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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总干事的报告 

1. 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程》1，委员会需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年度报告，该

报告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转呈其理事机构。 

2. 总干事现向卫生大会提交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17 年报告2。该报告已在 2017

年 12 月由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进行审议。联合国大会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建议预计将作出的、需要世卫组织对其《职员细则》进行修订的决定已另行向执委

会提交了报告3。秘书处在本报告中概述该委员会 2017 年作出的其它决定。执行委员会

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本报告的前一版本4，随后执行委员会

第 142 届会议注意到并审议了该委员会的讨论情况报告5。 

委员会报告第二章 

提交报告和进行监测 

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决议和决定 

3. 委员会审议了其秘书处关于大会通过的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决议和决定的说明。 

                                                 
1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程和议事规则》。纽约：联合国；1987 年（文件 ICSC/1/Rev.1），第 17 条。

（http://icsc.un.org/resources/pdfs/general/statute1.pdf，2018 年 3 月 16 日访问）。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文件 A/72/30，（https://icsc.un.org/resources/pdfs/ar/AR2017.pdf，

2018 年 3 月 16 日访问）。 
3 文件 EB142/38。 
4 文件 EBPBAC27/5。 
5 文件 EB142/25。 

http://icsc.un.org/resources/pdfs/general/statute1.pdf
https://icsc.un.org/resources/pdfs/ar/AR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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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决定 

4. 委员会决定：强调联合国共同制度内各组织必须及时执行和充分遵守大会和委员会

的决定；要求尚未对在 2014 年 1 月 1 日之前入职的工作人员实行 65 岁法定离职年龄的

共同制度组织采取适当措施实行这一规定；以及指示其秘书处每年提交一份关于各项决

定和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秘书处还将向大会提供关于共同制度各组织执行行动的更及

时的报告。 

委员会报告第三章 

适用于两职类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一般事务、本国专业干事和外勤事务等工作人员职类的使用情况（审查当地征聘工作人

员的薪酬方案）；工作组报告 

5. 委员会第八十四届会议审议了以下工作人员职类的使用情况：本国专业干事、一般

事务和外勤事务。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与共同制度各组织磋商过程中，提出了需

进一步审议的有关三个职类工作人员的问题清单。此外，委员会审查了外部咨询人进行

的研究的结果，这一研究比较了不同职类的职务分类标准。委员会还审议了一份关于其

他国际组织在使用当地工作人员和离国服务工作人员方面的外部做法的研究结果。 

6. 继审查之后，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进一步研究与正在进行的审查有关的问

题。 

7. 根据工作组的研究，委员会认识到在聘用本国专业干事职类方面需要一些灵活度并

为使用该职类的共同制度组织商定了一套准则，这套准则应反映规范，而不是作过度规

定（有关准则载于委员会报告的附件二）。 

8. 关于一般事务职类，工作组认为根据现有信息，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职类内

开展的工作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9. 关于外勤事务职类1，委员会一致认为，工作组的建议解决了广泛问题。因此，委

员会支持工作组提议使用这一职类应遵循的标准。 

                                                 
1 对世卫组织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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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决定 

10. 委员会决定：向大会建议附件二所列本国专业干事职类使用准则；并向秘书长建议：

应使用委员会核准的一般事务和专业职务分类标准，对外勤事务职类的职务进行等级划

分；使用外勤事务人员薪级表的联合国和共同制度各组织应同委员会秘书处协商，确认

外勤事务职等与一般事务和专业职等之间的对应关系；应通过附件三所列使用外勤事务

职类的标准（含任何职能和职等）1。委员会进一步决定请其秘书处索取关于共同制度

组织执行一般事务职类全球分类标准的执行率的资料，并向委员会第八十七届会议提交

资料。 

业绩管理研究报告和绩效奖励提案 

11. 大会在其 70/244 号决议（2015 年）中要求委员会对共同制度各组织使用的业绩管

理方案进行研究以及对建立现金奖励制度所需预算和行政安排进行研究。虽然秘书处认

为在业绩表彰和奖励方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仍对表彰和奖励制度提出了两点修正意

见，旨在重新对制度和个人现金奖励采用总体预算上限。讨论中忆及延缓职档例常加薪

周期是为了提供资金用于业绩奖励，而且共同制度各组织对这一专题的兴趣日益增加。

某些组织的任务可能适合实行绩效薪金制，而另一些组织的工作性质可能适合采取团队

和个人奖励措施。委员会普遍同意，不应要求所有共同制度组织都实施现金奖励方案。 

委员会的决定 

12. 委员会决定，在拟议的区分不同业绩的考绩和业绩管理原则和准则（见文件

A/70/30，附件三）方面，重申先前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委员会还建议对现金和非现金奖

励设定总体预算上限，不超过一个组织预计薪酬费用（所有职员的合计薪金费用）的

1.5%，并且个人现金奖励的限额为净基薪的 10%
2。 

审查应计养恤金薪酬：推算毛额系数、收入倒挂、基于统一薪级表更新应计养恤金薪酬

的备选办法和未叙职等官员问题的备选办法 

13. 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 41/208 号决议（1986 年）所述的确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方

法，对应计养恤金薪酬启动了审查。经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秘书处协商，确

定了需审查的暂定问题清单并同时审议了一份路线图，旨在委员会第八十七届会议前完

成这项工作。 

                                                 
1 对世卫组织不适用。 
2 关于完整的修订文本见文件 A/72/30，附件六。 

https://undocs.org/A/RES/70/244
https://undocs.org/ch/A/70/30
https://undocs.org/ch/A/RES/41/208
https://undocs.org/A/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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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讨论中，对路线图方法普遍达成一致，并认为应当加以敏感处理。还一致认为应

同养恤基金秘书处及其参加组织密切合作，认真分析修改应计养恤金薪酬方法的所有假

设情景。应避免任何意想不到的后果，还应充分尊重目前在职工作人员已经获得的养恤

金权利。此外，对有待处理的问题清单也达成了一致，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推算毛额系

数、收入倒挂（即一般事务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高于净收入水平相同的专业工作人员

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现象）、取消受抚养人薪率后与统一薪级表协调一致，D-2 职等的

职档数从 6 个增加到 10 个（该职等最高职档用于计算未叙职等官员应计养恤金薪酬），

以及有必要更新共同工作人员薪金税率表。 

委员会的决定 

15. 委员会核准在审查应计养恤金薪酬时审议下列项目：收入倒挂，即一般事务人员的

应计养恤金薪酬高于净收入水平相同的专业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现象；使用暂

订调整程序修订专业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比额表，或使用核定方法重新计算比额

表，包括使用未叙职等官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计算程序；根据订正的整套报酬办法重新

计算专业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备选办法；审查适用于专业职类和一般事务职类的

推算毛额系数；更新共同工作人员薪金税率表；开展联合国养恤金计划和美国联邦雇员

退休制度计划的可比性研究。 

16. 在其第八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进一步决定设立一个由委员会成员以及联合国共同

制度各组织和工作人员联合会代表组成的工作组，审查和审议与上述事项有关的细节和

备选方案。 

委员会报告第四章 

专业及以上职类的服务条件 

基薪/底薪表 

17. 委员会获悉基薪总薪级表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上调了 1%。此外，对 2017 年的税

率表和扣除额作了修改。在联邦一级，收入档次上调了近 1%。为了反映美国总薪级表

薪金毛额的变动和税率的变动，并使共同制度薪金与参照国薪金保持一致，拟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将基薪/底薪表上调 0.97%。此外，根据联合国大会 70/244 号决议，在向

统一薪级表转换时，如果工作人员的薪金数额高于其职等最高职档的薪金数额，薪级表

的调整也适用于这些工作人员的薪酬保护点。 

https://undocs.org/ch/A/RES/7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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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决定 

18. 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批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其报告附件七所列专业及以上

职类的订正统一基薪/底薪表及最新薪酬保护点，调整幅度为 0.97%。执行方式是在增加

基薪的同时，相应降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由此实得的净薪将保持不变。 

联合国/美国薪酬净额比值的演变 

19. 根据大会给予的一项长期任务，委员会审查纽约联合国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薪

酬净额与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中相应职位职员薪酬净额之间的关系。为此，

委员会每年跟踪这两个公务员制度薪酬水平的变化。 

20. 委员会获悉在计算比值时，对纽约与华盛顿特区之间的生活费用差额进行了调整。

根据既定程序，使用了一名外部咨询人 2016 年估计的两年期生活费差数 113.8。委员会

还获悉，2017 年的薪酬净额估计比值为 113.4。委员会报告附件八显示此项比较的详细

情况和一段时间内比值的变化情况。 

委员会的决定 

21. 委员会决定向大会报告，2017 日历年，纽约联合国专业及以上职类职员薪酬净额与

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相应职位职员的薪酬净额之间的比值估计为 113.4。委

员会请其秘书处继续监测比值水平，如果 2018 年比值越过触发点 113 或 117，则可根据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采取必要的修正行动。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 

22. 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第 11 条，继续定期审查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运作情况，

并为此审议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17 年 2 月和 6 月届会工作的

报告。其中一份报告主要涉及秘书处在布鲁塞尔进行的特别物价调查的结果，及其对即

将在各总部工作地点开展的生活费调查结果的适用。生活费调查使用由欧洲比较方案、

而非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收集的物价数据计算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该报告还

列出了调整数咨委会第四十届会议的拟议议程。 

23. 委员会还收到了三份文件。第一份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编

写，涉及生活费调查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以及在日内瓦进行的 2016 年生活费调

查的负面结果所产生的法律和管理方面影响。该文件的附件载有一份由四名统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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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来自劳工组织，一人来自贸发会议，一名是顾问，在委员会报告中统称为“日内

瓦统计人员”）组成的小组编写的结论报告，报告涉及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有关

的各种方法问题，以及秘书处采用这一方法计算日内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的做

法。第二份文件载有秘书处对日内瓦统计人员所提出问题作出的回应。第三份文件载有

工作人员联合会编写的一份说明，也涉及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方法和操作事项的相关问

题。一个代表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各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代表团成员包括联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劳工组织总干事和副总干事、世卫组织一般管理事务助理总干

事、气象组织的资源管理主任以及许多共同制度组织的人力资源部主任，这表明委员会

所审议的问题至关重要。 

24. 关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的广泛讨论详见委员会报告第 109 至 126 段。 

委员会的决定 

2016年总部工作地点和华盛顿特区基准生活费调查的方法问题 

25. 委员会决定：重申 2016 年基准生活费调查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是秘书处根据核定方

法进行的；注意到日内瓦统计人员编写的文件和工作人员联合会文件关于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方法若干问题的结论，以及其秘书处对这些结论的回应，并将这两份文件提供给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请调整数咨委会与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行政部门和工

作人员联合会代表协作，继续改进工作地点差价调整制度的方法。 

日内瓦、伦敦、马德里、蒙特利尔、巴黎、罗马、维也纳、华盛顿特区基准生活费调查

结果 

26. 委员会决定：根据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续会的建

议，对于 2016 年期间的生活费调查结果，凡是比当前薪资指数低 3%以上的，核准为其

增加 3%的容许误差；根据调整数咨委会的建议，核准伦敦、马德里、巴黎、罗马和维

也纳的 2016 年基准生活费调查结果。 

27. 委员会进一步决定：伦敦、马德里、巴黎、罗马和维也纳的调查结果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实施，并考虑到调查日与结果实施日（2017 年 8 月 1 日）之间的通胀和汇率波动

影响；将 2016 年日内瓦生活费调查结果实施日从 2017 年 5 月 1 日改为 2017 年 8 月 1

日，以与其他两个触发消除差距措施的工作地点（罗马和马德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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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回合生活费调查结果的实施 

28. 考虑到各组织和工作人员联合会代表的呼吁，委员会决定核准对消除差距措施进行

修改。该措施是一项操作规则，旨在缓解生活费调查结果显著低于当前薪资指数对薪资

的负面影响。有关修改涉及根据委员会报告第 128(a)段中的决定，将调查得出的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指数（更新到实施月）提高 3%，以得出订正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

此外，委员会决定：修订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适用于工作地点的所有专业工作人

员。调查结果实施日当日或之前已经位于工作地点的现有工作人员适用订正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乘数，外加个人过渡津贴。委员会进一步决定，个人过渡津贴是订正工作地点

差价调整数乘数与现有乘数之差。这笔津贴在实施日后的最初六个月全额支付，之后每

四个月下调一次，直到停发；在调整月，新的个人过渡津贴金额的计算方式是当前薪资

指数与现有工作人员适用薪资指数（即当前薪资指数加现有个人过渡津贴）之差减去

3%。 

29. 委员会决定请秘书处继续开展进一步分析研究，将按欧洲比较方案收集的价格数据

与其秘书处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委员会还请秘书处在下一轮调查前寻找其他可比价格

数据来源。 

子女津贴和二级受扶养人津贴：方法审查 

30. 委员会根据第八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日程，审查了受扶养子女津贴和二级受扶养人

津贴的计算方法。委员会审议了多份关于修订方法以反映 2008 年上一次审查以来的有

关动态的提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实行了订正专业工作人员整套报酬，并且共同

制度有所扩大。审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统一薪级表下的参照收入水平，参照地点（现包括

8 个总部工作地点），以及时机和货币转换。 

31. 最后，考虑到上述所有动态，同时认识到需要根据新的薪金结构调整子女津贴计算

程序，因此，委员会决定在审查子女津贴水平时再次审议这一事项，届时将审议两种方

案。 

委员会的决定 

32. 委员会决定：维持现行受扶养子女津贴计算方法，但会继续审查该方法，并酌情再

次进行审议；请其秘书处在审查受扶养子女和二级受扶养人津贴水平时，提交根据两种

比较子女福利参照收入水平方案得出的计算结果供决策，即一种仅以统一薪级表为基

础，另一种还计入配偶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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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多样性、包括性别均衡和地域分配的报告 

33. 委员会重申多样性作为一项核心指导原则，是联合国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广泛

的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等是这一原则的核心概念。对这两个要素一直进行持续监测。因

此，目前这份关于多样性问题的报告以过去报告中的信息为基础，并对联合国大会，特

别是 70/244 号决议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作出响应。该报告系于 2016 年提交给委员会第八

十三届会议，提供资料说明为实现共同制度各组织性别均衡所实施的对性别具有敏感认

识的政策和措施。在随后提交委员会第八十五届会议的报告中，秘书处提供了关于性别

均等和多样性其他层面的进一步信息，这些信息的收集渠道包括：妇女署，2016 年共同

制度组织通过问卷提交的答复，以及委员会 2017 年 4 月开展的一项调查。 

34. 报告指出多样性和包容性领域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巨大发展，并且有越来越多的研

究证明企业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益处，包括提高代表性、士气、声誉和生产率以及加强创

新。报告还注意到大部分共同制度组织的多样性政策除弹性工作安排外，均包括人员配

置中的性别均等和地域平衡政策，以及预防骚扰和性骚扰及滥用职权的政策。有些还包

括防止歧视残疾人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特定政策。 

35. 参加委员会讨论的人员认识到，性别均等对于实现共同制度各组织的目标至关重

要，但同时也强调不应以多样性的其他重要方面为代价，例如地域代表性以及对残疾人

和土著人群的包容等。关于秘书长提出的作为优先事项与共同制度各组织密切协商以加

快实现性别均等的倡议，委员们重申 2017 年初，秘书长设立了一个任务组，负责制定

联合国共同制度内的性别均等路线图，其中包括为实现男女比例 50/50 这一重要目标所

需的执行任务、基准、时限和机构架构。秘书长承诺到 2021 年实现高级领导人员性别

均等的目标。 

36.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共同制度专业及以上职类的妇女比例达到了 42.8%，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增长了 2.1%，年均增长 0.5%。 

37. 委员们回顾了就 2017 年 1 月新推出的《人力资源管理框架》开展的工作，表示需

要巩固《框架》所含的多样性元素。《框架》被设计成一份动态文件，因此可随时进行

更改，以反映新的动态。 

委员会的决定 

38. 委员会决定敦促共同制度各组织：在雇用、升迁、留用和多样化群体参与方面设立

可衡量的成果；加大努力并投入时间和资源，应对多样性的各个方面，包括培训管理人

https://undocs.org/ch/A/RES/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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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工作人员；如果尚未行动，应制定关于多样性的全面战略，包括实现性别均衡和公

平地域分配的切实行动计划、具体目标和时限；继续定期审查多样性的所有方面。 

委员会报告第六章 

外地服务条件 

危险津贴：调整方法和津贴水平审查 

39. 在全面审查联合国共同制度整套报酬办法的过程中，委员会根据其 2016 年度报告

附件四所列时间表，就其权限内各种津贴水平的审查周期作出了决定。从 2017 年开始

将每 3 年对危险津贴水平进行一次审查。 

40. 委员会注意到现行的危险津贴率，请其秘书处提出确定两职类工作人员危险津贴的

调整方法的备选办法。 

委员会的决定 

41. 关于危险津贴水平的调整方法，委员会决定：对国际征聘工作人员：参考适用于艰

苦条件津贴的三项指标以及危险津贴相对于预定审查当年的有效基薪/底薪表中点净额

的比例；对当地征聘工作人员：确认将津贴水平定在适用的一般事务职类薪级表的 30%，

并参考预定审查前一年的适用的薪级表的中点净额。关于津贴水平，委员会决定将国际

征聘工作人员的危险津贴水平维持在每月 1 600 美元，直至下一次审查；更新当地征聘

工作人员的危险津贴水平，为此将薪级表基准年度从 2012 年更新到 2016 年，并按照更

新后薪级表中点净额的 30%计算。委员会还决定按照既定时间表在 2020 年进行下一次

危险津贴审查。 

安保疏散津贴：津贴水平审查 

42. 安保疏散津贴设立于 2012 年，旨在帮助抵消工作人员及其合格家庭成员因从任职

地点疏散而增加的直接开支。按照目前的审查周期，将从 2017 年起每 3 年对安保疏散

津贴进行一次审查。 

43. 目前安保疏散津贴的每日额度由委员会于 2012 年确立，工作人员每天 200 美元，

合格家庭成员每人每天为该数额的 50%，即 100 美元，最多付 30 天。30 天后数额减少

25%，最多付 6 个月，之后通常会解除疏散或宣布工作地点不能带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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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委员会注意到人力资源网提出的，并得到各职工协会支持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

和建议赞成维持目前的安保疏散津贴水平，并提议今后不再每隔几年进行一次定期审

查，而是应使津贴数额的调整与作为研究依据的每日生活津贴标准的变动直接挂钩。 

委员会的决定  

45. 委员会决定：将安保疏散津贴维持在目前水平，即工作人员每天 200 美元，合格家

庭成员每人每天 100 美元，最多付 30 天，之后分别调整为 150 美元和 75 美元，最多付

6 个月；在工作人员或其家庭被疏散时一次性总付 500 美元托运费；请其秘书处酌情更

新载于委员会 2013 年度报告（A/68/30）附件七的安保疏散津贴准则。 

卫生大会的行动 

46. 请卫生大会注意本报告。 

 

 

 

=      =      = 

https://undocs.org/ch/A/6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