置价格记录并在财务报表中在资本资产单一额度下合并。 

9. 本组织的长期负债，例如承诺向雇员提供离职后健康保险的费用，或是瑞士政府
为总部新大楼提供的贷款，也将在财务报表中显而易见。 

10. 采用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将改进整个联合国系统财务效益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并
且使能与其它公共部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与私立部门的组织和实体进行比较。 

11.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外聘审计团支持转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因为这些准则是通过严格的独立过程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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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在财务司长的指导下建立一个项目，分析《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与《国际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之间的主要差别，并提出《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以便
利遵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该项目还将确保在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之前落实必要的制度和培训材料。 

与汇率补贴措施、正常预算结转以及用于会员国摊款的财务奖励方案有关的《财务条
例》修订款 

13. 附件 III 显示的对《财务条例》第 4.4 条的拟议小修改更准确地反映汇率补贴措施
的运用，它预定“避免”而不是“弥补”外汇损失。这是通过对冲活动进行的，为此在正常
预算中提供一项拨款。这些修改还澄清了这一拨款的任何未使用数额将贷入杂项收
入。 

14. 由于以正式交付而不是法律承诺为基础显示支出，双年度末未用完的正常预算拨
款将归还杂项收入，即使这些资金已在法律上作了承诺。为了不使实现双年度预期成
果不可或缺的进行中的工作中断或取消，鉴于正常的业务理由，必须为已开始但在双
年度结束之前未完成的活动将充足的正常预算资金从一个双年度结转至下一个双年
度。例如，订购的基本药物可能由于不可预测的生产或运输问题而晚到达。因此，有
限的结转规定是必要的，以便为双年度结束时存在的法律承诺向供应商作出支付。以
往始终存在这样一项规定：只是由于支出的新的会计定义，现在提出修改《财务条
例》第 4.5 条的措词。 

15. 为提高透明度，为此类承诺从一个双年度结转至下一个双年度的资金数额将在世
卫组织的财务报表中单独显示，并且在物资或服务正式交付之前不报告支出。这有双
重好处：实施将更密切地与支出相一致，并且世卫组织将能在 2010 年截止日期之前提
前遵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支出报告要求。因此，预期从一个双年度结转至
下一个双年度的资金数额将减少，并且将更明确地显示结转额的使用。提高透明度还
允许在由于晚交付而造成规划实施率低的情况下采取补救行动。 

16. 为了行政简便性和效率等原因以及由于它未能改进会员国交纳的及时性，建议用
于会员国摊款的财务奖励方案应予以终止。该方案目前向在有关年度四月之前交纳其
评定会费的会员国提供一笔应得款额。该方案未对交纳模式产生任何显著影响，并且
其终止将导致每年节余 100 万至 200 万美元，这笔数额将返回杂项收入。为终止该方
案，建议应按照附件 III 所显示的那样废除《财务条例》第 6.5 和 8.2 条以及《财务细
则》第 10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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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7. 请执行委员会审议下列决议草案：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拟议《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以及提议采用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报告1， 

建议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总干事提出并经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20 届会议上认可的采用《国
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和《财务条例》相关修订款的报告， 

1. 认可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2. 注意到对《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的修改将使世卫组织能逐步采用《国
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3. 进一步注意到总干事将向理事机构提交由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产生的修订《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的建议供其今后会议审议； 

4. 通过《财务条例》第 4.4 条修订款以澄清汇率补贴措施的运用，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以及《财务条例》第 4.5 条修订款以允许为一财务期结束
之前作出和在下一财务期第一年结束之前履行的承诺作出支付结转正常预算
资源； 

5. 删除《财务条例》第 6.5 和 8.2 条，以便终止未能鼓励及时交纳会员国摊
款的财务奖励方案，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6. 根据《财务条例》第 16.3 条确认删除涉及财务奖励方案的《财务细则》
第 104.2 条，从卫生大会删除《财务条例》第 6.5 和 8.2 条之日起生效。 

                                                 
1 文件 EB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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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第 3 段修订款 

经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在其第十二次会议 

（罗马，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上一致批准 

 

个别组织认为必须采用与标准中所订者不同的办法时，应在其财务报表所附的重要会
计政策说明中透露这种做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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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向大会提交的报告附件一1） 

1. 在最初制定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时，国际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尚不存在。因此，
外聘审计团建议联合国系统制定自己的会计准则。自那以来，为非营利公共部门组织
制定了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是一套独立制定
的高质量会计准则。该准则要求按照完全权责发生制进行会计核算。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组织均认为完全权责发生制是最佳会计核算方法。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包含详细的
要求和指导，为财务报表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提供了大量支持。它是公共部门组织和其
他非营利组织唯一适用的国际会计准则。 

2.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是由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编制的，该委员会是代表120

个不同国家的163 个专业会计机构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一部分。制定新
的会计准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是一个专门的独
立国际准则制定机构，该委员会遵循严格的正当程序，包括公开协商和公开会议。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是编制财务报表的组织的利益，该委员会
促进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和良好治理，而这要取决于高质量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3.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目前包括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
度、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南非、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会计准
则过程中考虑了联合国系统的问题。联合国系统各秘书处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
员会有两个观察员席位(联合国和开发计划署）。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观察员
与其他委员会成员一样充分参与讨论，并收取所有会议文件。它们拥有“ 充分的发言
权” 。 

4.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政策是，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原国际会计准则）相同，除非公共部门/非营利部门差异有明显的理由。这一政
策与统一会计准则的原则一致。这一政策以及在没有相应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情

                                                 
1 文件 A60/846/A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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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适用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一惯例，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国际公共
部门会计准则采用的会计准则中大约有三分之二与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
同。尽管另外三分之一的适用准则中非营利部门差异十分重要，但是这些准则中的大
多数要求与相应的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要求相同。这意味着为国际会
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核算制定的指导方针和开发的软件也适用于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的会计核算，而无需修正或只需做少量修正。这还意味着公共部门和私营
部门组织各自所编制的财务信息和所适用的准则是共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比
的。这便利了会计专业人员在两个部门之间的流动。 

5 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对其全部或部分公共部门财务报告采用国际公共
部门会计准则。此外，经合组织、欧共体和北约等组织在其财务报告中已采用了国际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如某一公共部门组织属于金融机构，则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也
要求该组织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按照这一要求，世界银行、亚洲开
发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开发银行也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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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财务条例 

现行文本  拟议的修订文本 

4.4 在批准预算方案的同时，卫生大会应
确定一项汇率补贴措施，规定可用以弥补
外汇损失的最高水平。该补贴措施的目的
应是使有可能保持预算水平，以便不管各
种货币对美元的联合国正式汇率的任何波
动影响如何，经卫生大会批准、由预算所
反映的所有活动可予执行。双年度期间所
产生的任何净收益或损失应记入杂项收入
的贷方或借方。 

 4.4 在批准预算方案的同时，卫生大会
应确定一项汇率补贴措施，规定可用以
防止弥补外汇损失的最高水平。该补贴
措施的目的应是使有可能保持预算水
平，以便不管各种货币对美元的联合国
正式汇率的任何波动影响如何，经卫生
大会批准、由预算所反映的所有活动可
予执行。双年度期间所产生的任何未使
用数额净收益或损失应记入杂项收入的
贷方或借方。 

4.5 有关本财务期正常预算的拨款可继续
至下一财务期使用，使之有可能结转待支
帐户累计额，以便支付按合同应在财务期
结束以前提供的所有物资和服务。 

 4.5 有关本财务期正常预算的拨款可继
续至下一财务期使用，使之有可能结转
待支帐户累计额，以便支付由在本财务
期结束之前作出、在下一年完成的法律
承诺所产生按合同应在财务期结束以前
提供的所有物资和服务。 

6.5 应设立财务奖励方案，奖励在《财务
细则》中确定的宽限日期内交清会费的会
员国。该财务奖励应作为折扣计算，相当
于以有关时期伦敦银行同业出价利率计算
的交付日期至宽限日期间的利息。 

 6.5 应设立财务奖励方案，奖励在《财
务细则》中确定的宽限日期内交清会费
的会员国。该财务奖励应作为折扣计
算，相当于以有关时期伦敦银行同业出
价利率计算的交付日期至宽限日期间的
利息。 

8.2 根据第 6.5 条会员国任何应得款额应
施用于冲销会员国的评定会费，并应由杂
项收入提供资金。 

 8.2 根据第 6.5 条会员国任何应得款额应
施用于冲销会员国的评定会费，并应由
杂项收入提供资金。 

 

财务细则 

现行文本 

第 IV 条 − 资金的提供 

104.2 财务条例第 6.5 条下适用的宽限
日期应为 4 月 30 日。 

 拟议的修订文本 

第 IV 条 −  资金的提供 

104.2 财务条例第 6.5 条下适用的宽限日
期应为 4 月 30 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