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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秘书处的报告 

 
1. 与会员国讨论和协商之后，执行委员会在 2009 年 5 月其第 125 届会议上通过了
EB125.R1 号决议，其中设立了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并批准了其职权范围（作为附
件 1 附后）1。 

2. 在该决议中，执委会决定将由执行委员会在 2010 年 1 月举行的第 126 届会议上任
命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的初始成员，并要求总干事按照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提出
候选人。 

秘书处的后续行动 

3. 秘书处在 2009 年 9 月 1 日发出一份普通照会，向会员国通报委员会的遴选程序并
征集关于可能候选人的建议。程序意图尽可能做到全面，并在两份著名国际杂志中刊登
了广告。收到了 150 份申请，其中 10 份是会员国提出的。 

4. 根据符合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资格、技能和经历标准，秘书处准备了 40 名候选人的
长名单。选定了一家著名审计公司在瑞士的办事处，以便就 40 名候选人提供进一步的
建议：该公司分析了资格、技能和经历方面的有效性和相关性并为每位候选人作了书面
评估。 

5. 向总干事提供了 40 名候选人的名单以及所作的外部评估。然后，根据提供的评估
并考虑到性别、独立性和地域平衡（例如，为了确保没有两名委员来自同一国家），她

                                                 
1 见 EB125.R1 号决议，附件（文件 EB125/2009/R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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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 10 人短名单。对这 10 人进行了查询，并与他们进行了联系以讨论其候选情况以
及确认他们可有时间参加该委员会。 

6. 在获得这些进一步的信息之后，总干事与一些主要候选人进行了谈话，并根据她关
于如何使执行委员会对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组成采用的各项标准达到最佳
平衡方面的判断，决定提出以下 5 名人选供执行委员会批准： 

(a) Marion Cowden 女士（澳大利亚/新西兰，女） 

(b) John fox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男） 

(c) Graham Miller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男） 

(d) Helène Ploix 女士（法国，女） 

(e) Veeradthai Santiprabhob 先生（泰国，男） 

附件 2 载有每名候选人的简要履历。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7. 请执委会审议总干事的建议并就新的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的 5 名委员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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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 

职权范围 

委员会的目的 

1. 作为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设立的一个对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负责的独立咨询委
员会，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的目的是向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提供建议，执行委
员会则通过其履行监督咨询职责，并应要求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向总干事提供建议。 

职能 

2. 委员会的职能应为： 

(a) 审查世卫组织的财务报表和重要的财务报告政策问题，包括就明显问题和趋势
的业务影响提供意见； 

(b) 就本组织内部监督和风险管理制度的适当性提供建议，并审查管理层在本组织
内的风险评估和正在开展的风险管理程序的全面性； 

(c) 就本组织内部和外部审计职能交流信息并审查其有效性，以及监测及时、有效
和适当执行所有审计结果和建议的情况； 

(d) 就会计政策和披露措施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提出意见并评估涉及这些政策的变
化和风险； 

(e) 应要求就上面(a)至(d)项下事宜向总干事提供建议； 

(f) 编写有关其活动、结论和建议的年度报告以及必要的中期报告，由独立专家监
督咨询委员会主席提交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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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3. 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成员资格应如下： 

(a) 委员会应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客观态度，且证明其在职权
范围所涉领域内具有担任资深职务的经验。 

(b) 总干事在与会员国协商后应就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向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委员
会委员应由执行委员会任命。任何两名成员不得为同一国家的国民。 

(c) 成员应无偿提供服务。 

(d) 成员必须具有独立性。他们应以其个人身份供职，不能由替代出席会议者代表。
就其在委员会履行职责而言，不得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世卫组织以外或内部其他
当局的指示。所有成员均应按照世卫组织这方面的惯例签订一份利益声明和一份保
密协议。 

(e) 成员集体应具有相关金融专业、管理和组织能力资格以及有关财会、审计、风
险评估、内部控制、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和行政事务的近期资深经验。 

(f) 成员应对检查、调查程序、监测和评价有了解以及相关经验（如可能）。 

(g) 成员应能够或迅速充分理解世卫组织的目标、管理结构和问责制、相关条例和
规则以及本组织的组织文化和监督环境。 

(h) 委员会成员应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经验方面具有均衡的代表性。 

(i) 至少应有一名当选成员具有在联合国系统或另一国际组织内担任资深专业监
督员或资深财务管理人的资格和经验。 

(j) 在甄选过程中应适当考虑到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衡。为保持最公平地域代表
性，成员之职应尽可能在世卫组织区域之间轮流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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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4. 任期应为四年，不得连任，但其中两名初始成员的任期应为两年，只可连任一次，
任期四年。委员会主席应由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他或她应以此身份供职，任期两年。 

行政安排 

5. 以下安排应适用于： 

(a) 非日内瓦州居民或邻国法国居民的委员会成员应有资格按照适用于执行委员
会委员的世卫组织程序报销旅费。 

(b) 委员会应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 

(c) 委员会会议法定人数应为三名成员。 

(d) 除职权范围规定的情况以外，委员会关于会议进程的掌握和通过决定的工作应
在适当变通后在《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指导下进行。委员会可通过规划、预算
和行政委员会就其职权范围修订款提出建议，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e) 委员会在必要时可随时决定获取独立咨询意见或外部技术专长，并在保密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世卫组织的所有文件和档案。 

(f) 世卫组织秘书处将向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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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议作为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 
初始成员的 5 名候选人的简要履历 

Marion Cowden 女士（澳大利亚/新西兰，女） 

教育背景：新西兰梅西大学公司金融和国际商务专业工商管理硕士；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经济专业商业学士以及纯粹和应用数学专业理科学士。 

资历/经历：财务技能和背景很强（会计、财务报告、审计、检查、调查），包括在高层。
具有广泛的国家和国际经验，曾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最近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伦敦英联邦秘书处担任公立和私立部门的首席财务官员和高级主任。新西兰注册会
计师协会联合王国分会主席。新西兰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新西兰董事学会会员。 

John Fox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男） 

教育背景：哈弗福德学院文学士；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 

资历/经历：1967 – 1995 年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美国国务院高级行政人员制度机构成
员；在国家级和联合国系统内的预算政策、管理、评价、调查和监督方面有大量和基础
广泛的经验。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美国代表团成员；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以及联合国会费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谈判，包括设立内部监督服务
司。联合检查组检查员（1996 – 2000 年）。自 2001 年任国际组织管理顾问；就制定和实
施关于监督、成果管理、预算和方案规划问题的政策向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意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监督咨询委员会主席（2006-2009 年）。 

Graham Miller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男） 

教育背景：联合王国政府注册审计员。最初接受法律专业培训（伦敦法学院，1969-71
年）。会计和审计证书，伦敦城市理工学院（1974 年）。 

资历/经历：1971-2009 年 10 月在联合王国国家审计办事处任职（退休时为主任）；有很
强的审计背景以及与高层相关的经验；公立部门外部监督、管理、调查、检查和反欺诈
方面的技能很强。主要在欧洲开展工作（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士、联合王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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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合国各组织及其它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1990-1996 年）的外审计员对情况有
广泛的了解。英国特许管理学会会员，英国专业财务经理学会会员，注册舞弊审查员协
会会员。 

Helène Ploix 女士（法国，女） 

教育背景：英国文学和法律专业文学士（法国巴黎）；公共行政专业文学硕士（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资格/经历：有很强和范围广泛的财务技能（会计、财务报告），包括与高层相关的经验。
在私立和公立部门的著名大型组织中具有极佳的行政管理经验和可靠的组织工作资历。
主要在法国和美国开展工作（包括任职作为法国总理内阁前特别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美国）执行主任）。担任不同理事会的成员；具有作为不同审计委员会
主席的经验；并任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投资委员会的成员。 

Veeradthai Santiprabhob 先生（泰国，男） 

教育背景：美国哈弗大学文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以及哈弗大学兼任助教的研究生（1991 – 
94 年）。 

资历/经历：有很强的会计技能和管理资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作为经济学家
任职 6 年，并作为商业银行经理任职 8 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有在若干
国家和各大洲开展工作的丰富国际经验。在所需资历领域内具有极佳和广泛的技能以及
宝贵的国际/文化间经验。被《亚洲银行家》杂志评选为“亚太和中东地区最有前途的
50 名青年银行家”之一。财政部政策顾问。泰国商业银行主管战略计划的执行副主席。
目前任泰国交易所执行副主席和首席战略官员以及 Easy Buy，PCL 审计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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