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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委员会第二份报告 

（草案） 

乙委员会在 L. Rokovada 先生（斐济）的主持下于 5 月 23 日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

会议。 

委员会决定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涉及下列议程项目的决议： 

16． 财务事项 

16.2 任命外审计员 

一项决议 

16.1 报告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 2002 年账目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及行政、预算

和财务委员会对此的评论 

一项决议，题为： 

–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 2002 年账目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 

16.3 征收评定会费的状况，包括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

条规定的会员国 

一项决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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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 

16.4 解决欠费的特别安排 

一项决议，题为： 

– 欠交会费：哈萨克斯坦 

16.5 新会员和准会员的会费评定 

一项决议，题为： 

– 2002 年和 2003 年摊款 

12．规划预算 

12.1 2004-2005 年规划预算方案 

两项决议，题为： 

– 不动产基金 

– 不动产基金：非洲区域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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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6.2 

任命外审计员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1． 决定任命印度主计审计长为世界卫生组织 2004-2005 年和 2006-2007 年财务期帐目

的外审计员，根据《财务条例》第 14 条和附则中包含的原则开展他的审计工作，如有

必要，他可指定一名代表在他缺席时代理； 

2． 感谢南非共和国审计长为本组织 2000-2001 年和 2002-2003 年财务期帐目审计所做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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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6.1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 2002 年账目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业经审议了 2002 – 2003 年财务期 2002 年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1； 

注意到执行委员会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向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第一

份报告2， 

接受总干事关于 2002 年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 

                                                 
1 文件 A56/28 和 A56/28 Add.1。 
2 文件 A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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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6.3 

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执行委员会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就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

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向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第三份报告1； 

注意到在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时，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尼亚、

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格鲁吉亚、几内亚比绍、伊拉

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瑙鲁、尼日尔、尼日利亚、摩尔多瓦共和

国、索马里、苏里南、塔吉克斯坦、多哥、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的表决权仍被暂停，并

且在本届或今后的卫生大会上这一暂停将继续，直至有关会员国的欠费已减少到可援引

《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数额以下； 

注意到根据 WHA55.4 号决议，从 2003 年 5 月 19 日卫生大会开幕时起阿根廷的表

决权已被暂停，并且暂停表决权将继续，直到欠费额减少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规

定的数额以下； 

注意到在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时白俄罗、布隆迪、秘鲁、圣卢西亚和委内

瑞拉的欠费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卫生大会有必要根据《组织法》第七条考虑是否应

在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时暂停这些国家的表决权， 

决定： 

(1) 根据 WHA41.7 号决议中申明的原则，在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时，如

果白俄罗斯、秘鲁、圣卢西亚和委内瑞拉所欠会费仍达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

规定的程度，其表决权将从所述开幕时起予以暂停； 

(2) 如上所述生效的任何暂停将一直延续到第五十七届和随后各届卫生大会，直到

白俄罗斯、秘鲁、圣卢西亚和委内瑞拉的欠费额减少到可援引《组织法》第七条规

定的数额以下； 

(3) 该项决定不应损害任何会员国按照《组织法》第七条规定要求恢复其表决权的

权利。 

                                                 
1 文件 A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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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6.4 

欠交会费：哈萨克斯坦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执行委员会行政、预算和财务委员会关于欠交会费程度达到可援引《组织法》

第七条规定的会员国的第三份报告有关哈萨克斯坦解决其欠交会费的要求1以及总干事

在关于解决欠费的特别安排的报告中提出的该方案条款2， 

1． 决定在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恢复哈萨克斯坦的表决权； 

2． 接受哈萨克斯坦应分 10 份年度付款（每年至少交纳 200 000 美元）解决其欠交会费，

总额为 4 615 253 美元，按照财务条例第 6.4 条的规定，于 2003 年至 2012 年除该时期应

交的年度会费外每年交纳，并须在 2007 年年底之前至少偿付欠交会费总额的一半，即 2 

307 626 美元； 

3． 决定根据《组织法》第七条，如果哈萨克斯坦不能满足上述第 2 段所规定的要求，

其表决权将再次自动终止； 

4． 要求总干事向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届时的状况； 

5． 要求总干事将本决议通知哈萨克斯坦政府。 

                                                 
1 文件 A56/32。 
2 文件 A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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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6.5 

2002 年和 2003 年摊款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执行委员会第 111 届会议的建议1， 

决定： 

(1)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2002 年的摊款为 1 053 美元，2003 年为 4 213 美元； 

(2) 作为一项特殊措施，将阿富汗和阿根廷的 2003 年摊款修订为阿富汗 4 213 美元

和阿根廷 4 026 622 美元； 

(3) 由于对阿富汗和阿根廷会费的修订造成的 611 135 美元差额应由杂项收入帐户

资助。 

                                                 
1 EB111(3)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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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1 

不动产基金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不动产基金的报告1； 

忆及 WHA55.8 号决议第 2 段授权总干事开始在总部建造新大楼，当时费用估算为

5500 万瑞士法郎，其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估计为 2750 万瑞士法郎，条件是如果世

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有可能超出上述数额的 10%以上，将进一步征求卫生大会授权； 

忆及 WHA55.8 号决议第 3 段批准使用不动产基金在从大楼落成第 1 年开始的 50 年

期间偿还瑞士当局所提供无息贷款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款； 

注意到在总部建造新大楼的费用目前估计大约为 6600 万瑞士法郎，世界卫生组织

的分摊款估计为 3300 万瑞士法郎； 

注意到瑞士当局正在向其议会提交批准一份数额为 5980 万瑞士法郎的 50 年无息贷

款的建议，其中世界卫生组织的摊款为 2990 万瑞士法郎； 

进一步注意到正在与瑞士当局就拆除 V 楼的赔偿价值问题继续进行协商，这笔款额

估计能够覆盖大楼估计费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摊款与世界卫生组织无息贷款摊款之间的

310 万瑞士法郎的差额， 

1． 重申对瑞士联邦及日内瓦州和共和国不断表达的盛情表示感谢； 

2． 确认授权总干事开始在总部建造新大楼，目前费用估算为 6600 万瑞士法郎，其中

世界卫生组织的摊款额为 3300 万瑞士法郎，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超出上述款额

的 5%，将征求卫生大会的授权； 

3． 还确认批准使用不动产基金在从大楼落成第 1 年开始的 50 年期间偿还瑞士当局所

提供无息贷款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摊额，条件是总体费用中世界卫生组织摊款的剩余部

分将由瑞士当局拆除 V 楼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赔偿费弥补。 

                                                 
1 文件 A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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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1 

2004-2005 年规划预算方案 

不动产基金：非洲区域办事处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不动产基金的报告1； 

注意到非洲区域办事处已将其大部分活动迁回布拉柴维尔区域办事处，但是还注

意到办公和职工房舍不足以满足区域办事处目前和今后需要， 

授权总干事： 

(1) 着手在朱埃大院内建造新的办公用房以容纳约 180 名职工以及新的会议设

施，包括一个可容纳 600 人的会议室和办事处文娱设施，费用估计总额为 2 330 

000 美元，由不动产基金资助； 

(2) 着手购买和翻修 10 幢新的别墅及相关土地购置，建造 2 座公寓楼 24 套公寓

住宅和相关设施，以及翻修和扩建现有住宅，费用估计总额为 3 000 000 美元，

由不动产基金资助。 

 

=       =       = 

                                                 
1 文件 A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