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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 部分 

计划问题 

概 要 

本报告的目的是向执行局委员通报在落实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和决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 

本文件第 I部分含有关于下述计划问题的信息： 

A. 教科文组织在发挥艾滋病署共同赞助机构和牵头组织作用方面的最新动

态 

B. 伊拉克的文化和教育机构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第 37 段中建议作出的决定。 

C. 关于《非洲通史》第九卷的编写和出版的进展报告，包括其科学委员会

的活动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第 16 段中建议作出的决定。 

D. 本组织计划（2014-2017 年）与预算（38 C/5）中有益于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的活动，包括额外资源需求分析 

本文件为 197 EX/5.INF 号文件的执行摘要，内容包括：i)当前四年期计

划（2014—2017 年）中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具体活动及相应预算

拨款的综述；ii）对 2016—2017 年需通过筹集预算外资金解决的资金缺

口的总体估算。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第 14 段中建议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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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EX/5 Part I 

A. 教科文组织在发挥艾滋病署共同赞助机构和牵头组织作用方面的最新动态 

（第 174 EX/6 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1. 执行局第 174 EX/6 号决定请总干事定期提供教科文组织在发挥艾滋病署共同赞助机构

作用方面的最新情况。教科文组织作为发起艾滋病署的六个共同赞助机构之一，自联合规划

署 1996 年启动以来在其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件涉及 2013 年秋季提交上一次

进展报告（192 EX/5）以来的最新进展。 

2. 艾滋病署共同赞助组织委员会（CCO）由 11 个艾滋病署共同赞助机构的机构负责人和

艾滋病署秘书处组成。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审议对艾滋病署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各

共同赞助机构每年轮流担任委员会主席，最近教科文组织在 2013 年担任了这一职务。目前

担任共同赞助委员会主席的是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与其合作，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主办了共

同赞助组织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巴黎，2015 年 4 月）。 

3. 艾滋病署正在更新其 2016-2021 年期间的《战略》和“统一预算和成果问责制框架

（UBRAF）”。雄心勃勃的更新后《战略》将继续以“三个零”愿景为指导，即没有新的

感染，没有艾滋病相关死亡以及没有歧视，并将包含一项新目标，即“快速跟踪”我们做出

的努力，以期在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这一公共健康威胁。关于健康的拟议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3 项下的拟议具体目标“在 2030 年以前终结艾滋病疫情”将提供一个有待联合国

会员国核准的具体里程碑。通过参与全球、地区和国家范围内的磋商，教科文组织一直在为

新《战略》的制定做出积极贡献。《战略》大纲将提交艾滋病署方案协调委员会（PCB）

2015 年 7 月的届会，完整的战略将提交 2015 年 10 月方案协调委员会特别会议，供委员会通

过。 

4. 在本组织内，教科文组织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战略提供了一个指导 2011-2015 年期间集

体工作的框架，符合《中期战略》（C/4）和《计划与预算》（C/5）以及艾滋病署 2011-

2015 年《战略》和“统一预算和成果问责制框架（UBRAF）”。正在为 2016-2021 年期间

编制经过更新的教科文组织《战略》，该《战略》将与艾滋病署的新《战略》、可持续发展

目标以及教科文组织 C/4 和 C/5 保持一致。预计 2016-2021 年期间的工作将继续遵循当前的

艾滋病署分工，根据这一分工，教科文组织是确保优质教育以便更加有效地应对艾滋病毒问

题的召集机构，并且是减少艾滋病毒的性传播、提高青年和主要人群的能力、满足妇女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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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艾滋病毒方面的需求、打击性别暴力和消除惩罚性法律以及减少羞辱与歧视方面一个重

要的合作伙伴。作为教育领域的牵头机构，教科文组织召集教育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IATT），该工作队目前正在与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和妇女署合作制定准则性指南，以支

持各国解决涉及学校的性别暴力问题，包括其与艾滋病毒及相关健康问题的联系。 

5. 根据艾滋病署“统一预算和成果问责制框架”在艾滋病署共同赞助机构之间分配资 

金。虽然《2016-2017 年方案和预算》尚未提交艾滋病署委员会，但预计委员会将批准 4.85

亿美元的零增长预算，其中教科文组织仍将获得 1 240 万美元的拨款。教科文组织 2012-

2013 年拨款执行率超过了 98%，本轮“统一预算和成果问责制框架”资金执行率预计将达

到相同水平。艾滋病署“统一预算和成果问责制框架”资金用于建设国家能力以便为应对艾

滋病毒和健康问题开展有效的和可持续的教育活动，超过 80%的资金是在国家和/或地区一

级分配的，剩余资金用于支持制定准则和标准的工作。通过超过 30 个国家（其中三分之二

在非洲）中专门工作人员所开展的工作，教科文组织在 2014 年向超过 66 个国家提供了积极

支持，以强化应对校内艾滋病毒问题的国家战略的执行工作，包括支持开展全面的性教育

（CSE）以及与学校有关的性别暴力（SRGBV）教育。 

6. 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捐款，教科文组织能够利用额外的预算外资源来

开展艾滋病毒和健康教育，艾滋病署的供资在这方面也一直是至关重要的。2014 年以来，

与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欧佩克国际开发基金、挪威发展合作署、德国国际合作组

织（德国）和荷兰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得教科文组织能够为重大计划I的预期成果 10 动员额

外的 400 万美元 1 ，正在进行的活动和项目的拨款总额因此达到 5 000 多万美元。2 

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为使年轻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艾滋病毒和性教

育、性和生殖健康以及青年友好型服务，通过地区、全球和国家级别总计超过 1 375 万美元

的预算外项目提供的不间断支持。在东部和南部非洲（ESA），20 个国家的教育和卫生部长

齐聚一堂，对扩大全面性教育及年轻人获得服务的机会作出承诺（南非，2013 年 12 月）。

一个问责框架在 2014 年获得通过，将成为东非共同体（EAC）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用于跟踪进展情况的重要工具。该框架监测为 2015、2017 和 2020 年制定了具体

的年末目标的 20 项关键指标。就国家一级取得的进展而言，例如，赞比亚将全面的性教育

                                                
1  2014 年以来所有新的预算外计划的拨款总额。 
2  有助于重大计划 I 的预期成果 10 的所有业务方面的预算外计划和正常计划活动的拨款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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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了小学教师岗前培训课程，通过教科文组织、艾滋病署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提供的资

金支持，超过 12 000 名教师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8. 在本组织财政拮据之时，艾滋病联合规划署以及其他预算外供资对于支持教科文组织

在实现重大计划 I 的预期成果 10 方面取得进展仍然至关重要，并且使教科文组织能够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在艾滋病毒和健康教育方面继续发挥强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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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伊拉克的文化和教育机构 

（第 195 EX/5（II，A）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1. 本文件报告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教科文组织在伊拉克开展的活动，这一期

间的特点是与错综复杂的因素有关的政治、安全、社会和经济形势不稳定。2014 年所谓的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又名 ISIS）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安全挑战以及一场

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现象增加。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系统的文化清

洗以及蓄意破坏伊拉克的文化遗产被当做一种战术使用，对伊拉克人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2. 总干事于 2014 年 11 月和 2015 年 3 月访问伊拉克，以表示教科文组织的声援并加强其

对不断演变的危机作出的反应，尤其是通过向流离失所青年和难民青年提供获得优质教育的

机会以及保护该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3. 在采取紧急应对行动的同时，教科文组织继续开展自己的活动，同时还参与若干新倡

议。4 月 16 日，教科文组织与伊拉克各省事务国务部签署了一项《全面合作协议》，为在教

科文组织主管领域规划、资助和实施在伊拉克各省开展的联合计划提供了一个创新框架。 

4. 巩固在埃尔比勒的办事分处以及在安曼设立一个服务于教科文组织安曼办事处和伊拉

克办事处的财务和行政平台使得教科文组织在伊拉克的计划活动得到加强。 

教 育 

5. 为应对不断演变的人道主义危机，教科文组织向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难民青年提供教育支持。在实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尤其是在流离失所者（IDP）和叙利亚难

民的营地。在难民署供资的项目“教育、生活技能和社会心理培训支助计划”（预算： 

400 000 美元）框架内，教科文组织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KR-I）Dohuk 和埃尔比勒城

区的 900 名弱势难民提供了优质和可持续的教育服务。此外，将近 700 名文盲难民，其中大

多数是妇女，参加了由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基础识字班、生活技能和职业培训；大约 50 名青

少年和成年文盲接受了培训以便在其家庭成员和同龄人中开展社会心理支持活动。 

6. 通过由沙特阿拉伯供资的项目“在伊拉克受冲突影响地区为青少年和青壮年提供获得

优质教育的机会”（预算：190 万美元），教科文组织为几千名学生提供了学习场所。利用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预制建筑物修建了 5 所学校，翻新了城市地区的 16 所学校，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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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所学校。此外，开展了 20 场重返学校和留在学校运动，向 7 500 名学生和 100 名教师

提供了课本、文具以及其他教学和学习资料。在境内流离失所者社区，在提供社会心理支持

和组织补习班方面对 130 名教师和教育主管进行了培训。 

7. 2015 年 5 月，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两个应急教育项目（合并预算：250 万美元，由日本

出资），这两个项目最终将令 19 000 名学生受益，缩小了流离失所的伊拉克女童和难民在

中学教育方面的差距。从瑞士那里获得的额外资金（预算：100,000 美元）将用于为流离失

所的伊拉克人提供更多学习场所。 

8. 此外，在“在伊拉克教育一名儿童倡议”（另见下段）框架下，教科文组织帮助从

Ninewa 逃到埃尔比勒的社群中的 5000 名学生回到了学校，Ninewa 是 2014 年 7 月最早落入

伊斯兰国之手的几个省中的一个。 

9. 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同时，教科文组织继续提供技术专门知识并实施各种各样的能

力建设项目，以改善伊拉克的教育系统。本组织以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

训为重点。通过由卡塔尔供资的项目“在伊拉克教育一名儿童倡议”（教育高于一切（EAA）

/教育一名儿童（EAC），预算：390 万美元），教科文组织在四个省（埃尔比勒、巴格达、

尼尼微和巴士拉）登记了总共 37 000 名儿童，为这些儿童正式重返正规学校系统打下了一

个坚实的基础。教科文组织还建立了 130 个学习中心并培训了将近 1 000 名教师和 190 名外

联官员。 

10. 通过“教育高于一切”项目“开发新的伊拉克课程”（预算：490 万美元），教科文组

织培训了 20 名课程专家和管理人员，他们将为伊拉克国家课程和评价中心制定一个综合的

年度行动计划。教科文组织还在试用 1 至 3 年级数学和科学教材的技能方面培训了大约 30

名主管、教师和本国专家。为 2014/15 学年制定了一个广泛试用新教材的计划。在培训计划

最终确定后，来自巴格达的 8 000 名科学教师和 1 000 名数学教师将通过一个级联系统接受

培训。 

11. 通过另一个“教育高于一切”项目“基础和中等教育教师培训计划”（预算：400 万美

元），教科文组织继续支持伊拉克专家在开发 11 年级教师培训包方面增强其能力，培训了

来自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教育部的大约 40 名专家和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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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MoHESR）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机构能力和人员能力通过

“教育高于一切”项目“恢复伊拉克高等教育系统”（预算：500,000 美元）得到了增强。

质量保障程序继续在 9 所公立大学实施。组织了对各种高等教育机构的现场考察以评估学业

表现的质量改进情况以及质量改善计划 

13. 高等教育领域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在纳贾夫的 Kufa 大学设立了教科文组织“在伊斯兰

世界发展宗教间对话”教席。 

14. 由伊拉克联发援框架信托基金供资的“伊拉克公共部门现代化”项目（预算：250 万美

元）大大改善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其途径是促进基于价值观的方式，包括学术诚信，以及编

写一些指南和报告。教科文组织还继续加强战略性教育规划和管理，作为其支持实施国家教

育战略（NES）的一部分。这包括支持有关部委为重新制定《国家教育战略》中的计划和项

目确立原则和标准，以及增强管理人员在战略规划、决策、领导和沟通方面的技能。讲习班

以及其他培训活动令将近 90 名政府官员受益。最后，教科文组织继续提供咨询方面的支持，

以帮助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制定和实施更加有效的基于信通技术（ICT）的流程和程序。 

15. 在过去和当前举措的基础上，为了应对伊拉克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部门面

临的新挑战，教科文组织于 2015 年 4 月发起了由欧洲联盟供资的项目“改革伊拉克的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预算：1 230 万欧元），该项目将有助于使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符

合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通过与相关的职能部委合作，为进行一次劳动力市场需求评估开

展了筹备工作。此外，教科文组织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高等教育部门的代表们一起，为

实施一项试点活动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从 2016-17 学年开始，在所有技术大

学将推行累积和可转移学分制度，在国际上这被称为“博洛尼亚进程”。 

文 化 

16. 就在当前危机开始之后，总干事请本国和国际专家编写一个“保护伊拉克文化遗产应

急行动计划”，该计划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获得通过。《行动计划》指导教科文组织的紧急

干预行动，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例如最近联合国大会关于“拯救伊拉克文化遗产”的

A/RES/69/281 号决议以及日益增加的财政支持所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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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该《行动计划》的框架内，意大利政府最近提供的捐款（300 000 欧元）将有助于监

测文化遗址和评估损毁情况，以及通过旨在打击非法贩运的能力建设活动、提高意识以及与

活跃于伊拉克文化遗产保护和文件编制领域的实体协调，减少文化遗产的损失。 

18. 制定了由日本供资的“对面临迫切危险的伊拉克博物馆藏品和文化遗产地进行预防性

保护”项目（预算：150 万美元），其总体目标是确保对伊拉克考古遗产的保护，包括伊拉

克国家博物馆的遗产。该项目得到了由挪威供资的另一项活动以及由意大利支助的一个项目

的补充，挪威供资的活动旨在确保对伊拉克遗产的保护以及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预算：

155 000 美元），意大利支助的项目是为了通过卫星图像记录摩苏尔地区遗产地的保护状况

并培训伊拉克执法机构掌握打击非法贩运文物的方法（预算：300 000 美元）。 

19. 通过与伊拉克当局、专门部门的密切合作以及与机构伙伴的合作，教科文组织继续监

测处境危险的伊拉克文化遗产。虽然获得关于损毁性质和程度的可靠信息仍具挑战性，但教

科文组织在通过卫星图像监测文化遗产方面与其他联合国实体建立了联系。 

20. 在继续蓄意针对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情况下，尤其是在 2015 年 2 月和 3 月这种情况愈演

愈烈之后，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表了若干谴责破坏文化遗产的声明，并组织了一系列活动，

包括 2014 年 12 月 3 日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一个关于“保护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面临危

险的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国际会议。 

21. 在两次访问伊拉克（2014 年 11 月 2 日访问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以及 2015 年 3 月 28 日

访问巴格达）期间，总干事表达了教科文组织对面对伊斯兰国对少数群体及该国文化和宗教

遗产的攻击的伊拉克人民和政府的声援。总干事还传达了教科文组织对保护伊拉克文化遗产

及多样性的承诺。 

22. 2015 年 3 月 28 日对伊拉克的访问也让总干事有机会在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活动中在伊

拉克巴格达大学艺术系发起联合遗产运动。这一广受欢迎的运动旨在用联合、宽容与团结的

信息来对抗仇恨、不宽容和暴力宣传，支持受到教派主义和极端暴力威胁的遗产保护工作。

该运动在一些总部外办事处发起，即贝鲁特、安曼、伊拉克、开罗、利比亚、拉巴特、巴马

科和哈瓦那，激发了媒体的兴趣，国际新闻界发表了 500 多篇文章。该运动如今涉及 20 000

条使用联合遗产标签的微博，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与该运动有关的微博（105 条微博）的浏览

量为 330 万，该运动网站的访问量超过 2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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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实施禁止跨境交易伊拉克文化财产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和第 2199 号决议

的框架内，教科文组织通过与国际刑警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密切合作，继续致力于确保对文

化财产的虚拟销售和传统销售进行监测。会员国、文化机构、艺术市场、博物馆和拍卖行都

收到了警示并被要求支持这些国际上协调一致的努力。教科文组织通过与联合国制裁监察组

密切合作，确保协助和跟进会员国采取的应对措施。 

24. 按照其保护伊拉克遗产的中长期战略，教科文组织继续以保护和宣传文化遗产为重 

点，文化遗产是该国文化认同的核心，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由埃尔比勒省供资的“整修埃

尔比勒城堡二期”项目（预算：1 200 万美元）的核心是通过在报告所述期间完成 6 幢建筑

物上的工程来实现对城堡最脆弱特征的保护，受保护建筑物的总数因此达到 14 个。此外，

完成了城堡演出中心的规划和设计工作，并且开展了一项关于游览路线的制定和城市整治的

研究。 

25. 教科文组织还帮助提高伊拉克文化遗产的知名度，为学习和了解该国历史和文化创造

新机会。在通过文化部供资的“保护纳杰夫文化遗产和提高其国际知名度”项目（预算：

110 万美元）的背景下，制作了关于纳杰夫的一个 15 分钟的纪录片和两个出版物。英文版的

《纳杰夫：智慧之门》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世界哲学日之际在教科文组织总部推出，而阿

拉伯语版本在总理的见证下于 2014 年 12 月在巴格达向公众展示。2014 年 11 月组织了关于

“Ali Ibn Abi Talib 的思想对和平文化和文化间对话的贡献”的圆桌会议并公布了会议记录。 

26. 在作为咨询机构上游程序的一部分向伊拉克政府提供世界遗产方面的技术援助的框架

下，并且在世界遗产阿拉伯地区中心的财务和后勤支助下，教科文组织帮助编写了一个“伊

拉克南部艾赫沃尔：“生物多样性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残存景观保藏所”的自然和文化部分

综合管理计划。 

27. 继教科文组织派往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的萨迈拉考古区世界遗产地的监测特派

团（2014 年 5 月）之后，教科文组织制定了大清真寺和 Al-Melwiyah 光塔保护项目（由萨拉

赫丁省供资；预算：850 000 美元），作为全面的“萨迈拉考古区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

的第一个阶段。 

28. 鉴于安全形势动荡，影响到最初的目标地点（萨迈拉古城），“提高历史宗教建筑的

资料搜集和保护能力及整修具有历史背景的当代清真寺的能力”项目（由伊拉克逊尼派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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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供资；预算：160 万美元）经过了重新设计，如今包括在 2015 年 6 月对巴格达的 7 座历史

宗教建筑进行评估，以及一个针对逊尼派资助部工程处工作人员的全面的能力建设计划和一

个为期三年的手稿保存培训第一阶段。 

29. 至于由尼尼微省供资的“为稳定和保护摩苏尔 Al-Hadba 光塔进行资料搜集、研究和规

划”项目（预算：140 万美元）活动的实施，教科文组织正在筹备对该省雇员的培训并已委

托进行一项稳定和保护研究。 

30. 最后，教科文组织继续实施由伊拉克自利信托基金通过前伊拉克第一夫人提供资金的

“制作苏莱曼尼亚省百科全书网络版和印刷版”项目（预算：772 300 美元）。 

31. 在开展这些实地工作的同时，在国际层面就伊拉克文化遗产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这

些决定包括 2015 年 5 月 28 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 69/281 号决议“拯救伊拉克文化遗产”，

以及 2015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7 日在波恩（德国）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

通过的两项决定。这两项决定就是呼吁为支持冲突地区的遗产进行国际动员的《波恩宣言》

以及将哈特拉的财产（伊拉克）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的决定。 

（…） 

自然科学 

32. 在由欧洲联盟提供资金的“伊拉克水文地质资源高级调查”项目（预算：500 万欧元）

的框架内，教科文组织加大了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参与。从多个来源收集和获得了几个数据集，

这些数据集将用于查明地下水资源的初步潜力。这些数据集还将被输入水文地质模型。关于

直至目前工作阶段所挑选和确认的可用水井、钻井和横截面的数据已经经过处理和归档，可

用于在特定地质清查中生成地层设置的三维展示。获得并处理了总共 426 张雷达图像。 

33. 教科文组织还把工作重点放在伊拉克的自然资源管理，特别是水和干旱风险管理，以

及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专业和机构能力发展上。为科学和技术部开展了“制定科技创新总体规

划”（预算：80 000 美元）项目。 

34. 作为国际水文计划的一部分，教科文组织在 2015 年组织了一次赴德国的参观考察，以

加强伊拉克专家对水资源和水管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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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信息 

35. 随着教派紧张和暴力的升级，伊拉克媒体专业人员的安全风险日益增高。达到培养公

众对作为有助于决策的可靠信息来源的媒体的信任所必需的专业性标准，对伊拉克记者来说

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36. 在教科文组织为支持伊拉克媒体而做出的持续努力中，实施了下述活动：在 2015 年 5

月 3 日世界新闻自由日（WPFD）之际，教科文组织与伊拉克记者工会（IJS）和国民议会一

起发出了一项关于在伊拉克促进记者安全和改善媒体环境的联合声明。作为世界新闻自由日

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教科文组织与伊拉克记者工会签署了一个项目协议，以增强伊拉克记者

在冲突敏感型报告方面的能力。教科文组织通过与一个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正在编制伊拉

克记者安全指数。作为其国际传播发展计划（IPDC）的一部分，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三个关

于调查性写作和报告的讲习班。这些讲习班发生在巴格达，惠及大约 40 名女记者。2015 年

5 月 10 日举行了调查性写作颁奖活动。报告所述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包括关于伊拉克

媒体行为守则（2015 年 5 月 6 日）、记者安全（2015 年 5 月 16 日）、公共服务广播法

（2015 年 6 月 3 日）和媒体与可持续发展（2015 年 6 月 6 日）的。 

建议作出的决定 

37. 鉴于以上所述，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第 195 EX/5（II）（A）号决定， 

2.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I号文件 B 部分， 

3. 赞赏地肯定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内计划实施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通过能

力建设活动以及满足受影响人口最迫切的人道主义需要； 

4. 感谢所有捐助方及多边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对教科文组织支持伊拉克人

民的行动提供了大量捐款，并呼吁他们继续协助教科文组织努力促进伊拉克的重

建、对话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5. 欢迎联合遗产运动以及总干事为引起对文化与建设和平之间紧密联系的关注而采

取的其他举措； 

6. 还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二 OO 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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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于《非洲通史》第九卷的编写和出版的进展报告，包括其科学委员会的活动 

（第 196 EX/5（I, E）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1. 执行局第 196 EX/5 I（E）号决定充分注意到在《非洲通史》（HGA）第九卷编写活动

的实施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提交一份阶段性报告，说明国

际科学委员会的活动以及《非洲通史》第九卷的主题和思考要点。 

《非洲通史》第九卷的主题和思考要点 

2. 确定的目标是：(i) 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更新《非洲通史》前八卷的内容，(ii) 绘制非洲

移民社群的地图，分析其对现代社会以及非洲解放与发展的贡献；以及，最后，(iii) 分析非

洲和非洲移民社群今日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3. 科学委员会选择书写一部世界范围内非洲人以及非洲裔人的历史，依据是普遍非洲特

性这一创新概念，即人类最初从非洲大陆向外扩张，移居全球，形成移民社群，世代延绵，

直至今日。这一概念促使重新评价关于奴役和殖民时期的方式，研究泛非主义与非洲移民社

群之间的关系，了解移民社群所贡献的种种经验如何丰富思想，以及以横向和动态的方式探

讨将非洲与非洲移民社群以及非洲移民社群与接纳它们的国家相联系的各种问题。 

4. 此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开展人文及社会科学所用概念“去殖民化”的工作。因此，

第九卷将探讨“殖民统治”的问题，以便通过采取一种内生和泛非的方式并且依据在拉丁美

洲、亚洲和非洲开展的后殖民时代研究，更好地理解证明有理由变更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和

智力产品的类别的种种表现和逻辑。 

5. 第九卷是已经出版的《非洲通史》丛书（第 I – VIII 卷）的延续，包括三个分卷，每

一个分卷又分为几个部分： 

第 1 分卷将更新《非洲通史》，特别是关于人类起源和最早的人类文明的理论： 

• 第 I部分，知识论讨论  

• 第 II部分，检查八卷《非洲通史》的内容 

• 第 III部分，更新关于“初期历史一直到最早的国家出现”的知识 

• 第 IV 部分，第二个千年期间的非洲：更新 8 卷的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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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分册将探讨普遍非洲特性的方方面面，以及普遍非洲特性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非洲

移民社群中的不同表现： 

• 第 I部分，知识论讨论 

• 第 II部分，确定非洲移民社群的形成特征并绘制非洲移民社群地图 

• 第 III部分，生活故事和解放记 

• 第 IV 部分，昨天和今天的反抗 

• 第 V 部分，非洲移民社群对建设现代世界的贡献。 

第 3 分卷将研究当代的普遍非洲特性、非洲及非洲移民社群今日面临的机遇和新挑战： 

• 第 I部分，知识论讨论 

• 第 II部分，普遍非洲特性面临的新挑战 

• 第 III部分，非洲在当今世界中的位置 

• 第 IV 部分，第三个千年到来之际的非洲：关键问题、动态和前景 

委员会开展的活动和行动  

(i) 该卷编写工作取得的进展 

6. 自执行局上届会议以来，委员会大大加快了交流的节奏，以优化三个分卷的结构。至

于因编辑小组在方法论和知识论方面的分歧而遇到一些困难的第 II分卷的进展，委员会需作

出表态以便在向其提交的各种提议中选出最能体现编辑计划最初之宏愿的提议。绝大多数委

员会成员决心支持坚持综合和调和不同方式方法的提议。 

7. 根据委员会的这些决定并且为了遵循既定时间表（在 2016 年底最终完成手稿），秘书

处与为三个分册确定的作者联系，向他们转交了编写相关文稿所需的全部信息，包括由委员

会编写的一般方向性说明。这些分卷的作者大多开始了与科学协调员的合作，并被要求在收

到合同后四个月内转交其文稿的初稿。由于编写工作已经开始，委员会希望能够按照秘书处

提交执行局第一九六届会议的报告中提议的时间表，在其定于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 月召

开的下一次会议期间审议并确认第九卷中所有文稿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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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为确保地域和语言更加平衡而采取的行动 

8. 执行局第 196 EX/5 I （E）号决定（第 7 段）提及拟定一种包容和综合的方式以实现地

域和语言平衡的重要性，根据该决定，委员会根据秘书处的提议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以确保

在最终的提名作者名单中更加重视对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原则。 

9. 因此，如果最终被接受的话，确定的 241 名作者[来自 54 个不同国家，代表所有地区，

即：非洲（115）、南美洲（31）、北美洲（37）、亚太（12）、加勒比（13）和欧洲

（33）]将参与第九卷的编写工作。 

(iii) 委员会或委员会代表参加的会议 

10. 委员会主席 Augustin C. Holl 教授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会见了巴西联邦共和国常驻教科文

组织大使衔代表 Eliana ZUGAIB 女士阁下，向其通报在第九卷编写工作中取得的进展以及委

员会成员为在 2016 年底最终完成该卷的手稿而做出的努力。 

11. 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包括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两名委员会成员参加了 2015 年 5 月 4 日至

10 日在喀土穆和 Marawi（苏丹）举行的国际科学委员会“《非洲通史》的教学应用”会议。

该会议确定了用于非洲中小学教学的内容，还为讨论第九卷的教学应用以及这两个项目之间

的关连提供了机会。 

12. 委员会的头三次会议在巴西（2）和法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将建议几个非洲国家主

办将于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 月召开的下次会议。这一重要会议将以确定第九卷全部文稿

中的 30%为目标。秘书处目前正在确定有可能主办这次会议的国家。 

13. 一名委员会成员应邀参加 2015 年 7 月 1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题为“非洲通 

史：非洲遗产教育和教学”的圆桌会议，以指出第九卷编写工作在知识和政策方面的重要性。 

为在 2016 年底定稿动员额外资金 

14. 为了应对（i）委员会为确保在科学方面更具条理性而要求编写第三分卷所造成的额外

费用，以及（ii）巴西雷亚尔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导致的实际预算减少，秘书处对非洲会

员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目的是动员额外的预算外资金，以便在 2016 年底最终完成第九卷

的手稿。还与私营部门一起探讨了一些思路并与一些有出资希望的私人机构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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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还应指出的是，尽管执行局以前通过了相关决定，该项目至今未得到会员国的任何额

外财政支持。 

建议作出的决定 

16. 在审议了关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活动以及《非洲通史》第九卷的主题和思考要点的阶

段性报告之后，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草案： 

执行局， 

1. 忆及批准编写《非洲通史》第九卷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章程的第 195 EX/17 号决 

定， 

2. 铭记注意到项目进展以及有必要为其顺利实施和取得成功动员额外资金的执行局

第 196 EX/5 I（E）号决定， 

3. 审议了关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活动以及《非洲通史》第九卷的主题和思考要点的

阶段性报告， 

4. 忆及请会员国继续支持该项目，为其提供更多自愿捐款，以确保《非洲通史》第

九卷项目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的执行局第 196 EX/5 I（E）号决定， 

5. 注意到国际科学委员会通过的方式方法以及思考要点，以及委员会为尊重文化和

语言多样性而做出的努力， 

6. 请总干事继续努力筹集第九卷的编写、出版和推广所需的必要资金。 

7. 注意到大会将在其下届会议上继续审议关于非洲通史项目最后阶段实施情况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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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组织计划（2014-2017 年）与预算（38 C/5）中有益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包

括额外资源需求分析 

（第 196 EX/5（I,B）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1. 为响应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批准的关于加强教科文组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战略的决议

（第 V 部分 - 第 1.e 段），本组织起草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计划草案。该草案符合第三

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2014 年 9 月 1 日-4 日）成果文件所设定的优先事项，该文件

也称为“萨摩亚途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行动计划草案已提交执行局第

一九六届会议（第 196 EX/5 号文件），将在中期战略（2014 年-2021 年）剩余时间实施。 

2. 执行局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计划草案表示赞赏，并要求总干事“在目前的四年期

工作计划中，明确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相关联的具体活动，在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上对双

年度正常预算（2016 年-2017 年）中涉及这些活动的直接拨款和计费进行分析，并对需要用

预算外资金填补的缺口进行单独分析。” 

3. 根据战略、任务和结果评估信息系统（SISTER）中 2014-2015 年双年度工作计划以及

2016-2017 年成果预算编制工作计划草案所提供的信息，本组织对有益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4. 分析结果载于第 197 EX/5.INF 号文件。现将要点概括如下： 

5. 五个重大计划都有惠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活动，且都符合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计

划草案的各个优先领域。作为全球性政府间组织，教科文组织的大部分活动都旨在为所有或

大部分会员国带来积极影响，其中也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此，小岛屿国家和其他会员

国往往在同样的活动中共同获益，很难区分。为便于分析，可将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相关的

活动分为四类： 

6. 惠及但没有明确提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活动。本组织通过实现其核心职能为

小岛屿发展中带来惠益的活动即属此类。例如，教科文组织作为国际标准制定者，其文化公

约覆盖全球，惠及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广大会员国。同时，几项公约包含针对加勒

比、太平洋，以及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和南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内容，涉及推动公约



197 EX/5 Part I  -  Page 18 

批准和培训工作。另外，教科文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促进者，努力推动广大合作伙伴间对话，

大海洋生态系统的全球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 

7. 在提及其他会员国的同时特别提及一个或多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或地区性活

动。此类活动包括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科技和创新政策、社会包容、体育运动与体育教

育等领域开展的活动，所涉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太地区以及涵盖佛得角、科

摩罗、毛里求斯、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非洲地区。 

8. 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目标群体的活动。本组织开展的部分活动重点针对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虽然它们不是唯一受益者。这些活动包括气候变化教育、加勒比地区、太平

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海啸预警系统和自然灾害管理、小岛屿生物圈保护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等。 

9. 只惠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其中包括多国办事处开展的活动，如太平洋地区的

阿皮亚办事处、加勒比地区的金斯敦办事处、太子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别办事处。另外，

在总部也有一些专门针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活动。 

10. 惠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活动由总部、总部外办事处以及第 1 类和第 2 类机构和中心

实施。有的总部外办事处只负责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员国开展活动（阿皮亚、金斯敦和太

子港），而另一些办事处，如曼谷、达喀尔、哈瓦那、雅加达、蒙得维的亚、内罗毕、新德

里和雅温得地区和多国办事处，则在各自的地区或多国范围内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

精力。许多活动是通过跨部门合作实现的，如可持续发展教育和降低灾害风险。与联合国其

他机构在业务层面的合作也占有重要地位，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等。 

11. 惠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活动的资金来源既有包括追加拨款在内的正常计划预算，也有

专门的预算外资金。本双年度每个重大计划下这些活动的预算细节载于第 197 EX/5 INF 号

文件。文件还包含 2016 年-2017 年期间初步安排的拨款和 2014 年-2015 年通过参与计划向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划拨的正常计划资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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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的来说，分析显示，2016 年-2017 年本组织将继续维持各项重大计划下对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的预算承诺。2016 年-2017 年双年度，预计现有活动将继续开展，并努力扩大覆盖面，

囊括更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除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萨摩亚途

径外，本组织还计划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新的活动，如海洋技术转让和相关能力建设、

支持传统医学从业者，特别是印度洋地区科摩罗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传统医学从业者。 

13. 在筹集预算外资金方面，为在 2016 年-2017 双年度继续开展有利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活动，总部和总部外各计划部门都在努力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筹集资金。根据各部门的初

步分析，资金缺口约为 2000 万美元。但是，这一金额还需在今年年底进行审查和确认，因

为最终估算应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之后制定的最终工作计划为基础。本组织正在制定预算

外筹资计划，计划说明参见第 197 EX/5.INF 号文件。 

决定草案 

14. 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第 37 C/1 (V) 号决议， 

2. 强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作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考

文件的重要性， 

3. 又忆及第 196 EX/5 号决定（第 I部分 B 节）， 

4. 审议了第 197 EX/5 号文件第 I（D）部分和第 197 EX/5.INF 号文件， 

5. 还忆及本组织在 2014--2021 年《中期战略》中赋予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优

先目标群体的特殊地位， 

6. 承认教科文组织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年和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

（萨摩亚，2014 年 9 月 1--4 日）及其筹备过程所做的重大贡献， 

7. 注意到教科文组织在制订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时，特别是在设定诸如包容和公平

的优质教育、终身学习、气候变化、海洋和沿海地区管理、淡水、青年和性别平

等、社会和文化福祉、建设知识社会、信通技术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行动

时，为确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所做的贡献， 

8. 再次感谢总干事提交本中期战略（2014 年-2021 年）时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

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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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意到总干事提交的有关当前四年期工作计划中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具体

活动、双年度正常预算中涉及这些活动的直接拨款和费用计算以及有关需用预算

外资金填补的资金缺口分析的信息， 

10. 要求总干事在执行局第一九九届会议上提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计划的定稿及

实施战略， 

11. 还要求总干事在执行局第二〇一届会议上提交一份关于进一步落实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行动计划的进展报告。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执 行 局 
第一九七届会议  

197 EX/5 
Part II 

 

巴黎，2015 年 8 月 11 日 
原件：英文/法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I 部分 

跨部门活动 

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概 要 

本信息是根据教科文组织关于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局势的关注的第 196 EX/5（II）

号决定提交的。这项决定要求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汇报如下情况：（1）召开情况通报会，

让会员国了解克里米亚（乌克兰）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的最新情况，并请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

代表出席会议，向执行局汇报此次会议的成果；（2）关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乌克兰）的最

新事态发展；（3）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内正在进行和计划开展的相关行动。 

为落实这项决定，经过与乌克兰常驻代表团的磋商，总干事在 2015 年 6 月 2 日主持召开了一次情

况通报会，如下组织因其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中的地位及其与教科文组织的当前伙伴关系，应邀出

席了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办事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媒体自由事务代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以及，大赦国际（具备协作地位的教科文组织正式伙

伴）。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未能出席会议，但总干事在情况通报会上提请会员国注意到人权事务

专员的最新相关报告（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 Nils Muižnieks 在 2014 年 9 月 7 至 12 日出访基辅、莫

斯科和克里米亚之后提交的报告，CommDH（2014 年），2014 年 10 月 19 至 27 日）。如下人员在情况

通报会上发言：Dunja Mijatović女士，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媒体自由事务代表；Stephan Oberreit 先生，

大赦国际法国分部负责人；Marie-Laure Lavenir 女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总干事；以及，Ruth 

Marshall 女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根据教科文组织关于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局势的关注的第 196 EX/5（II）号决定，

总干事向执行局提交如下文件：（1）各组织在 6 月 2 日召开的情况通报会上确定的干预措施；（2）乌

克兰常驻代表在 2015 年 7 月 1 日向秘书处提供的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乌克

兰）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内的最新事态发展；（3）关于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内正在进行和计划开

展的相关行动的审查。 

如有必要，总干事会就这个问题，随时向执行局继续通报关于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的最新情况。 



197 EX/5 Part II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Ruth Marshall的发言 

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局势的情况通报会， 

重点关注文化、传播和教育问题 

2015 年 6 月 2 日 

巴黎，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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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阁下，诸位同僚： 

我很荣幸作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代表，在此发言。 

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察团指出，克里米亚半岛拥有丰富多彩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

化多样性，但领土地位自去年发生变化以来，这种多样性面临严重的威胁。此外，众多媒体

的工作受到限制，宗教自由和教育权也受到不利影响。 

2014 年 3 月以来，监察团一直在监测乌克兰全境的人权状况，其中包括克里米亚自治

共和国，并且将人权高专办的 30 多名工作人员部署在利沃夫、哈尔科夫、敖德萨和顿涅茨

克等地。监察团发布了十份报告，持续向联合国最高领导层以及向欧洲委员会、欧安组织和

欧洲联盟提供公平公正的信息。令人遗憾的是，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以下称“克里米亚”）

当局始终拒绝监察团入境。为此，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敖德萨监测克里米亚的局势。联

合国大会第 68/262 号决议就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做出了规定。 

我们的工作敦促各方注意到，克里米亚事实上的当局犯下多起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

包括对于批评事实上的当局及其去年开展的非法“全民公投”的活动分子，实施无端逮捕、

搜查、酷刑和虐待。多起侵权行为都是针对克里米亚当地的少数族裔——鞑靼人，而鞑靼人

正是以最激烈地反对当前局势而著称。我们记录下了九起强迫失踪案件——其中八起涉及克

里米亚的鞑靼人，另一起涉及乌克兰人，已有三人被证实死亡。对于这些死亡或失踪案件的

调查没有任何结果。其他案件涉及到搜查住宅、任意质询嫌犯或证人、罚款、以及解职。 

有多名克里米亚鞑靼人因多种原因被捕，其中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代表机构——理

事会的多名官员。1 月，理事会副主席被捕，并因涉嫌组织大规模暴动而受到拘押，这项罪

名可以判处四至十年徒刑。理事会的其他多名成员也因参与暴动而受到起诉，可能面临三至

八年的牢狱之灾。旨在协助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一家慈善基金会因未经新成立的“克里米亚文

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的同意，向理事会以及现已停刊的克里米亚鞑靼语报纸《Avdet》出租

房屋，被罚款超过 10 万美元。很多鞑靼人认为，这个委员会说明事实上的当局企图分裂鞑

靼人社区。 

乌克兰少数族裔也报告了逮捕和骚扰事件。不久前，为纪念一位民族诗人举办了经官

方许可的集会，有四名活动分子在集会上打出了一面乌克兰旗帜，上面写着“克里米亚是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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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这四人被判处劳动改造。个人因在公共场合说鞑靼语或乌克兰语，或是使用民族标

志而受到骚扰、攻击、甚至是起诉。 

事实上的当局严格限制人们行使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去年出现了多起关于新

闻记者受到人身攻击、威胁和恐吓的报告。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记者 Tatyana Guchakova 前

不久受到拘押，她与其他人合作开办了“黑海新闻”网站。安全部队还试图恐吓逃离克里米

亚半岛前往乌克兰本土的新闻记者和媒体。 

根据俄罗斯联邦的法律，至少有七家克里米亚鞑靼语媒体——其中包括在克里米亚鞑

靼人当中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和鞑靼人的主要报纸——均不得重新注册。这七家媒体不得不

因此停止运营。由于俄罗斯媒体法律的条款规定过于宽泛，受到国际人权法保护的行为可能

被列为刑事犯罪；即便是媒体机构获准重新注册，执行俄罗斯媒体法律也会妨碍克里米亚新

闻记者自由地工作。 

数十万克里米亚人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同样因局势受到不利影响。数十名宗教界的

代表受到骚扰，或是被迫离开克里米亚半岛。安全部队多次查抄和搜查清真寺。武装分子袭

击了基辅宗主教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教堂，对于这些事件没有开展任何调查，四座教堂被迫

关闭。希腊天主教神父也面临威胁，已有四人逃离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市的一名罗马天主

教高级神父（波兰人）以及 20 多名土耳其伊玛目和教师在延长居留证的要求被拒绝之后，

都逃离了克里米亚半岛。 

由于俄罗斯联邦法律要求重新注册，宗教自由也受到威胁。到目前为止，只有 51 个宗

教团体获得合法地位，但乌克兰法律曾经允许 1 400 多个宗教团体开展活动。未经注册的宗

教团体可以集会，但不得租用国有资产，不得有雇员，也不得邀请外国人参加集会。 

进入乌克兰语或鞑靼语学校就读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克里米亚目前只有两所乌克兰语

学校，分别位于雅尔塔和辛菲罗波尔。这两所学校均已改用俄文来教授大部分课程，而且两

位校长均被免职。据说，安全官员曾经扫荡书店，拿走了讲述鞑靼人文化和历史的所有书籍。 

此外，克里米亚鞑靼人在每年的 5 月 15 日都会纪念超过 23 万名鞑靼人在 1944 年遭到

强行驱逐，今年是自 1994 年以来首次没有获准开展这一纪念活动。当年的强行驱逐以及克

里米亚鞑靼人为返回故乡所作的斗争，都是克里米亚鞑靼文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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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所有人均有享有基本自由的权利，包括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表达自由、宗教自由、行动自由、教育权、以及充分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权利。 

就克里米亚人权局势恶化问题，监察团曾多次向事实上的当局提出建议，特别是结束

针对政治反对派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界代表的压制和恐吓，包括多次搜查私人财产以及对于

这些人无端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关于安全部队及警方实施酷刑和犯下其他侵犯人权行

为的指控，必须逐一调查，并提出起诉。针对宗教界和新闻记者的恐吓事件，包括攻击乌克

兰东正教教堂、希腊天主教教堂、穆斯林社区、新闻记者和人权卫士，必须开展独立、迅速

和全面的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人权高专办还建议，关于重新注册的要求冗长无效，应予以取消；关于取缔克里米亚

鞑靼人媒体机构许可证的决定给鞑靼人社区造成严重影响，可能构成基于种族的歧视，应予

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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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情况通报会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局势 

2015 年 6 月 2 日 

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 

· 鉴于乌克兰境内及其周边的当前冲突，欧安组织媒体自由事务代表一直在密切监测媒

体自由情况，并报告严重侵权事件； 

· 2014 年 3 月 5 日，媒体自由事务代表出访辛菲罗波尔市，会见了媒体协会和当地新闻

记者，探讨克里米亚的安全局势问题，其中部分与会者是暴力受害者； 

· 与此同时，注意到当地和外国记者、媒体机构和媒体非政府组织受到自卫队和当地民

兵的威胁恐吓； 

· 这次出访归来之后，媒体自由事务代表多次就克里米亚的媒体自由情况发言，并 

指出： 

- 实际上，所有乌克兰语电视台均已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源自俄罗斯联邦的、在地

面播出的电视台； 

- 新闻记者和博客受到威胁、拘押、攻击、人身攻击、搜查、审讯和绑架，他们被

禁止入境，或是被迫逃离，他们的设备被没收或是被毁； 

- 至少有六家媒体机构和媒体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地点被查抄，部分设备被没收； 

- 9 月，国家邮政运营商“乌克兰邮政”停止向克里米亚订户和零售商递送乌克兰

语报刊； 

（媒体自由事务代表关于乌克兰媒体自由情况的讲话，见：www.osce.org/fom/143841。） 

· 克里米亚鞑靼语媒体普遍受到压制和恐吓，其工作人员受到攻击和拘押； 

http://www.osce.org/fom/143841
http://www.osce.org/fom/143841%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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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有关方面根据俄罗斯联邦媒体法律一再拒绝其重新注册的要求，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几乎所有的克里米亚鞑靼语媒体机构均已被迫停止活动，其中包括 ATR 和 Lale

电视台、Meydan 和 Lider 广播电台、QHA 通讯社和报纸 Avdet； 

· 在出访乌克兰期间，媒体自由事务代表多次会见来自克里米亚半岛（辛菲罗波尔、雅

尔塔、塞瓦斯托波尔、尼古拉耶夫和刻赤）的新闻记者和媒体组织的代表，与他们举

行了广泛的会谈，探讨媒体自由问题，并设法为他们提供援助； 

· 现居住在乌克兰本土的克里米亚媒体代表将出席“记者安全、媒体自由和冲突时代的

多元化大会”，本次大会由媒体自由事务代表办事处举办，将于 6 月 15 至 16 日在维

也纳召开； 

· 媒体自由事务代表将继续密切监测乌克兰（包括克里米亚）的媒体自由情况，并报告

严重侵权事件； 

· 经过与欧安组织主席、执行机构及其他机构的磋商，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媒体自

由事务代表将继续设法访问克里米亚。 

 

欧安组织媒体自由事务代表是欧安组织的一个独立机构，关注欧安组织全部 57 个参与国的媒体

发展情况。代表针对侵犯表达自由和媒体自由的侵权行为提出预警，并提倡全面履行欧安组织

的媒体自由承诺。如欲了解详情，请访问：www.osce.org/fom ，Twitter：@OSCE_RFoM，以及 

facebook.com/osce.rfom。 

  

http://www.osce.org/fom
https://www.twitter.com/OSCE_RFoM
https://www.twitter.com/OSCE_RFoM
https://www.facebook.com/osce.rf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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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2015 年 6 月 2 日，巴黎 

总干事女士， 

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各位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参与交流并代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发言。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使命是在国际层面上

促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本组织成立于 1965 年，不久后我们将在华沙庆祝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立五十周年。

自二十世纪初起，建筑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各方面的国际专家展开一系列初期思考，并于

1964 年促成并通过了《威尼斯宪章》，随后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 10,000 名成员来自不同文化，且各有所长，他们在世界范围内

为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和发展而不懈努力。他们参与各种理论的制定工作，以及理念与知

识的演变和传播，并且组织了各项宣传活动，这在如今这个充满暴力与破坏的时代显得尤为

重要。 

此外，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还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落实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

方面的咨询机构。在这方面，理事会审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提名名单，并就已列入

《名录》的遗产保护工作对各国开展监督。 

去年 11 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佛罗伦萨召开了最新一次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表达了理事会成员对于克里米亚文化遗产问题的关注。为此，大会呼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执行委员会与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持续关注克里米亚文化遗产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过去几周内致力于搜集关于克里米亚文化遗产的

信息。我在此首先要强调这一地区的文化遗产的丰饶程度：超过 12 000 处遗产，其中半数

为考古学遗址，其中一处遗产（陶里克·赫索尼索斯古城及其城郊）在 2013 年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另有四处遗产列入临时名单。 

上述信息尚不够详尽，但我很高兴能在今天有机会与各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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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陶里克·赫索尼索斯古城及其城郊，遗址工作组向我们通告了以下信息： 

(1) 国家保护区保持其法定独立实体的地位。 

(2) 保护区已获得关于辖内 19 个地区地籍登记情况的信息，特别是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地区地籍信息。城郊地区有着丰富的考古素材，但尚未归入古城遗址，

目前关于将城郊地区纳入保护区的相关法令正在进一步落实，而落实过程中的技

术困难使得这项工作十分复杂，但所有相关方均投入这项工作中，确保其顺利完

成。 

(3) 我们已得到确认，塞瓦斯托波尔市新上任的规划主任将处理编写提名文件时提出

的缓冲地带问题。据悉，塞瓦斯托波尔市政府建筑处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4) 我们获知，今年在这处遗址进行了 15 场考古活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保护区团队

组织的。此外，还特别决定在沿海地区落实一项水下考察挖掘计划，该计划将由

原水下考古部负责人、保护区新任主管 Andrei Kulagin 牵头。 

以上是我能转达的关于保护区的所有信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没能获得关于这些信

息的外部确认。事实上，自 2013 年 9 月作为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举行庆祝活动以

来，在我们目前能联系到的曾在遗址工作过的国际专家中，没有一人还继续留在遗址。此外，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乌克兰国家委员会也没能再收到关于遗址的任何官方信息。 

B. 关于克里米亚的世界文化遗产，以下是我们从理事会乌克兰国家委员会收到的信息： 

(1) 首先，委员会同乌克兰政府一样强调，乌克兰曾许诺保护具有普遍突出价值的遗

址，但如今不能遵守这项国际承诺。 

(2) 此外，委员会还通报了某些大型挖掘工作的开展情况，这些挖掘工作将违反关于

考古学遗产的国际原则。委员会对这些未经授权的挖掘工作表示担忧，它们可能

会对克里米亚文化遗产的完整性造成严重后果。 

 我在此感谢各位的关注，并再次强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克里米亚文化遗产问题上

与教科文组织共同的努力和承诺。我们将持续向各位通报随后可能获悉的所有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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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情况通报会 

教科文组织—2015 年 6 月 2 日 

Stephan Oberreit –大赦国际法国分部总干事 

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邀请我出席此次会议。 

大赦国际极为关切地注意到，2014 年 2 月至 3 月间，1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

共和国的占领以及随后的吞并，已经导致教科文组织多个主管领域的局势发生严重恶化。这

在媒体自由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特别触目惊心的是表达自由的权利被剥夺，文化和教育领

域也同样受到显著影响。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前，克里米亚媒体享有高度的自由。2 如今，当地广播、

印刷和在线媒体的多元化严重萎缩。一年前，各项严苛的俄罗斯法律和做法在匆忙间全部在

克里米亚推行。3 由于事实上的当局企图扼杀所有的反对声音，显然加速了这些法律法规的

推行工作。 

                                                
1  2014 年 2 月 26 日，基辅新政府的支持者以及亲俄罗斯活动分子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的克里米亚议会门前举行

了两场针锋相对的集会。发生了零星的冲突，导致两人死亡，大约 30 人受伤。反对派的领导者和警方为防止事态升

级，通过谈判让示威者撤离。第二天夜里，武装民兵占领了克里米亚各地重要的政府大楼，在随后的几天里，没有佩

戴任何标志的俄罗斯正规军包围了克里米亚半岛各地的军事设施。2 月 27 日，克里米亚议会召开会议，选举“俄罗斯

统一运动”领袖 Sergei Aksionov 担任新一届领导。2014 年 3 月 16 日举行“全民公投”，此次公投违反乌克兰法律，

记录显示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反对派抵制投票，认为此次公投非法，而且公投结果也没有得到

乌克兰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认。3 月 18 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签署一纸“条约” ，宣告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

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根据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协定，塞瓦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境内一个独立的行政区，是俄罗斯黑

海舰队的母港）。 
2  俄罗斯政府对主流媒体实施严密的控制，导致媒体多元化程度近年来明显消减。见大赦国际，《俄罗斯侵犯表达自 

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简报，2014 年 10 月 2 日（大赦国际索引：EUR 46/048/2014）。 
3  关于后者的详情，见大赦国际，《俄罗斯侵犯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简报，2014 年 10 月 2 日

（大赦国际索引：EUR 46/04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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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的当局的高级官员多次威胁，对于传播这些官员认为不合时宜的观点和新闻的

媒体机构将采取制裁措施。4 克里米亚鞑靼人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但对于权利和自由的压

制并非仅仅针对鞑靼人。 

普遍采用的做法是，由执法部门直接骚扰独立媒体机构。骚扰手段包括：发布正式或

非正式警告，可能根据俄罗斯反极端主义立法，提起刑事起诉；5 搜查住宅和办公室；以及，

对于知名的亲乌克兰人士进行质询。 

正因为如此，广受欢迎的克里米亚鞑靼语电视台ATR的办公地点在 2015 年 1 月 26 日

遭到查抄，来者是大约 30 名头戴面具、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另有来自俄罗斯调查委员会

和联邦特勤局的 10 名官员。这些人对ATR电视台的办公室一连搜查了数小时，电视台的正

常播出被打断，计算机服务器也被拿走了。6 

今年 2 月，大赦国际实地访问了克里米亚，并在此期间走访了数家媒体机构的成员，

他们均证实，正在实施严格的自查，以避免被查封或是自家员工受到法律制裁。然而，这种

自查并不能保证这些媒体机构的生存。 

4 月 1 日，数家克里米亚鞑靼语独立媒体机构（其中包括ATR电视台、QHA通讯社、

报纸Avdet，等等）被迫关闭。这是事实上的当局规定各家媒体机构必须根据俄罗斯法律 7

重新注册的最终截止日期，如在此之后继续运营，将处以巨额罚金，并提出刑事诉讼。所有

媒体机构均按时提交了申请，有些甚至多次提交申请，但有关方面一再武断地拒绝让它们重

新注册。部分媒体机构得到了含混不清、闪烁其词的解释，其他机构则没有及时得到许可部

门的答复，从而无法纠正可能出现的任何疏漏。 

                                                
4  2014 年 10 月，事实上的内政、信息和大众传播部副部长 Yuliya Martynova 敦促克里米亚境内的所有媒体机构在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前根据俄罗斯法律重新注册，并警告说，此后的任何“挑衅”行为都将招致制裁。克里米亚事实上的领

导人 Sergei Aksionov 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对于亲乌克兰媒体的反感。2015 年 2 月 13 日，在被问及克里米亚鞑靼语电视

台 ATR 时，Sergei Aksionov 称这家电视台“从本质上讲就是有害的”，并着重指出，“让某些公民对于克里米亚将

回归乌克兰心存幻想”的任何媒体机构“绝对是不受欢迎的”。Sergei Aksionov 接下来表示，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但

他的观点很明确。 
5  旨在打击“极端主义”的俄罗斯法律在俄罗斯境内早就用来针对政府批评者。 
6  这次搜查与一起刑事案件有关，意在调查 2014 年 2 月 26 日在辛菲罗波尔市发生的蓄意“大规模骚乱”事件（基辅新

政府的支持者和亲俄罗斯活动分子在克里米亚议会门前的冲突）。案件导致克里米亚鞑靼人领袖 Akhtem Chiygoz 因莫

须有的罪名被捕。 
7  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事实上的当局命令克里米亚境内的所有法律实体在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前根据俄罗斯的

相关法律重新注册，后来又延期至 2015 年 4 月 1 日。注册程序赋予注册主管部门广泛的酌处权，可以推迟或拒绝注

册，包括因微不足道的技术原因，有时故意称存在不合规之处，但不会明确指出哪里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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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闭多家媒体机构和查抄电视台的同时，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著名领袖面临着刑事起

诉，或是被迫流亡。这很显然是在警告克里米亚境内的所有反对派，坚持行使表达自由的权

利，会招致严重的后果。 

自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行使其他权利也受到了不利影响。因此，和平集会的

自由受到严重制约，受影响的不仅是政治抗议活动，就连文化活动也被波及。公共集会明显

减少。 

俄罗斯法律规定，任何公共集会的组织者均必须获得官方许可，除非组织者打算在具

体指定、而且通常特别偏远的地点举办集会。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有关方面蓄意拒

绝向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发放这方面的许可，迫使鞑靼人将传统纪念活动从市中心移往偏僻的

社区，或是在某些情况下不允许鞑靼人集会。 

这特别影响到鞑靼人举办一年一度的公众纪念活动，纪念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 1944 年

5 月 18 日遭到驱逐。2014 年，有关方面只允许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郊外的一个地点

举办这项活动，同时派出大批警察。2015 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没有获准在这一天举办任

何公众纪念活动。 

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另一个传统纪念日是 2 月 23 日，这是民族英雄 Numan Chelibejihan

的纪念日。2015 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理事会（非正式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大会（库里尔台）

选出来的机构，代表鞑靼人社区行事）提出，放弃辛菲罗波尔市内惯常举办这一纪念活动的

公共地点，改在辛菲罗波尔市西南约 30 公里的小镇 Bakhchisaray，地点选在镇上 Khan Saray

广场的一处封闭庭院内。但举办纪念活动的申请依然被拒绝了。 

旨在纪念乌克兰文化事件的公共集会也被事实上的当局制止了。 

2015 年 2 月 2 日，乌克兰流行歌手 Andriy Kuzmenko 死于车祸，乌克兰全国各地的民

众自发为逝者守灵，以示悼念。然而，这种由十几个人参加的完全和平的集会，在塞瓦斯托

波尔却被警方打断了。警察命令参与者关掉正在播放 Kuzmenko 的歌曲的移动电话，检查他

们的身份证，记录下个人的具体情况，并让他们散开。当悼念者试图与警察争辩时，他们面

前出现了一群面目狰狞的人，告诉他们要“遵守警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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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9 日是乌克兰诗人和文化巨匠塔拉斯·舍甫琴科诞辰 201 周年，这一天的

纪念活动同样是在事实上的克里米亚当局的严密监督下举行的。关于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

波尔市内的诗人雕像前举行集会的要求被拒绝了，组织者将活动移到了另外一个地点，约有

50 人高喊亲乌克兰口号，并佩戴乌克兰标志。有三个人随后因参加“非法集会”而遭到拘

押，分别是 Aleksandr Kravchenko、Vilidar Shukurjiev 和 Leonid Kuzmin。这其中，Leonid 

Kuzmin 曾经是一名历史教师，后因行为“与职务不符”，被学校开除。 

对于行使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种种限制，在与乌克兰语言及文化有关的

其他领域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乌克兰人权事务专员（监察员）指出，在过去一年里，

接受乌克兰语教育的儿童数量锐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从一年前的超过 160,000 名学生降至

目前的不足 40,000 人。 

从事乌克兰语教育和人权方案的知名非政府组织纷纷选择关闭，或是迁往乌克兰的其

他地方。部分组织这样做是为了抗议俄罗斯的吞并，而其他组织则是由于其成员受到人身威

胁和遭受暴力侵害，别无选择。 

位于雅尔塔的公民教育中心“Almenda”是一家克里米亚非政府组织，曾经致力于提倡

人权教育，为当地居民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在四名成员收到匿名威胁之后，这家机构决定关

闭，离开克里米亚半岛。 

另一家非政府组织——“乌克兰之家”致力于在克里米亚促进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被

亲俄罗斯的准武装力量及其他支持者视为眼中钉。2014 年 3 月 9 日，所谓“克里米亚自卫队”

（亲俄罗斯的准军事力量）成员在辛菲罗波尔市的一处火车站绑架了这家组织的负责人

Andriy Schekun。他被关押在一处秘密地点，长达 11 天，在被审讯时至少有三次遭到电击。

3 月 20 日，绑架者将 Andriy Schekun 移交给了乌克兰军方，地点选在 Chongar 村的一处检查

站，这个村庄位于乌克兰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之间的狭窄海峡的对岸。Andriy Schekun 从此

再没有返回克里米亚。“乌克兰之间”的另一名成员，Leonid Korzh，在 2014 年 5 月 25 日

失踪。他的同事 Timur Shaymardanov 和 Seyran Zinetdinov 开始查找他的下落，但他们两人也

分别于 5 月 26 日和 5 月 30 日失踪。目前，这三人依然失踪，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

命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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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克里米亚当前对于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各项人权的压制得不到逆转，

以往的侵权行为得不到切实处理，克里米亚半岛居民的前景将是一片黯淡，媒体自由、教育

和文化等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的发展前景也不例外。 

大赦国际呼吁包括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监督和汇报克里米亚半岛的所有侵权案

件以及人权领域的重要事态发展，报告所有调查结果，并且在双边和多边论坛上，在与俄罗

斯当局进行讨论时提出这些问题。 

感谢诸位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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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ue Miollis, 75732 Paris Cedex 15 

Tél/Fax(33)  1 45 68 26 61; 

email dl.ukraine@unesco-delegations.org 

编号：2031/29-194/087-136 

2015 年 7 月 1 日，巴黎 

尊敬的总干事女士： 

在 2015 年 6 月 11 日的来函（编号：DG/15/4873）中，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一九

六届会议作出的相关决定，你要求了解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乌克兰）

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内的最新事态发展情况，对此，我荣幸地随函转交乌克兰主管部门提

供的相关信息。 

如能将这份资料纳入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乌克兰代表将不胜

感激。 

乌克兰愿就这一问题随时提供更多最新情况。 

请阁下接受我的崇高敬意。 

附件：13 页。  

Oleh  Shamshur 

大使衔常驻代表 

伊琳娜·博科娃女士阁下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mailto:dl.ukraine@unesco-delegati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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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第 194 EX/32、第 195 EX/5 (II) E 和第 196 EX/5 (II) B 号决定的后续行动） 

以下是乌克兰常驻代表团在 2015 年 7 月 1 日致函总干事时提供的资料。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的最新事态发展 

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一九六届会议第 196 EX/5 (II)B 号决定“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

国（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占领以及随后的吞并，导致克里米亚半岛出现了大规模和有系

统的侵犯人权行为，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内的人权也受到侵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是在临时被占领土上强制推行俄罗斯联邦的现行法律，以及占领当局奉行基于种族出身、宗

教及政见的不宽容和歧视政策。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是最弱势群体。为远离迫害，寻

求庇护和保护，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居民被迫背井离乡，逃往乌克兰本土。 

I. 媒体自由和新闻记者的安全 

克里米亚半岛的俄罗斯当局严格限制媒体的活动。当局时常严重侵犯新闻记者的人权，

对记者实施骚扰和非法逮捕。所谓的克里米亚自卫队时常对新闻记者施加暴力和非法拘押，

记者还遭遇非法解职，因捏造的“极端主义”罪名受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审问，

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受到司法迫害。新闻记者的专业设备曾经多次被破坏或是被毁。有多

名克里米亚记者被迫终止职业生涯，或是逃离克里米亚。 

对于反对俄罗斯占领当局的各项政策的媒体代表，所谓克里米亚自卫队准军事部队的

活动往往被用来对这些人实施野蛮的恫吓。这可不仅仅是侮辱和威胁，而是任意拘押和殴打

“不受欢迎的人”，其中就包括媒体的代表。俄罗斯联邦法律《民兵法——克里米亚共和国

地方人民军队》的通过，使得准军事部队的活动合法化，造成局势进一步恶化。 

根据塞瓦斯托波尔市经济上诉法院的裁定，查扣了独立电视和广播公司

“Chornomorska”的资产，将其从克里米亚新闻领域彻底抹去。2014 年 3 月 3 日，这家广播

公司拥有的发射器和频率被非法转让给几家俄语电视台。随后，在 2014 年 7 月 1 日，又非

法没收了这家公司的有线网络。2014 年 8 月 1 日，由这家公司提供的“黑海新闻”广播最终

停止播出。公司管理层被迫迁往基辅和利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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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26 日，全副武装的安全官员，包括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特种任务机动部队

（OMON）的军人，搜查了克里米亚鞑靼语电视台“ATR”设在辛菲罗波尔的办公室。2015

年 4 月 1 日，由于根据俄罗斯法律重新注册为正式媒体的多次努力均告失败，ATR 电视台被

迫停止运营。直到 2015 年 6 月，这家克里米亚鞑靼语电视台才克服了地方当局设置的所有

障碍，在克里米亚半岛恢复播出。 

俄罗斯联邦的执法机构仍在想方设法阻挠克里米亚半岛的新闻活动。特别是在 2014 年，

克里米亚“调查新闻业中心”记录下了 100 多起侵犯记者人权的案件，其中包括 38 起攻击

案件和 13 起非法拘押案件。首先，这些案件涉及到以下机构的雇员：克里米亚因特网电视

台“CrimeanOpenCh”，在线媒体“调查新闻业中心”，编辑公司“Tvoia Gazeta”，项目

“Realnist”，乌克兰语电视台“Gromadske TV”，俄语电视台“Dozhd”，波兰语电视台

“Gazeta Wyborcza”，等等。随后，这家“调查新闻业中心”被迫终止了在克里米亚境内的

活动，从此又丧失了一个可靠和独立的新闻来源。 

2015 年 3 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委员会针对上述“调查新闻业中心”的记者 A. 

Andriyevska 提出了一起捏造的刑事案件，无端控告其“煽动极端主义”。A.Andriyevska 的

公寓受到搜查，她本人迫于压力，不得已离开克里米亚，前往基辅。在 2015 年 3 月 13 日的

调查期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假借“A.Andriyevska 从事刑事犯罪活动的目击者”为

借口，将“调查新闻业中心”的网络版编辑 N.Kokorina 非法扣押了六个小时。对她的私人

公寓进行了搜查，在搜查和扣押期间没有给予她法律援助，也没有就扣押的理由做出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欧安组织媒体自由事务代表 D.Miyatovich 曾经站出来为 N.Kokorina 和“调

查新闻业中心”进行辩护。正如 D.Miyatovich 在这问题上指出：“我们目睹的自由媒体和独

立声音在克里米亚受到的压制，就是不折不扣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 

2014 年 5 月 11 日，俄罗斯安全部队逮捕了乌克兰电影导演 Oleg Sentsov，称其“阴谋

策划恐怖主义行为”，并继续对提出捏造的刑事犯罪指控。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目前扣押着四

名乌克兰公民（分别是 Sentsov 、 Gennady Afanasyev 、 Alexei Chirnigo 和 Alexander 

Kolchenko），并控告他们试图“针对辛菲罗波尔、雅尔塔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的桥梁、电

缆和公共建筑实施恐怖袭击”，这名电影导演是其中之一。对 Oleg Sentsov 的指控是：2014

年 4 月 14 日，对“克里米亚俄罗斯社区”的一栋建筑物纵火；2014 年 4 月 18 日，对“统一



197 EX/5 Part II  -  Page 17 

俄罗斯”党设在辛菲罗波尔的分部大楼纵火；以及在克里米亚半岛“阴谋策划实施爆炸”。

俄罗斯当局对于他的拘押又延长了两个月，直至 2015 年 7 月 11 日。 

外国媒体的代表同样感受到俄罗斯执法机构和非法民兵组织带来的压力。特别是 2015

年 3 月 14 日在辛菲罗波尔市，所谓的克里米亚自卫队拘押了波兰电视台“Polsat News”派

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记者 T.Kulakovski，并且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妨碍独立媒体开展活动的另一项严重障碍，是有关方面蓄意设置的，强制要求克里米

亚半岛的媒体从业者重新注册。2014 年 11 月 19 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二度通过一项法律，

《关于克里米亚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以及成立俄罗斯联邦的两个新联邦主体——克里米亚

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联邦市之后的媒体关系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定》。这部法律规定了当地

媒体的注册规则以及向媒体发放电视和广播许可证的各项条件，截止日期设在 2015 年 4 月 1

日。2014 年 11 月 25 日，克里米亚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第 222-1/14 号法令，规

定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新闻记者、媒体工作者和通讯社的认证规则。这些法律规定

的新规则公然侵犯了已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工作多年的媒体机构的权利。 

到目前为止，只有 232 家媒体从业者获准“通过”注册程序，这在合并前的媒体总数

中仅占到 8%。这意味着其余的媒体因不符合俄罗斯当局规定的注册程序，不得不停止活动；

而俄罗斯当局通常不会解释拒绝重新注册的原因，只是提及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的法律规定。

克里米亚自治“议会”只向持有俄罗斯联邦护照的新闻记者颁发许可证。另一方面，俄罗斯

国有或亲政府媒体在重新注册问题上畅行无阻。 

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所有乌克兰语报纸或杂志均被查封。在这种情况下，在克里

米亚半岛上传播乌克兰语信息产品的途径唯有通过卫星平台和因特网上的公共资源。另一方

面，半岛上此前已然存在的因特网网络没有受到官方的查禁或限制，但由俄罗斯提供和控制

的传播设施正在从整体上取代网络设施。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理 D. 梅德韦杰夫关于将克里米

亚半岛的因特网收归国有的指示，并按照交通部的相关决定，国家股份公司“Rostelecom”

开展了一项建设工程，在刻赤海峡的海底铺设光纤通信电缆，从而取代乌克兰本土提供的网

络连接，具备了全面控制因特网传播内容的所有技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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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教科文组织任务范围内的少数族裔的权利 

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介绍，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逃离克里米亚半岛、进入乌克

兰本土的克里米亚居民人数达到 20, 653 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理事会（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会）

主席 Refat Chubarov 指出，在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当中，有半数是克里米亚鞑靼人。 

由此可见，在 30 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当中，约有 10,000 人由于受到占领当局的压迫，被

迫离开半岛。这些人无端受到迫害、暴力侵害和虐待，他们的宗教自由、集会自由等权利日

复一日受到侵犯。 

自俄罗斯联邦占领克里米亚以来，大约有 150 名克里米亚鞑靼人受到虚假指控，被控

犯有刑事犯罪，至少有 20 名克里米亚鞑靼人失踪。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曾经公开反对俄罗斯

占领克里米亚。其中有 3 人已被证实死亡，有 8 人最终被身份不明的绑架者释放，另有 9 人

至今下落不明。在“乌克兰国民之家”组织的一名活动分子 Timur Shaymardanov 失踪之后，

该组织的创始人也失踪了。此后，该组织的另一名成员、曾经参与搜寻两名失踪者的 Seyran 

Zynedinov 被身份不明者绑架，被塞进一辆汽车，一处加油站的视频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这

起罪行。我们有理由认为，遭到绑架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实际人数要高得多。 

针对绑架、强迫失踪和酷刑案件的调查工作不是由占领当局进行的，调查也不够全面，

可见有关当局根本无意惩治这些具有政治动机的犯罪，他们可能知道、甚至是直接参与了犯

罪。 

为除掉“有可能不忠诚”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俄罗斯联邦当局将他们招募进了武装部

队。鞑靼人假如拒绝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将面临刑事起诉。 

2014 年 4 月 22 日，克里米亚鞑靼人领袖、乌克兰人民党副主席 Mustafa Dzhemilev 在

离开克里米亚时，俄罗斯联邦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向他出示了“不得进入俄罗斯联邦的行动通

知”（对于其他多名声名卓著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公众人物，也实施了这项禁令，其中包括

Sinaver Kadyrov、Ismet Yuksel 等人）。2014 年 5 月 3 日，举行了一场和平示威游行，反对

禁止 Mustafa Dzhemilev 进入克里米亚。示威游行的参与者受到了俄罗斯当局的迫害。克里

米亚当局针对这场示威游行的参与者开展了一项官方调查，给他们安上了越境和扰乱公共秩

序等虚假罪名。参与这场和平行动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处以行政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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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初以来，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运动活动分子开始了新一轮镇压。 

2015 年 1 月 29 日，占领当局悍然侵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权利，在辛菲罗波尔逮捕了克

里米亚鞑靼人理事会副主席 Akhtem Chiygoz。给他捏造的罪名是组织大规模暴动，根据俄罗

斯联邦《刑法》，这项罪名可以判处最高十年监禁。 

2015 年 1 月 26 日，在逮捕 Chiygoz 先生之前，首先搜查了辛菲罗波尔市克里米亚鞑靼

语电视台“ATR”的办公地点，取走了关于支持留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民众代表（绝大多数

是克里米亚鞑靼人）2014 年 2 月 26 日在克里米亚议会门前举行大规模集会的档案资料。 

2015 年 1 月 29 日以来，A. Chiygoz 一直被关押。重要的调查结果发现，起诉书的编写

工作被蓄意拖延，在这起案件和其他案件中均违反了公平审判的程序。有大量证据表明，部

分克里米亚鞑靼人迫于压力，被迫指证 A. Chiygoz 等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著名领袖。 

克里米亚鞑靼人 K. Abdulaev 受到一项荒谬的指控，指称他在 2015 年 3 月 9 日的示威

游行期间使用乌克兰国旗标志。2015 年 3 月 27 日，辛菲罗波尔地区法院判处他 40 个小时的

社区服务。 

2015 年 5 月 18 日，辛菲罗波尔市政府禁止召开集会纪念克里米亚鞑靼人在 71 年前遭

到斯大林政府的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理事会成员以及多活动分子到克里米亚检察署接受传

唤，并接到警告，禁止在驱逐日举行公众纪念活动，而且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2015 年 5 月 29 日，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理事会（议会）主席 Refat Chubarov 开

展刑事立案侦查。据“克里米亚检察官”Natalia Poklonskaya 介绍，R.Chubarov“已被纳入

通缉名单”，因所谓公开呼吁“采取旨在侵犯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动”，面临最高长达五年

的监禁。2014 年 3 月，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Chubarov 前往乌克兰。此后，俄罗斯

谎称其“试图挑起种族间冲突”，勒令他在五年内不得进入克里米亚。 

2015 年 6 月 2 日，辛菲罗波尔地方当局不允许克里米亚鞑靼人青年组织开展活动纪念

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旗帜日。 

2015 年 6 月 25 日，Krasnoperekopsky 地区 Dolinka 村的一名伊玛目 Yunus Nemuttulaev

被处以罚款，理由是“违反关于组织或举行会议、集会、示威、游行或纠察运动的既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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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 2015 年 5 月 18 日参加当地为纪念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驱逐事件的受害者而举行的集

会。 

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在行使集会权和表达自由以及在获取本土文化方面也受到

严格限制。这方面的最新实例包括：2015 年 3 月 9 日，为纪念塔拉斯·舍甫琴科（乌克兰民

族诗人）诞辰 201 周年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在法庭上受到迫害；禁止

举行纪念活动来悼念乌克兰当代歌手和作曲家 A. Kuzmenko “Scriabin”。 

III. 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 

随着俄罗斯联邦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侵犯宗教自由出现了新的模式和做法，这其中包

括恐吓神父、歧视、毁坏宗教界的财产、占领当局强行推行其他宗教团体以及建立新的宗教

机构来颠覆不同宗教之间的平衡、官僚机构的拖延和障碍。这些行为侵犯了联合国大会在

1966 年 12 月 19 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思想自由、良知

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目前，宗教团体继续生存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有关方面要求其根据俄罗斯法律重

新注册。在合并之前，克里米亚境内约有 2,000 个宗教团体，其中 1,400 个团体在官方注册。

截至 2015 年 6 月，仅有 150 个教区申请重新注册，而且其中只有十几个教区能够完成重新

注册的程序。据宗教团体介绍，在重新注册过程中，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大量信息，而且提

交数据的程序异常繁琐，由此产生的问题基本上是无法克服的。特别是，要求宗教团体说明

和解释宗教的本质，说明宗教对于家庭、同性婚姻、离婚、甚至是国家持什么样的态度。不

仅如此，非法强加给克里米亚宗教团体的俄罗斯联邦法律还要求，克里米亚半岛的宗教组织

要想重新注册，该组织的官方领导人必须具备俄罗斯公民身份。 

所谓的克里米亚政府采取的多项措施（搜查清真寺以及穆斯林的其他礼拜场所和教育

机构，搜查“被制止”的“极端主义”伊斯兰文献，设立 Tauride Muftiate 作为新的克里米

亚穆斯林信仰管理机构，等等），导致穆斯林宗教界的处境恶化。 

2014 年 6 月 13 日，有人企图在辛菲罗波尔市的 Chukurcha-Dzhami 清真寺纵火，并在

清真寺附近的围墙上画上了纳粹的标志。2014 年 6 月 24 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非法

搜查了位于 Kolchugine 村的伊斯兰学校以及该校副校长的住宅。2014 年 9 月，以稽查“毒

品、武器和极端主义资料”为借口，搜查了多所清真寺。2014 年 9 月 17 日，搜查了辛菲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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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市的 Borchokrak Dzhamisi 清真寺。2014 年 9 月 22 日，搜查了雅尔塔的“Derekoy”清

真寺，搜查工作持续了七个小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传唤了一名在清真寺工作的土耳

其教师，对他进行审讯。2014 年 11 月 12 日晚间，一伙不明身份者企图纵火点燃 Sudak 地区

Sonyachna Dolyna 村的清真寺。 

基辅宗主教区乌克兰东正教会（UOC KP）的神父受到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地方当

局的持续压力。 

为恐吓基辅宗主教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辛菲罗波尔市和克里米亚教区的克莱门特大主

教，有人放火焚烧了他在乡下的住宅。 

在塞瓦斯托波尔、Krasnoperekopsky、刻赤和 Perevalnoye 村，基辅宗主教区的教堂均

被关闭。 

在塞瓦斯托波尔，所谓克里米亚自卫队的民兵非法查封了罗马圣克莱门特殉道者教堂。 

2015 年 6 月 1 日，一伙武装人员身穿俄罗斯哥萨克制服，武力占领了基辅宗主教区乌

克兰东正教会的圣母玛丽亚教堂（Perevalne 村，辛菲罗波尔地区），严重破坏了教堂的内部

设施和设备，并且禁止教堂执事和教众举行礼拜仪式。在占领教堂期间，由于执事一家人试

图阻止他们占领教堂，这伙人打伤了执事、他患有脑瘫的女儿以及怀孕的妻子。 

今年 6 月，克莱门特大主教向联合国秘书长、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以及《布达佩斯

备忘录》缔约国首脑递交请愿书。他介绍了基辅宗主教区乌克兰东正教会克里米亚教区在塞

瓦斯托波尔市的房舍被没收的情况，并在陈词中控告克里米亚当局攻击乌克兰教会、乌克兰

教育和乌克兰文化。克莱门特大主教认为，以宗教信仰为由对克里米亚民众提出起诉，对保

留乌克兰国籍、坚守乌克兰语言和乌克兰文化的克里米亚乌克兰人提出起诉，这些行径都是

不可接受的。克莱门特大主教呼吁有关方面采取断然行动，保护克里米亚人的基本人权和自

由。 

2014 年 3 月以来，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UGCC）克里米亚督主教区的神父多次收到

口头和书面威胁，要求他们离开克里米亚。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神父将妻儿送往

乌克兰本土，然后只身返回教区，在危机时刻不顾道义风险和自身风险，为信众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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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这些神父的住宅曾多次遭受攻击，袭击者在墙上留下字条或刻字，例如“滚出去，

梵蒂冈间谍”。 

2014 年 3 月 15 日，圣母升天教堂（塞瓦斯托波尔）正在举行宗教仪式，六名武装人员

绑架了当地社区的 Mykola Kvych 神父。在绑架发生时，有人在神父的住宅留下了一张字条， 

说明此次绑架是对克里米亚境内的“所有梵蒂冈特务的一次警告”。在攻击教堂的同时，往

往会伴随着破坏教堂财产、非法搜查以及对神父本人实施暴力行为。结果是迫使神父纷纷离

开克里米亚。 

在雅尔塔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威胁就所谓的恐怖主义活动，对希腊天主教会领袖提

起刑事诉讼。 

由于长期受到巨大压力，截至 2014 年 3 月底，所有希腊天主教神父均已被迫离开克里

米亚临时被占领土。正如神职人员的代表指出，他们的教会在克里米亚半岛被迫转入地下活

动，一如苏联时期。 

克里米亚的乌克兰罗马天主教会（RCCU）神父也受到了同样的迫害和恐吓。 

IV. 教育权 

在合并前，克里米亚教育系统包括：用乌克兰语授课的学校 7 所；用乌克兰语和俄语

授课的学校 165 所；用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授课的学校 1 所；以及仅用俄语授课的学

校 333 所。 

自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以来，情况开始恶化。在合并前，8.2%的克里米亚儿童接受

乌克兰语教学；在 2014 至 2015 学年，这类学生人数减少了 7%到 1.2%。在克里米亚人口最

多的城市雅尔塔，仅有七分之一的学校依然坚持用乌克兰语授课。Schelkino 镇和刻赤市的

乌克兰语学校均已关闭。目前，获准在克里米亚开办的乌克兰语授课学校仅有 4 所。 

采用乌克兰语授课的班级数量也正在减少。例如，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单一克里米亚乌

克兰语中学，采用乌克兰语授课的班级只剩下了 9 个（相比之下，该校的俄语授课班级在上

一学年有 3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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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学龄儿童总数当中，能够接受母语教学的儿童比例非常低（在不同

教育阶段分别为 15%至 20%），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儿童的实际需求。 

自封的克里米亚当局表示，新版学校课程计划只用一两个小时来学习克里米亚鞑靼语

或乌克兰语。 

撤销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的乌克兰哲学系，导致乌克兰语言和文学教师人数锐

减；考虑到可能失业的危险，这部分人改行为俄语语言和文学教师。根据“克里米亚共和国

教育部”2014 年 8 月 29 日第 132 号令，276 名乌克兰语言和文学教师被送去接受为期 10 个

月的“哲学、俄语语言和文学”再培训（克里米亚共和国研究生师范教育学院（CRIPPE）

2014 年 9 月 1 日第 8 号指令《入学》）。乌克兰历史和乌克兰文学从克里米亚半岛教育机构

的科目名单上消失了。 

根据克里米亚共和国研究生师范教育学院关于“母语（非俄语）教学”学校的教育过

程的建议，学习乌克兰语的时间比俄语的学习时间少了一半。在高中，占领当局推行法律，

禁止采用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作为教学语言。 

乌克兰教育和科学部颁布规范法令，为乌克兰临时被占领土的居民转学到乌克兰本土

大学就读，简化了相关手续，并创造机会，接受国家认可的证书。此外，截至 2015 年 6 月

底，有两千多名来自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学生进入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教育高等机构就读。

但另一方面，执行这项政策需要付出实质性的努力和巨额资金，因此给其他一些重要的教育

项目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近日获悉，针对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教育出现了新的暴力镇压形式，这是克里

米亚教育领域真实发生的、最骇人听闻的一幕：不再出版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书籍，

曾经出版的书籍正在从图书馆的登记册上注销并销毁，在有些情况下被焚毁。俄罗斯当局正

在不遗余力地将俄罗斯语作为克里米亚唯一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剥夺了非俄裔的少数族

裔儿童和学生接触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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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科学 

由于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丧失了克里米亚半岛上几处得天独厚的科学研究中心，

其中包括海洋水文物理研究所（MHI）、A. O. Kovalevsky 南部海洋生物学研究所（IBSS）

和黑海水下研究中心（这三处均位于塞瓦斯托波尔）。 

前两家研究所有 150 多名科学家，利用当地的研究设施开展工作；每一家研究各有两

艘考察船、多家实验室、培训课程和图书馆，藏书均超过 10 万册，其中包括 18 世纪末期和

19 世纪初期的印刷品。 

上述三家研究机构都是教科文组织各项计划和会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海洋水文物理

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参与黑海海洋科学和服务地区计划以及全球海洋学数据考古学和援救项目，

这两项工作都是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框架下开展的。今年 4 月，黑海水下研究中心代表

团出席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第五届会议。但一年多以来，这家中心忙于撤离科学家

和各项设施，从克里米亚迁往尼古拉耶夫市，重新开展研究活动。A. O. Kovalevsky 南部海

洋生物学研究所的情况则要糟糕得多。研究所的设施没有转移至乌克兰本土，只有少数几名

工作人员能够（包括所长 V. Yeremeev）能够前往基辅，但得不到开展进一步研究工作所需

的论文或设备。正因为如此，V. Yeremeev 所长在今年 6 月没能出席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第二十八届大会，尽管他仍是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中的乌克兰官方代表，

而且过去十年来一直积极参与该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乌克兰还丧失了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无可比拟的天体物理和空间科学研究设施。由于

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科学院丧失了多项宝贵的资产，其中包括克里米亚激光天文台站和

克里米亚天体物理天文站，后者配备有独特的射电望远镜、大功率反射式望远镜和一部大型

太阳能望远镜。位于叶夫帕托里亚市的国家空间系统控制和测试中心拥有卫星飞行控制设备

和全球功率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这家中心连同位于半岛角的空间监测中心不仅被从乌克兰强

行攫取，而且立刻移交给了俄罗斯国防部军事空间防卫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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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体育 

俄罗斯没收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乌克兰）内的多处乌克兰体育

设施，从而剥夺了乌克兰体育运动员利用这些设施开展训练和备战国际比赛、奥运会、残奥

会和听障奥运会的机会： 

•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SPARTAK”，阿卢什塔市（乌克兰工会联合会） 

• “国家残疾人参加残奥会和听障奥运会训练和康复中心”，叶夫帕托里亚市（国

家残疾人体育运动委员会）；  

• 训练中心“Dynamo”，费奥多西亚市（中央体育训练委员会）； 

• 奥林匹克训练中心“AVANGARD”，塞瓦斯托波尔市（乌克兰工会联合会）； 

• 奥林匹克保留地训练中心“Parus”，塞瓦斯托波尔市（乌克兰）； 

• 国家市政公司“庆祝塞瓦斯托波尔市成立 200 周年体育娱乐中心”，塞瓦斯托波

尔市（乌克兰）。 

VII. 文化遗产  

乌克兰《博物馆和博物馆事务法》第 15 条规定，乌克兰博物馆基金会属于国家财富，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乌克兰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根据国家统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4 年 1 月 1 日，克里米亚境内共有 35 家博

物馆，展品 928 177 件，均属于乌克兰国家博物馆基金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市，共有 5 家博

物馆，展品 322 406 件，均属于乌克兰国家博物馆基金会。 

乌克兰《确保保护乌克兰临时被占领土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法律制度法》第 7 条规

定，根据国际法规定的准则和原则，俄罗斯联邦作为占领国，承担着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 

目前，乌克兰文化部无从接触和监督位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乌

克兰）临时被占领土的文化机构的各项活动。 

乌克兰只能对途经陆路离开临时被占领土的人员和实物的流动施加控制，但无法控制

穿越刻赤海峡和黑海的流动情况。有关方面可能会借机通过俄罗斯黑海舰队或其他途径将博

物馆藏品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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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与克里米亚博物馆—保护

区签署了《科学与文化合作协定》。由于不了解这些协定的具体内容，可能会以“展览项

目”、“专家分析”、“修复”为借口，将具有文化价值的物品从克里米亚的多家博物馆送

至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或是可能将其纳入艾尔米塔什的永久收藏。这种做法会让乌克兰丧失

价值连城的博物馆藏品，丧失乌克兰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此前曾向教科文组织通报，2015 年 1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

克里米亚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以及成立俄罗斯联邦的新联邦主体——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

瓦斯托波尔联邦市之后的文化和旅游部门关系的具体法律规定》。 

这部法律第 2 条规定，在法律生效之日起的一年之内，在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

波尔市并入俄罗斯联邦当日位于临时被占领土的文化遗产（包括新发现的文化遗产）均属于

对联邦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可根据 2002 年 6 月 25 日关于“俄罗斯联邦人民文化遗产

（历史和文化纪念物）”第 73-FZ 号联邦法律进一步注册。 

上述法律第 6 条规定，博物馆展品和博物馆藏品是俄罗斯联邦博物馆基金会的国有财

产的一部分。临时被占领土的其他博物馆的展品和藏品则是俄罗斯联邦博物馆基金会的非国

有财产的一份。 

国家杜马的这项决定无视文化财产保护领域的国际法，特别是 1970 年 11 月 14 日巴黎

通过的《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前苏联在

1988 年 4 月 28 日批准了这部《公约》）。因外国占领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文化财产所有权

的转移被视为非法且无效（第 11 条）。 

通过上述法律，威胁到乌克兰博物馆基金会的完整性，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临时被占

领土上的博物馆藏品是该基金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关于克里米亚半岛上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内发生的侵犯基本人权行为的清单，肯定

是不够详尽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对当地局势没有长期开展独立的监测。俄罗斯

联邦形成了事实上的封锁，难以获得来自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乌克兰）的独立、可

以核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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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相关信息来源，其中包括致力于在教科文组

织任务范围内收集克里米亚事态发展相关信息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报告。另一

方面，全面参与负责监测相关公约和建议落实情况的教科文组织现有框架的工作，也是很必

要的。 

初步资料显示，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 Nils Muižnieks 目前仍是实况调查团的少数几

名负责人之一，去年还可以在克里米亚当地直接收集数据（他在 2014 年 10 月 27 日发布了

相关报告）。假如情况允许，这名人权事务专员计划在今年初秋对于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开展后续访问。如能成行，教科文组织将请他收集本组织主管领域内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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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有关的正在进行/计划开展的行动 

1. 会员国在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一九六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

国（乌克兰）局势的关注”的决定，本报告是决定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在所有各项行

动中，教科文组织均遵守 2014 年 3 月 27 日联合国大会关于“乌克兰的领土完整”的

决议，这项决议“申明其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政治独立、统一和领

土完整的承诺”。 

2. 在重大计划 I 项下，以下学校和机构是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ASPnet）的成员：

辛菲罗波尔市议会第 9 中学，辛菲罗波尔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一至

三级第 14 中学，辛菲罗波尔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亚历山大·普希金

中学，Gurzuf，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第 1 中学，塞瓦斯托波

尔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作为联系学校网络的一部分，这些学校和教

育机构致力于将教科文组织的理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实践中支持国际理解、和平、

文化间对话、可持续发展和优质教育。为此，这些学校和教育机构被纳入了联系学校

网络的邮件发送清单和信息分享工具，并应邀参与联系学校网络的在线行动合作空间，

例如“学习和交流生物多样性知识”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全球公民”。教育部

门没有通过国家协调员收到来自这些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最新活动报告。 

3. 在重大计划 II 项下，国际地球科学计划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涉及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

国（乌克兰）。这个项目题为“从里海到地中海：第四纪的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应对措

施”（2013 年开始启动，2017 年底结束），旨在揭示地理、考古、环境和人类学记录

的跨学科及跨区域关联，目的是分析第四纪环境变化和人类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建

立网络联系和能力建设机构来发展跨学科研究举措，就里海—黑海—地中海走廊的研

究意义为遗产从业者、决策者以及广大公众提供指导，从而深入了解亚欧历史、环境

变化以及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由敖德萨国立大学的物理和海洋地质学系牵头，多

个乌克兰合作伙伴参与了这个项目，敖德萨国立大学正在考虑 2016 年在塞瓦斯托波尔

（乌克兰）举办这个项目的全体大会。 

4. 在重大计划 III 项下，位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Gurzuf 市的国际儿童中心

（ARTEK）在 2007 年 7 月成为教科文组织赞助的第 2 类中心。这家儿童中心的目的是

通过艺术教育和创造力，培养青年人学会共处、宽容、理解和了解不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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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及传统。与教科文组织签署的协定在 2013 年 7 月结束，可以根据《关于第 2 类中

心的综合全面战略》再次续约。 

5. 在重大计划 IV 项下，有一处世界遗产——陶里克·赫索尼索斯古城及其城郊位于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2013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可行范围内，世界遗

产中心持续监测这处遗产的保护状况，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其他相

关政府间组织（包括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以及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均

未报告这处遗产的普遍杰出价值受到威胁。没有向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上一届会议提交

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此外，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境内有四处遗产被列

入《乌克兰世界遗产临时名录》：克里米亚汗国的 Bagçesaray 王宫（2003 年）；从地

中海至黑海的热那亚贸易路线上的贸易集市和要塞（2010 年）；克里米亚哥特人的

“洞穴城镇”文化景观（2012 年）；以及巴赫奇萨赖的克里米亚汗国都城周边历史景

观（2012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没有就这些遗产可能面临的威胁提供具体信息。 

关于文化遗产的普遍情况，从乌克兰相关部门或秘书处与之合作监测当地情况的专业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来看，没有发现克里米亚（乌克兰）的文化遗产受到严重损害

或破坏，也没有出现违反 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及

其（1954 年和 1999 年）两部议定书的行为。 

秘书处与合作伙伴合作，持续监测这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国际蓝盾委员会以及乌克兰

主管部门，前者集中了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档案理事会以

及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共同构成的国际网络。 

关于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从在这一领域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专门机构（特别是世界刑

警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提供的信息来看，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存在非法贩运克里米亚

（乌克兰）文物的情况。关于博物馆，没有收到关于受损或受到威胁的报告。 

关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在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2013 年 6 月建成了黑海地区首家水

下考古中心，同时还在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市（乌克兰）建成了乌克兰第一家与水

下文化遗产有关的博物馆。2015 年 4 月，在巴黎召开了 2001 年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

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五届会议， 乌克兰代表团通报，正在尼古拉耶夫（乌克

兰）重建黑海地区水下考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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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门和公约秘书处与伙伴组织保持联系，时常要求对方提供最新情况。 

6. 在重大计划 V 项下，秘书处在乌克兰及这一地区的表达自由和记者安全问题上，与国

际政府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这其中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媒体自由事

务代表办事处、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此外，还与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欧洲新

闻工作者联合及这一地区的各国记者联合会保持联系，其中包括乌克兰独立媒体工会、

乌克兰全国记者联合会以及多家乌克兰职业及媒体非政府组织，这些都是全球媒体发

展论坛的组成部分。这是媒体援助团体构成的一个国际成员网络，强调独立、多元和

可持续的媒体对于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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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局 
第一九七届会议  

197 EX/5 
Part II Add. 

 

巴黎，2015 年 8 月 21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I 部分 

跨部门活动 

增补件 

对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概 要 

依据第 196 EX/5（II）号决定，第 197 EX/5 Part II号文件介绍了“对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乌克兰）局势的关注”的相关情况。本文件是其增补件。 

本文件提供了秘书处于 8 月 10 日收到的补充信息，其中包括乌克兰常驻

代表团 2015 年 8 月 7 日的信函以及 2015 年 8 月 3 日发表的“乌克兰外交部发

言人关于俄罗斯企图侵吞乌克兰文化遗产问题的评论”。 

总干事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在教科文组织职责范围内继续向执行局提供

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情况。 



197 EX/5 Part II Add. 

乌克兰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 

编号：2031/29-194/087-164 

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阁下 

2015 年 8 月 7 日，巴黎 

尊敬的总干事女士： 

2015 年 6 月 11 日的信函（编号：DG/15/4873）收悉。你在信函中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

局第一九六届会议作出的相关决定，要求我们提供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

（乌克兰）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的最新事态发展。为此，在 2015 年 7 月 1 日转交乌克兰

当局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我们特此提交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 2015 年 8 月 3 日就俄罗斯企

图侵吞乌克兰文化遗产所做的评论。 

鉴于这一情况的重要性，乌克兰常驻代表团希望将其纳入总干事提交执行局第一九七届

会议的报告当中。 

乌克兰随时准备提供有关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乌克兰）在教科文组

织主管领域的最新情况。 

顺致崇高敬意！ 

附件：１页 

Oleh Shamshur 

大使衔常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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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关于俄罗斯企图侵吞乌克兰文化遗产的评论 

8 月 3 日 19 时 33 分 

俄罗斯领导人决定将“切索尼斯”国家保护区的土地和遗址列入俄罗斯联邦文化遗产统

一名录，这证明了俄罗斯方面无视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被俄罗斯暂时占领的背景下，这一决定只能被

视为企图侵吞乌克兰的文化遗产。应该指出，教科文组织于 2013 年 6 月将乌克兰“切索尼

斯古城及其霍拉”（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它受这

一国际组织的保护。 

对于整个文明世界而言，俄罗斯侵略者将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乌克兰文化遗产项目据为

己有的企图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切索尼斯古城及其霍拉”仍然是乌克兰对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宝库的贡献。但是，俄罗斯占领当局不负责任的举动正在威胁着“切索尼斯”作为一个

完整的历史建筑群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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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巴黎，2015 年 8 月 31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II 部分 

关于内部监督办公室（IOS）所作评估的定期报告 

概 要 

根据第 186 EX/6 (VI)号决定，本报告概要介绍新近完成的评估，即： 

1. 对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评估； 

2. 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评估； 

3. 对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评估； 

4. 从教科文组织在非洲的总部外改革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见第 35 段建议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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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执行局第一八六届会议要求总干事继续定期报告所完成的评估情况（第 186 EX/6 (VI)

号决定）。内部监督办公室（IOS）特此简要介绍最近完成的四项评估。完整的评估报告详

细说明了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完整报告和管理层的回应可查阅内部监督办公室网站：

www.unesco.org/ios 。 

2. 2015 年底预计将开展如下评估：（1）全民教育全球和地区协调机制；（2）在过渡和

紧急情况下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方面的行动；（3）地区高等教育公约；（4）教科文组织联系

学校项目（ASP）网络。此外，内部监督办公室将根据新的《教科文组织评估政策》，继续

向各部门和总部外办事处管理的评估提供支持。 

已完成的评估 

(1) 对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评估 

背景和目的 

3.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WWAP）于 2000 年制定。它是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计划，负责编

制《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WWDR）——联合国水机制报告。此项评估的主要目的

是评估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绩效，即活动、产出和成果，重点是《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

告》。更具体而言，评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

（方法、内容、质量、政策和学术影响）；（2）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和其他非《世界水资

源开发利用报告》活动的战略方向；（3）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机构设置；（4）世界水资

源评估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预算、人员配置和地点）。 

4. 该评估是 2015 年上半年由一组外部评估人员与教科文组织内部监督办公室协作实施 

的。评估方法包括广泛的案头研究、系统性文献计量分析、利益攸关方调查以及与关键利益

攸关方开展有一定固定形式的访谈。为对目前的评估做出补充，开展了以在行政程序和控制

为重点的审计工作。 

http://www.unesco.org/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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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5.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主要成就如下：《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是联合国水机制

框架内在广泛合作基础上推出的联合国水资源旗舰报告。在联合国水机制框架内定期发布

《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是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一项重要成就。管理和协调编制该

报告的能力和经验，是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小组的重要资产。《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

是教科文组织编制的报告中曝光度最高的报告之一（依照以下标准：网站访问量、报告下载

量、国际媒体报道情况）。根据综合文献计量分析发现，《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仍然

是淡水资源信息的一个权威来源。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在水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成功

地发起了一项按性别分列数据的倡议。 

6. 鉴于部分格式化的本评估的目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被用于确定面临的挑战。最为重

要的挑战如下： 

(a) 在编写以及分发和传播《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的过程中，与非水资源部门

商议或接触不充分； 

(b) 《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由三年期报告改为一年一度的报告，导致报告不够

全面和数据不够充分，这可能会影响其总体地位和使用； 

(c) 在不同的所涉实体之间，《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没有明确和统一的传播战

略。此外，缺乏明确和一贯的方法来树立《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报告》的品

牌； 

(d) 总的来说，除《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外，近年来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活

动总体下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财务压力造成的； 

(e)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已经脱离了其最初的任务规定。尽管《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

报告》是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任务的核心，但其他的一些活动却不是； 

(f) 从潜在的冲突到合作的可能（PCCP）计划未得到充分调整，也未在逻辑上与世

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核心任务规定和全球围绕水资源数据和监督新出现的需求建

立联系； 

(g) 尽管《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连续报告了千年发展目标中与水资源有关的方

面，但它们在这方面尚未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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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在动员教科文组织水资源网络中的教科文组织实体为《世界

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和潜在的分析工作做出贡献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挖

掘； 

(i) 在联合国水机制框架内，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近年来在就监测和评估各类水资源

问题逐步开展讨论的过程中，并未给自己做出明确的定位； 

(j) 近年来，尽管意大利公共部门预算大幅削减，但意大利政府仍然向世界水资源评

估计划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支持。同时，2007-2013 年信托基金（FIT）期的不规则

付款以及最近根据新法律减少付款，严重影响了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运作，导

致教科文组织时不时地干预，以实现财务稳定。尽管近期在筹资方面取得了一些

成绩，但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对筹资活动投入不够，而且在这方面还缺乏明确战

略； 

(k)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目前缺乏加强支撑《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分析性工作

（例如，数据和评估）的机构内部专门知识； 

(l) 尽管当前在临时管理层的领导下，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可“照常”运作，但加强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的战略重点和定位的战略性决定还需要长期的行政协调人员； 

(m) 出于多个原因，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目前的房地无益于长期成功地执行世界水资

源评估计划的任务规定。 

未来之路 

7. 根据调查结果，本评估提出以下主要建议： 

(a)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应加强其对《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的实质性贡献（例

如，加大投入《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的分析性工作的数量和深度）； 

(b)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应寻求创新性办法，收集和报告个案研究以及指标数据； 

(c) 教科文组织应与联合国水机制协商，为《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制定和实施

一套统一的传播战略； 

(d)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应加强其战略重点，优先重视《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

以及为《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提供直接支持的分析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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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科文组织应与联合国水机制成员合作，努力将《世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报告》

（而且特别是五年综合报告）定位为联合国范围内有关“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 6）的关键报告机制； 

(f)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应制定更加系统的筹集预算外资金的办法； 

(g) 教科文组织应与关键利益攸关方磋商，制定一项将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迁出佩鲁

贾的计划； 

(h) 为让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成功地实施上述建议，教科文组织应为世界水资源评估

计划任命一位常任协调员。 

(2) 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评估（TVET） 

背景和目的 

8. 教科文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旨在指导本组织 2010 年至 2015 年在该领域的

工作。这一专题领域属于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教育领域的四大重点之一（与识字、教师和全部

门政策与规划并列），表明了它们为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能力而给予其特殊地位的愿望。

鉴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教科文组织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现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

即将在 2015 年结束，现在正是进行评估的时机。评估的目的包含两个层面：（1）评估在实

施现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中取得的进展（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可持续性以及与伙

伴的合作）以及（2）考虑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全球围绕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展的

辩论，为有关落实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的建议提供信息。 

9. 一个由四名具有高级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专门知识的外部评估人员和两名来自教科文

组织内部监督办公室的评估人员组成的小组于 2015 年上半年开展了评估。评估方法包括广

泛的案头研究、若干现场视察、对三名利益攸关方的调查以及与关键利益攸关方和伙伴开展

的有一定固定形式的访谈。 

调查结果 

10. 本次评估确认的主要成就包括： 

(a) 鉴于教科文组织的任务规定、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国家需求，教科文组

织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开展的工作具有高度相关性。在 2010-2015 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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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将其自身确立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的权威机构，这主要是通过

第三次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会以及由此达成的“上海共识”实现的。教科

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团体的设立（在总部、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中心以及总部外由具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背景的教育专家组成的非正式

网络）已经证明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总体上促进了教科文组织在该领域的稳固地

位。 

(b) 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采取的做法超越了向人们提供工作技能的经济

目标。通过将诸如公平、社会正义、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与教科文组织

任务规定接近的问题带入到各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中，教科文组织在拓宽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概念方面展现出了全球领导能力。这种人文主义方面的特点

使得教科文组织明显区别于其他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开展工作的国际行为

体。  

(c) 教科文组织不仅担负着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的一项全球性任务和担任着覆盖

教育所有阶段的权威规范角色，而且还管理着一个独特的全球网络：由国家一级

的各部委、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以及研究和培训机构组成，由教科文组

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进行协调。 

(d) 各层级（全球、地区和国家）的利益攸关方承认教科文组织的召集权力。评估发

现，教科文组织成功地将活跃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国际组织联合起来，

特别是在全球层面（例如，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间工作组（ IAG-

TVET））和各重点专题领域的工作小组），就关键议题开展合作和编写共同的

出版物。  

(e) 教科文组织在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的所有三个核心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及其

针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采取的做法受到了广泛赞誉： 

o 据认为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政策建议切合大多数国家的国情，而且其专门知识

在国家层面受到高度重视。能力建设工作、政策建议和政策审查在大多数情

况下被纳入当前政策辩论和/或制定过程中。  

o 教科文组织的概念性和示范性工作被认为对于帮助会员国建立和改进其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制度非常有价值。重点出版物、概念说明和规范性文书是教

科文组织拥有明显增值作用的领域。 

o 教科文组织的信息交换中心功能，主要通过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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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心确保，受到各利益攸关方团体的高度赞赏，这些团体包括教科文组

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的各个中心。此外，2012 年第三次国际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会达成的“上海共识”被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政策制定

者广为熟知，被作为在该领域提高政策意识的参照。 

11. 还确定了面临的若干挑战，其中包括： 

(a) 教科文组织利用有限的资源做了许多工作，但依赖的人员过少，因此未能在与其

广泛的网络和伙伴合作中取得更多的成果，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和将来的资源限制。

这束缚了教科文组织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 

(b) 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团体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因为其角色和职

责尚未得到所有个人和实体的一致理解。此外，在执行该战略的过程中，地区办

事处的角色和第 1 类教育机构以及在相关专题领域工作的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

参与，迄今还没有得到优化。 

(c) 管理一个独特的、全球性的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网络具有重

要的增值作用，可扩大教科文组织在会员国的外联活动。尽管自 2010 年以来在

改进这个网络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潜力尚未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实现和证明。教

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个别中心开展的活动仍然不足，从事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工作的教科文组织实体管理和动员各中心的组织能力有限，

特别是在地区层面，这阻碍了目标的实现。 

(d) 教科文组织在国家层面所开展活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有时因缺乏较长期的战

略做法（设想在中期/长期内巩固成果）及更广泛的行为体和合作伙伴的机构性承

诺和参与仍然有限而受到不利影响。  

(e) 尽管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不断加强与各组织的外联活动与合作，教科文组织仍然错

失了与其他活跃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的组织合作的良机。事实上，这些组

织并不总是了解教科文组织在该地区/国家所开展的活动。 

(f) 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2010-2015 年）在构建和更好地组织内部

工作方面向教科文组织提供了支持，但是，作为一份文件，在将联合国有关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的信息向全球、地区和国家传播方面还未起到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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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路 

12. 根据调查结果，本评估提出了应促成实现以下成果的建议。关于所建议行动的详情见

评估报告。 

(a) 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背景下，使组织能力（包括财政和人力资源）与有效履行

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任务的需求相适应。这包括一个团结的教科

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团体，其中每个实体都有明确的职责和问责制。 

(b) 形成一个活跃的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动态网络，这个网络能

够促成会员国的国际合作、能力建设和政策制定，并与相关的教科文组织实体合

作，特别是在（次）地区层面，寻求更多的外联活动和更多的机会进行知识交流、

能力发展和政策建议。 

(c) 经过规划、设计、执行和后续跟进的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干预措施，完全与国家/地

区的政策制定阶段一致，并被纳入更大范围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政策辩论，从

而确保教科文组织工作切实有效和可持续。 

(d) 在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发展伙伴帮助下，将启示性、公认的且有效的规范性文书转

化为地区和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改革进程。 

(e) 各司其职的伙伴和网络愿意并能够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以一种全面和可持续的方

式共同拥有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  

(f) 一个得到良好传播的新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能够加强教科文组织在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的曝光度和作用，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彰显本组

织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独特看法，具体说明教科文组织如何与其网络和伙伴

一道运作它并向其提供资金。 

(3) 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背景和目的 

13. 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三十多年来的讨论主题，最终以联合国大会就此

专题达成三项决议而告终；这些决议确认了文化作为发展的促成和推动因素的作用，而且还

呼吁将文化纳入国际发展议程的主流。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的文化机构，在促进、加

强和宣扬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联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教科文组织通过其全球层面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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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规范性工作来履行这一职责，这包括教科文组织倡导将文化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以

及为地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计划及项目提供支持。迄今，尚未针对教科文组织对此领域的

参与情况做彻底的横向研究，也未详细研究其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政策环境或是在其执

行中使用的方式方法和工具的有效性。本评估旨在达到以下目的：（1）提供有关教科文组

织文化与发展问题政策环境的相关性和有效性的深入见解；（2）就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工作

对于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的附加价值问题得出调查结果和建议；（3）提出建议，帮助教科

文组织对其 2015 年后的文化和发展工作进行定位。 

14. 一名拥有丰富文化专门知识的外部评估人员和两名来自教科文组织内部监督办公室的

评估人员在 2015 年上半年开展了评估。评估方法包括广泛的案头研究、关于文化对可持续

发展所做贡献问题调查研究的元审查、若干次现场视察，以及与关键利益攸关方的有一定固

定形式的访谈。 

调查结果 

15. 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自 1990 年代

以来，教科文组织通过研究和个案研究，一直站在发展这类证据的最前沿，为许多地方、国

家和全球层面公共当局和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全世界研究人员所开展的重要工作做出了补充。  

16. 但是，尽管肯定存在例外情况，在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中仍然难以考虑到文化和发展

的文化方面问题。对发展的文化方面了解有限、一系列普遍存在的误解（例如，将文化理解

为维持传统做法）和保留（例如，政治性质的保留、为文化相对主义等打开大门的保留）以

及国家和地方层面技术和机构能力限制，都阻碍了在该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 

17. 在融合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取得的真正进展，常常发生在地方而不是国家、地区或全

球层面。尽管这并不总是很容易在联合国系统得到认可，但这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18. 尽管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经常被认为只是文化部门的职责，但本组织

其他部门也做出了贡献。这些举措经常不被认为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但它们可能

会被看作是与普遍范例有关。关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各类不同政策信息和叙述与文化部门

共存，并贯穿整个教科文组织。其中的一些被清楚表达了出来，但其他一些则很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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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工作被许多人看作是利用了文化与发展的经

济方面的联系，因此忽视了更为广泛、更为综合的可持续发展观点。 

20. 教科文组织为许多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重要活动提供了支持。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基金（MDG-F）及其“文化与发展窗口”以及教科文组织作为发起人所做的工作，都极

大地促进了其对这个领域的参与，提高了其曝光度。  

21. 教科文组织正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宣传将文化融入到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和经济

发展中。这个信息却因这种融入尚未在本组织一级发生这一事实而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22. 教科文组织不仅参与关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制定、能力建设和政策建议等“上

游”活动，而且还参与地方一级的能力建设和支持举措等“下游”活动。所面临的挑战是在

二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23. 在教科文组织内部，多个因素都使得本组织总部和总部外的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工作变

得复杂。这些因素包括：缺乏部门间工作机制、架构和激励措施，以及组织内和与合作伙伴

之间的部门间合作的工具和方法不足；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不熟悉可持续发展问题；资源制约

严重限制了总部文化部门突破其目前关注的法定活动范围的能力以及引领整个教科文组织文

化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能力。 

未来之路 

24. 在可持续发展与文化之间建立联系需要新型的多部门和部门间伙伴关系，让各层级各

领域的利益攸关方发表意见，在地方一级举措和决策机构之间以及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建

立稳固的联系，从而避免二者之间的脱节。教科文组织能够创建各类平台，供不同类型和不

同层级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交流，从而推进这项工作。 

25. 教科文组织应更清楚地意识到本组织内对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存在的多种说法及其

所基于的假定，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承认、商议和调和普遍存在的压力和矛盾。这还将有助

于整个教科文组织认识到文化这些通常被忽视或忽略的方面。还有必要澄清采取的一些举措

之间的概念性和实际存在的相互联系，例如文化部门作为其标准制定工作一部分而进行管理

的举措和非洲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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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教科文组织内部以及国家和地方一级的部门间合作，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关 

键。在国际上和国内，如果文化部门为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宣传工作得到教科文组

织其他部门的支持，那么就可让非文化行为体更加受到重视。 

27. 可以认为，鉴于教科文组织作为标准制定机构的传统角色和职能，以及鉴于其资源有

限，本组织的重点应当放在上游活动上。但是，下游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必要，可以以

切实的成果证明本组织论述的重要性。既需要说明“如何做到”，也需要说明此项工作对人

们生活的积极影响。不过，教科文组织在进行“下游”接触时应当讲究策略，并将重点放在

有可能影响政策制定、有大量曝光、极具潜力和具有可持续性的举措上。 

28. 总的来说，充分探究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需要对文化采取全盘的做法，强调

文化具有与生态系统相似的相互联系性，并超越目前的单打独斗的工作。为此，本评估报告

中包含了实现这一点的建议。 

(4) 从教科文组织在非洲的总部外改革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背景和目的 

29.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批准对教科文组织总部外网络进行全面改革，以提高向会员国交

付计划的质量，确保更加灵活和显著的总部外存在，改善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全系统的一致

性。后来，由于资金限制，决定首先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实施总部外改革，但之后仅是在非

洲地区实施了，在对非洲第一阶段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之前，推迟向其他地区推广改革。

在此背景下，内部监督办公室对非洲地区的改革情况进行了审查，以便及早获得经验教训，

并向总干事和理事机构提供信息，从而在作出决定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调整。 

30. 内部监督办公室一组评估人员于 2015 年上半年开展了审查。评估方法包括案头研究、

若干现场视察、对四个利益攸关方的调查以及与关键利益攸关方和伙伴开展有一定固定形式

的访谈。 

调查结果 

31. 达成广泛一致的是，总部外网络改革的主要目标具有而且仍然具有高度的适切性。审

查发现了一些大有希望的良好做法范例，而且日益着力关注国家和地区一级的新伙伴关系和

资源调动，并持续做出努力适应新的总部外架构的现实。取得的成就包括：（i）尽管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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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组织面临艰难的财务状况，在东道会员国的支持下，五个多部门地区办事处（MRO）已

经成立并获得了人员/补充了专门知识，涵盖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教科文组织的计划部

门；（ii）计划部门加紧努力将财务资源下放到总部外，并以非洲为重点；（iii）教科文组

织更多、更有效地参与一些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32. 但是，与面临的挑战相比，获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这些挑战包括： 

(a) 总部外网络的改革充满挑战，不管是在恰当实施改革的时间还是可用资源方面。

整个进程受到了教科文组织财务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显著影响，这造成了重大

延误和削减。1此外，人员配备比预期更慢，在填补关键职位上存在严重拖延。其

中一些问题是系统性的；但是它们已经对改革的推广和取得成功造成了负面影响。 

(b) 非洲的总部外改革本身并未得到具有明确目标和可交付成果的战略或是一个有着

明确目标和可交付成果的有力执行计划的补充。与此同时，并未制定结构性的应

急计划以应对财务危机造成的后果。  

(c) 尽管设法界定职责和问责制，但它们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总部的多个部门（战

略规划编制局、人力资源管理局、财务管理局、计划部门）承担了一定程度的管

理职责，但是并没有一个核心实体负责对改革及其推广进行协调。非洲部虽然担

负着对在非洲开展的活动进行总体协调的任务，但并未明显参与改革，而且许多

工作人员和利益攸关方并不清楚该部门的准确职能。因此，对改革的总体领导、

监测和监督存在矛盾、不协调和不平衡。 

(d) 没能让总部外改革和人员配备顺利实施的全面的人力资源战略。审查发现了多起

工作人员被调到他们并不具备适当履行相关职能的经验、技术能力或语言技能的

工作地点的案例。职员调动主要是地区间的调动，总部到地区的职员调动并不多。 

(e) 在一些情况下，改革后所形成的架构并不符合经批准的建立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存

在的标准。在这方面，许多办事处的任务规定、位置及其合理性需要再次进行审

查，特别是在对教科文组织进行战略定位以更好地实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背

景之下。 

  

                                                
1  例如，多部门地区办事处的指示性人员配置大幅减少，而诸如地区行政和财务支持平台等支持平台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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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非洲的总部外改革并没有按照最初设想使教科文组织与非洲地区经济委员会完全

协调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在一个地区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覆盖范围内甚至还存在

两个或三个教科文组织多部门地区办事处。教科文组织也与联合国发展集团

（UNDG）的两个地区集团：中西集团和东南集团不完全一致，在教科文组织实

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背景下这可能是个重大的问题。 

未来之路 

33. 审查揭示了若干重要的经验教训，这需要总干事和理事机构进行审议，以便确定最为

恰当的战略对策：  

(a) 财务危机极大地限制了教科文组织确保总部外网络改革得到充分实施的能力。如

果改革要实现其预定目标，就需要更多的投资，同时认识到，最有可能的额外资

源可能会来自于预算外供资，而不是来自核心供资，当前范围更广的联合国系统

内的趋势也是如此。这可能还需要更为灵活的总部外架构和进一步将总部外网络

纳入作为在多部门地区办事处发展相当数量的核心计划工作人员和专门知识的途

径。 

(b) 非洲的总部外改革初始实施阶段正值总部外协调局解散之时。这已经造成了与总

部外互动的职责被分散到各机构和部门，缺乏显而易见的单一介入点。更好地阐

明总部外网络全盘管理的责任实体，包括管理和监测改革举措的职责，将会带来

效率增益。关于针对非洲的更多改革的实施情况管理，可考虑多个选项，特别是

审查非洲部的明确角色和最佳的地理位置。 

(c)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为教科文组织审查和重新确定其总部外存在、工作方式和比较

优势提供了一个契机。这将需要有针对性的战略，回应特别是满足会员国对正常

支助、综合政策建议、能力发展、创新和南南合作支持的需求。其中一些需要利

用现有的伙伴关系及发展新的伙伴关系，确保提供足够数量的专门技术知识，以

及在教科文组织五项任务规定范围内制定更多的横向计划。 

(d) 需要仔细考虑是否应在推广改革之前对当前优势、弱点、机遇和威胁进行深入评

估，所有这些都应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背景之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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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完整报告内包含对关键成就、挑战、经验教训和战略影响更为全面的讨论。按照执行

局第一九六届会议决定的要求，涉及本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和经验教训的行动计划将由总干事

提交。 

建议作出的决定 

35. 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第 186 EX/6 (VI)号决定， 

2.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III号文件， 

3. 欢迎各项评估并请总干事实施这些建议，但需要执行局和/或大会作出决定的建议

除外，在后一种情况下，相关问题应提交执行局供审议。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执 行 局 
第一九七届会议  

197 EX/5 
Part IV 

 

巴黎，2015 年 8 月 26 日 
原件：英文/法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V 部分 

管理问题 

概 要 

本报告的目的是向执行局委员通报在落实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情况。 

本文件第 IV 部分包含关于下述管理问题的信息： 

A. 关于召开 C/4 和 C/5 文件地区磋商会议的建议： 
2016 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9 C/5）编制工作磋商路线图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第 10 段中建议作出的决定。 

B. 实施改进预算外资金管理行动计划 
本报告提供预算外活动计划编制、筹资、预算外活动的实施、监测和评价以及成本回收方面的

最新进展情况。按照执行局关于第 195 EX/5 Part IV-C 号文件的决定的要求，每两年一次，在每

份 C/5 号文件最后定稿的同时提供最新的筹资计划，包括具体的筹资目标和潜在捐助者群体。

在关于 38 C/5 草案的决定（第 195 EX/13 号决定）中反映了这一要求，执行局在该决定中要求

总干事提交“2016-2017 年筹资战略草案，其中包括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战略”。筹资战略草

案作为本文件的增补件提交（197 EX/5 Part IV Add）。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第 51 段中建议作出的决定。 

C. 参与计划和奖学金 
根据大会第 37 C/72 号决议第 II 部分第 2 （c）段和第 3 段的要求，总干事特此向执行局提交一

份关于 2014-2015 年参与计划和紧急援助项下批准之申请的报告，其中包括与教科文组织有正

式伙伴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提交的申请，并指出了批准的资助金额。这些清单可在以下网址查

询：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16/221686M.pdf 。 
本文件介绍该计划实施工作的预期成果及分析。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第 11 段中建议作出的决定。 

D. 高效实施投资 
E. 关于为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计划引入新计划和维持现有计划的标准 
F. 关于表述总体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相关绩效指标（PI）和具体目标的提议 

总干事提议将该文件的审议工作推迟至执行局第二 O 一届会议，届时将提交《计划与预算草

案》（39 C/5）。 
G. 执行局届会的计划和工作量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第 10 段中建议作出的决定。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16/221686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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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召开 C/4 和 C/5 文件地区磋商会议的建议： 

2016 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9 C/5）编制工作磋商路线图 

（第 187 EX/17（III，A）和 192 EX/5（III，B）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1. 在第 192 EX/5 III.B 号决定中，执行局请总干事“在 2014--2015 双年度期间适当的一届

会议上提交一份有关 2016 年就编制 39 C/5 文件进行磋商的完备的路线图和含有成本估算的

计划”。 

2. 本文件旨在回应这一要求。 

背 景 

3. 磋商进程为秘书处编制计划与预算草案的工作提供依据，该进程由不同阶段组成，涉

及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及利益攸关方。磋商的预期成果是就计划优先事项、本组织的战略定位

和比较优势、未来的重点专题和牵头作用、工作方式以及特定管理问题提供指导和意见。从

将为会员国代表讨论和商定一般的战略计划方向提供一个平台的大会开始，总干事磋商将持

续数月，以拟定其关于 2018-2021 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9 C/5）的初步建议。 

4. 根据第 187 EX/17（III，A）号决定，秘书处在第 192 EX/5 Part III.B 号文件中为总干事

与会员国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磋商提出了各种可供选择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从那以后，按

照执行局第 192 EX/5（III，B）号决定，秘书处继续探讨各种可能性，同时还考虑到其核心

预算减少以及因此需要节省费用的情况。因此，为 2016 年就编制 2018-2021 年计划与预算

草案（39 C/5）进行磋商提出了下述路线图。 

关于 39 C/5 草案编制工作的总干事磋商路线图 

5. 对于将于 2016 年初开始的关于 39 C/5 编制工作的下一轮磋商，建议根据参与者的人 

数、可用基础设施以及专业技术知识，可采用包括在线共同讨论、电子论坛和电话会议及网

络会议在内的不同方式。教科文组织将利用它已经用于支持在线合作和虚拟会议的技术。更

加具体地说，可利用下述可能性： 

· 网络会议，包括声像； 

· 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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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库； 

· 就文件草案联合开展工作（版本控制）； 

· 调查； 

· 讨论组，在线论坛； 

· 统一规划和分担任务； 

· 投票； 

· 小组聊天。 

6. 如今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可利用这些可能性来成功管理包括全国委员会在内的大量会员

国代表远程参与的这类在线讨论组和虚拟会议，尽管如此，在采购合适的设备以及发展内部

能力方面仍需进一步投资。指导和辅导也是必要的，以确保所有参与者积极参与在线讨论，

并且主持人有能力主持在线讨论并管理虚拟会议。此外，教科文组织仍需找到能够使多语种

讨论成为可能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合适工具。（见附件中的费用详情）。 

7. 为了编制 39 C/5 草案，建议向会员国、准会员、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政府间组织

（IGO）以及与教科文组织保持正式关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发送在线问卷，从而启

动 2016 年磋商。在一份由秘书处编写并张贴在网上的关于问卷答复的分析性总结的基础上，

磋商将通过在群组/分地区以及随后在地区各级依次举行的有时间限制的在线讨论继续进行。

在可行的情况下并在试点的基础上可考虑虚拟会议。此外，如第 192 EX/5 Part III.B 号文件

中所提议，如果可为包括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与会者提供必要资金，会员国还可

以选择面对面的会议，因为在 38 C/5 草案中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另见附件中关于面对面会

议费用的信息）。 

8. 教科文组织还将探讨在每年一次的全国委员会地区间会议期间就 39 C/5 草案的编制举

行面对面磋商的可能性，条件是该会议定于 2016 年 5 月-6 月左右召开以符合法定时限。 

9. 下面的路线图详细介绍了为编制 39 C/5 草案提议的磋商进程的各个阶段，包括各个阶

段预期的可交付成果以及相关费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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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 动 可交付成果 费用 

2015 年 10 月 执行局第一九七

届会议 
执行局审议 2016 年磋商路选图 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建议  

2015 年 11 月 大会第三十八届

会议 
- 秘书处在全委会地区间会议（巴黎，2015 年 11 月 2 日）上

与全委会分享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批准的路线图信息 
- 会员国代表在大会上针对 39 C/5 讨论未来的方向 

- 向全委会通报新方式 
- 关于未来（39 C/5）的 38 C/决议 

由对外关系与公众宣传

部门组织：（37 C/5 中

已有规划）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2 月 

筹备阶段 各群组的全委会之间进行交流以选出主席/主持人：报告员并拟

定日程表： 
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通过与总部联络促进该进程 
 
- 秘书处启动在线问卷及相关背景文件的编写工作； 
- 查明设备和能力方面的不足； 
- 编写指导和培训材料； 
- 编写筹资建议。 

- 确定会员国/全委会群组； 
- 选举主席/主持人和报告员； 
- 制定磋商日程表 
- 发出邀请函+问卷； 
- 关于采购必要设备及培训的带成本估

算的计划，包括日程表 

工作人员的时间 
（FO；ERI；BSP） 
 
工作人员的时间 
（KMI；BSP） 
（另见附件） 

2016 年 3 月  - 发布问卷； 
- 获得资金并开始实施安装+培训项目 

所有参与者可以利用适当的设备并且能

够参与电子讨论； 
（见附件） 

2016 年 4 月 执行局第一九九

届会议 
执行局审议《战略成果报告》并就教科文组织计划日落条款的

实施拟定给大会的建议 

关于计划方向的执行局第一九九届会议

的决定，包括计划延续或终止。 

 

  秘书处编写问卷答复分析 网上张贴的关于问卷答复的初步分析性

总结 
工作人员的时间

（BSP） 

2016 年 5-6 月  通过在线论坛与全委会进行 1-2 天的分地区磋商； 
- 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和总部提供支助 

网上张贴的分地区磋商总结 工作人员的时间 
（FO；BSP） 

  地区磋商：可行的情况下与每个分地区各一名代表进行电子讨

论以及/或者举行虚拟会议；或者地区间会议 
编写并张贴在网上的地区总结报告 工作人员的时间 

（BSP；ERI；GBS） 

2016 年 7-8 月  秘书处根据执行局第一九九届会议关于计划方向的决定、总干

事磋商以及利益攸关方调查及计划审查和评估结果概述，编写

总干事的初步建议。 

发送给执行局委员的初步建议 工作人员时间 
（BSP；GBS） 

2016 年 9-10 月 执行局第二 OO
届会议 

执行局审议总干事的初步建议 关于 39 C/5 草案的执行局第二 OO 届会

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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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作出的决定 

10 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第 187 EX/17（III，A）号决定、第 192 EX/5（III，B）号决定和第 36 C/104

（II）号决议， 

2.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A 部分以及其中所载的 2016 年磋商路线图， 

3. 认识到与会员国及其全国委员会、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磋商在为总干事关于中期战略（C4）和计划与预算（C/5）的初步建议提供信

息方面的重要性及附加值， 

4. 铭记本组织面临的财政困难， 

5. 欢迎总干事为地区磋商提出的备选方式，以及拟议的编制 39 C/5 草案路线图； 

6. 请总干事为按照路线图开展 2016 年磋商寻求必要的资助和安排； 

7. 鼓励会员国如果有此意愿，提供足够的资金以支持组织面对面的地区及/或地区间

磋商会议； 

8. 建议大会核准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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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建立、组织和管理借助于信通技术的会议和协同工作区的费用估算 

A- 设备： 

下述费用将被认为是能够支持远程参与的设施方面的投资： 

i. 就管理一个网络会议而言：教科文组织的房间设备（总部以及地区和多国的总部

外办事处）：每个地点 15 000 -20 000 美元 

ii. 当地基础设施：  

· 一部固定电话以及一台带网络摄像头和音响系统的高质量的台式电脑或笔记

本电脑，以及可靠的互联网连接：平均 2 000 美元； 

· 此外，在没有可靠电力的国家，可能需要一个 UPS（不间断电源）； 

· 就网络会议而言：每场持续三小时的会议的费用还包括平均每名参与者 75

美元的声频会议的费用，国与国之间可能有所不同。 

iii. 多语种设备：教科文组织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支持多语种虚拟网络会议的技术解

决方案。与相关公司的讨论仍在进行中。 

B- 培训和辅导： 

据推测，在参与者与网上协同工作区“相连”的各个工作地点可以得到技术支持。不

过教科文组织将就设备和专业技术知识对全国委员会进行一次调查，以查明差距，并与有关

方面合作，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教科文组织将编写关于远程参与网上协同工作区的指南和培训材料。每名参与者将接

受两期远程培训。该培训是基础性的，所花费的时间应该不超过两个小时。就主席、主持人、

报告员及其副手/助手而言，需要另外一种培训。 

将负责组织虚拟会议、促进在线讨论以及/或者提供其他类别的支助的教科文组织工作

人员也需要接受适当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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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寻求一名合格培训师的服务，以便组织所有培训以及必要的辅导，并增强内部专业

知识。因此总共将需要 12 000 美元。 

2012 年磋商会议的费用 

正如第 192 EX/5 Part III号文件 B 部分所述，由于一些提出负担全部或部分费用的会员

国慷慨解囊，在费用分摊的基础上组织了 2012 年磋商会议。依地区而定，2012 年每位与会

者参加三天会议的平均费用在 4 000--4 300 美元之间。 

还可以根据最近在全国委员会地区间会议框架内组织的一个会议来估计面对面会议的

成本，该会议是 2014 年 7 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的。这次会议汇聚了来自 110 个会

员国的与会者。教科文组织产生的费用共计 188 000 美元，包括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 50 名代表以及 8 名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差旅费，以及英文、法文和俄文同

声传译的费用。其他与会者的差旅费由各自国家负担。所有其他费用，包括住宿费和招待费，

由东道国负担。 

地区和分地区国家小组 

在各个地区，将按照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多国办事处和地区办事处组织借助于信通技术

的磋商。也可以考虑其他分组，例如，按照语言或其他标准。 

由于上文提到的与连通性、远程参与者人数众多、缺乏合适的设施有关的问题以及有

待解决的语言问题，来自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代表远程参与的虚拟会议可能不容易管理。不

过，如果按照上文所述提供了设备和培训，可以在试点基础上规划虚拟会议以组织少数参与

者进行磋商，例如，在同一个分地区的参与者中或者各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多国办事处。尝试

举行虚拟会议之前可以开展有时限的网上协作（在讨论区交换意见；文件共享、电话会议等

等），由秘书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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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施改进预算外资金管理行动计划 

 (第 195 EX/ 5 (IV, C)号决定和第 195 EX/13 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1. 本报告提供预算外活动计划编制、筹资、预算外活动的实施、监测和评价以及成本回

收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涵盖自 2014 年 9 月就该主题向执行局提交上次报告以来的这一段

期间。有关筹资的一节还将 2014 年收到的自愿捐款与 2013 年的相应数字进行了比较，以显

示从不同类别的捐助方筹资的趋势变化。按照执行局的要求，本文件附有 2016-2017 年筹资

战略草案，其载于增补件中。 

I. 计划编制  

2. 在最终完成 38 C/5 的同时确定了针对 C/5 各项预期成果的筹资目标。 

3. 为了确保筹资目标是现实的，考虑了过去几年的筹资业绩以及实施能力。在随着成果

预算制的逐步实施为 38 C/5（2016-2017 年）编制初步工作计划时，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总部

外的工作人员还应邀查明与各项工作计划有关的筹资机会。所有相关信息都被输入了为此开

发的成果预算制工具并可在线查阅。在量化预算外资源需求后，工作人员还被要求评估可能

性是高、是中还是低。通过制定关于筹资需要和机会的成果预算制工作计划产生的初步信息

证明对于制定资金筹措目标工作非常有意义。 

4. 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之后将进一步完善筹资目标以及用 2016-2017 筹得的资金将要达

到的数量和/或质量目标/基准，并输入战略、任务和结果评估信息系统，供会员国查阅。增

补件附件 1“2016-2017 年筹资战略草案”中提供了筹资总体规划及按预期成果列示的目标。 

II. 自愿捐款的演变 1  

 

 

 

 

 

 

 

                                                
1  资料来源：财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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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 年，教科文组织收到了 3.15 亿美元的自愿捐款，而 2013 年为 3.57 亿美元 2，即减

少了 11.8 %（或 4 200 万美元）。来自所有供资来源的捐款均有所减少，只有联合国来源除

外，其增加了 1 300 万美元。  

6. 接收追加资金的另一种方式是“追加拨款”，也称为与预算外捐款分开列示的“捐

款”。这仍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2014 年共计 1 010 万美元，而 2013 年为 1 240 万美元。 

2014 年为预算外项目和机构捐款的 25 个最大捐助者 

捐助者 2014 年收到的金额 
（美元） 

意大利 38 161 506 
巴西 35 503 130 
瑞典 25 941 042 
荷兰 21 904 547 
欧洲联盟（EU） 15 128 907 
挪威 12 607 128 
秘鲁 10 704 278 
大韩民国 10 684 723 
艾滋病署 10 241 000 
日本 9 575 353 
开发署 7 881 813 
瑞士 6 433 795 
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6 228 745 
芬兰 4 774 415 
法国 4 545 629 
NUFFIC* 4 395 205 
澳大利亚 3 733 398 
原子能机构 3 725 463 
加拿大 3 551 143 
联合王国 3 473 640 
德国 3 320 265 
儿基会 3 199 164 
中国 2 804 000 
沙特阿拉伯 2 680 244 
比利时 2 626 999 

                                                
2  包括给紧急基金的 141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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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组织。 

政府来源 

7. 捐款额为 2.17 亿美元的各国政府仍是最大的资金来源，占收到的全部资金的 69%，而

2013 年为 66%。与 2013 年相比，捐款水平下降了 1 800 万美元。 

8. 与 2013 年相比，2014 年支付额相对减少的主要根本原因在两方面。首先，2013 年，

日本为阿富汗的重要教育计划进行了大额预付现金转账，共计 2 300 万美元，其次，巴西利

亚办事处收到的对自筹资金的国家级项目的自愿捐款减少了 1 000 万美元，其部分原因是雷

亚尔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尽管政府作为一个群体的供资总额总的来说出现了下降，但一些会

员国与 2013 年相比增加了对教科文组织的自愿捐款，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意大

利、大韩民国、荷兰、秘鲁、沙特阿拉伯、瑞典、瑞士和联合王国。 

9. 自 2014 年 9 月向执行局提交上次报告以来的重要活动包括与瑞典缔结一项重要的多年

期《计划合作协议》（PCA），金额约为 5 400 万美元，以及与挪威签订一项《计划合作协

议》，金额约为 1 140 万美元。在教科文组织的所有主管领域与摩纳哥签署了一项新的框架

协议，与中国的协议涉及非洲和亚洲的高等教育，金额为 200 万美元，与大韩民国的协议涉

及和平教育（300 万美元）以及非洲的信通技术教育（600 万美元）。在长期框架协议下为

各项计划提供了大量资金：阿塞拜疆为有关女童教育、高等教育和非物质遗产的计划批准了

200 万美元，并作为全民教育能力建设计划的支持者加入了北欧国家的行列。马来西亚为有

关南南合作的计划批准了大约 200 万美元。加拿大为《全球监测报告》捐款 900 000 加元，

德国更新了其对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的长期承诺，捐款达 310 万欧元，

并为 2015 年 7 月在波恩主办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供了大量实物和财务支助。

瑞典用大约 500 000 美元加大了其对东部和南部非洲性教育及生殖健康教育的支助。日本通

过年度承诺更新了其对世界遗产、非物质遗产、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教育和亚太

教育和科学计划的长期支持。还为一个 90 万美元的计划与卡塔尔缔结了一项协议，以促进

文化对话。 

10. 教科文组织在危机和过渡情况下的工作继续赢得政府捐助方的慷慨支助。报告所述期

间，日本为有关叙利亚难民的教育、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者、保护伊拉克的文化遗产、缓减

与涌入某些阿拉伯国家有关的风险的项目捐款 500 万美元，并为巴基斯坦洪水预警捐款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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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沙特发展基金会提供了 400 万美元，科威特提供了 500 万美元，以支持教科文组织

在教育领域应对叙利亚危机的行动。瑞典提供了额外的 280 万美元，以支持恢复巴勒斯坦历

史环境方面正在开展的合作。意大利继续承诺支持教科文组织在处境危险的文化遗产方面开

展的工作，向埃及和约旦捐款共计 200 多万美元。法国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化机构的

水灾后恢复提供了 100 万欧元。 

11. 与自我筹资安排有关的自愿捐款仍相对稳定，为 4 620 万美元，而 2013 年为 4 840 万

美元。自我筹资的国家一级合作在这一时期体现为与秘鲁政府的一项关于发展师范教育的重

要的新的合作计划。  

2014 年对自我筹资的国家一级项目的捐款 3  

捐助方 教育 
（ED） 

自然科学 
（SC） 

文化 
（CLT） 

社会科学及 
人文科学

（SHS） 

传播和信息

（CI） 捐助方共计 

巴西 14 827 955 3 776 466 2 168 543 9 352 202 2 342 361 32 467 527 

布隆迪 141 170         141 170 

喀麦隆         1757865 1 757 865 

印度     824 172     824 172 

马达加斯加 265 235         265 235 

秘鲁 10 690 278         10 690 278 

泰国     45 999     45 999 

共计 25 924 638 3 776 466 3 038 714 9 352 202 4 100 226 46 192 246 

私营部门 

12. 2014 年来自包括公司、基金会、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私营部门捐助者的自愿捐款

共计 4 150 万美元，而 2013 年为 5 110 万美元。 

13. 鉴于总干事对与私营部门合作的重视以及外部独立评估得出的结论，教科文组织继续

把重点放在特别是与金砖国家（BRICS）的战略性、高价值伙伴关系上。尤其是与中国私营

部门的伙伴关系在报告所述期间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多样化。与中国私营部门的公司如

Weidong、大唐西市集团、腾讯公司、完美游戏公司、亿利和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签署了新

                                                
3  资料来源：财务管理局（以前称为自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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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价值协议，总额将近 900 万美元，包括与海航集团/海南慈航基金会的一个框架协议

（500 万美元），以支持亚洲和非洲的女童和妇女教育。 

14. 同样，与教科文组织长期合作伙伴微软和诺基亚的合作在报告所述期间得到了扩大，

包括通过签署新的伙伴关系协议以支持教育领域的信通技术（金额为 50 万美元）以及支持

针对四个国家的成人扫盲（金额为 75 万美元）。这些活动将由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

（UIL，汉堡）实施。 

15. 在这一期间还发起了一些创新伙伴关系，包括与加蓬 Airtel 公司，目的是支持对加蓬青

年的科学教育，其金额为 413 万美元，这是与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公司首次建立伙伴

关系。这一期间，教科文组织还与私营部门进一步发展了各种筹资机制。例如，在与尤文图

斯足球俱乐部建立伙伴关系以支持青年和体育促进包容和反对歧视的背景下，2014 年 6 月举

办了“教科文组织杯”筹资赛事。通过将门票销售收入捐赠给教科文组织（3.19 万美元），

这一高水平的赛事还提供了一个获得资金的机会。它还为传播关于伙伴关系的重要信息提供

了一个平台。2015 年 4 月，在数位体育明星出席的情况下，教科文组织与 Al Hilal 足球俱乐

部签署了伙伴关系协议。与韩国公司 CJ E&M 及 CJ 福利基金会的合作也指出了筹资新方式。

在 2014 年 12 月在香港举行的重要音乐活动“MNet 音乐大奖颁奖典礼”（MAMA）框架内

为促进女童教育签署了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合作伙伴通过在线拍卖艺术家们捐赠的物品

以及通过在有强大影响力及宣传内容的专门网页上呼吁捐款开展了筹资和外联活动。

MAMA 颁奖典礼后，CJ 为女童教育捐款 17 万美元。 

16. 与世鹏邮轮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个金额为 100 万美元的框架协议，以支持世界遗产保护

和可持续旅游的战略目标。其特点是合作伙伴创新性地承诺用客人的捐赠补充其固定捐款额

100 万美元。撇开财务方面的考虑，这一伙伴关系对教科文组织来说是一个在可持续旅游的

问题上以及世界遗产保存和保护领域增加与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参与者接触的机会。 

17. 教科文组织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的一个新趋势是，有可能动员实物捐助，如设

备和/或设施，作为更广泛的多利益攸关方办法的一部分。在这一背景下，松下公司在“翻

修改造第 I 会议厅”项目框架内提供设备以改善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设施。将为推广此种做

法做出努力。通过确立已久的教科文组织与 TV Globo 的伙伴关系“Criança Esperanza”募集

的公众捐款仍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2014 年，通过该渠道募集了超过 800 万美元。 



197 EX/5 Part IV  -  Page 12 

欧洲联盟 

18. 2014 年来自欧洲联盟（EU）的自愿捐款为 1 510 万美元，与 2013 年相比减少了 480 万

美元。这与欧盟 2014 年对联合国的更广泛供资模式相符。 

19. 不过，报告所述期间，教科文组织首次位列联合国受益机构排名的前十位。欧盟仍是

世界上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最大单一多边捐助者，并且在加强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方

面仍有很大潜力。 

20. 2014 年，教科文组织与欧盟之间缔结的新协议包括：修复马里廷巴克图的文化遗产、

紧急保护叙利亚的文化遗产、加强奥赫里德湖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治理、约旦和缅甸的媒体

发展、改革伊拉克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支持全民教育教师问题国际工作组

（第 II 阶段），以及在 2020 地平线计划范围内由研究和创新总局供资的两个项目：利益攸

关方在研究与创新的伦理影响评估问题上共同行动（SATORI）以及欧洲青年调查奖（调查

之舟）。 

21. 按照能力建设计划，为了通过采取一种更加积极主动和有活力的办法战略性地发展与

欧盟的合作，2014 年教科文组织专注于就欧盟新的“生物多样性惠及生活倡议”（B4Life）

以及“泛非计划”发起讨论。就人与生物圈计划、非洲自然、生物圈与海洋，以及教育管理

信息系统、高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性传播感染以及打击非法贩运提交了概念说

明。 

22. 确定 2014-2020 年欧盟新的多年期财务框架的法规要求教科文组织证明财务管理和保护

欧盟财务利益的水平相当于被委以相应的预算执行任务并获得资金的委员会相当。在这一背

景下，欧盟就内部控制、会计、外部独立审计、赠款、采购及转委托程序和规则开展了被称

为“七项支柱评估”的事先评估。4 所报告的评估结果是积极的，证明教科文组织能够继续

从欧盟获得资金。 

23. 2015 年 1 月在试点基础上引入了关于欧盟与联合国机构之间合作的新的行政安排，为

期一年，这些安排给整个联合国带来了实施方面的挑战，因为在选择合作伙伴、拟定协议时

增加了行政方面的挑战，并且在实施项目期间也将造成困难，尤其是就报告的目的和支出的

资格而言。 
                                                
4  7 个支柱中的 6 个，因为有一个涉及“金融工具”，不适用于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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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发展银行、地区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多边机构  

24. 2014 年来自多边发展银行和地区经济共同体的资金总额为 980 万美元。这表明与 2013

年（3 300 万美元）相比减少了，由于从世界银行管理的全球促进教育伙伴关系（GPE）获

得了 2 000 万美元，2013 年的数字与前一年（2012 年为 540 万美元）相比异常的高。 

25. 这一期间的重要活动包括为实施由世界银行的一笔赠款提供资金的教育领域的一个重

要项目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缔结了一项 200 万美元的协议。通过在 2015 年初签署共计 230

万美元的三项新协议，也大大增强了与欧佩克国际开发基金（OFID）的合作。与非洲开发

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战略合作通过教科文组织高级管理层与银行代表之间的高

级别会议也得到了加强。 

26. 教科文组织还与一些较小的多边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2014 年来自这些实体的资金共

计 160 206 美元，而 2013 年为 330 463 美元。 

联合国 

27. 2014 年，联合国为与发展有关的活动和人道主义活动提供的资金达 3 100 万美元，与

2013 年相比增加了 1 300 万美元。 

28.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14 年为统一预算、成果和问责制框架（UBRAF）从艾滋病署那里

获得了 1020 万美元，设立这一框架是为了将艾滋病署的战略转化为行动。现金转移的增加

也与过去两年从作为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和专题信托基金管理机构的开发署多伙伴信托基金

办公室获得的资金水平（平均约为 530 万美元）相对稳定有关。 

29. 2014 年其他值得注意的重要活动包括与人道协调厅的一个 190 万美元的教育项目，目

的是向伊拉克青少年和青壮年提供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以及由儿基会支助的各种国家项目，

共计 170 万美元。此外，环境署继续支持关于跨境水评估的教科文组织计划，开发署为传播

和信息提供了约 190 万美元的支助。另一项重大活动是教科文组织参与实施联合国促进残疾

人权利伙伴关系（UNPRPD）项下共计 50 万美元的项目，这一独一无二的共同努力使联合

国实体、各国政府、残疾人组织以及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团结起来以增进全世界残疾人的权利。

建设和平基金资助了在几内亚、危地马拉、尼泊尔和缅甸的建设和平计划，共计 28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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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活动是儿基会（UNICEF）为索马里教师和学校领导力培训以及失学儿童正规教

育提供了 250 万美元的支助。 

30. 在此期间，教科文组织持续致力于改善与其他联合国伙伴，主要是人口基金、难民 

署、农发基金、劳工组织、环境署、亚太经社会和开发署在教育、文化和发展；自然科学以

及传播和信息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重视加强机构和组织能力。长期供资趋势显得乐观，过

去 4 年里由联合国供资的项目数量保持稳定，尽管当前的供资环境充满挑战，包括特别是与

教科文组织在一些国家并非一个常驻机构有关的挑战。 

III. 实施、监测和评价  

31. 在为增强设计、筹资和实施能力做出更广泛努力的背景下，针对计划专家的关于项目

设计和筹资的培训继续举行。2014 年 6 月以来，为设在太子港、开罗、突尼斯和安曼的教科

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组织了讲习班，并且教科文组织贝鲁特办事处举办了一次地区培训。 

32. 在此期间，通过新的和续延的借调安排、从安哥拉、澳大利亚、比利时（佛兰德）、

文莱、中国、塞浦路斯、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挪威、日本、

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坡、瑞典、土耳其、联合王国等国借调人员、从挪威难民理事会向

设在阿克拉和朱巴的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短期部署人员以及正在与其他一些会员国进行

谈判，还加强了教科文组织的能力。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还得到了私营部门的支持，

Anhook 基金会（大韩民国）和 ENGIE（前 GDF –苏伊士）（法国）提供了专家。 

33. 改进对预算外活动的评价在这一期间仍受到密切注意。2013 年 12 月，内部监督办公室

完成了一项对 570 份近期（自我）评价报告的诊断性研究。研究发现，大多数报告符合基本

报告要求。然而，许多挑战依然存在。目前正在采取一些举措来应对这些挑战。 

34. 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 2015 年 3 月向执行局第一九六届会议提交了新的教科文组织评价

政策。鉴于当前的挑战以及教科文组织系统内对问责和学习的要求，新政策提出了评价原则。 

35. 制定了一项关于评价的综合政策来指导共同的（即由内部监督办公室管理）和分散的

（即由计划部门管理）评价，这在本组织历史上是第一次。大多数预算外活动评价属于后一

类。除了更加明确地阐述分散化评价的原则、作用和责任，新政策还为加强分散化评价系统

提出了一些新举措。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付诸实施的一个新举措是开发一个评价协调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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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该网络通过与内部监督办公室合作，将构成教科文组织系统内规划、设计和管理评价的

核心能力。 

IV. 实施成本回收政策的最新情况 

流程更新 

36. 在引入“教科文组织预算”在线工具（B4U）之后，为改进模块和提供报告工具以便

对照核定预算监测实际成本回收情况，对第二阶段进行了设想。2014 年底提出了改动建议，

一方面是为了强化系统，另一方面是为了考虑外聘审计员在成本回收方面提出的意见 

（187 EX/35 Part III）。由于整体资源的限制，没有可能采取任何后续行动，会计和预算制

度方面的变化如今正受到更广泛的审查。 

37. 正在对项目成本要素标准化进行审查，例如定期项目任命的费用。该工作包括对比其

他联合国组织中的惯例。 

38. 正在为统一捐助者协议作出进一步努力，尤其是在财务管理监督小组（FMOG）在联

合国一级开展的工作方面，该小组正在最终完成联合国主持下联合规划活动的标准法律协议

（即联合国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协议）的审查工作。 

39. 2014 和 2015 年期间更加重视在预算外项目的财务管理的各个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培 

训。在总部同两个重大计划部门（教育和自然科学）一起举办了培训班，为计划专业人员和

行政人员组织了三期培训（在安曼、贝鲁特和达喀尔），汇聚了来自各总部外办事处的工作

人员。规划了更多的实地培训，并将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付诸实施。 

40. 总之，这些努力是为了进一步简化对项目协议的行政审查，从而减少开始实施过程中

的拖延情况。 

成本回收趋势 

41. 将培训与简化（但是手工的）流程以及加强检查相结合，对全面预算编制和成本回收

框架下针对正常计划工作时间回收的金额产生了影响，正如回收金额稳定增长所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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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收入 42 624 43 770 184 317 631 996 779 930 1 415 289 1 910 814 

变动 %  3% 321% 243% 23% 81% 35% 

42. 预算审查还表明正在加强对以前没有划归的某些直接费用（例如通信）的预算编制。

开发对照个项目的预算来跟踪和合并实际费用的报告工具可以更好地评估影响。 

43. 教科文组织通过使用计划支助费用（PSC）比率（即项目支出总额的百分比）来回收间

接可变成本。下表显示对预算外项目使用的平均计划支助费率及其从 2008 年到 2014 年的变

化： 

对预算外项目适用的平均计划支助费率：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适用的平均计划支助费率 9.0% 9.7% 8.6% 10.4% 9.3% 11.1% 10.0% 

产生的计划支助费数额$* 9,328,422 12,018,090 13,146,789 14,157,468 14,772,764 14,246,255 14,442,410 

* 不包括教科文组织巴西利亚办事处业务领域 

44. 与 2013 年的收入相比，2014 年收取的费用共计 1 210 万美元，而预算为 1 280 万 

美元。 

45. 2015 年计划支助费率收入要回收的费用包括总部外办事处行政费用 230 万美元、计划

部门的 10 个职位和中央服务机构的 53 个行政职位 1000 万美元以及主要是外部审计费用

14.5 万美元。 

使成本回收率与联合国系统相统一 

46. 联合国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HLCM）财务和预算网工作组讨论了统一联合国机构

集合基金成本回收率的问题。工作组的调查证实参与的 16 个组织 5 在回收间接费用的问题

上做法各异，这表明正在使用不同的模式来实现适用统一费率的PSC /计划支助费用与执行

关于从核心和非核心供资来源按比例回收全部成本原则的QCPR（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决

                                                
5  儿基会、粮农组织、项目厅、联合国妇女署、原子能机构、开发署、国际电联、艾滋病署、农联、粮食署、劳工组 

织、工发组织、人口基金、世卫组织、联合国秘书处、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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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间的平衡。所有 16 个组织都承诺执行全部成本回收政策；不过对计划支助费率调查的

答复显示当前做法各式各样。 

 联合国组织的数量 

项目支助费用比率

（间接行政费用的

统一费率） 

单一捐助者，针对

计划或项目的捐款 

实体特定（专

题）信托基金 

联合国机构

间集合基金 

当地政府 

捐款 

其他类别 

（欧共体，私人

捐助者） 

0%   1   

3 to 5%    4 2 

7% 4 7 6 2 2 

8% 4 2 4 1 1 

10%   1  2 

13% 5 3  5  

可变 2 2 4  5 

没有回答或不适用 1 2 1 4 4 

      

教科文组织 13% 10% 7% 可变 可变 

47. 2015 年 6 月在一个财务和预算网会议上讨论了该小组的报告草案。尽管该小组的工作

和建议仅涉及联合国联合管理项目，但预计关于计划支助费用（即间接行政费用）的任何结

论将最终导致更广泛地适用相同比率。在该工作组所开展的工作基础上，财务和预算网得出

了下述结论并将照此向联合国发展集团提出适当建议： 

• 财务和预算网承认成本回收率方面不同的方式并存造成了管理困难并令利益攸关

方困惑； 

• 虽然承认其支持确保全部成本回收的机制和方式，但对于降低现行成本回收率以

及实现统一费率之前所需的过渡期并没有形成共识。 

• 定于 2016 年进行的联合国妇女署、开发署、儿基会和人口基金成本回收政策中

期审查的结果将有助于统一工作。 

教科文组织成本回收政策审查 

48. 全面政策审查工作组在 2013/2014 年为直接费用预算编制建立了强化机制，并讨论了降

低计划支助费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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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就修订成本回收政策而言，教科文组织需解决的具体方面将包括： 

(i) 预算赤字的风险：2014 年对一些降低计划支助费率的设想进行的模拟表明，产生

的收入可能减少 14%到 25%，导致批准的预算短缺 140 万美元到 330 万美元。为

了保障相同水平的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收入并维持由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供资的

职位数，减少计划支助费用意味着本组织将不得不将其年度支出率提高平均 12.3% 

到 20.5%。 

(ii) 个别项目的规模：2015 年 1 季度，教科文组织超过 54%的新项目价值低于 25 万

美元，只有 20%的项目超过 100 万美元。所有新项目中有四分之一价值不到 10

万美元。不过，这比 2013 年有所改善，在 2013 年，捐款不到 10 万美元的个体捐

助者占捐助者人数的 58%，但当年只收到了 4%的资金。小项目的数量如此之大

使得难以减少计划支助费用，因为收入不足以支付管理和报告这些项目所涉及的

行政程序。必须进一步评估减少计划支助费用的财务影响。正在考虑根据项目价

值设定计划支助费率的机制，例如对大型项目适用降低的计划支助费率。 

(iii) 可变项目费用的通用定义：联合国系统内缺乏一个项目直接费用的通用定义，这

使得难以统一计划支助费率。在对比其他联合国组织中的做法的基础上，政策审

查将需要修订直接和间接费用的类别。 

(iv) 利息分配：教科文组织目前分配三分之二的利息，而一些联合国机构的政策是保

留预算外资金所产生的所有利息，作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付本组织的行政费用。 

50. 2016 年将继续审查教科文组织的成本回收政策，同时考虑到财务和预算网的决定所述

中期审查的结果。 

建议作出的决定 

51. 鉴于以上所述，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B 部分和第 197 EX/5 Part IV Add 号文件； 

2. 欢迎总干事为加强补充性追加计划的战略方向、一致性和计划集中度所作的努 

力，特别是为 37 C/5 的各预期成果制定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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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认尽管 2014 年自愿捐款有所减少，但本组织收到的现金与 2012 年和 2011 年的

水平相当； 

4. 重申应用全面预算编制原则的重要性，注意到在实施成本回收政策和全面预算编

制方面取得的进展； 

5. 欢迎 2016-2017 年筹资战略草案；  

6. 要求秘书处在 2016 年上半年启动一次供资问题的结构性对话，以激励就如何确

保 C/5 预期成果与为其提供资金的资源之间更好地匹配交流意见，并继续加强接

受灵活的资金和泛泛指定用途的捐款的机制； 

7. 鼓励秘书处通过进一步投资于培训、及时通报供资机会以及信息共享，通过审查

行政程序、协议模板和资金管理方式，以及通过借调和暂调调动补充人力资源，

继续改善有利于筹资的环境； 

8. 请总干事向其第二 00 届会议报告在管理预算外资源、筹资以及执行成本回收政

策以及全部成本回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及遇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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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参与计划和奖学金  

（第 37 C/72（A-II）号决议的落实情况） 

1. 本文件以分析的方式汇报总干事截至 2015 年 7 月 10 日所批准的会员国、准会员和非

政府组织在 2014-2015 年度所提出的申请的情况以及实施参与计划和紧急援助的预期成果。

在本双年度所收到的申请中，经计划部门评估并根据参与计划部门间委员会推荐，仅那些与

本组织确定的优先事项有联系的申请获得了总干事批准。 

2. 迄今为止，总干事批准了总金额为 11 908 468 美元的 537 项申请，其中包括紧急援 

助。该金额几乎达到 37 C/5 批准本中该计划直接费用预算总额的 100%，分配如下：a) 会员

国：10 593 475 美元，483 项申请；b) 非政府组织：582 239 美元，39 项申请；c) 紧急援助--

732 754 美元，17 项申请。 

3. 2015 年 4 月初，在参与计划部门间委员会第 5 次会议之后，批准程序完成，比上一个

双年度早 3 个月。这是采用新的运作方式后该计划的管理得到改善的结果。获得批准的最后

一些资金得以较早划拨，使得受益者能够在较好的条件下实施项目。 

4. 部门间委员会在会上特别关注与本组织总体优先事项及战略计划有关的项目，以便其

惠及特别是非洲、最不发达国家（PMA）、小岛屿发展中国家（PEID）以及发展中国家。

应该指出的是，非洲获得了 450 万美元，占批准资金的 38%。部门间委员会只向总干事推荐

已履行其问责义务的会员国的申请。由于不符合关于参与计划的第 37 C/72 号决议的标准，

大约有 26 项申请未获受理。 

5.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国家（超过 80%）都遵守了性别平等标准。在没有遵守这一标准

的情况下，部门间委员会要求有关国家提交一个有关性别平等的新项目，以替代其 7 项申请

之一。可以看到与性别平等有关的项目大幅增加：本双年度有超过 100 个项目获得批准，占

资金的 21%，是前几个双年度的 4 倍。 

6. 根据大会第 37 C/72 号决议，不会为与这些项目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没有直接联系的用品

和设备或者为受益组织的经常性费用提供资金。 

7. 至于与 2012-2013 年供资的项目有关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到这些报告的质量与提交有了

明显改善。现阶段没有考虑让总部外办事处验证这些财务报告，财务管理局为 2012-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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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选择了一系列新的申请，对这些申请要求提供所有票据。样本占获得捐款的项目的 10%

和实体的 38%，并遵守严格的地域分布规定。也就是说抽出了 61 项申请，共计 120 万美元。

与为 2010-2011 双年度挑选的 20 项申请相比有明显增加。 

8.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提交财务报告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遵守最初批准的费用

分配、没有全国委员会财务负责人的签名、没有盖章或者列示的费用与财务报告中指出的总

额不符。秘书处加强了与全国委员会的定期对话，努力引导全国委员会，以使其能够按照第

37 C/72 号决议规定的条件正确提交其财务报告。  

9. 各计划部门对活动报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评价，以突出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并强调其

实际影响。从 2014 年关于全国委员会的活动的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以参与计划的名义供

资的项目占到其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各部门对活动报告进行事后评价的期限将缩短，以便能

够迅速支付为本双年度批准的资金。  

10. 下列图表显示按计划部门、地区和贯穿教科文组织所有计划的优先群体（即非洲、妇

女、青年、最不发达国家（PMA）、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PEID）、冲突后和

灾后国家（PCPD）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分列的获批申请的分布情况。这些图

表也包含与紧急援助有关的数据。 

(a) 按部门列示的获批申请分布情况 

部 门 申请数量 批准的金额 

教育 219 4 762 929 

自然科学 74 1 691 860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 106 2 212 612 

文化 120 2 550 823 

传播和信息 78 1 718 354 

总干事办公室/性别平等处 106 2 233 421 

对外关系与公众宣传 29 536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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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地区列示的获批申请分布情况及支出率 

地 区 申请数量 
划拨的资金 

$ 
支出 

$ 
截至2015年6月18日的

支出率 

非洲 167 3 709 612 3 598 195 97% 
亚洲及太平洋 106 2 264 294 1 974 766 8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108 2 473 222 2 432 776 98% 
阿拉伯国家 46 1 108 929 1 108 929 100% 
欧洲 54 1 037 418 1 007 418 97% 
非政府组织 39 582 239 582 239 100% 
经济援助 17 732 754 732 754 100% 

共计 537 11 908 468 11 437 077 96% 

(c) 按优先群体列示的分布情况 

群 体 申请数量 获批金额 
美元 

非洲 199 4 504 057 
妇女 106 2 233 421 
青年 113 2 411 713 
最不发达国家（PMA） 181 4 117 00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PEID） 99 2 212 349 

 

(d) 紧急援助项下批准的申请 

国 家 申请数量 
批准的金额 

美元 
布隆迪 1 50 000 
几内亚 1 50 000 
利比里亚 1 49 754 
马拉维 1 50 000 
马里 1 30 000 
中非共和国 2 52 000 
刚果民主共和国 2 75 00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 50 000 
帕劳 1 50 000 
圣卢西亚 1 50 000 
巴勒斯坦 1 50 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 50 000 
克罗地亚 1 50 000 
塞尔维亚 1 50 000 
乌克兰 1 26 000 

共计 17 732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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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作出的决定  

11. 鉴于以上所述，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ie IV 号文件 C 部分，  

2. 注意到对参与计划和紧急援助实施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的详尽分析； 

3. 请秘书处及会员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关于参与计划的第 

37 C/72 号决议所确定的会员国优先群体的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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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高效实施投资 

（第 196 EX/15 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引 言 

“符合宗旨”以落实 2015 年后议程的联合国系统是一个相关、创新、灵活、包容、协

调一致和注重成果的系统。它以普遍人权和国际规范为指导，将联合国的准则性框架

与其业务活动相结合，并回应各国的不同需求。6 

1. 执行局第一九六届会议决定（第 196 EX/15 号决定（第 16 段））设立一个高效实施投

资基金，并请总干事向第一九七届会议提交一个带具体目标的按优先顺序排列的投资计划以

及基金的《财务条例》。将为此设立特别账户为该投资计划供资，本文件提供了该计划的初

步概要以及一系列数量有限的高度优先投资领域，以供讨论。本文件《附件》还载有相关

《财务条例》。 

2. 按照上述决定，建议将该基金专门用于改革举措方面的投资，发起这些改革举措是为

了支持教科文组织更加有效和高效，以及在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中发挥牵头作用。重要的是，它还覆盖无法通过 38 C/5 草案中预计的正常计划资金

供资的领域。 

3.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思考教科文组织如何履行自己的使命，

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各级支持其会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符合联合国全系统广泛改革

议程的要求。 

4. 这一宏大的转型议程将需要一个周密协调、敏捷而灵活的并且能够以合作的方式支持

各国履行其可持续发展承诺的联合国系统。对教科文组织来说，不论是就其准则性作用还是

操作性作用而言，在未来与其会员国互动中，新议程都将是一个基本的参考。为此，在追求

下述两个目标时需全面考虑其目标、优先事项、行动和供资方式： 

i. 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各级确保教科文组织具有更好、更清晰和更具战略性的定位

和牵头作用； 

  
                                                
6  “2030 年享有尊严之路：消除贫穷，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保护地球”。联合国，纽约，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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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确定更加适合在全球、地区和地方范围内实施教科文组织计划的运作方式。 

5. 在 2015 年 3 月联合国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HLCM）的会议上，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作为管理高委会主席强调了“使业务问题适应计划需要的必要性，因为有效的计划编制需要

有效的业务支持”（CEB/2015/3）。为此，教科文组织制定了自己的改革战略，其中包括正

在开展的举措以及新的举措，以改善计划的实施、效率和有效性，同时，与联合国系统的其

他行为体密切协作，以便更好地确定国家一级的协同作用、互补性和成本效益（即一体行动

（DaO））。 

制定教科文组织的“高效实施投资”计划 

6. 因此，教科文组织要为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具体目标作

出贡献就必须增强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支持及相关计划的能力，以更加符合会员国的

需求和优先事项。 

7. 在编制本文件时，来自总部和总部外所有部门和单位的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都参加了

集思广益研讨会，以便确定与计划和项目实施有关的业务问题和挑战，并为解决障碍和加强

实施提出可能的办法。这一过程获得了一家知名咨询公司的推动，该公司在与包括联合国等

国际机构和法国的机构开展此类活动方面有丰富经验。7 

8. 同时，教科文组织高级管理团队的成员继续讨论教科文组织的战略定位，并确定了本

组织在不远的将来需解决的核心领域和挑战。 

9. 下文为“高效实施投资”计划提出的工作重点是本组织工作人员集体思考的结果，在

思考过程中本组织承诺确定需进行改革的广泛领域，以使教科文组织增强能力、更加灵活和

敏捷，并且能够满足其利益攸关方越来越多的期待。 

  

                                                
7  服务费用由教科文组织和订约人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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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效实施投资”计划认识到改革不是静态的，必须随着挑战和机会的出现而变化和

调整，所以它是一项滚动战略。此外，该计划还依托于现有审查和开展的研究，即：外部独

立评估（IEE）、内部监督办公室的报告和评价、外部审计建议、工作队、效益问题工作组

和“改革行政管理和加强客户导向”的建议、最新的知识管理和信息通信技术战略，以及在

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及其网络、联合国发展集团和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中讨论并制定的

相关举措。 

11. 为了确保“高效实施投资”计划的相关性和有效性，预计将建立一个汇集本组织计划

部门、支助服务部门和内部服务部门的强大的治理机制。 

高效实施投资计划的工作重点 

12. 经过初步协商，确定了对于在落实 2015 年后议程中加强教科文组织在其主管领域的牵

头作用来说必要的 8 个关键领域： 

· 精简和重新调整总体结构以便变得更加有效和负责； 

· 工作人员培训和技能发展； 

· 改善和增强筹资程序和战略； 

· 特别是在总部外，有组织地实施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支助； 

· 改进实施方式和合适的机制/工具（能力发展；规范；伙伴关系；等等）； 

· 审查和改进运作方式；精简工作流程以实现成本效益和效率； 

· 改善计划/项目管理，包括监测、报告和评价；风险缓解；以及组织学习； 

· 重新设计和开发合适的技术。 

13. 在筹备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些行动要点，目前正在拟定之中。 

14. 然而，与此同时，两个优先领域似乎立即得到支持，对这两个领域进行了成本估算：8  

  

                                                
8  第 197 EX/5.INF.2 号文件中提供了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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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培训和技能发展：  

15. 调整教科文组织的行动方向和提高本组织的效率和有效性将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文化，

这种文化必须为整个秘书处所接受并且需要时间才能确立下来。只有在工作人员完全领会时，

创新、便捷、灵活的工作程序以及企业式的管理方式才会奏效。因此需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制

定和实施“学习与发展计划”，以满足工作人员的学习需要，培养并加强其实施能力（见第

197 EX/5 Part V 号文件 C 部分）。这笔费用估计为 140 万欧元。 

(b) 重新设计和开发适当的技术 

16. 执行局第一九六届会议核准了《知识管理和信息通信技术（KM & ICT）战略》。该战

略旨在促进计划的规划、实施和评价，重点是三个重要目标： 

(a) 基于最新技术和最佳做法，优化本组织的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网络和工具； 

(b) 在有效和高效的知识管理和信息通信技术工具的支持下，通过知识管理和知识共

享来加强组织学习、循证决策和执行工作； 

(c) 通过在知识管理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上优化业务流程，促进创新和变革。 

17. 这方面所需投资总额估计为 5,270,000 欧元。 

“高效实施投资”计划治理结构 

18. 建议委托计划管理委员会（PMC）来制定“高效实施投资”计划，2015 年 6 月 22 日的

DG/Note/15/13 已经委托该委员会对计划进行监督和指导。副总干事作为计划管理委员会主

席直接监督该计划，并定期向总干事报告。 

19. 将定期对这项计划进行审查和调整，包括随着环境变化和利益攸关方的需求变化不断

地评估所批准的举措是否仍然适当和可行。 

20. 总干事将每年向执行局报告“高效实施投资”计划的进展情况。 

21. 计划管理委员会（PMC）将定期监测该计划，并且两年后将对该计划进行评价，以评

估其结果，并提交相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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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方向 

22. 在执行局 2016 年春季届会之前制定剩下的投资计划，其中将包括上文所列领域（第 12

段）中按优先顺序排列并带成本估算的活动，充分考虑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以及大会第三

十八届会议关于教科文组织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作用的讨论。 

建议作出的决定 

23. 鉴于以上所述，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第 196 EX/15 号决定和第 196 EX/4（II, E）号决定； 

2.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D 部分； 

3. 注意到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D 部分所述“高效实施投资”计划； 

4. 认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高效实施投资”特别账户； 

5. 还认识到“高效实施投资”计划中预计的举措将在可用资金的范围内由新设立的

“高效实施投资”特别账户提供资金； 

6. 注意到（随附的）“高效实施投资”特别账户财务条例； 

7. 呼吁会员国考虑为补充现有预算资源提供自愿捐款； 

8. 要求总干事确保实施“高效实施投资”计划，并在执行局第二〇〇届会议上报告

所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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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FINANCIAL REGULATIONS OF SPECIAL ACCOUNT 

For Invest for Efficient Delivery  

(Deviations from the standard text model 161 EX/Decision 7.10 are shown in italics) 

Article 1 – Creation of a Special Account 

1.1 196 EX/Decision 15.16 establishes a Special Account called “invest for efficient delivery” 
fund. Given the multi-donor nature of the fund, it will be managed as a Special Account. 

1.2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 paragraphs 5 and 6 of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s of UNESCO, 
there is hereby created a Special Account for Invest for Efficient Deliver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pecial Account. 

1.3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shall govern the operation of the Special Account. 

Article 2 – Financial period 

The financial period shall correspond to that of UNESCO. 

Article 3 – Purpose 

The fund is to be used exclusively to invest in the ongoing “Reform” initiatives launched to position 
UNESCO to deliver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linked to its mandate and to 
undertake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gramme to produce greater efficiency gains and cost 
optimization so as to free up resources towards strengthening programme delivery as well as its 
delivery time; this will include leveraging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post 2015 agenda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wide reform.  

Article 4 – Income  

In light of 196 EX/Decision 15.18, the income of the Special Account shall consist of: 

(a) funds transferred from the Special Emergency Multi-Donor Fund for UNESCO Priority 
Programmes and Reform Initiatives under the 35 C/5 and 36 C/5    

(b)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other entities; 

(c) such amounts provided from the regular budget of the Organization as might be 
determined by the General Conference; 

(d)  miscellaneous income, including any interest earned on the investmen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7 below. 

Article 5 – Expenditure 

5.1 The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Special Account will exclusively finance ongoing investments 
in reform and improving UNESCO’s programme delivery in order to produce ever greater 
efficiency gains and cost optimization in support of programme delivery  

5.2 The Special Account shall be debited with the expenditure relating to its purpose as described 
in Article 3 above,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specifically relating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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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 – Accounts 

6.1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hall maintain such accounting records as are necessary. 
6.2 Any unused balance at the end of a financial period shall be carried forward to the following 

financial period. 
6.3 The accounts of the Special Account shall be presented for audit to the External Auditor of 

UNESCO,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accounts of the Organization. 
6.4 Contributions in kind shall be recorded outside the Special Account. 

Article 7 – Investments 

7.1 The Director-General may make short-term investments of sums standing to the credit of the 
Special Account. 

7.2 Interest earned on these investments shall be credited to the Special Account. 

Article 8 – Reporting 

The Director-General will report on this Special Account to the Executive Board at least once year. 

Article 9 – Closure of the Special Account 

The Director-General shall consult with the Executive Board prior to the closure of the Special 
Account at such time as she deems that its operation is no longer necessary. 

Article 10 – General provision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se Regulations, the Special Account shall be admin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s of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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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RÈGLEMENT FINANCIER DU COMPTE SPÉCIAL  
« Investir pour l’exécution efficace du programme » 

(Les écarts par rapport au modèle standard [décision 161 EX/7.10] sont indiqués en italiques) 

Article premier – Création d'un compte spécial 

1.1 La décision 196 EX/15 (paragraphe 16) porte création d’un fonds intitulé « Investir pour 
l’exécution efficace du programme ». Compte tenu du caractère multidonateurs du Fonds, il sera 
géré en tant que Compte spécial. 

1.2 Conformément à l’article 6, paragraphes 5 et 6, du Règlement financier de l’UNESCO, il est 
créé un Compte spécial intitulé « Investir pour l’exécution efficace du programme », ci-après 
dénommé « le Compte spécial ». 

1.3 La gestion du Compte spécial est régie par les dispositions ci-après. 

Article 2 – Exercice financier 

L'exercice financier correspond à celui de l'UNESCO. 

Article 3 – Objet  

Le fonds doit servir exclusivement à financer les initiatives de réforme en cours destinées à 
permettre à l’UNESCO de réaliser les objectifs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ODD) qui sont en 
rapport avec son mandat et de conduire un programme d’amélioration constante en vue de 
l’obtention de gains d’efficacité et d’une optimisation des coûts, de sorte à dégager des ressources 
pour renforce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gramme et améliorer les délais d’exécution ; cela suppose 
notamment de mettre à profit toutes les possibilités offertes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e 
développement pour l’après-2015 et de prendre part à la réforme menée à l’échelle du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Article 4 – Recettes  

Compte tenu de la décision 196 EX/15 (paragraphe 18), les recettes du Compte spécial sont 
constituées par : 

(a) les fonds provenant du Fonds d'urgence multidonateurs spécial pour les programmes 
prioritaires et les initiatives de réforme de l'UNESCO au titre du 35 C/5 et du 36 C/5 ; 

(b) les contributions volontaires provenant d’États, d’organisations et d’organismes 
internationaux ainsi que d’autres entités ; 

(c) des montants provenant du budget ordinaire de l’Organisation, tels que fixés par la 
Conférence générale ; 

(d) des recettes diverses, y compris tous intérêts produits par les placements mentionnés 
à l'article 7 ci-ap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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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 – Dépenses 

5.1 Les ressources du Compte spécial serviront exclusivement à financer les investissements 
continus dans la réforme et à accroître l’efficacité de l’UNESCO afin de réaliser des gains 
d’efficacité et une optimisation des coûts toujours plus importants à l’appui de l’exécution du 
programme. 

5.2 Le Compte spécial est débité des dépenses effectuées conformément à l’objet défini à 
l’article 3 ci-dessus, y compris les dépenses administratives s’y rapportant expressément. 

Article 6 – Comptabilité  

6.1 Le Directeur financier fait tenir la comptabilité nécessaire. 

6.2 Tout solde inutilisé en fin d'exercice est reporté sur l'exercice suivant. 

6.3 Les comptes du Compte spécial sont présentés pour vérification au Commissaire aux 
comptes de l'UNESCO, en même temps que les autres comptes de l'Organisation. 

6.4 Les contributions en nature sont comptabilisées en dehors du Compte spécial. 

Article 7 – Placements 

7.1 Le Directeur général est autorisé à placer à court terme les sommes figurant au crédit du 
Compte spécial. 

7.2 Les intérêts produits par ces placements sont portés au crédit du Compte spécial. 

Article 8 – Rapports  

Le Directeur général rend compte au Conseil exécutif, au moins une fois par an, de la situation du 
Compte spécial. 

Article 9 – Clôture du Compte spécial 

Le Directeur général consulte le Conseil exécutif avant de clore le Compte spécial lorsqu'il estime 
que celui-ci n'a plus de raison d'être. 

Article 10 – Disposition générale 

Sauf dispositions contraires du présent Règlement, le Compte spécial est administré conformément 
aux dispositions du Règlement financier de l'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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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关于为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计划引入新计划和维持现有计划的标准 

（第 196 EX/15 （II）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1. 执行局第 196 EX/15(II)号决定要求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提交一项关于为

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计划引入新计划和维持现有计划的标准的建议”。 

2. 本文件旨在回应这一要求。 

背 景 

3. 需要回顾一些背景情况： 

(a) 计划重点标准的相关性：在其落实就关于加强教科文组织的重点的战略方向 1 提

出的外部独立评估建议中，并且在总干事相关行动计划的背景下，秘书处承诺确

定和推荐适当的标准，这些标准应指导与关于为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计划引入新计

划和维持现有计划的标准有关的决定。从 37 C/5 开始，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的

磋商使得能够遵循以下标准确定计划和预算的优先次序并做出决定：（i）计划与

战略计划目标保持一致；（ii）能够实施并可能（通过可用预算资源和人力资源

评估）产生实际影响；（iii）与联合国伙伴的活动的区别、比较优势和互补性；

（iv）制定退出战略和日落条款（正如在 37 C/5 批准本中关于各项重大计划的决

议中一样）；以及（v）定期评估计划的绩效和实施率（例如在关于计划执行情

况的各种法定报告（EX4）、EX5 和其他专题报告、以及执行局的相关决定中）。 

(b) 计划审查要求：在 37 C/5 中，所有重大计划项下，大会授权总干事“在 2014--

2017 年期间对各项工作重点及其预期成果，包括与重大计划[x]相关的政府间和国

际计划以及第 1 类机构的工作重点及其预期成果进行一次审查，并根据明确的评

估标准，就其是否继续、调整（包括加强）、退出或终止提出建议。” 

(c) 利益攸关方的反馈：根据与利益攸关方反馈调查有关的第 195 EX/4（V）号决 

定，秘书处将借鉴过去一个双年度中进行的一些调查，并且，如果资源和时间限

制允许，秘书处将就《战略成果报告》（SRR）编制工作调查阶段期间发现的信

息缺口开展调查。 

(d) 《战略成果报告》（SRR，2016 年春季）：最近关于新的报告格式（EX/4 和 C/3

文件的新格式）的讨论和磋商的目标之一是使得报告对战略决策及未来的计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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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有意义。新的报告方式（第 195 EX/4（V）号决定）设想由秘书处为每个四

年度的第三次春季届会编写一份战略分析报告，即《战略成果报告》（SRR），

该报告应为战略决策和未来的规划提供信息和便利，并且使得执行局能够按照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要求就教科文组织计划日落条款的具体、准确实施向大会提

出建议，特别是指出计划应当终止还是继续。正如筹备组在其报告（195 EX/4 

Part V – 筹备组/报告）中指出的，《战略成果报告》应提供关于下述方面的信息：

i）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是否为所有利益攸关方带来了变化？ii）教科文组织在其干

预领域对于其他组织是否有增值作用？以及 iii）关于如何应对查明的挑战的建议

和解决方案，以及未来的工作领域和计划方向”。 

作为《战略成果报告》（SRR，2016 年春季）编制工作的一部分为引入新计划和维持现有

计划制定标准 

4. 鉴于以上所述，建议将提交给 2016 年执行局春季届会以便为其战略决策和未来的规划

提供信息和便利的《战略成果报告》（SRR）应包含关于计划的未来的具体建议，包括计划

是应该结束还是继续。在编写《战略成果报告》时将利用广泛的信息，包括相关评价和审计，

以及利益攸关方的反馈及计划审查。 

5. 这项工作中应采用的重要标准包括： 

(a) 相关性，尤其是通过下述方面进行评估： 

• 与重大计划的总体战略和目标相一致； 

• 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或国家优先事项； 

• 重视总体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 

• 重视目标国家/人群（最不发达国家；冲突后和灾后形势；青年以及边缘化

群体）。 

(b) 实施能力，尤其是通过下述方面进行评估： 

• 工作人员的能力和专长； 

• 伙伴关系； 

• 重要的预算外资源； 

(c) 比较优势/附加值，尤其是通过下述方面进行评估： 

• 计划/项目独特性/优势（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在该领域的唯一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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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项目针对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中出现的问题； 

(d) 显而易见的贡献和具体成果，尤其是通过下述方面进行评估： 

• 可直接归功于计划的具体的和可衡量的成果； 

• 影响程度。 

(e) 可持续性，尤其是通过下述方面进行评估： 

• 财务因素：教科文组织维持计划实施和成果的财务能力；以及会员国（受益

方）维持计划的能力； 

• 伙伴国家的主导权：会员国主导、参与计划的程度； 

• 退出战略：具有一个有确定时限和退出点的可持续性计划/退出战略。 

6. 特别建议，在根据各重大计划方面的 37 C/5 决议进行计划审查时采用这些标准。 

7. 最后，要指出的是，随着 2016 年春季以在线问卷的形式发起会员国、相关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调查，关于未来 C/5 草案的总干事磋商将继续进行。该问卷将按照大会第三十八

届会议决议为计划与预算草案确立的总体框架进行设计，同时也借鉴从以前 37 C/5 的编制工

作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将请调查对象表达意见和国家倾向；按优先程度排列教科文组织的计

划，包括在预算分配方面；并查明教科文组织应加强、调整或逐步停止其行动的主题领域。 

8. 将在地区和分地区级别举行与会员国包括其全国委员会的进一步磋商，以便为编制未

来的 2018-2021 年计划与预算（39 C/5）提供信息。（详见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A 部

分）。 

9. 根据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决议以及在 2016 年春季届会上就《战略成果报告》拟定的执

行局方向和决定，并且考虑到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在问卷答复中表达的意见以及地区磋商总

结报告，总干事将拟定关于 39 C/5 草案的初步建议，包括新计划建议以及继续、调整或终止

计划和/或工作领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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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关于表述总体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相关绩效指标（PI）和具体目标的提议 

（第 196 EX/15 （II）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1. 执行局第一九六届会议要求总干事提交一项有关下述方面的提案：以增强其主流化和

能见度并且不将其局限于某个特定总体优先事项预期成果章节的方式表述有关总体优先事项

--非洲和性别平等的绩效指标和具体目标。 

2. 秘书处审议了这个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在执行局届会之前，会员国可直接通过战 

略、任务和结果评估信息系统（SISTER）查看所有 C/5 预期成果的进展评估，以便参加筹

备组会议。另外，在未来的《计划实施情况报告》（PIR）和《战略成果报告》（SRR）中

将具体汇报五个重大计划下总体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的 C/5 预期成果。这样就可以

全面了解与这两个总体优先事项有关的计划实施情况。 

3. 鉴于关于 2014-2017 年的 37 C/5 计划，包括非洲和性别平等的预期成果、绩效指标和

具体目标已获通过，接下来编制 39 C/5 的工作将是审查并视需要修订总体优先事项及其一系

列相关成果的表述的机会。 

4. 鉴于以上所述，总干事建议将本文件的审议工作推迟至执行局第二〇一届会议，届时

将提交计划与预算草案（39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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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执行局届会的计划和工作量 

（第 192 EX/16（VII）、195 EX/、5（IV，E）和 196 EX/5（IV，C）号决定的落实情

况） 

1. 在上一届会议上，执行局特别委员会审议了第 196 EX/5（IV，C）号文件，并审查了

关于为了向四年计划周期过渡而进一步提高执行局届会的效率和实效的执行局第 192 EX/16 

（VII）号决定执行工作进展情况。正如其报告（第 196 EX/37 号文件）所述，特别委员会

忆及第 193 EX/7（I）号决定所述特别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特别强调委员会审议与大会和执

行局工作方法有关的项目的任务。还忆及第 193 EX/7（IV）号决定所述筹备组的职权范围

及其在协助执行局提高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对筹备组中对会员国提出

的项目进行介绍以便于讨论和做出决定表示赞赏。 

2. 考虑到文件印制、笔译、口译及执行局夜会费用高昂，委员会还对执行局会前和会后

文件的分发表示赞赏，包括根据第 195 EX/5（IV）E 号决定，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放弃接收

纸质文件。2015 年 6 月 30 日向执行局委员以及所有会员国发出了这方面的最后一次请求，

收到答复的截至日期是 2015 年 9 月 4 日。这一正在采用的标准做法是为了确定执行局运作

费用的节省数额。对大会正在遵循相同的程序。 

3. 委员会还认识到有必要在计划执行局的工作时考虑拟议的教科文组织法定成果报告 

（EX/4）的新格式。鉴于这一要求，根据第 196 EX/5（IV，C）号决定，执行局请总干事自

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起尽可能在网上公布会员国提交的决定草案；执行局治理问题非正式

工作组审议了这一要求。该小组建议应为将在会员国和选举组中举行的磋商以及征集提案国

留出充足的时间。至于在网上公布决定草案，按照关于文件分发时限的执行局既定议事规则，

应确保在讨论前至少 48 小时予以公布。 

4. 继这一决定之后，执行局还决定在本届会议上继续审议对 2016-2017 双年度执行局届会

计划和工作量提出的建议，同时考虑到下述方面： 

(a) 使工作量与分配给执行局各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场次数量更加匹配，以节

省资金和时间； 

(b) 改进给筹备组的反映其任务的项目选择机制，并确保其报告和建议更好地反映其

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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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别委员会应审议对教科文组织及其附属基金、计划和实体治理情况的外部审计

的后续行动； 

(d) 鉴于向四年计划周期转变，可以让特别委员会审议与大会组织工作有关的项目； 

5. 关于第一项建议，根据第 192 EX/16（VII）号决定，为节省时间和资金做出了努力，

具体办法是缩短执行局届会（每个双年度的第一届和第四届会议会期较短，第二届和第三届

会议会期较长），使执行局的工作量与分配给各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场次数量更加匹

配，确定会议场次的优先次序并使其更加合理化，集中议程项目以避免分散。不过，这一过

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决定性因素，即会员国建议的新项目的数量，还取决于筹备组的

角色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为了更好地筹备委员会的工作，预测需要更长时间、更实质性辩论

的项目。例如，执行局第一九五届会议提前一天结束了工作，而第一九六届会议期间，由于

需要更加深入地进行实质性辩论的新项目的数量，执行局额外增加了一天的工作，并且委员

会和专门委员会要求延长一些会议场次以及开夜会。 

6. 关于筹备组正在处理的项目遴选机制，根据第 193 EX/7（IV）号决定，按照该小组的

职权范围并通过与财务与行政委员会、计划及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筹备组委员会密切协商来分

配项目，其职权范围是：审议总干事就计划的执行和相关预算问题提供的信息（EX/4），其

中包括跨部门和预算外的活动；各项评估和相关政策建议；筹备重要会议，编制世界报告，

并开展后续行动；分析挑战和建议以及如何通过持续实施计划以及在规划今后的计划周期时

应对各项挑战；为执行局提交大会的关于 C/5 文件执行情况的报告草案（C/9 号文件）编写

实质性材料。按照这些职权范围充分利用筹备组将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7. 至于外聘审计员关于教科文组织及附属基金、计划和实体的治理的报告的后续行动，

经执行局第一九六和一九七届会议审查后，该项目将由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审计报告

的后续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会就此作出的决定。执行局还需要审议执行局治理问题

非正式工作组的建议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 

8. 关于 EX/5 之类的执行局文件所含分内容的可追溯性（第 196 EX/5（IV，C）号决定，

第 11 段），将努力做好改进工作，尤其是通过技术解决方案。在这方面，秘书处正在研究

引入关于执行局文件的快速反应代码（QR 码）的可能性，以方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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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要求“考虑到其第一九五届会议就 EX/4 文件的格式作出的决定，提出将关于商定

主题的深入辩论及额外费用估算列入执行局日程的建议”（第 195 EX/5（IV，E）号决定），

可以看到秘书处正在介绍 197 EX/5（ IV，A 和 D）中的两个相关文件以供讨论，第 

197 EX/5 号文件载有关于未来的 C/5 以及引入新计划和维持现有计划的标准的磋商路线图，

包括接下来的 39 C/5 的编制时间表，并提到要编制的 EX/4 报告，特别是《战略成果报告》

（SRR）。这将便于会员国审议就商定主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时间表。 

建议作出的决定  

10. 鉴于以上所述，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第 184 EX/17、192 EX/16（VII）、195 EX/5（IV，E）和 196 EX/5（IV， 

C）号决定， 

2.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G 部分， 

3. 注意到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G 部分。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执 行 局 
第一九七届会议  

197 EX/5 
Part IV Corr. 

 

巴黎，2015 年 10 月 12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V 部分 

管理问题 

更正件 

1. 第 8 页 B 部分第 6 段第二句应行文如下： 

这仍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2014 年共计 1 010 万美元，而 2013 年为 6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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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局 
第一九七届会议  

197 EX/5 
Part IV Add. 

 
巴黎，2015 年 8 月 28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落实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和决议 

第 IV 部分 

管理问题 

B.《改进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 

增补件 

2016 至 2017 年资金筹措战略草案 

概 要 

《2016 至 2017 年资金筹措战略草案》的总体目标是有效率及有成效地

筹集资金，以求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实现为 2016 至 2017 年制定的 C/5

预期成果。根据对于不断发展的资金筹措环境的分析，上述资金筹措战略按

照 C/5 预期成果制订了资金筹措目标，重申“改进资金筹措战略”的相关性

（37 C/INF.28），并且解释了如何使资金筹措方法适应不同的发展背景。它

强调以最佳做法的具体事例为根据，采用经过验证的方法处理资金筹措事

宜，并扼要介绍了与各类捐助者交往的预期成果。它还确定需要对各类流程

和程序采取一些举措和改进，以便为资金筹措创造更稳固的有利环境。 

1. 关于 195 EX/5 第 IV 部分“《改进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决定

请总干事每两年在制订每一份 C/5 号文件的同时，提供一份最新的资金筹措计划，其中包括

资金筹措目标和潜在的捐助者群体。关于 38 C/5 草案的决定（第 195 EX/13 号决定）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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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作出了响应，执行局请总干事提交一份“2016 至 2017 年期间资金筹措（包括私营部门

伙伴关系）战略草案”。 

(1) 背景——不断发展的环境 

2. 诸多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因素构成教科文组织资金筹措的特征。 

3. 国际社会已经准备应对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背景下可持续发展融资有关的各种挑战。

将会因 2015 年 7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和 2015 年 9 月举行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问题高级别峰会而作出多项决定，这些决定的几个方面将对

教科文组织以及所有其他联合国机构的资金筹措环境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有必要越来越多

地将极端贫困和脆弱国家作为海外发展援助的对象，而且有必要更大规模地通过集合筹资机

制（包括全球资金）提供海外发展援助。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尚待明确，不过，

教科文组织的其他一些优先领域不大可能通过全球资金获得支持。此外，必须填补资金缺口，

给予最不发达国家（LDCs）、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更大支持，以

帮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同时，在筹备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过程中，有人呼吁更多地动员国内和国际资金来 

源，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以及慈善机构的资金。鼓励新出现的捐助者增强它们提供海

外发展援助和促成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的作用。 

5. 实现未来的普遍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需要全球化眼光和整体方法，还需要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而准备的适当财力，不论其为金融财产抑或非金融财产。因此，动员公共和私营，

国内和国际的一切利益攸关方以及巧妙地将所有金融工具和实施手段结合起来就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在这方面，必须使教科文组织的资金筹措工作适应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通过的各项成果和原则，而这次国际会议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新型全球融资结构，以便支持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6. 一份普遍的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还需要一个“胜任使命”的联合国，才能支持会

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需要联合国系统加快努力，更加连贯和更加团结地工作，以帮

助会员国有效应对越来越相互联系和错综复杂的发展挑战。这就要求联合国系统解决技能差

距和实现这种变革所需要的应对结构。对教科文组织而言，除了应对为本组织规范性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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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球和地区性计划提供资金这项挑战外，还必须付出具体努力来筹集资金，以加强国家

层面的设计和实施计划。 

7. 按照联合国大会关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QCPR）的决议提出的建议（67/226，第 46

段），在更广泛的联合国环境中，一些联合国机构已经发起了关于融资问题的结构性对话。

执行局已经请总干事调研能否推行结构性对话，其作为提高融资可预测性以及更灵活地出资

的手段。 

8. 下文的表 1 列明了各类捐助者和合作伙伴近期的出资模式及其自愿捐赠的相对数量。 

表 1 

 

资料来源：财务管理局 2014 年自愿捐赠报告 

(2) 目标 

9. 《资金筹措战略草案》的首要目标是有效率和有成效地筹集资金，以求在全球、地区

及国家层面实现为 2016 至 2017 年制定的 C/5 预期成果。 

10. 本组织面临不断削减预算，由此导致工作人员的减少，《资金筹措战略》讲求效率和

成效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预算外资金必须继续与为各项 C/5 预期成果拟定的业绩指标和

相关目标充分保持一致，方可产生预期的影响。要起到协同作用和倍增效应，就必须充分利

收入资金总额 

以
千
美
元
计
 

2.89 亿美元 
3.21 亿美元 

3.57 亿美元 

3.15 亿美元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来源 

多边机构（非联合国） 

来源于联合国 

来源于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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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科文组织拥有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同时，《资金筹措战略》列明了假如有额外资金，适

宜进行的投资和适宜采取的方法。 

(3) 补充性追加计划（CAP）和资金筹措（RM）目标 

11. 《资金筹措战略》的出发点是 C/5 预期成果，要实现这些成果，必须将正常计划和预

算外资金结合起来。鉴于正常计划的资金被削减，特别是计划的执行，包括越来越大比例的

教科文组织规范性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依赖源于预算外资金。 

12. 因此，《资金筹措战略》的主要内容，以及它按照重大计划所作的区分，是为每一项

C/5 预期成果确定资金筹措目标，阐明将要利用预算外资金完成哪些工作以及需要多少出资。

这个步骤是“补充性追加计划”概念隐含的最重要原则，按照补充性追加计划，应当预先编

制与 C/5 完全一致的预算外资金计划。 

13. 在 38 C/5 草案定稿的同时，已经确定了每一项 C/5 预期成果的资金筹措目标。初步评

估是以下列两项因素为根据完成的：(1) 成果预算制（RBB）工作计划的运用，此类计划的

运用还包括参照资金筹措机会；(2) 前几年的趋势。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之后，将进一步

明确这些资金筹措目标以及利用 2016 至 2017 年期间筹集到的资金实现的数量上和/或质量

上的目标/基准，它们将被录入战略、任务和结果评估信息系统，供会员国查阅。 

14. 本增补件的附件 1 对 C/5 预期成果作了分类。 

15. 只有做到以下几点，确定资金筹措目标才有意义：1) 负责完成资金筹措目标的人密切

参与资金筹措目标的制订；2) 资金筹措目标的确定与参与筹集资金的行动者相关；3) 通过

监督资金筹措确立问责制度；4) 高级管理层利用资金筹措业绩数据进行决策和监督。 

16. 在这方面，特定 C/5 预期成果的负责人员负责整理有关资金筹措目标的信息，但是必

须与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和第 1 类研究所协商，以确保准确掌握它们的贡献。确定资金

筹措目标要考虑到以往的业绩和趋势，辨明各种需要、机会和交付能力。除了按照 C/5 预期

成果的水平制订资金筹措目标外，各个办事处的主任和负责人还应当按照各国的 C/5 预期成

果水平制订与教科文组织和特定会员国开展合作有关的资金筹措目标。凡有通过共同国家评

估（CCA）完成的分析工作可资利用，这种制订资金筹措目标的做法就应当以上述分析工作

为基础，而且应当与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和现有的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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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文件（UCPD’s）一致或者被纳入新的教科文组织国别计划文件。凡由于涉及国内规划

周期的问题，尚未制订教科文组织国别计划文件，则可以单独提交国家层面的资金筹措目标。 

17. 为了进行监督和规划，战略规划编制局将按季度编写并且向高级管理团队提交关于按

C/5 预期成果和实施机构统计的资金筹措业绩报告。为了进一步加强问责，将编写有关准则

以确保在讨论业绩评价期间确定暂定目标。 

(4) 以“改进资金筹措战略”为基础 

18. 《2016 至 2017 年资金筹措战略》以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改进资金筹措战

略”1为基础，“改进资金筹措战略”重视加强优先计划领域。为便于查阅，“改进资金筹

措战略的部门优先专题”被称为附件 2。 

19. 《资金筹措战略》重申必须遵守“改进资金筹措战略”中列明的各项关键原则，包括

在教科文组织起到全球性协调作用和具有某种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比较优势的领域保持教科文

组织的领导地位。这项工作就包括领导 2015 年后教育议程的协调工作，监督全球教育发展

态势、各类政府间和全球性计划，例如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水文计划、人与生物圈计

划以及各项文化公约。 

20. 使本组织在非洲地区有效实施计划，以支持“非洲优先”业务战略中所列的六大旗舰

计划和实现“性别平等总体优先”的 C/5 预期成果仍然是《资金筹措战略》的中心内容。 

(5) 使资金筹措方法适应捐助者和受益国的各种发展背景 

21.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用的资金筹措方法必须适合有关国家的发展背景和需求。 

22. 从最不发达国家（LDCs）到中上收入国家（MICs）都积极寻求适应本国具体需求和能

力的发展解决办法。在传统的经合组织援助发展委员会捐助者和通过多边体系提供的海外发

展援助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辩论已经让世人注意到海外发展援助

在实现未来世界发展议程方面的局限之处，而各国必须增加和更好地集中本国的国内资金流

量，推动公共/私营伙伴关系谋求发展，包括各类具有创新精神的融资机制。 

                                                
1  37 C/INF.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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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MIC）求助于教科

文组织：1) 争取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以帮助它们筹划、构思和/或实施在教科文组织主管领

域的本国国家政策和计划，和/或 2) 与区域和/或次区域的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分享本国

的发展经验。然而，它们向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 

24.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可能有限，但却可以从捐助方得到程度不同的支持。这种支持

可能对机构造成某种负担，并且在资金的协调、管理和吸收方面构成问题。在这些国家，加

强国家应对此种挑战的能力是首要任务，特别需要调动国际专业知识来提高援助的成效。 

25. 教科文组织可以在其专业知识领域，帮助这些国家加强它们与国际金融机构（IFI）、

联合国系统以及其他捐助者的机构协调。通过推动参与式进程，尤其是通过联发援框架，教

科文组织可以支持各国政府制订国家战略、计划和政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它可以为政府

提供服务，提供稳妥实施项目资金的能力。它还可以支持伙伴国家参加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南

南合作及三方合作计划。 

26. 中等收入国家可获得当地财政资源，但是仍然可能获得来自国际金融机构（IFI）和双

边捐助者的有限的国际财政支持。它们还在具体活动部门获得当地专业知识，经常还有高水

平的国际专业知识。各个部门的机构能力可能没有得到均衡发展，因此可能需要定向支持。

在这些国家，根据其国家政策和计划，教科文组织对于政府的支持的特点是设计和实施以结

构性转型为目的的项目，包括公共政策的现代化和改进。 

27. 中上收入国家已经实现高水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拥有大量的国家财政资源和国

家专门知识。除了（和在）非常先进的部门，这些国家不依赖国际捐助者或国际专家支持本

国的国家发展进程。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形成了良好的“适当定位”和可以在其他国

家复制的“最佳做法”，但要考虑到各国的独特国情和“一体不能万用”。尽管如此，人群

的不平等和福利不均衡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共同特点。一些经济体已经制定了南南政策，并

在一些国家实施了多项倡议。 

28. 在这些国家，教科文组织可以促进提高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效率，特别是促进让政策和

计划惠及最弱势和边缘化的群体。在仍然需要变革的部门，教科文组织可以设计高质量的技

术支持计划，设计和开发地方（市、州、省等）的计划和/或帮助政府围绕国家优先事项与

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例如，教科文组织可以通过高水平的技术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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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和分享信息和知识，倡导履行国际承诺。教科文组织还可以支持中上收入国家通过制定

和实施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计划，分享本国的专门技能和专业知识。 

29. 在危机中和危机后，处于危机和过渡状态的国家寻求可为实现长期发展为稳定和可持

续恢复奠定基础的技术援助。教科文组织通过与联合国全系统应对措施密切协调，强调从人

力和制度方面进行恢复和重建，重点支持获得优质教育，保护包括濒危世界遗产在内的文化，

促进表达和信息自由。 

30. 教科文组织通过提供直接支持以帮助社区应付危机对其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促进了

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通过向地方和国家当局以及民间社会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

教科文组织支持对损害和需求进行评估以及开展面向受影响的机构及专业人员的能力培养。

除了直接的危机，教科文组织还推广和实施缓解措施，以防止和应对损害和破坏，并且加强

受影响社区的复原能力。从筹措资金的角度来看，教科文组织及时和积极参加需求评估和恢

复及重建规划的早期阶段，以及在总部与总部外办事处之间就动员潜在捐助者进行有力协调，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6) 实施基于最佳做法的经过证明的资金筹措方法 

鼓励利用非严格专用 2资金支持多捐助方计划，利用核心资源支持严格以C/5 成果框架为基础的第

1 类机构 

最佳做法：与瑞典和挪威签订计划合作协定（PCA），支持（尤其是）全民教育能力培养计划、

全球监测报告、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教科文组织统计

研究所和传播和信息部门以及向两个捐助者开放的审查会议。 

积极参与部门战略的需求评估和上游定义 

最佳做法：教科文组织在界定叙利亚危机（2015 至 2016 年）教育应急措施方面起到领导作用，在

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本身全面促进与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日本、芬兰和瑞士合作持

续筹措资金。 

鼓励与捐助方建立多种伙伴关系，将出资与共同宣传、知识交流和出租专家结合起来，并且促进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最佳做法：与日本建立有关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合伙关系，包括共同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大

会、联合分析工作和监测、借调以及举办一个可持续发展教育大奖，以促进广泛的公共和私营利

益攸关方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领导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框架。 

                                                
2  “非严格专用资金”的概念是指并非严格指定用途的资金，在这个意义上，它更近似于“核心资金”的概念。例如，

在教科文组织背景下，“非严格专用资金”可能指拨予重大计划或预期成果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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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共伙伴和私营伙伴以共同优先专题为中心形成联盟，将出资、科学专业知识及传播和外联领

域的扎实专业知识结合起来 

最佳做法：积家与佛兰德斯政府开展合作，支持教科文组织的海洋世界遗产计划。 

制订大规模的部门间计划，这些计划需要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与总部之间在计划的设计和执

行方面开展密切合作。部门间协同是资金筹措的驱动因素，反之亦然。 

最佳做法：在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传播与信息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支持下以及战略规划局/与
预算外财源合作处（BSP／CFS）的资金筹措支持，在十个地中海国家建立了有欧洲联盟资助并且

利用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专业知识的总额为一千万美元的“地中海青年计划网络”（Net Med 
Youth）。 

充分利用私营部门伙伴的外联和传播能力来宣传教科文组织，使合作伙伴参与筹措追加资金。 

最佳做法：教科文组织与韩国私营部门伙伴希杰集团和希杰福利基金会通过希杰平台的影响力，

包括 MNet 亚洲音乐大奖（“MAMA”）等活动，借助希杰掌握的广播频道、公司附属筹资和宣

传活动，以及通过希杰筹集实物捐赠（物品、服务、知识产权特许等非金钱捐赠）和公众的捐

赠，筹措了追加资金，支持“女童教育”计划。 

与合作伙伴和捐助方确定具有战略性的具体领域，发挥催化作用地利用现有的预算外资金制定包

含各类伙伴关系模式的国家、地区和地区间重大计划 

最佳做法：教科文组织雅加达办事处与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一套自益计划组合；与马来西亚开展的

一项重大南南合作；与日本开展的地区性科学试办项目；以及与韩国国际协力团在东帝汶和印度

尼西亚开展非集中化合作。 

伴随各国政府在教科文组织具有领导地位的领域开展关键政策改革的同时，为教科文组织创造一

个空间，以便支持各国政府从事与实施改革有关的关联能力建设活动。 

最佳做法：利用教科文组织巴西利亚办事处开发的最佳做法，教科文组织利马办事处密切支持政

府拟订本国教育部门改革，而教科文组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开展了备受瞩目的与教师有关

的工作，这一切促使修改国家法律，将资金转往教科文组织用于技术援助，同时赋予教科文组织

在一项金额为 1 100 万美元的教师培养项目中发挥领导作用。正在商谈进一步的工作。 

将影响力作为传播和复制成果以及筹集资金的一项战略。 

最佳做法：向受益人了解情况。教科文组织和意大利在佛罗伦萨筹办了联合平台，介绍关于濒危

文化财产的合作，合作涉及受益人、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和捐助方协调人，它们促使意大利

增加对于教科文组织在约旦、阿富汗和缅甸的项目的投入。 

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与各国大使馆和其他国家层面捐助方的分权管理的代表团密切合作，在

受益国政府的优先任务领域共同构思大型项目。 

最佳做法：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与日本驻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密切协商，在境内流离

失所者（IDP’s）和叙利亚难民受教育问题、减轻洪灾危险和保护濒危文化遗产等领域确定紧急资

金大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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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为指导教科文组织的专业人员，关于最佳做法的其他事例将上传到教科文组织内联网

网站上的“预算外工作区”，并将用于培训。 

(7) 与各类捐助者交往的预期成果概述 

32. 教科文组织的主要伙伴类别包括政府捐助者、欧洲联盟、多边开发银行、联合国和私

营部门。下文按伙伴类别介绍预期成果、业绩指标和相关目标。 

双边政府出资伙伴 3 

数量和/或质量目
标/基准（T） 

核查方法（M）
（数据来源）： 

基线（B） 绩效指标（PI）（最
多三项）： 

预期成果 

双边政府捐助者

的年度自愿捐赠

额为 2.4 亿至 2.5
亿美元。 

关于截至每年 12
月 31 日收到的年

度捐赠的数字 

在 2012 年 12 月为

2.45 亿美元 
绩效指标：年度自愿

捐赠 
预期成果1： 
双边政府捐助者的总

体捐赠水平实现稳定 

在四年时间里，

与新兴捐助者签

订（包括通过自

我受益模式）的

项目协定增加

10%。 

关于战略、任务和

结果评估信息系统

中的预算外项目的

数据 

（基线 1）：截至

2012 年 12 月签订

33 个项目协定 

绩效指标：与新兴捐

助者签订（包括通过

自我受益模式）的项

目协定的数量 

预期成果2： 
与新兴捐助者保持合

作，包括通过自利模

式（双边政府捐助

者）进行 

每年与双边政府

捐助者筹办 12 到

18 次审查会议。 

与预算外财源合作

处的 Outlook 日程

表。项目官员的非

集中化项目报告。 

（基线 1）：在

2012 年举行 14 次

审查会议 

绩效指标：每年为共

同规划和审查而筹备

的审查会议的数量 

预期成果 3： 
与双边政府捐助者保

持稳定的多年度伙伴

关系 
  

                                                
3  在教科文组织的全面伙伴关系战略背景下，已经制订了与双边政府捐助者和私营部门进行交往的战略，并且配有具体

的预期成果。38 C/5 草案的增补件 3 还列明了为这些伙伴制订的预期成果、绩效指标和相关目标。为便于参考，此处

复制了相关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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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开发银行 

数量和/或质量目
标/基准（T）（以
基线数据（b）为
根据）： 

核查方法（M）
（数据来源）： 

  

基线（B） 绩效指标（PI）
（最多三项）： 

预期成果 

多边开发银行（包

括全球教育伙伴关

系在内）的年度自

愿捐赠额为 1 500
万到   2 000 万美元 

关于每年 12 月 31
日收到的年度捐赠

的数字。 

截至 2014 年 12
月，980 万美元。 

绩效指标：年度捐

赠  
预期成果 1： 
稳定总体捐赠水平，

特别是全球教育伙伴

关系（GPE）和世界

银行的捐赠 

联合国财源 

数量上和/或质量上
的目标/基准（T）
（以基线数据
（b）为根据）： 

核查方法（M）
（数据来
源）：  

基线（B） 绩效指标（PI）
（最多三项）： 

预期成果 

总体的联合国捐赠

增长 3%。 
关于在每年 12 月

31 日收到的年度

捐赠的数字 

截至 2014 年 12
月，3140 万美元 

年度捐赠 预期成果 1： 
稳定包括联合国集合筹

资机制（共同计划和多

方捐助者信托基金）在

内的联合国机构的总体

捐赠水平 

欧洲联盟 

数量和/或质量目标
/基准（T）（以基
线数据（b）为根
据）： 

核查方法（M）
（数据来源）： 

基线（B） 绩效指标（PI）
（最多三项）： 

预期成果 

筹办 2 次高级别会

议 
目标／基准 2 和

（基线数据 2）： 
欧洲联盟的年度自

愿捐赠增长 3% 

方法 1：高级别会

议 
方法 2：关于在每

年 12 月 31 日收

到的年度捐赠的

数字 

（基线 1）：在

2012 年举行一次高

级别会议 
（基线 2）：在

2012 年 12 月收到 7 
362 652 美元 

绩效指标 1：高级别

会议的数量 
绩效指标 2：年度自

愿捐赠（收到的资

金） 

预期成果 1： 
精简与欧盟之间的伙

伴关系，提高总体捐

赠水平   

与欧洲联盟委员会

各个总司（发展与

合作和防灾与平民

保护除外）签订的

新项目协定 

方法 1：关于在战

略、任务和结果

评估信息系统中

的预算外项目的

数据 

（基线 1）：截至

2012 年 12 月签署

两个项目协定  

绩效指标 1：与其他

总司签订的协定的

数量。 

预期成果 2： 
与除 DEVCO（发展与

合作）和 ECHO（防

灾与平民保护）以外

的各个总司发展战略

对话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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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 

数量和/或质量目标

/基准（T）： 
核查方法（M）

（数据来源）： 
基线（B） 绩效指标（PI）（最

多三项）： 
预期成果 

目标是签署 40 份协

定；基线是 36 份 
 

在战略、任务和结

果评估信息系统中

创建的项目的数量 
方法 2：财务与预

算系统中的相应财

务信息 

在 2012 年签署 36
份协定（公司、基

金会、个人等） 

绩效指标 1：每个日

历年签署的协定的数

量 

预期成果 1： 
在四年时间里，与

私营部门签订的协

定的数量增加 20% 

目标是与来自金砖

国家私营部门的合

作伙伴签署 20 份协

议；基线是 18 份。 

根据与预算外财源

合作处提交执行局

的报告签署的新协

定的数量 
方法 2：更新与预

算外财源合作处数

据库 

在 2012 年来自金

砖国家的 18 个合

作伙伴 
 

绩效指标 1：每个日

历年，来自金砖国家

的新合作伙伴的数量 
绩效指标 2：每个日

历年，新兴市场的新

伙伴的数量 

预期成果 2： 
在四年时间里，私

营部门捐助者群体

扩大 20%，包括来

自金砖国家和新兴

市场的新合作伙伴 

33. 执行局的几项决定强调必须与私营部门逐步形成更加积极主动的交往，然而必须承认

培养私营部门伙伴关系需要在人力、有时在财力方面进行高投入，还要花费时间才能产生可

观的回报。 

34. “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中阐明的与私营部门交往战略（192 EX/5. INF 第 9 至 15 页）仍

然有效。为了更加突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需要对不同类型的私营部门实体（大型跨国集团、

国家公司、高资产净值个人、基金会等）制定有区别的办法。教科文组织还将加强它与联合

国全球契约的联系。 

35. 联合检查组最近对联合国系统内部资金筹措职能的分析 4指出，筹款需要先行投资，而

向私营部门筹款则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努力，比与国家行动者打交道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资

源。 

36. 联合检查组还强调，增进与私营部门合作所需要的技能不同于与各国政府合作所需要

的技能。除了需要在每个联合国机构内部建立恪尽职守的安排外，在私营部门合作伙伴方面，

对于提交定制报告和长期、持续的交往经常有更高的要求。 

  

                                                
4  “对联合国系统内部资金筹措职能的分析”，联合检查组，日内瓦，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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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对教科文组织来说，只有先行进行重大投入，才能从私营部门那里获得更多财务回 

报。创造这种有利环境的基础便是强大的人力资源（包括具有良好记录的资金筹措专家）、

风险管理和恪尽职守、供具体交流、业务或活动使用的资源。目前，教科文组织没有足够的

人力来充分弯角私营部门的潜力。必须寻找各种机会，制定一个法律框架，对了解具体市场、

能够与这些市场的潜在新私营部门伙伴沟通的自筹资金的资金筹措专家进行管理。 

38. 上述联合检查组报告吸取并且强调的另一个教训是，为政府合作伙伴开发的技术性更

强的语言和通讯产品需要加以调整，以确保有关信息对私营部门受众而言明白易懂而且有意

义。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做好本组织的营销工作，以证明与教科文组织的伙伴关系是一项好的

投资，可为金钱生值。这就需要在教科文组织的《资金筹措战略》及其传播战略之间发展下

文第 8 节所述的更密切的协同关系。 

(8) 为资金筹措创造更稳固的有利环境 

a) 促成与捐助者进行关于融资问题的结构性对话 

39. 联合国大会关于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QCPR）的决议（67/226，第 46 段）请执行局

筹备资金和制订计划，并鼓励各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筹办结构性对话，探讨如何为其各自实

体的新战略规划周期中议定的发展成果筹集资金，以便提高非核心资源的预测性，放宽对这

些资源的限制/用途指定，扩大捐助者基础，改进资金流的充裕度和可预测性。 

40. 在请执行局（第 195 EX/5 号决定第 IV.12 (d)部分）探索开展融资问题结构性对话的可

能性之后，秘书处欢迎筹办一次与会员国及其他有关合作伙伴关于融资问题的结构性对话，

以鼓励各方就如何确保在 C/5 预期成果和用于资助成果的资金之间更加一致交流意见。目的

是找到各种办法，以求依靠更可预见的出资，扩大捐助者基础，筹措灵活、非严格专用的资

金，提高透明度。这样的交流还有助于确定适应教科文组织业务模式的最低限度的核心资源

的概念。将由总部举办对话，对话将把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外办事处网络纳入非集中化交流之

中，尤其是与地区政治经济实体进行对话。将按具体专题举办捐助者分组协商。 

41. 对话的时间安排需要考虑和立足于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

议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问题高级别峰会的成果，而且必须在 2017 年的 39 C/5 预

算和规划周期开始之前进行。因此，建议在 2016 年、至迟在 2017 年春季举行对话。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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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对话的主要议题是确定筹措非严格专用资金的最佳做法，这是根据 C/5 预期成果和资金

筹措目标以及为 38 C/5 拟订的数量上和/或质量上的目标和基准对资金筹措所作的一次摸底。 

b) 加强接收非严格专用资金的机制 

42. “特别账户”是教科文组织为多捐助方计划筹措核心资源（或称非严格专用资金）的

主要工具。目前正在对特别账户框架进行审查，以便使这种模式更加注重成果、更透明、对

捐助方更有吸引力。 

43. 这次审查涉及的主要问题如下： 

• 用一个清晰的成果框架更直接地将特别账户与 C/5 预期成果联系起来，以改进规

划、监测和报告工作。 

• 在关于计划和捐助者的新要求的背景下，审查目前对特别账目的分类是否妥当。 

• 制订关于各类特别账户的更明确的内部准则，包括阐明问责和治理机制。 

• 必须借鉴在全民教育能力培养计划、全球监测报告和非物质遗产方面开发的最佳

做法，在规划特别账户资金时，预测资金筹措和确定资金筹措目标。 

• 更广泛地利用特别账户支持国家层面的计划编制和资金筹措的机会。 

44. 提高特别账户机制的吸引力与减少由小额捐款引起的行政管理难题的迫切需求有密切

联系。信托基金机制对具体捐助方的捐款提供有个别说明和财务报告，在可能的情况下，求

助于信托基金机制应当限于预算总额超过 25 万美元的活动。 

45. 可以将特别账户和追加拨款方式用于任何额度的捐赠，不过由于上一段详细述明的原

因，应当提倡采用这些方式接收不满 25 万美元的捐赠。 

46. 尽管通常份额有限，但是教科文组织将加强在联合国的各类共同和集合筹资机制中的

存在，以促进它参与这些一体化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c) 加强动员补充性人力资源 

47. 对于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总部外办事处而言，借调和人员出租已被证明是加强本组织能

力，促进知识交流和促成建立关系网的极其宝贵的办法。 

48. 教科文组织的实施单位应当在教科文组织的职权范围内与专门合作伙伴积极合作，以

便调动此类专业知识。在洽商框架或伙伴关系协定的时候，应当系统地建议将借调作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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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为了方便教科文组织的单位与潜在人员派遣机构之间进行讨论，正在为捐助者编

写一份情况表，以便说明与借调有关的各类费用。《人力资源手册》关于人员借调和出租的

相关条目也正在修订之中，以便根据自 2011 年施行手册条目以来的经验教训简化借调和出

租程序。 

d) 改善对于第 1 类机构和总部外办事处的支持 

49. 将在双年度第一年制定帮助和监督第 1 类研究所和总部外办事处资金筹措的新方法。 

50. 为方便知识管理和分享最佳做法，地区/多国办事处和第 1 类机构将选派一位工作人员

接受高级培训，使他/她成为地区预算外问题的顾问。为了方便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和

潜在的人员派遣机构之间进行洽商，将开发一个简明扼要的信息包，向潜在捐助者说明教科

文组织资金管理的各种方式。 

51. 对第 1 类机构来说，将以标准模板为根据，改编一套专门、一致的协定模板，供它们

的特别账户接收用于核心职能、具体计划和项目的捐赠和追加拨款。 

52. 为了促进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之间建立联系和交流资金筹措知识，需要系统地记

录国家和地区在资金筹措方面的最佳做法，将这些最佳做法纳入培训和情报，动员在资金筹

措方面有出色表现的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的主任和负责人担任重大培训活动的专家和更

新修订本组织资金筹措战略的顾问。 

e) 审查提议和协定的更有效率的程序 

53. 将审查为了让受益方批准正式化而制作的出资协定和安排模板，以便简化和与更广泛

的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做法相统一，包括执行关于统一协调成本回收政策的建议/决定和制订

一套可以被广大捐助者接受的通用条款。 

54. 要格外重视从注重结果的管理角度持续改进设计、监测和报告工具以及与教科文组织

内部报告协调一致，以避免重复工作和效率低下。 

55. 将审查筛选建议和协定的程序，以评估它们对于改进质量和减少风险的相关性。首 

先，将开展一次循证摸底，以更好地认识在订立融资协定之前必须解决的各类风险的性质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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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加强与教科文组织传播战略的协作 

56. 还要谋求战略规划编制局和对外关系与公众宣传部门（特别是公众宣传部）之间协 

作，以确保教科文组织的传播战略清楚地传递教科文组织的各项目标、附加值和先前的成就，

以及面向具体群体的有针对性的传播，从而起到支持资金筹措的作用。这种基础广泛的传播

应当有助于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各种好处。战略规划编制局和对外关系

与公众宣传部门还将共同编写关于将传播纳入计划设计的准则，不仅将其作为提高伙伴关系

影响力的一种工具，而且将其作为计划实施战略的一部分。 

g) 对培训的进一步投资、及时的业务情报、信息分享 

57. 为了提高效率和影响，将与人力资源管理局密切协商，制定一种更加结构性的方法来

开展资金筹措培训，将其作为一套更全面的培训资料的一部分，以便支持总部和总部外办事

处专业人员在计划设计和交付方面的技能培养。将努力把总部和总部外办事处形成的与学员

有关的最佳做法事例编入培训内容，并让具有资金筹措业绩记录的教科文组织管理人员担任

进一步完善《资金筹措战略》和资金筹措培训及辅导工作的专家。 

58. 与预算外财源合作处已经在内联网上建立了一个知识枢纽，该枢纽汇集了有关资金筹

措问题的各类资源、工具和信息。将利用与具体专题和/或有时限的呼吁及最佳做法事例有

关系的捐助方最新摸底工作进一步丰富这一共享资源。 

59. 遵循知识管理的精神，客户关系管理（CRM）工具已经开始显著改变国际非政府组织

和联合国机构储存伙伴关系信息的方式。大型客户关系管理服务商提供的折扣和定制产品已

经使非营利/发展部门能够在这方面赶上私营部门。有几个联合国机构也已经开始向客户关

系管理领域过渡，并对它们的工作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教科文组织将开展分析，以确定如

何有效运用这种工具来支持资金筹措战略以及活动管理等其他功能，并尽一切努力来确定所

需的预算外资金。 

60. 由于上述大部分行动注重过程，旨在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没有制订具体的实施时间

表。将在双年度开始的同时发起所有行动，这些行动的实施情况将作为《改进预算外资金管

理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向执行局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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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RESOURCE MOBILIZATION TARGETS 2016-2017 

Education 

38 C/5 Expected Result US$ M 
ER 1 – National capacities strengthened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policies and plans 
within a lifelong learning framework 50 

ER 2 – National capacities strengthened to scale up inclusive and gender responsive 
quality literacy programmes 8 

ER 3 – Capacities of Member States strengthened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policies 
aiming at transforming TVET  5 

ER 4 – National capacities strengthened to develop evidence-based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equity, quality, inclusion, expansion, mo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4 

ER 5 – National capacities strengthened, including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eacher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so a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8 

ER 6 – Capacities of Member States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monitor and assess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competency based learning  5 

ER 7 – National capacities strengthened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echnology policies in 
education, particularly in teacher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8 

ER 8 – Member States integrate peace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components in 
educ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8 

ER 9 – Capacities of Member States strengthened to integrate ESD into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nd ESD strengthe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agenda 7 

ER10 – Member States deliver good quality health education, HIV and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that contribute to healthy lifestyles and gender equality 30 

ER11 – Future education agenda and global education policies shaped, drawing on 
relevant research and foresight studies conducted by UNESCO and other institutions1*  

ER12 –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nd progress toward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romoted and monitored, and policy dialogue informed by the evidence 
generated 

 

ER13 – Political commitment for education reinforced i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s, and cooperation modalities promoted Natural Sciences 3 

TOTAL Education 136 

Natural Sciences 

38 C/5 Expected Result  US$ M 
ER 1 – Strengthening STI policies, the science-policy interface, and engagement with 
society, including vulnerable groups such as SID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4.1 

ER 2 – Capacity-building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enhanced, 
including through the use of ICTs  

10.6 

ER 3 – Interdisciplinary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vanced and applied 

1 

ER 4 –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ocean and coastal processes bolstered and used by 
Member State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ean 

1.5 

                                                
1  Will be merged with ER 13 in next bien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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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5 – Risks and impacts of ocean related hazard reduce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taken, and policies for healthy ocean ecosystem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by Member States 

3.5 

ER 6 – Member States’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reinforced to protect and sustainably 
manage ocean and coastal resources 

7 

ER 7 – Global cooperation in the geological sciences expanded 1.9 

ER 8 – Risk reduction improved, early warning of natural hazards strengthened and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ilience enhanced 

1.3 

ER 9 – Use of biosphere reserves as learning places for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engthened 

6 

ER 10 – Responses to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water security challenges strengthened 15 

ER 11 – Knowledge,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human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for water 
security strengthened through improv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5.2 

ICTP  50 

UNESCO-IHE 85 

TOTAL for MP II  192.10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38 C/5 Expected Result US$ M 
ER1 – Future-oriented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enhanced through the uses of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s well as 
fully inclusive Human rights-based and gender sensitive initiative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2.5 

ER2 – Initiatives based on Human rights approach in education, culture, the sciences,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developed that support social transform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more inclusive societies and greater intercultural dialogue 2.32 

ER3 – Capacities of decision-maker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key 
stakeholders strengthened,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innovative propos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ies in favour of social inclusion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particularly targeting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6.3873  

ER4 – Capacities of Member States strengthened to manage bioethical challenges and 
engage fully in debates on bioethics and 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utting-edge scienc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354 

ER5 – Capacities of Member States strengthened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multi-
stakeholder and inclusive public youth policies and young women and  engaged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10.7615 

ER6 – Multi-stakeholder and inclusive public policie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by 
Member States in the field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s and anti-doping 10.36 

TOTAL 34.598 

                                                
2  Of which 0.3 UNESCO Brasilia (UBO) 
3  UNESCO Brasilia 
4  Of which 0.35 UBO 
5  UBO 
6  Of which 7.8 U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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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38 C/5 Expected Result  US$ M 
ER 1 – Tangible heritage identified, protected, monitored and sustainably managed by 
Member States, in particular through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72 
Convention 

42 (of which 12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ER 2 – Policy dialogue promoted to combat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 through enhanced, strengthened and more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70 Convention and 
enhanced capacities of museums 

15 (of which 7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ER 3 – Global, strategic and forward-looking directions developed and applied through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54 Convention and its two Protocols and 
multiplier effect achieved  

1.5 (of which 1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ER 4 – Global, strategic and forward-looking directions developed and applied through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1 Convention and multiplier effect achieved 

2 

ER 5 – Access to knowledge enhanced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shared history and 
memory for reconciliation and dialogue 

8.25 

ER 6 – National capacities strengthened and utilized to safeguar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ing indigenous and endangered languages, through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3 Convention 

7.4 

ER 7 – National capacities strengthened and utiliz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in particular through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5 Convention 

5.2 

TOTAL 81.35 
(of which 20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38 C/5 Expected Result  US$ M 

ER 1 – Member States have adopted and/or applied relevant policies & normative 
frameworks to strengthen the environmen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press freedom and 
safety of journalists. 

4 

ER 2 – Enhancing pluralistic media, including promotion of youth and gender media 
policies  as well as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3 

ER 3 – Grassroots actors have fostered media development through IPDC 2 

ER 4 – Member States have advanced Univers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rough Open 
Solutions 

2 

ER 5 – Member States have preserved documentary heritage through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1 

ER 6 – Member States have achieved sustainable, 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FAP priorities and the WSIS outcomes 

2 

TOTA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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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 

 38 C/5 Expected Result 
RM Target 
2016-2017 
(US$ M) 

ER 1 – More relevant and timely education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produced 1.14 

ER 2 – Appropriate methodologies and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developed, maintained and refined 0.9 

ER 3 – Capacities of national statisticians strengthen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data 0.32 

ER 4 – Use and analysis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promoted 0.71 

ER 5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mmunity uses a common framework to produc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of progress in learning outcomes 0.78 

ER 6 – Timely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statistics are available to Member States 0.77 

ER 7 – Timely and policy-relevant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of cultural statistics 
are available to Member States 0.46 

ER 8 – Timely and policy-relevant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on communication 
statistics are available to Member States 0.22 

ER 9 – The quality of data produced by UIS is improved and constantly monitored 3.2 

ER 10 – Access to and use of UIS data are made easier, more efficient and better 
adapted to users' requirements. 1.5 

TOT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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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SECTORAL PRIORITY THEMES  
FOR A SHARPENED RESOURCE MOBILIZATION STRATEGY 

Education  

• Coordination and advocacy for the Education 2030 Agenda 
•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Monitoring glob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atural Sciences  

• Supporting water security  
• Strengthening capacity-building an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iosphere conservation Read more  

Oceans  

• Ocean monitoring and preparedness to reduce the risks of tsunamis and ocean-related 
hazards 

• Systematic observation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ocean 
• Strengthen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capacities in marine sciences for sustainable ocean 

management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 Youth  
• Bioethics  
• Sport and anti-doping  

Culture  

• Building capacities to protect, promote and transmit heritage 
• Fostering creativity an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 Protecting heritage at risk  
• Promoting shared history and memory for reconciliation and dialogu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 Media pluralism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 United Nations Plan of Action on the Safety of Journalists 
•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 Open Solutions via ICTs for building knowledge societies 
• ICTs for persons living with disabilities 

Gender Equality  

All major programmes are required to mobilize for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for gender specific 
activities, as specified in GEAP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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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Africa  

• Promoting a culture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STI and knowledge for th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frica  
•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Africa’s natural resources  
•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cul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 a contex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 Promoting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media development  

See details and related concept notes at: http://en.unesco.org/partnerships/partn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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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I 

CIBLES EN MATIÈRE DE MOBILISATION DE RESSOURCES POUR 2016-2017 

Éducation 

Résultat escompté du 38 C/5  M$ 
ER 1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nationales pour l’élaboration et la mise en œuvre de politiques 
et de plans dans le cadre de l’apprentissage tout au long de la vie 50 

ER 2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nationales pour l’application à plus grande échelle de 
programmes d’alphabétisation de qualité, à la fois inclusifs et soucieux de l’égalité des genres 8 

ER 3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États membres à élaborer et mettre en œuvre des 
politiques visant à transformer l’EFTP 5 

ER 4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nationales pour l’élaboration de politique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fondées sur des données factuelles afin de répondre aux défis de l’équité, de la qualité, de 
l’inclusion, de l’expansion, de la mobilité et de la responsabilisation  

4 

ER 5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nationales, y compris dans le cadre de la coopération 
régionale, pour l’élaboration et la mise en place de politiques et de stratégies relatives aux 
enseignants en vue d’améliorer la qualité de l’éducation et de promouvoir l’égalité des genres 

8 

ER 6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États membres à promouvoir, suivre et évaluer les 
processus et les résultats de l’apprentissage fondé sur les compétences 5 

ER 7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nationales à élaborer des politiques de la technologie et à les 
mettre en œuvre dans l’éducation, en particulier pour la form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professionnel 
des enseignants 

8 

ER 8 – Intégration par les États membres d’éléments relatifs à l’éducation à la paix et aux droits de 
l’homme dans leurs politiques et pratiques éducatives 8 

ER 9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États membres à intégrer l’EDD dans l’éducation et 
l’apprentissage, et renforcement de la place de l’EDD dans l’agend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 7 

ER 10 – Offre par les États membres d’une éducation de qualité à la santé et au VIH, ainsi que 
d’une éducation complète à la sexualité contribuant à des styles de vie sains et à l’égalité des 
genres 

30 

ER 11 – Élaboration du futur agenda de l’éducation et des futures politiques éducatives mondiales 
sur la base des recherches et des études prospectives pertinentes menées par l’UNESCO et 
d’autres institutions1 

 

ER 12 – Promotion et suivi de la mise en œuvre du droit à l’éducation et des progrès accomplis pour 
la réalisation des objectifs internationaux de l’éducation, et contribution des données recueillies au 
dialogue sur les politiques 

 

ER 13 – Renforcement de l’engagement politique en faveur de l’éducation dans les agendas du 
développement à l’échelle mondiale, régionale et nationale, et promotion des modalités de 
coopération 

3 

TOTAL, Éducation 136 
 
Sciences exactes et naturelles 

Résultat escompté du 38 C/5  M$ 
ER 1 – Renforcement des politiques de STI, de l’interface science-politiques et de l’engagement 
auprès de la société, y compris les groupes vulnérables tels que les PEID et les peuples 
autochtones 

4,1 

ER 2 – Renforcement accru des capacités en matière de recherche et d’enseignement dans le 
domaine des sciences exactes et naturelles, notamment par le recours aux TIC 

10.,6 

ER 3 – Développement et applic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dans le domaine des 
sciences de l’ingénieur interdisciplinair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1 

ER 4 – Compréhension scientifique des processus océaniques et côtiers approfondie et mise à 
profit par les États membres pour améliorer la relation entre l’homme et l’océan 

1,5 

ER 5 – Réduction des risques et impacts des aléas liés aux océans, adoption de mesures 
d’adaptation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et de mitigation de ce phénomène, et élaboration et mise en 
œuvre par les États membres de politiques visant à assurer la bonne santé des écosystèmes 
océaniques 

3,5 

ER 6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institutionnelles des États membres à protéger et gérer 
durablement les ressources océaniques et côtières 

7 

ER 7 – Élargissement de la coopération mondiale en sciences écologiques et géologiques 1,9 
ER 8 – Amélioration de la réduction des risques, renforcement de l’alerte rapide aux risques naturels 
et promotion de la préparation et de la résilience aux catastrophes 

1,3 

                                                
1  Sera fusionné avec l’ER 13 pour la prochaine période bien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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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9 – Utilisation renforcée des réserves de biosphère comme lieux d’apprentissage pour un 
développement équitable et durable et la mitigation d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et l’adaptation à 
ces derniers  

6 

ER 10 – Renforcement des réponses aux défis locaux, régionaux et mondiaux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de l’eau 

15 
 

ER 11 – Renforcement des connaissances, de l’innovation, des politiques et des capacités 
humaines et institutionnelles pour la sécurité de l’eau grâce à une meilleur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5,2 
 

CIPT  50 
UNESCO-IHE 85 
TOTAL, grand programme II  192,10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 
Résultat escompté du 38 C/5  M$ 
ER 1 – Intensification de la recherche prospective en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 sur les 
transformations sociales et le dialogue interculturel par le recours à la science de la durabilité et par 
des initiatives entièrement inclusives fondées sur les droits de l’homme et attentives à l’égalité des 
genres en vue de renforcer les politiques national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et la coopération 
scientifique internationale 2,5 
ER 2 – Élaboration d’initiatives fondées sur les droits de l’homme dans les domaines de l’éducation, 
de la culture, des 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 l’information à l’appui des transformations 
sociales qui favorisent l’émergence de sociétés plus inclusives et d’un dialogue interculturel accru 2,3 2 
ER 3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décideurs, des organisation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et des 
autres parties prenantes clés en vue de la conception et de la mise en œuvre de propositions 
novatrices pour l’élaboration de politiques publiques en faveur de l’inclusion sociale et du dialogue 
interculturel, ciblant en particulier les populations défavorisées 6,3873  
ER 4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États membres en vue de la gestion des défis bioéthiques 
découlant de la science et de la technologie, de l’application opérationnelle des principes de 
bioéthique universels, ainsi que d’un plein engagement dans les débats mondiaux sur la bioéthique et 
sur l’identification des incidences éthiques, juridiques et sociales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de 
pointe, des technologies émergent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2,354 
ER 5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États membres de concevoir et mettre en œuvre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e la jeunesse multiparties prenantes et inclusives et engagement des jeunes 
des deux sexes dans la consolidation des communautés et les processus démocratiques 10,7615 
ER 6 – Conception et mise en œuvre par les États membres de politiques publiques multiparties 
prenantes et inclusives dans le domain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 des sports et de la lutte contre le 
dopage 10,36 

TOTAL 34,598 
 
Culture 

Résultat escompté du 38 C/5  M$ 
ER 1 – Identification, protection, suivi et gestion durable du patrimoine matériel par les États 
membres, notamment par la mise en œuvre effective de la Convention de 1972 

42  
(dont 12 M$ au 

titre de la 
préparation et de 
la réponse aux 

urgences) 
ER 2 – Promotion du dialogue sur les politiques à mener pour lutter contre l’importation, l’exportation 
et le transfert de propriété illicites des biens culturels grâce à un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améliorée, renforcée et plus efficace, y compris la mise en œuvre de la Convention de 1970 et le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musées 

15  
(dont 7 M$ au titre 
de la préparation 
et de la réponse 
aux urgences) 

ER 3 – Élaboration et application d'orientations globales, stratégiques et prospectives par le biais de 
la mise en œuvre effective de la Convention de 1954 (et de ses deux Protocoles) et obtention d'un 
effet multiplicateur 

1,5  
(dont 1 M$ au titre 
de la préparation 
et de la réponse 
aux urgences) 

                                                
2  Dont 0,3 M$ au Bureau de l’UNESCO à Brasilia.  
3  Bureau de l’UNESCO à Brasilia. 
4  Dont 0,35 M$ au Bureau de l’UNESCO à Brasilia. 
5  Bureau de l’UNESCO à Brasilia. 
6  Dont 7,8 M$ au Bureau de l’UNESCO à Bras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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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4 – Élaboration et application d'orientations globales, stratégiques et prospectives par le biais de 
la mise en œuvre de la Convention de 2001 et obtention d'un effet multiplicateur 

2 

ER 5 – Amélioration de l'accès au savoir par la promotion de l'histoire et de la mémoire partagées 
pour la réconciliation et le dialogue 

8,25 

ER 6 – Renforcement et utilisation des capacités nationales en vue de la sauvegarde du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y compris les langues autochtones et en péril, par la mise en œuvre effective de 
la Convention de 2003 

7,4 

ER 7 – Renforcement et utilisation des capacités nationales pour l’élaboration de politiques et de 
mesures visant à promouvoir la diversité des expressions culturelles, en particulier par la mise en 
œuvre effective de la Convention de 2005 

5,2 

TOTAL 81,35  
(dont 20 M$ au 

titre de la 
préparation et de 
la réponse aux 

urgences) 
 
Communication et Information 

Résultat escompté du 38 C/5  M$ 

ER 1– Adoption et/ou application par les États membres de politiques et cadres normatifs pertinents 
visant à assurer un environnement plus propice à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à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et 
à la sécurité des journalistes 

4 

ER 2 – Aide aux médias pluralistes, y compris par la promotion de politiques des médias en faveur 
des jeunes et des femmes, et renforcement de la formation à la maîtrise des médias et de 
l’information  

3 

ER 3 – Promotion du développement des médias par des acteurs locaux dans le cadre du PIDC 2 
ER 4 – Les États membres ont fait progresser l’accès universel à l’information par des solutions 
libres 

2 

ER 5 – Préservation du patrimoine documentaire par les États membres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Mémoire du monde 

1 

ER 6 – Instauration par les États membres d’un développement durable fondé sur le savoir par la 
mise en œuvre des priorités du PIPT et des documents finals du SMSI  

2 

TOTAL 14 
 
ISU 

Résultat escompté du 38 C/5 Cible MR  
2016-2017 (M$) 

ER 1 – Production de statistiques et d’indicateurs de l’éducation plus pertinents et à jour 1,14 

ER 2 – Élaboration, application et amélioration de méthodologies et de normes appropriées dans le 
domaine des statistiques de l’éducation 0,9 

ER 3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s statisticiens nationaux à produire et utiliser des données 
nationales et comparatives sur l’éducation 0,32 

ER 4 – Promotion de l’utilisation et de l’analyse des statistiques de l’éducation 0,71 
ER 5 – Utilisation par la communauté éducative internationale d’un cadre commun pour réaliser des 
analyses comparatives et un suivi international des progrès des résultats d’apprentissage 0,78 

ER 6 – Mise à la disposition des États membres d’informations et d’analyses d’actualité sur les 
statistiques relatives à la recherche-développement et à l’innovation 0,77 

ER 7 – Mise à la disposition des États membres d’informations et d’analyses sur les statistiques 
culturelles d’actualité et utiles à la formulation des politiques 0,46 

ER 8 – Mise à la disposition des États membres d’informations et d’analyses sur les statistiques de 
la communication d’actualité et utiles à la formulation de politiques 0,22 

ER 9 – Amélioration et contrôle constants de la qualité des données produites par l’ISU 3,2 
ER 10 – Accessibilité et utilisation des données de l’ISU plus faciles, plus efficaces et mieux 
adaptées aux besoins des utilisateurs 1,5 

TOT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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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ÈMES SECTORIELS PRIORITAIRES POUR UNE STRATÉGIE AFFINÉE  
DE MOBILISATION DES RESSOURCES  

Éducation  

• Coordination de l’agenda pour l’éducation 2030 et plaidoyer en sa faveur 
• Éducation en vu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 Suivi du développement de l’éducation au niveau mondial  

Sciences exactes et naturelles  

• Renforcer la sécurité de l’eau  
• Intensification du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ans le domaine de la science, de la 

technologie et de l’innovation 
•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conservation de la biosphère Pour en savoir plus  

Océans  

• Surveillance des océans et préparation en vue de réduire les risques de tsunamis et des 
impacts des aléas liés à l’océan 

• Observations systématiques des propriétés chimiques et biologiques de l’océan 
•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nationales et régionales dans le domaine des sciences de la 

mer et de la gestion durable des océans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 

• Transformations sociales et dialogue interculturel  
• Jeunesse  
• Bioéthique  
• Sport et lutte contre le dopage  

Culture  

• Renforcer les capacités de protection, de promotion et de transmission du patrimoine 
• Favoriser la créativité et la diversité des expressions culturelles 
• Protéger le patrimoine en péril 
• Promouvoir l’histoire et la mémoire partagées pour la réconciliation et le dialogue  

Communication et information  

• Pluralisme des médias y compris le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ommunication 

• Plan d’ac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a sécurité des journalistes 
• Programme Mémoire du monde 
• Solutions ouvertes via les TIC pour la construction de sociétés du savoir 
• Les TIC au service de personnes vivant avec un handicap 

Égalité des genres 

Toutes les ressources des grands programmes doivent être mobilisées pour la prise en compte de 
la question du genre et pour des activités sexospécifiques, comme indiqué dans le GEAP II.  



197 EX/5 Partie IV Add. 
Annexe II – page 2 

Priorité Afrique  

• Promouvoir une culture de la paix et de la non-violence 
• Consolider les systèmes éducatifs en vu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 Mobiliser la STI et les connaissances au service du développement socioéconomique 

durable de l’Afrique  
• Gestion durabl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de l’Afrique  
• Mettre le pouvoir de la culture au servic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de la paix dans un 

contexte d’intégration régionale 
• Promouvoir un environnement propice à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t au développement des 

médias  

Pour plus de détails et les notes conceptuelles correspondantes, voir : http://fr.unesco.org/themes/ 
partenariat-l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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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局 
第一九七届会议  

197 EX/5 
Part IV Add.2 

 

巴黎，2015 年 10 月 6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V 部分 

管理问题 

E. 关于为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计划引入新计划和维持现有计划的标准 

增补件 2 

概 要 

本增补件系秘书处根据筹备组在其 2015 年 9 月 22 日举行的会议上就项目 5

（第 IV 部分，E 项）提出的建议编写的。 

 根据筹备组 2015 年 9 月 22 日就项目 5（第 IV 部分，E 项）进行的讨论，秘书处建议

在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E 部分第 9 段下增加下述新段落： 

建议作出的决定 

10. 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E 部分， 

2. 要求总干事在战略性成果报告（SRR）中纳入对各重大计划工作重点及其相关预

期成果的审查，特别是利用这一审查就是否继续、调整（包括可能的加强）、退

出或终止有关计划提出建议； 

3. 还要求总干事依据文件第 5 段中确定的标准开展这项活动，即相关性、实施能 

力、比较优势、具体成果和可持续性。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执 行 局 
第一九七届会议  

197 EX/5 
Part IV Add.3 

 

巴黎，2015 年 10 月 6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V 部分 

管理问题 

F. 与非洲和性别平等两个总体优先事项有关的绩效指标（PI）和具体目标的编排建议 

增补件 3 

概 要 

本增补件系秘书处根据筹备组在其 2015 年 9 月 22 日举行的会议上就项目 5

（第 IV 部分，F 项）提出的建议编写的。 

根据筹备组 2015 年 9 月 22 日就项目 5（第 IV 部分，F 项）进行的讨论，秘书处建议

在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F 部分第 4 段后增加下述新段落： 

建议作出的决定 

10. 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第 36 C/92 号决议、第 33 C/78 号决议和第 196 EX/15 (II)号决定， 

2.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IV 号文件 F 部分， 

3. 要求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九九届会议提交一项建议，将与非洲和性别平等这两个

教科文组织总体优先事项有关的绩效指标及相关基准和具体目标纳入主流，确保

这两个总体优先事项适当体现在所有相关的预期成果中。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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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2015 年 10 月 13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IV 部分 

管理问题 

增补件 4 

概 要 

本增补件旨在向执行局委员们提供关于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

（FITOCA）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外聘审计员的建议（187 EX/35，第 III 部

分） 



197 EX/5 Part IV Add.4 

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FITOCA）详情 

1. 针对成本回收问题，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HLCM）在 2003 年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目的是拟定成本回收的共同原则，补偿机构的支助费用。2008 年，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关于

成本回收政策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些指导方针，费用被划分为下述类别： 

• 直接费用：本组织所发生的能够完全划归某个具体项目的费用； 

• 间接可变费用：间接可变费用通常被称为支助费，是本组织履行某项职能和支助

项目时发生的费用。这些费用不易直接划归某个具体项目。  

• 间接固定费用：本组织所发生的与活动的范围、级别或资金来源无关的费用，一

般包括一个组织的最高管理层的费用、机构内部成本以及与提供服务无关的法定

机构的费用。 

2. 关于间接可变费用，2007 年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研究暗示，大多数组织将各种服务

归入这一类，即采购支助、编制和管理预算、维持项目账户、非技术性监督、工作人员身份

证明、采购服务、资金收付、编写给捐助者的提案、捐助者谈判、招聘以及人力资源服务等

等。 

3. 对教科文组织来说，这些计划支助费包括但不限于由中央部门提供的支助以及由总部

外办事处行政单位提供的支助。正如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同意的，教科文组织通过适用计

划支助费（PSC）率来回收部分间接可变费用，计划支助费率是预算外项目直接费用总额的

一个百分比。通过适用计划支助费率回收的资金以及用临时富余资金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利息

的三分之一计入一个叫做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FITOCA）的特别账户。其运作方式如下：

收入在 N 年年末并入总部账户，在考虑由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供资的职位后，在 N+1 年将

这些收入分配至总部账户和总部外办事处账户。被指定担任预算外项目行政支助职位的总部

工作人员由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的收入供资。 

4. 2015 年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预算中的人事费 1 250 万美元包括总部的 1008 万美元，外

加总部外办事处的 230 万美元以及主要用于支付外部审计费用的 14.5 万美元。具体说来有

63 个职位，其中包括：含内部监督办公室（IOS）的总干事室 5 个职位（105 万美元）；重

大计划的 12 个职位（208 万美元）；第 II 篇 B 计划支助 379 万美元：性别平等（GE）职位

1 个、战略规划编制局（BSP）21 个职位、对外关系与公众宣传（ERI）2 个职位；第 III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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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服务 316 万美元：人力资源管理（HRM）2 个职位、财务管理局（BFM）13 个职位以

及知识管理和信息（KMI）8 个职位。下表列示了由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供资的职位及相关

费用。 

2015 年由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供资的职位设置情况（百万美元） 

部门 / 局 职位数 费用估算 

 
 

 第 I 篇 – 总政策和领导机构 5 1,05 

第 I 篇小计  5 1,05 

 
 

 第 II 篇 - A 计划 
 

 教育 2 0,36 

自然科学 2 0,34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 1 0,17 

文化（包括世界遗产中心） 4 0,77 

传播 1 0,21 

总部外办事处的管理 2 0,23 

第 II 篇- A 小计 12 2,08 

 
 

 第 II 篇 - B 与计划有关的业务 
 

 性别平等 1 0,18 

战略规划编制局 21 3,37 

对外关系与公众宣传 1 0,24 

第 II 篇- B 小计 23 3,79 

 
 

 第 III 篇 – 机构内部服务 
 

 人力资源管理 2 0,25 

财务管理 13 1,62 

知识管理和信息 8 1,29 

第 III 篇小计 23 3,16 

 
 

 第 I、II、III 篇，总计 63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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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聘审计员建议（187 EX/35 Part III）教科文组织恢复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的财务平 

衡，确保账户余额至少达到其须承担的 18 个月的工资额。 

6.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有 2 550 万美元的准备金。不过，应该指

出的是，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余额包括 2015 年拨付、但并未全部支出的 2014 年回收款

以及 2015 年回收并将在 2016 年分配的 680 万美元的一部分。鉴于预算外项目增加，将在

2016 年对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进行审查，了解对预算外项目的行政支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

在由信托基金管理费账户支付的费用中，及其对将产生的准备金数额的相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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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2015 年 8 月 27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总干事关于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的报告 

第 V 部分 

人力资源问题 

概 要 

本文件的目的是向执行局委员通报在落实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 

本文件载有与以下人力资源问题有关的信息： 

A.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与性别平衡 

依据：第 195 EX/5(V,A)号决定，第 37 C/74 号决议，第 192 EX/5(IV,A)号决定 

背景：依据第 195 EX/5(V,A)和 192 EX/5(IV,A)号决定，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

议提交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情况与所取得成果

的全面报告。 

目的：告知执行局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趋势。

其详细信息载于第 38 C/INF.4 号文件。 

B. 总干事关于 2014 年顾问合同的使用情况以及经修订的个人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员政策的

实施情况的报告 

依据第 171 EX/35 和 195 EX/5(V,B)号决定，总干事提交 2014 年秘书处使用顾问合同

情况的报告。 

在第 195 EX/5(V,B)号决定中，执行局鼓励秘书处继续努力，提高关于顾问合同内容和

所提供服务的信息质量。执行局还重申，在聘请顾问时，需要确保在同等资格条件下

实现更加广泛的地域分布和更好的性别平衡。 

所汇报的活动对财务和行政的影响未超出现行 C/5 号文件的规定范围。 

C. 总干事关于 2011-2016 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重点问题和相关行动计划的报告 

依据第 196 EX/23(III)号决定，总干事提交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重点问题和相关行

动计划的报告。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见第 73 段建议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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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与性别平衡 

（第 192 EX/5(IV,A)号决定、第 37 C/74 号决议和第 195 EX/5(V,A)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引 言 

1. 本文件是依据第 192 EX/5(IV,A)和 195 EX/5(V,A)号决定提交的，决定要求总干事向执

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和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情况与

成果、所取得的成果和高级管理层实现性别平衡情况的全面报告。 

2. 为使分发给理事机构的文件合理化，本报告（197 EX/5）将作为信息文件（38 C/ 

INF 4）提交给大会。本报告涉及地域分配（第 I 部分）和工作人员的性别平衡（第 II 部

分），并介绍最新进展情况，包括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的趋势和统计数据。原先载于主要

文件的详细表格和行动计划将载于第 38 C/INF.4 号文件，该文件可在网上查阅。 

第 I 部分--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 

地域配额计算方法 

3. 地域分配适用于担任按地域分配职位的国际专业人员，也就是由教科文组织正常计划

出资的常设职位。地域配额计算方法于 2003 年由大会通过 1
，载于第 38 C/INF.4 号文件中。 

总体状况 

4. 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教科文组织

共有 195 个会员国，在秘书处任职的工作

人员来自其中 153 个（78%）。 

5. 表 1 显示，有 70 个会员国（36%）

任职人数正常；17 个会员国（8%）任职人

数过高，66 个会员国（34%）任职人数不

足，42 个会员国（22%）无任职人员。按

国家分列的详细信息和会员国占任职人数

情况的完整名单列在第 38 C/INF.4 号文件

的附件 III、附件 IV 和附件 V 中。 
 

表 1：会员国任职人数情况 

 

会员国数量 

任职人数情况 2013 年 6月 1 日 2015 年 6月 1 日 

任职人数正常 64 (33%) 70 (36%) 

任职人数过高 27 (14%) 17 (8%) 

任职人数不足 66 (34%) 66 (34%) 

有任职人员的会员国总数 157 (81%) 153 (78%) 

无任职人员 38 (19%) 42 (22%) 

会员国总数 195 195 

                                                
1  第 32 C/71 号决议，总干事关于工作人员地域分配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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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1 日会员国任职人数的变化情况 

6. 总体而言，会员国代表性的总体水平自 2013 年 6 月 1 日以来有所下降，有任职人员的

会员国从 157 个减少至 153 个，相当于减少了 3 个百分点，从 2013 年 6 月的 81%降至 2015

年 6 月的 78%。与此同时，任职人数正常的会员国数量从 2013 年 6 月的 64 个增长到 2015

年 6 月的 70 个。 

7. 同期，任职人数过高的会员

国数量急剧减少，从 27 个降至 17

个；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数量

不变（66 个）；而无任职人员的

国家增加了 4 个（从 2013 年 6 月

的 38 个增长至 2015 年 6 月的 42

个）。 

表 2：地域分配情况的变化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  

 

8. 这一趋势可能是由于本双年度因财政困难聘用人数有限造成的。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所公开招聘和填补的 56 个按地域分配的职位中，17 个（30%）聘用了外部人员，39

个（70%）聘用了内部人员。而且，从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有 110 名担任按地域分

配职位的工作人员离开本组织（包括 53 人退休，21 人协商离职，15 人辞职）。 

实现 85%的会员国有任职人员的目标的进展情况 

9. 总体上看，无法实现 2011 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确定的到 2016 年 85%的会员国在秘书

处有任职人员的目标。在 2012 年 1 月以前取得了一些进步，代表率达到了 83%。但是，每

增长一个百分点都需要从没有任职人员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进行外部招聘。自 2012 年起

招聘减缓，青年专业人员计划（YPP）也暂停了，因此这样的代表水平很难维持。如下文第

12 段所述，青年专业人员计划（YPP）于 2015 年重启，有望提高有任职人员会员国的比例。

但是，鉴于现状，到 2016 年难以实现 85%的目标率。 

64 (33%) 

72 (37%) 70 (36%) 

27 (14%) 
18 (9%) 17 (8%) 

66 (34%) 

64 (33%) 66 (34%) 

38 (19%) 42 (21%) 
42 (22%) 

1 June 2013 1 June 2014 1 June 2015

任职人数正常 任职人数过高 任职人数不足 无任职人员 

 2013 年 6月 1日 2014 年 6月 1日       2015 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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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任职人数正常的国家最初有所下降（从 80 个减至

64 个），但是自 2013 年 6 月起，任职人数正常的国家数又有所提升，增至 70 个。 

改善地域分配情况而的措施 

11. 执行局第一九五届会议要求秘书处制定并强化相关机制和战略，以改善各个等级的地

域分配，特别是无任职人员和任职人数不足国家的情况。 

12. 青年专业人员计划是最有效的机制之一。教科文组织实施该计划多年，但 2013/14 年期

间，由于预算困难、空缺职位不足，该计划暂停实施。2015 年，青年专业人员计划又重新

启动，有 10 个按地域分配的职位（P-1/P-2）专门面向无任职人员或任职人数不足会员国的

候选人。人力资源管理局 2015 年 4 月参加了由对外关系与公众宣传部门（ERI）召开的教科

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会议，宣布 2015 年开始接受青年专业人员计划申请，并与相关会员国全

国委员会秘书长建立了直接联系。候选人遴选工作将于 2015 年秋季进行，青年专业人员

2016 年初即能加入本组织。总部外办事处主任也应协助传播关于 2015 年青年专业人员计划

的信息，并帮助全国委员会确定合格的候选人。 

13. 还采取了一些其他举措，以增加无任职人员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潜在的外部招聘候

选人的数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卡塔尔开展了外联活动，还主办了中国和新加坡的培训计

划。人力资源管理局于 2014 年和 2015 年 3 月两次到洛桑（瑞士）参加国际人才招聘会，并

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在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国际学生计划）进行宣讲。另外，还为

目标国家的全国委员会和常驻代表团举行了专门吹风会，介绍收集和提交合格申请的最佳模

式。教科文组织的空缺职位也在联合国共同系统内公布。 

14. 改善地域分配行动计划将于 2016 年结束。2016 年期间，秘书处将审查该计划，并提出

改善秘书处地域分配的具体战略。 

各地区组的地域分配情况 

15. 各会员国单独配额原则是本组织唯一的官方标准。按照地区组介绍情况是本报告的惯

常做法，共目的只是说明情况。各地区组的系数计算方式是将该地区组中各会员国配额上限

值和下限值分别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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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 6 月以来的变化情况 

16. 如表 3 所示，第 II 组、第 III 组、第 IV 组和第 V（a）组低于最低指数。第 V（a）组

2013 年 6 月时还高于最低指数，但 2013 年 6 月后减少了 19 个名额，降至最低指数以下。第

I组和第 V（b）组分别减少了 23 个和 10 个名额，但仍保持在指数范围内。 

表 3：按地区组分列的地域分配变化情况（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 

地区组* 
2015 年 6 月指数 

2013 年 6月 1 日 2015 年 6月 1 日 自 2013 年 6月以来的

变化情况 状况 
最低 最高 

第 I组 176 300 253 (37%) 230 (38%) -23 

 
指数范围之内 

第 II组 61 112 60 (9%) 59 (10%) -1 低于最低指数 

第 III组 81 153 64 (9%) 59 (10%) -5 低于最低指数 

第 IV 组 151 270 125 (19%) 114 (19%) -11 低于最低指数 

第 V(a)组 97 190 112 (17%) 93 (15%) -19 低于最低指数 

第 V(b)组 45 82 60 (9%) 50 (8%) -10 指数范围之内 

* 选举组：第 I组：欧洲和北美；第 II组：东欧； 第 III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第 IV 组：亚洲及太平洋；第 V(a)组：非洲；第 V(b)
组：阿拉伯国家 

表 4：各地区组无任职人员和任职人数不足的 

会员国数量 

地区组* 会员国总数 
无任职人员和任职

人数不足的会员国

数量和所占比例 

第 I组 27 11 (41%) 

第 II组 25 11 (44%) 

第 III组 33 21 (64%) 

第 IV 组 44 31 (70%) 

第 V(a)组 47 24 (51%) 

第 V(b)组 19 10 (53%) 

总计 195 108 (55%) 
 

17. 表 4 显示出，在所有地区组，包括在指数

范围内的地区组，都有无任职人员或任职人数不

足的国家。第 IV 组无任职人员或任职人数不足

国家的数量最多（31 个），第 V(a)组和第 III 组

紧随其后（分别为 24 个和 21 个）。在第 I 组、

第 II 组和第 V（b）组中，无任职人员和任职人

数不足的国家为 10 到 11 个。 

各地区组主任及以上职类的地域分配情况 

18. 由于主任级的职位减少，加之退休人数较多，主任级地域分配职位由 2013 年 6 月的 72

个下降到 2015 年 6 月的 57 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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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 V(a)组和第 I组减少量最多（第 V(a)组减少 9 个地域分配职位，第 I组减少 7 个）。

第 IV 组减少了 1 名主任级工作人员。第 V(b)组增加了 2 名主任级工作人员。第 II组和第 III

组按地域分配的主任级职位数量保持不变。 

表 5：各地区组主任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情况-- 

从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的变化情况 

 

2013 年 6 月 1 日 2015 年 6 月 1 日 
自 2013 年 6 月 1 日

以来的变化 地区组 主任及 
以上职级 % 主任及 

以上职级 % 

第 I 组 32 44% 25 44% -7 

第 II 组 4 6% 4 7% 0 

第 III 组 6 8% 6 11% 0 

第 IV 组 10 14% 9 16% -1 

第 V(a)组 16 22% 7 12% -9 

第 V(b)组 4 6% 6 10% +2 

总计 72 100% 57 100% -15 

采用职位加权法计算的地域分配情况 

20. 大会第 32 C/71 号决议请总干事汇报采用职位加权法计算并按职级和每个会员国分列的

在秘书处工作人员地域分配情况。详情见第 38 C/INF.4 号文件。第 II 部分--工作人员的性别

平衡情况 

21. 本报告这一部分介绍秘书处性别平衡的最新情况和《性别均衡行动计划》的进展报 

告。该计划旨在到 2015 年实现女性在高级管理层（D-1 及以上职级）的占比达到 50%的目

标。 

22. 本报告涵盖的工作人员数目多于地域分配情况报告中的人数，因为性别统计数据不论

资金来源，涵盖了所有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人员；而地域分配数据则限于属于正常计划职位

（RP）的按地域分配的职位。因此，主任的性别数据包括了由预算外资金资助的主任职位，

例如第 1 类机构的主任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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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报告：主任及以上职级的性别平衡情况  

23. 自 2013 年 6 月以来，女性在高级管理层中所占名额稳步增加，担任主任职务的女性比

例提高了 4 个百分点，从 2013 年 6 月的 32%提高至 2015 年 6 月的 36%（见表 6）。  

24. 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男性主任数量减少（2015 年 6 月为 46 名，而 2013 年 6 月为 59

名），而女性主任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从 2013 年 6 月的 28 名稍减至 2015 年 6 月 1 日的 26

名）。由于 2014/2015 年财务困难，《行动计划》中的部分举措减缓或暂停实施，特别是培

训举措。《性别均衡行动计划》的详细情况载于第 38 C/INF.4 号文件附件 VIII。 

表 6：按职级分列的主任及以上职级的性别平衡情况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1 日（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资金） 

 2013 年 6月 1 日 
 

2015 年 6月 1 日  女性占比的

变化  
 

女

性 
女性所占
百分比 

男性 男性所占
百分比 总计    女性 女性所占

百分比 男性 男性所占
百分比 总计  

副总干事   - - 1 100% 1   - - 1 100% 1  - 

助理总干事   5 45% 6 55% 11  3 37% 5 63% 8  - 8 

D-2   9 39% 14 61% 23  10 56% 8 44% 18  + 17 

D-1   14 27% 38 73% 52  13 29% 32 71% 45  + 2 

总计 28 32% 59 68% 87  26 36% 46 64% 72  + 4 

专业级别及以上职位的性别平衡情况  

25. 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教科文组织专业级别及以上职位（P/D）已实现性别均衡（即

男女各占 50%）。在这方面，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机构中排名靠前 2。总体而言，在专业类

（P）职位中，女性略占多数（51%）。初级职位中，女性占大多数，P-1/P-2 级为 61%，P-3

级为 52%。在P-4 和P-5 级中，女性占比分别为 47%和 35%。 

  

                                                
2  根据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行政首长协调会数据，12 个 P/D 级人数最多的机构依次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

署、世卫组织、难民署、粮食署、粮农组织、原子能机构、教科文组织、劳工组织、人口基金和知识产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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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按职级分列的专业职类性别平衡情况 

正常计划和预算外资金（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1 日） 

 2013 年 6月 1 日  2015 年 6月 1 日  女性占比

的变化 
 女性 

女性所占
百分比 

男性 
男性所占
百分比 

总计   女性 
女性所占

百分比 
男性 

男性所占

百分比 
总计  

副总干事  - - 1 100% 1  - - 1 100% 1  - 

助理总干事  5 45% 6 55% 11  3 37% 5 63% 8  - 8 

D-2   9 39% 14 61% 23  10 56% 8 44% 18  + 17 

D-1   14 27% 38 73% 52  13 29% 32 71% 45  + 2 

总计 28 32% 59 68% 87  26 36% 46 64% 72  + 4 

              P-5   54 38% 87 62% 141  46 35% 85 65% 131  - 3 

P-4   103 47% 115 53% 218  109 47% 122 53% 231  - 

P-3   150 55% 123 45% 273  167 52% 154 48% 321  - 3 

P-1/P-2   105 64% 60 36% 165  137 61% 86 39% 223  - 3 

P 级总计 412 52% 385 48% 797  459 51% 447 49% 906  - 1 

              
D/P 级总计 440 50% 444 50% 884  485 50% 493 50% 978  - 

第 III 部分--结论 

26. 共有 153 个会员国在秘书处有任职人员（占全部会员国的 78%）。虽然这样的地域代

表性水平仍然很高，但自 2013 年 6 月以来有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离职人数较多（退休

和协商离职），而外部招聘较少。要朝 85%的目标迈进，就需要作出持续努力，招聘无任职

人员和任职人数不足国家的候选人。在这方面，2015 年 4 月青年专业人员计划的重启将有助

于改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因为 10 名来自无任职人员和任职人数不足国家的青年专业人

员将于 2016 年加入本组织。2016 年还将制订一项新的改善地域分配的行动计划。 

27. 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级（P 级/D 级）已实现了性别平衡（50%女

性/50%男性）。在高级管理级别已取得了巨大进展，2015 年 6 月担任主任职务的女性占

36%。而 2009 年这一比例仅为 22%。2015 年底将有 9 名男性主任退休。在继续努力实现性

别平衡目标之时，这是一个改善性别平衡的契机。将与性别平等处密切合作，制订一项新的

行动计划，作为现有行动计划（2008-2015 年）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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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总干事关于 2014 年顾问合同的使用情况以及经修订的个人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员政策的

实施情况的报告 

（第 195 EX/5(V,B)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引 言 

28. 教科文组织使用的标准服务合同有三类；与营利组织之间的合同、与非营利组织之间

的合同以及与个人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员之间的合同。 

29. 本报告涉及与个人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员之间的合同，他们以顾问或咨询身份受聘于教

科文组织，或负责提供特定服务或产品所需的技能、知识和专门技术。 

政策实施的最新情况 

30. 现行有关个人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政策是 2012 年 2 月出台的。该政策除其他外，回

应了外聘审计员的建议 3，特别是关于加强竞争性选拔程序和澄清豁免使用情况的建议。该

政策还推出了针对作为个人的作者、摄影师和影视制作专业人员的新合同模式。同年开始使

用一种信息技术工具（BI），以便于追踪以临时助理合同聘用的工作人员，这也是根据外聘

审计员的建议采用的。该工具使人力资源管理局能够发现教科文组织以连续临时合同聘用的

个人。此后，已要求各部门和办事处在聘用临时助理人员时找到更适宜的合同安排。    

特别措施 

31. 总干事于 2013 年 3 月批准的特别措施继续实施，根据该措施，曾指示各个部门、局和

总部外办事处将所有新顾问合同费用减少 20%。自 2012 年以来，该措施已使合同费用的平

均金额有所下降（见表 6，附件 I）。费率的表述仍用“最高至”这样的措辞，为管理人员

提供设定适宜报酬的灵活性，从而通过协商，在考虑到特定情况和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

确保获得所需要的经验、专门技术和服务质量。 

  

                                                
3  第 182 EX/46 号文件：外聘审计员关于本组织使用临时合同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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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顾问合同的数据和趋势 

32. 这一部分介绍了 2008 至 2014 年间在总部和总部外办事处签发的顾问合同数据。下文

将列出重点数据和表格，附件 I 载有更详细的图与表。与以往报告一样，为了让人们更清晰

地了解整个总部外办事处所签发的合同情况，单列了由巴西利亚办事处所签发的合同数据

（附件 II）。 

个人顾问合同的数量 

33. 2014 年顾问合同总数比 2013 年高 5%，总部高 23%，总部外低 5%（表 1）。总部外办

事处占 2014 年签发合同数的 59%（2013 年为 65%）。表 1b 列示了前三个双年度签发个人

顾问合同的总数。 

表 1：个人顾问合同数量：2008—2014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3-2014 年 
的变化 

总部 1267 1523 1248 1084 840 1111 1368 23% 

总部% 41% 46% 37% 31% 33% 35% 41%  
总部外* 1808 1807 2107 2417 1741 2109 2005 -5% 

总部外% 59% 54% 63% 69% 67% 65% 59%  
         
总计 3075 3330 3355 3501 2581 3220 3373 5% 

表 1b：个人顾问合同数量：各双年度 

 2008/09 年 2010/11 年 2012/13 年 2010/11 年-2012/13 年

的变化 

总部 2790 2332 1951 -16% 
总部% 44% 34% 34%   
总部外* 3615 4524 3850 -15% 
总部外% 56% 66% 66%   
     
总计 6405 6856 5801 -15% 

*  未计入巴西利亚办事处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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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顾问人数  

34. 2014 年教科文组织聘用的顾问总数比 2013 年低 3%（总部高 1%，总部外低 5%（表

2））。总部外办事处占 2014 年受聘个人顾问人数的 67%。表 2b 列示了前三个双年度的个

人顾问总数。 

表 2：个人顾问人数：2008—2014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3-2014
年的变化 

总部 825 1001 800 699 549 750 755 1% 

总部% 35% 40% 32% 26% 29% 32% 33%  
总部外* 1509 1512 1689 1981 1349 1626 1549 -5% 

总部外% 65% 60% 68% 74% 71% 68% 67%  
         
总计 2334 2513 2489 2680 1898 2376 2304 -3% 

表 2b：个人顾问人数：各双年度 

 2008/9 年 2010/11 年 2012/13 年 2010/11 年-2012/13 年

的变化 

总部 1826 1499 1294 -14% 
总部% 38% 29% 29%   
总部外* 3021 3670 2960 -19% 
总部外% 62% 71% 71%   
     总计 4847 5169 4254 -18% 

* 未计入巴西利亚办事处的数据 

个人顾问合同的支出 

35. 2014 年个人顾问合同的总支出比 2013 年高 22%（总部高 32%，总部外高 17%（表

3））。总部外办事处占 2014 年总体顾问合同支出的 60%。表 3b 列示了前三个双年度个人

顾问合同支出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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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顾问合同的支出：2008—2014 年（百万美元）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3-2014 年

的变化 

总部 9,550 11,192 10,150 8,743 6,765 8,011 8,900 32% 

总部% 53% 51% 42% 36% 37% 39% 40%   

总部外* 8,437 10,752 14,210 15,747 11,575 12,486 13,499 17% 

总部外% 47% 49% 58% 64% 63% 61% 60%   

          

总计 17,987 21,944 24,360 24,490 18,340 20,497 22,399 22% 

表 3b：顾问合同的支出（百万美元）：各双年度 

 2008/09 年 2010/11 年 2012/13 年 2010/11 年-2012/13 年

的变化 

总部 20,742 18,893 14,776 -22% 
总部% 52% 39% 38%   
总部外* 19,189 29,957 24,061 -20% 
总部外% 48% 61% 62%   
     总计 39,931 48,850 38,838 -20% 

* 未计入巴西利亚办事处的数据 

合同资金来源 

36. 由正常计划（RP）资助的顾问合同支出在 2013 至 2014 年间增长了 73%（总部 73%，

总部外 33%），从 370 万美元增至 550 万美元。由预算外资金（EXB）资助的合同支出在

2014 年基本持平（总部减少 3%，总部外增加 3%），占 2014 年顾问合同总体支出的 76%

（2013 年占 82%，2012 年占 88%，2011 年占 46%）（表 4）。 

表 4：按资金来源划分的顾问合同支出：2013 年和 2014 年（百万美元） 

 

* 未计入巴西利亚办事处的数据 

2013年 2014
正常计划 占正常计划% 预算外 占预算外% 总计 正常计划 占正常计划% 预算外 占预算外% 总计 正常计划 预算外

总部 1,522 19% 6,490 81% 8,011 2,633 30% 6,267 70% 8,900 73% -3%
总部外* 2,130 17% 10,356 83% 12,486 2,842 21% 10,657 79% 13,499 33% 3%
总计 3,651 18% 16,846 82% 20,497 5,475 24% 16,924 76% 22,399 50% 0%

2013-2014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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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额划分的合同 

37. 总部和总部外的大多数顾问合同继续在 10000 美元以下：2014 年分别占顾问合同的 

77%和 82%，而 2013 年则分别占 75%和 84%。2014 年签发了 19 份金额在 50000 美元以上

的合同（不到总数的 1%），2013 年签发 23 份；其中总部签发了 2 份，总部外签发 17 份

（见附件 I，表 5）。 

38. 总部签发的个人顾问合同的平均金额在 2013 至 2014 年间下降了 10%（降至 6506 美

元），总部外同期上升 14%（升至 6733 美元）（未计入巴西利亚办事处）（见附件 I，表

6）。 

合同期限 

39. 大多数顾问合同都是短期合同，通常不足三个月。附件 I 的表 7 显示，2014 年总部所

签合同有 74%的合同期限不足三个月，而总部外所签合同则有 73%的合同期限不足三个月。

2013 年，这两项数据分别为 73%和 77%。2014 年，总部和总部外分别有 8%的合同为期六个

月以上。 

总部和总部外按部门/局划分的合同 

40. 总部的大部分顾问支出继续为教科文组织计划直接提供支持（见附件 I，表 8）。2014

年，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占了总部总支出的 80%，而

2013 年这一比例为 83%，其中的三个部门（文化、教育和科学）占了 2014 年所签合同的

68%，占总支出的 67%。 

41. 2014 年，在总部外办事处，教育部门相关活动占总部外顾问合同总支出的 54%，而

2013 年这一比例为 49%。三个部门（文化、教育和科学）占总支出的 86%，而 2013 年这一

比例为 87%。 

42. 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将以 INF 文件的形式公布按活动的专题领域列示的顾问合同支

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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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国籍与退休工作人员 

43. 顾问政策要求招聘管理人员在候选人具有同等能力的情况下，适当考虑性别和地域平

衡问题。还鼓励管理人员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当地项目寻找当地的专门技术。此外，如果打

算向教科文组织前任工作人员签发合同，则需要获得助理总干事、局/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

的批准。  

44. 在总部和总部外的合并数据中，2014 年获得合同的顾问中有 32%来自第 I 组国家

（2013 年为 33%）。15%来自第 V 组（非洲），17%来自第 IV 组，11%来自第 V 组（阿拉

伯），19%来自第 III 组，6%来自第 II组（见附件 I，表 9）。 

45. 在总部，2014 年获得合同的顾问中，59%来自第 I 组国家（与 2013 年相同）；他们占

总支出的 62%（2013 年为 58%）。在总部外，2014 年获得合同的顾问中，19%来自第 I 组

国家（2013 年为 21%）；他们占总支出的 33%（2013 年为 36%）。2014 年，有 19%的顾问

来自第 V 组（非洲），19%来自第 IV 组，13%来自第 V 组（阿拉伯），24%来自第 III 组，

6%来自第 II组。 

46. 附件 I的表 10 按合同发放办事处所在组别列出了 2014 年所聘顾问的国籍，这证实了为

地方项目就地招聘人员的做法。在第 I 组国家各办事处所聘用的顾问中，有 65%的顾问为第

I 组国家的国民。其他地区的百分比则介于 64%至 95%之间：例如，在第 V 组（阿拉伯）中，

有 64%的受聘顾问为第 V 组（阿拉伯）国家的国民，而在第 II 组各办事处聘用的顾问中，

95%的受聘顾问均为第 II组国家的国民。 

47. 2014 年受聘于总部的顾问中有 46%为女性（2013 年为 45%）。同年，总部外办事处的

相应数字为 41%（2013 年为 34%）。从总体上看，2014 年有 43%的受聘顾问为女性（2013

年为 37%）（见附件 I，表 11）。 

退休工作人员 

48. 2014 年，获得顾问合同的退休工作人员人数大大减少，从 2013 年的 40 名降至 2014 年

的 22 名，其中总部 13 名（总开支 10.5 万美元），总部外 9 名（总开支 4.5 万美元）。从总

体上看，2014 年总部和总部外办事处的退休工作人员占全部受聘顾问的 1%，全部支出的

1%，2013 年分别为 2%和 2%（见附件 I，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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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元顾问合同 

49. 一美元合同颁发给那些因特别代表性义务而受聘的个人或前任工作人员，以确保专门

技术和机构记忆的顺利过渡。所有一美元合同都必须事先征得总干事办公室的同意。  

50. 2014 年，总部共向 5 名人员颁发了一美元合同（文化部门 1 人，自然科学部门 1 人，

总干事办公室 3 人），而 2013 年为 6 人。  

对财务和行政的影响 

51. 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产生任何财务或行政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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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总干事关于 2011-2016 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重点问题和相关行动计划的报告 

（第 196 EX/23 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引 言 

52. 2015 年 4 月，在审议《对职位、人员编制和能力的前瞻性管理的审计报告》的背景 

下，执行局第一九五届会议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九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解决 2011--2016

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中重点问题的、有时限和成本概算的经修订的行动计划，其中应考虑到

外聘审计员的所有建议。 

53. 执行局还要求总干事于 2016 年春向其第一九九届会议提交 2017--2022 年对职位、人员

编制和能力的前瞻性管理的初步建议，其中应考虑到外聘审计员的建议以及人事和支助服务

审查的结论。 

实施行动计划的最新进展  

54. 第 38 C/INF 13 号文件载有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最新进展。虽然一些

流程得到了改善，制订和更新了一些政策，但出于预算原因，部分活动还是被推迟或减缓。

受影响最大的是外联活动、学习与发展以及人力资源规划。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重点问题 

55. 2015-2016 年，重点领域是学习与发展和人力资源规划。 

学习与发展 

56. 人力资源战略的关键目标之一是提高学习机会的质量和数量，以保证教科文组织拥有

一支能力强、技能熟练的员工队伍。人力资源战略确定的重点领域是执行计划所需的关键通

用技能，如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合作能力。  

57. 自 2012 年以来，教科文组织不再设立机构内部学习预算（2010-2011 年学习预算为 470

万美元），培训团队的能力也有所削减。因此，机构内部学习活动已经中止。在财务管理局

的倡议下，制订了一些基本的财务管理培训计划并在总部外办事处实施，以培养和加强总部

外员工的财务和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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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近期与关键利益攸关方（计划部门、机构内部服务和总部外办事处）共同开展的需求

评估确认了提高计划工作人员能力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在总部外办事处。也需要在下列领域

制订和实施学习计划：资源动员、成果传播和宣传以及项目管理。另外，还亟需制订一份结

构清晰的最新入职培训计划。 

59. 因此，建议优先满足计划工作人员的学习需求，目标是培养和加强执行计划的能力。

因此，根据资金情况，人力资源管理局建议与该项工作的负责部门（公共信息部门和战略规

划编制局）密切合作开发混合模块，将电子学习与讲习班相结合。在项目管理方面，人力资

源管理局将与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KMI）合作，后者正在举办 Prince 2 讲习班。入职培

训将是一种混合的计划（电子学习与面对面讲授相结合），重点是入职前和入职几个月后应

完成的事项。就此起草了一份框架草案。将最大限度地利用通过联合国学习网络与本组织保

持了密切联系的联合国其他机构制作的学习资源（特别是电子学习资源）。 

60. 伦理培训是强制性的，必须继续开展。总部共组织了 6 次讲习班，有 3 个总部外办事

处也组织了讲习班。2015 年底前还计划开展 4 次讲习班（总部 2 次，总部外办事处 2 次）。

2016 年还有更多此类活动。伦理培训，尤其是伦理领袖培训，是人力资源战略捍卫和发扬

核心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关键活动。 

61. 附件 II载有活动建议，还包括费用和时间表。 

人力资源规划  

62. 人力资源规划的目标是预测未来劳动力发展趋势，考虑内部和外部因素，预测人员配

备需求，发现知识和技能的重大缺口，并制订填补缺口的战略（例如招聘、调动、学习和发

展以及合作）。 

63. 2016 年底前的重点工作是制订和开始落实人力资源规划机制，聚焦一些关键职位，但

同时也要为更综合、更全面的人力资源规划奠定基础，使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为 2015 年

后发展议程做好准备，获得必要的技能。后一个目标非常宏伟，需要时间和资源的投入。 

2015--2016 年预测 

64. 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直到 2017 年底）中，教科文组织将有 10%的工作人员退休，

平均更替率为 3%。主任级的退休人数尤其多（28%），而专业工作人员退休比例为 7%。虽



197 EX/5 Part V  -  Page 17 

然意料外的离职难以预知，但在预测时按以往趋势计入一定比例的此类离职还是非常重要的。

在进一步对 2020 年进行规划时，一旦联大确定了生效日期，就需要考虑退休年龄改变（至

65 岁）这一因素，因为如果本应在 60 岁或 62 岁退休的员工决定 65 岁再退休，则会对预测

有所影响。 

65. 2015/16 年，人力资源管理局将重点关注关键且难填补的职位，规范并实施以下人力资

源规划机制： 

• 在预计未来 5 年更替率较高的计划部门和机构内部服务部门中确定关键职能和职

位要求；为这些关键职能开始事先规划，避免职位空缺，保证工作能力的维持。

每个计划部门/服务部门都会收到退休预测报告，人力资源管理局已经开始这项工

作。 

• 确定难以填补的职位，这些职位需要进行事先规划和有针对性的外联工作。 

• 将流动政策全面纳入人力资源规划。 

66. 人力资源管理局还将发起一项关于制订和实施按照行业标准进行“能力评估”的研 

究。评估对象为多年停留在同一岗位的工作人员，包括主管人员在业绩报告中提到的工作人

员，如有要求也可以评估其他员工。研究完成后，一旦得出总成本估算，这种“能力评估”

可于 2016 年开始实施。    

67. 将制订和采用知识转让机制，保证重要信息得到传承和保留，特别是在关键的职能/职

位中。 

2016 年后 

68. 2016 年将规划并启动更全面的技能评估，使之能在 2017 年及以后得到实施。该工作的

目标是批判性地评估为成功实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所需的技能，与现有技能进行对比，以

通过招聘战略、学习与发展以及合作来加强计划实施的能力。 

69. 这种技能评估的对象应该是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工作人员，而不仅是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的工作人员。成果之一将是按专业类别和职能领域对技能缺口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并提出

弥补缺口的战略建议。 



197 EX/5 Part V  -  Page 18 

70. 2015 年将制订一项含有资金要求的项目计划。建议先选定一个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计划部门，针对该部门的部分关键人群开展试点评估。 

71. 外联活动是有效填补职位空缺战略的一部分，将审查外联活动的模式，以保证它们能

够应对挑战。同时也会审查招聘和遴选过程，提高效率和速度。学习战略将优先针对实施计

划所需的通用技能（上文第 58、59 段）。 

72. 按照执行局的要求，总干事将向执行局第一九九届会议提交 2017-2022 年对职位、人员

编制和能力的前瞻性管理的初步建议，该建议将成为一项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会考虑到

外聘审计员的建议以及人事和支助服务审查的结论。 

建议作出的决定 

73. 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A 

执行局， 

1. 忆及第 192 EX/5 (IV, A) 和 195 EX/5 (V, A)号决定， 

2. 忆及最高标准的正直、高效和技术能力仍然是招聘工作的首要标准， 

3. 注意到总干事提供的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工作人员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的情况； 

4. 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九九届会议提交关于秘书处工作人员地域分配的情况说明

和关于在高级别职位实现性别平衡的进展报告，并向执行局第二〇一届会议提交

全面报告； 

5. 请总干事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交有关秘书处工作人员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情

况的全面报告。 

B 

执行局， 

1. 忆及第 195 EX/5 (V, B) 号决定， 

2. 审议了第 197 EX/5 Part V 号文件， 

3. 注意到第 197 EX/5 Part V 号文件所介绍的数据、分析和定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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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励秘书处继续努力，在聘用顾问时，在同等资历的情况下，实现更广泛的地域

分配和更好的性别平衡； 

5. 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二〇〇届会议报告使用顾问的情况以及经修订的关于个人顾

问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政策的实施情况。 

C 

执行局， 

1. 忆及第 196 EX/23 号决定， 

2. 注意到第 197 EX/5 Part V 号文件提供的信息，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重点 

问题； 

3. 请总干事实施拟议的行动计划，并为此寻求很必要的资金； 

4. 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二〇〇届会议提交一份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实施情况的全面报

告，包括一份关于解决行动计划中指出的重点问题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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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ISSUED  
AT HEADQUARTERS AND THE FIELD  

(excluding Brasilia) 

1. Table 1 and chart show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consultant contracts issued at 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 and in the field (excluding Brasilia Office) for each year between 2008 and 2014. 

Table1: Numbers of individual consultant contracts: 2008-201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volution 
2013-2014

HQ 1267 1523 1248 1084 840 1111 1368 23%

% HQ 41% 46% 37% 31% 33% 35% 41%

Field* 1808 1807 2107 2417 1741 2109 2005 -5%

% Field 59% 54% 63% 69% 67% 65% 59%

Total 3075 3330 3355 3501 2581 3220 3373 5%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 267 1 523 1 248 1 084 840 1 111 1 368

1808
1807 2107 2417

1741
2109 2005

Number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year

HQ Cield*
 

 
2. Table 2 and chart show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consultants awarded contracts at 
Headquarters and in the field (excluding Brasilia Office) for each year between 2008 and 2014.  

Table 2: Numbers of individual consultants: 2008-2014 
 

 
* Excluding contracts awarded by Brasilia office. 



197 EX/5 Part V  
Annex I – page 2 

 

3. Table 3 and chart shows overall spending on individual consultant contracts awarded at 
Headquarters and in the field (excluding Brasilia Office) for each year between 2008 and 2014.  

Table 3: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2008-2014 ($mill)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volution 
2013- 2014

HQ 9.550 11.192 10.150 8.743 6.765 8.011 8.900 32%

% HQ 53% 51% 42% 36% 37% 39% 40%

Field* 8.437 10.752 14.210 15.747 11.575 12.486 13.499 17%

% Field 47% 49% 58% 64% 63% 61% 60%

Total 17.987 21.944 24.360 24.490 18.340 20.497 22.399 2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9.55 11.19 10.15 8.74 6.77 8.01 8.90

8.44
10.75 14.21 15.75

11.58
12.49 13.50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mill), by year

HQ C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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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able 4 shows the overall spending on individual consultant contracts awarded at 
Headquarters and in the field (excluding Brasilia Office) in 2013 and 2014 by source of funding.  

Table 4: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source of funding: 2013 and 2014 ($mill) 

2013 2014
RP %RP EXB %EXB Total RP %RP EXB %EXB Total RP EXB

HQ 1.522 19% 6.490 81% 8.011 2.633 30% 6.267 70% 8.900 73% -3%
Field* 2.130 17% 10.356 83% 12.486 2.842 21% 10.657 79% 13.499 33% 3%
Total 3.651 18% 16.846 82% 20.497 5.475 24% 16.924 76% 22.399 50% 0%

Evolution                
2013-2014

 

5. Table 5 and the pie-charts show total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awarded at 
Headquarters and the field (excluding Brasilia Office) in 2013 and 2014, by size of contract. 

Table 5: Number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size of contract: 2013 and 2014 (US dollar) 

HQ Field

2013 % 2014 % 2013 % 2014 %

Less than 5000 590 53% 768 56% 1322 63% 1214 61%
5000 to 9999 244 22% 283 21% 436 21% 412 21%
10000 to 24999 231 21% 272 20% 287 14% 295 15%
25000 to 49999 40 4% 43 3% 47 2% 67 3%
50000 and over 6 1% 2 0% 17 1% 17 1%
Total 1111 100% 1368 100% 2109 100% 2005 100%  

Less than 5000
56%

5000 to 9999
21%

10000 to 24999
20%

25000 to 49999
3%

50000+
0%

% Contracts by size (US$)
HQ 2014

Less than 
5000
61%

5000 to 9999
21%

10000 to 
24999
15%

25000 to 
49999

3% 50000+
1%

% Contracts by size (US$)
Field 2014

 

 

6. Table 6 shows the average amount spent on individual consultant contracts awarded at 
Headquarters and in field offices (excluding Brasilia Office) for each year between 2008 and 2014. 

Table 6: Average amount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2008-201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volution 
2013-2014

HQ 7 537 7 349 8 133 8 066 8 054 7 211 6 506 -10%
Field 4 666 5 950 6 744 6 515 6 649 5 920 6 733 14%
Total 5 849 6 590 7 261 6 995 7 106 6 366 6 6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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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able 7 and the pie-charts show total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awarded at 
Headquarters and in the field (excluding Brasilia Office) in 2013 and 2014, by duration of contract.  

Table 7: Number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duration of contract: 2013 and 2014 

HQ Field
2013 % 2014 % 2013 % 2014 %

Under 1 month 400 36% 615 45% 727 34% 629 31%
1 to 3 months 415 37% 399 29% 909 43% 839 42%
3 to 6 months 220 20% 249 18% 345 16% 368 18%
Over 6 months 76 7% 105 8% 128 6% 169 8%
Total 1111 100% 1368 100% 2109 100% 2005 100%  

Under 1 
month

45%

1 to 3 months
29%

3 to 6 months
18%

Over 6 months
8%

% Contracts by duration 
HQ 2014

Under 1 month
31%

1 to 3 months
42%

3 to 6 months
18%

Over 6 months
9%

% Contracts by duration
Field 2014

 

8. Table 8 shows the number and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in 2013 and 2014 in 
Headquarters, by sector/bureau. Table 8b shows similar data for field offices, by sector/bureau. 

Table 8: Number and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sector/bureau: 2013-2014 (HQ) 

 

(1) ODG, HRM, BFM, BSP, CRP, ETH an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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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b: Number and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sector/bureau: 2013-2014 
(Field*) 

 
* Excluding data for Brasilia Office 

9. Table 9 shows the number and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awarded at Headquarters 
and the field for 2013 and 2014, by regional group of the individual consultant. 

Table 9: Number of consultants and spending on contracts,  
by consultant region: 2013 and 2014 

 

10. Table 10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based on number) issued in 2014 by 
the regional group of the individual consultant and awarding office (Headquarters and field 
combined).  

Table 10: Nationality of consultants hired in 2014 by regional group of awarding office 

I II III IV V(afr) V(arab) Total
I 65% 5% 12% 24% 19% 22% 39%
II 6% 95% 0% 9% 1% 0% 5%
III 7% 0% 88% 0% 1% 0% 16%
IV 10% 0% 0% 65% 2% 10% 16%

V(afr) 4% 0% 0% 1% 72% 3% 13%
V(arab) 7% 0% 0% 0% 5% 64% 10%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Regional 
group of 

Consultant

Regional group in which office is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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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able 11 show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consultants hired in 2013 and 2014 at HQ and field, 
by gender.  

Table 11: Number of consultants hired in 2013 and 2014: by gender 

Excluding data for Brasilia office 

12. Table 12 shows the number and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issued at Headquarters 
and the field in 2012 and 2013 to former UNESCO staff members. 

Table 12: Number and spending on contracts awarded to former staff: 2013 and 2014 

 
* Excluding data for Brasilia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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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CONSULTANT CONTRACTS IN UNESCO BRASILIA OFFICE  

Number and amount  

1. Table A shows that 879 consultant contracts were awarded by Brasilia Office in 2014, 14% 
less than in 2013. Overall spending in 2014 was 34% less than in 2013, at $21,680 million (using 
December 2014 exchange rate).  

Table A 
Number and Amount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Brasilia Office 2008-2014 

 

2. Eight hundred and thirty-eight individual consultants were hired during 2014. Eight hundred 
and thirty-three (99.4%) were nationals of countries in Group III, while 57% were female. 

Source of funds  

3. Table B shows that 99.98% of overall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in 2014 was financed 
from extrabudgetary sources, compared with 99.8% in 2013. 

Table B 
Spending on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source of funding 

Brasilia Office 20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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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s by amount 

4. Table C shows that 61%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awarded in 2014 were less than $25,000 
compared to 46% in 2013; 5% of the contracts were for over $50,000 (7% in 2013).    

Table C 
Number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amount 

Brasilia Office 2013 and 2014 

 

Duration of contracts 

5. Table D shows that 9%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awarded in 2014 were for less than three 
months, compared with 10% in 2013; 60% were for over six months (67% in 2013). 

Table D 
Number of Consultant Contracts by duration 

Brasilia Office 2013 and 2014 

 



 

ANNEX III 
ACTION PLAN – UNESCO HR STRATEGY FOR 2011-2016  

(REVISED ACTION PLAN WITH PRIORITY ISSUES) 

 

 

 
OBJECTIVE 1 

ENHANCED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RAINING OFFER 
TO ENSURE UNESCO HAS A CAPABLE AND SKILLED WORKFORCE. 

 
TRAINING/CAREER SUPPORT 

DELIVERABLE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SPONSIBLE ESTIMATED COST 

(in thousands US$) 
HRM Managers Staff 2015 2016 Total 

1. Focus on Programme Specialists to 
enhance programme delivery by 
developing key  skills in the areas of: 

All actions are subject to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formative evaluation, in addition 
to specific KPIs:        

1.1. Project Management 1.1. Curriculum developed and tested 
with key stakeholders. Plan 
established for roll-out to target 
learners. 

Q4 2016 X    78 78 

1.2. Communication for Results 1.2. Modules identified.  Minimum of 2 
modules designed and piloted.   Q3 2016 X   10 40 50 

1.3. Resource Mobilization 1.3. Online learning strategy identified 
with BSP/CFS. Targeted 
materials re-created in digital 
format. Digital materials piloted 
and rolled-out 

Q4 2016 X   10 20 30 

2. Develop Induction Programme for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new recruits. 

2. No. of staff attending face-to-face 
/virtual Induction Programme. Q4 2015 X X  15 40 55 

3. Implement Mentoring Scheme 3. Pilot scheme completed. % of staff 
reporting satisfactory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Q2 2016 X   0 0 0 

197 E
X/5 P

art V 
A

nnex III 



 

 

 
OBJECTIVE 2 

A MOTIVATED WORKFORCE, WITH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DEVELOPMENT/GROWTH. 

 
TRAINING/CAREER SUPPORT 

DELIVERABLE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SPONSIBLE ESTIMATED COST 

(in thousands US$) 
HRM Managers Staff 2015 2016 Total 

1. Reinforce career support role of 
learning team. Provide career advice 
and briefings, including one-to-one 
support. 

Reported satisfaction of staff consulting 
learning team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dvice. Q4 2015 X   0 0 0 

 
OBJECTIVE 3 

IMPLEMENT AN EFFECTIVE HR PLANNING. 
 

TRAINING/CAREER SUPPORT 
DELIVERABLE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SPONSIBLE ESTIMATED COST 
(in thousands US$) 

HRM Managers Staff 2015 2016 Total 
1. Reinforce HR planning process for 

key posts held by staff approaching 
retirement (~10% by Q4 2017). 

Handover efficiency. Reduction in number 
of posts vacant after retirement. Posts 
advertised 12 months before vacancy. Q2 2016 X X  0 0 0 

2. Carry out targeted skills assessment 
(“bilan de compétence”) for staff in situ 
for 10+ years. 

a. Feasibility study to identify 
methodology & approach for 
Headquarters and field. 

b. Pilot targeted skills 
assessment. 

Feasibility study competed. Skills 
assessment completed. Action plan for 
staff established. 

a. Q3 2016 
 

b. Q4 2016 
X X  0 

2a. 6 
 

2b. 
TBC 

6 

3. Pilot Organization-wide skills 
assessment with a Programme  
Sector, to identify current and 
projected skills gaps. 

Pilot skills assessment completed. 

Q4 2016 X X X 0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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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PLAN 
UNESCO HR Strategy for 2011-2016 

(Progress Report) 
 

 

OBJECTIVE 1 
IMPROVE THE DELIVERY CAPACITY OF UNESCO. 

 
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1. More qualified 
candidates 
attracted and 
recruited in 
UNESCO 

1.  Enhance  outreach for  
qualified candidates (through 
job fairs, universities, United 
Nations networks) 

Candidates pools set up 
Q2 2012 
Partially 

postponed 

X   

This activity  
- suspended until mid-2014  
- resumed with some outreach missions, 
notably in China, Qatar. HRM also 
participated in 2014 and 2015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b fairs 
organized by the Swiss Government in 
Lausanne and took part in a workshop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ogramme at 
the 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France).    
The set-up of candidates’ pools was 
suspended; this is being reconsidered    

2.  Set up candidates pools of 
external candidates shortlisted 
but not selected, to notify of 
future vacancies in the 
Organization X   

3. Identify critical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needed (such 
as management; 
partnerships), develop 
protocols for competency-
based interviews and provide 
training/briefing to hiring 
managers on a systematic 
basis 

Competency-based interviews 
applied to all interviewed candidates 

Q1 2012 
 X X  

A competency project has been initiated 
in HRM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a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UNESCO by 
end of 2015. Competency-based 
interviews will be piloted and rolled out 
towards end of 2015, with systematic 
training and briefings of hiring managers.  

4.  Check references 
systematically and ensure 
traceability 

 Q1 2011 X X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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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2. Efficient, rapid, 
cost-effective and 
transparent 
recruitment 
process 

5.  Develop new vacancy 
notices format with attractive 
and informative content 

Average % of candidates screened 
in/out 

Q3 2011 X   Implemented. 

6.  Set up more attractive, 
informative and user-friendly 
website (Intranet/Internet) 

Q4 2011 
 X   

Implemented. Website launched in 
October 2012. The website requires 
updating, which will be undertaken in 
2015/16.  

7.  Implement e-recruitment 
for pre-selection and rosters 

Q4 2011 
Q1 2012 X   Implemented.  

8.  Revise job descriptions 
(JD), implement generic JDs 
where appropriate and provide 
training/advice on JD writing 

 Q2 2012 
End 2013 X X  

- Within the past 4 years, generic JD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Headquarters-based Programme 
Specialists posts in 2 Programme 
Sectors (ED and SHS), Desk Officer 
posts in ERI, Functional Specialist 
posts in KMI, support posts based in 
the field (i.e. drivers,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and programme assistant 
posts (both field and Headquarters). 
These JDs are applicable to around 
460 posts.  
- Training on JD writing was 
conducted in 2011 for HR/AO staff at 
Headquarters. Guidance, assistance 
and advice are provided on a case-by-
case basis to managers and 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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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3. Enhanced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raining offer  to 
ensure UNESCO 
has a capable and 
skilled workforce 

 

9.  Develop and implement 
new learning strategy % of staff trained;  2014-2015 X X  On hold (training budget suspended 

since 2012) 

10.  Conduct needs 
assessment an re-focus 
training offer on key generic 
skills needed for programme 
delivery (managerial skills, 
project management, 
partnering skills) 

Number of days training per staff; % 
of staff satisfied with 
quality/quantity/relevance of training 
(through global staff survey);  
number of new training initiatives 
implemented 
Feedback through end training 
survey 

2014-2015 X  

 

On hold until 2015; in May 2015, 
learning needs consultations were 
done and future training offers will be 
more focused on needs identified. 

11.  Implement new modalities 
of training: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external offer for specific 
skills; short-term assignments 
piloted; use of e-learning 
maximized  

   

New platform with e-learning modules 
was launched in 2nd Q. 2013.  
Staff is regularly advised and informed 
on the use of innovative e-learning, 
e.g. MOOCs.  

12.  Review rol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       This review is ongoing.  

13.  Review allocation 
mechanisms of training budget 
to Sectors/Bureaux and FOs  

 2013-2014 X   On hold Training budget for 2012-
2013 and 2014-2015 was not received 

14.  Evaluate induction training 
for new recruits and improve 
as required  

 2013-2014  X  Under development. Target date for 
launching 4th Q 2015-1st Q 2016  

15.  Implement mentoring 
scheme  2013-2014  X  Und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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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4. A motivated 
workforce, with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development/ 
growth and 
recognition 

16.  Implement staff 
development reviews with staff 
who have performed the same 
functions for an extensive 
number of years (5 years or 
more); explore and enhance 
mobility opportunities 

% of staff performing the same 
functions for an extensive number of 
years who have been assigned new 
functions;  

2014-2015 X X X 
Working sessions with Programme 
Sectors have taken place throughout 
the 2nd Q. 2015.  

17. Develop skills assessment 
tool % of staff who have consulted 

Learning Unit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dvise; feedback 
through global staff survey 

2013-2014 

X X  Not implemented 

18.  Reinforce counseling role 
of career service; provide 
career advise/briefings to staff 

X X  
Since 2nd Q 2015, coaching/briefings 
(face to face or virtual) are being 
implemented.   

5. Enhanced 
mobility 
(geographical, 
functional, and 
intersectoral) 

19.  Update and implement 
geographical mobility policy 

% of staff in hardship duty stations 
re-assigned on time (SDA) 

2012-2013 
 X X X 

The geographical mobility policy was 
updated and issued in October 2013. 
Since January 2012,152 geographical 
moves took place, e.g. an average of 
80-90 per biennium. Since January 
2014, 74 moves took place.  
 
The majority of the staff in hardship duty 
stations have been reassigned on time.   

20.  Recognize mobility as an 
asset for promotion to P-4/5  2012 X X  Implemented. 

21.  Implement pilot 
programme of intersectoral 
exchanges and functional 
mobility 

% of staff remaining in same duty 
station/position for more than 5 
years 

2015-2016 
 X X X Not implemented – to be considered in 

2016/17 

22.  Enhance inter-agency 
mobility 

Nr of inter-agency moves per 
biennium 2012 X X X 

Implemented. The number of 
interagency moves is on the increase: A 
total of 31 moves took place since 2012 
(13 in 2012-13 and 18 in 2014- mid 15). 
The majority were UNESCO staff 
moving to other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18) while 13 United 
Nations/other agency staff moved to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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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6. Stimulating work 
environment 

23.  Develop a programme that 
recognize Team performance  

Motivation and commitment of staff 
measured through global  staff 
survey; Number of teams 
recognized 

2014 X X X The Team awards programme (on hold 
since 2011) will be resumed in 2016. 

24.  Develop a programme that 
recognizes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for individuals  2013 

2014-2015 X X X 

–  The updat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was issued in 
July 2014.  

– A recognition programme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s not yet 
implemented.  

7. Improved quality 
of management and 
enhanced 
performance at 
managerial level 

25.  Provide management 
training for P-4 staff and above 

% P-4 and above trained for 
management skills;  
% of P-4 staff and above who 
actually report; % of staff satisfied 
by development objectives (through 
global staff survey 

2012-2013 
postponed X   Suspended for 2013-2015 given the 

suspension of the training budget. 

26. P-4 and above supervisors 
identify, implement their staff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nd 
report on progress. 

2013-2014   X 
(P-4) 

Not yet implemented- 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27.  Implement 180° feedback 
and appropriate 
coaching/follow up  

% of D staff who undertook a 180° 
feedback; 
% of staff satisfaction with 
managerial practices (global staff 
survey)  

2014-2015 X X X Not implemented- To be reconsidered 

28.  Performance of senior 
managers assessed against 
key expectations 

% of D staff assessed by the end of 
2012 2012  Directors 

and above  

An updated Performance Agreement for 
senior managers has been developed 
and internal consultations/validation are 
ongoing for implementation in 4th Q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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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8. Enhanced 
accountability, 
compliance and trust  

29.  Develop a clear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for 
all staff in the Organization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developed. Reduction on the 
number of appeals/contestations  

2011 X X  
A high-level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was appended to the HR 
Strategy. 

9. Core values and 
standards of conduct 
promoted 

30.  Include ethics and 
promote core values in 
induction and management 
training 

Number of staff trained;  
% decrease of number  of 
harassment complaints; % of cases 
submitted Ethics Office; feedback 
through global staff survey 

2011-2016 
X and 
Ethics 
Office 

X X Implemented. Ethics training 
resumed since 2nd Q 2015.  

31.  Develop and implement 
polici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gifts, financial 
disclosure. 

2012 
X and 
Ethics 
Office 

X X 

Implemented.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and Financial Disclosure 
Programme implemented by the 
Ethics Office since 2013. Gifts policy 
under preparation.  

10. Gender parity at 
senior level 

32.  Implement UNESCO’s 
Action plan for gender parity 

50% of women Directors  by 2016 2012-2016 X X  

A number of actions in the Action 
Plan were suspended due to the 
recruitment freeze. Gender parity is 
achieved among Professional staff, 
at Director level, the % is 36% (an 
improvement compared to January 
2012 (28%). A full progress report is 
available in 38 C/IN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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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11. A 
geographically 
balanced workforce 

33.  Implement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Secretariat 

85% of Member States represented 
in 2016; Increased number of 
normally represented countries 

2012-2016 X X  

A number of actions in the Action Plan 
were suspended due to the recruitment 
freeze. In June 2015, 153 (78%) Member 
States are represented within the 
Secretariat and 70 are normally 
represented countries (80 in January 
2012) Actions to improv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ave resume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me in 
May 2015. A full report on progress is 
available in 38 C/INF.4 

34.  Non- and under-
represented countries: assess 
situation, identify issues and 
develop targeted approach for 
outreach though 
advertisement in local press; 
job fairs; NatComs, 
Delegations, Professional 
networks. 

% of staff recruited from non- and 
under -represented countries 

35. Continue and support the 
YPP programme. 

% of staff recruited from non- and 
under-represented countries 

Implemented. The 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me, which was suspended since 
2012, was re-launched in April 2015.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of applications 
was 10 July 2015; 10 young professionals 
from non- and under-represented 
countries will join the Organization in 
2016.   

12. Effective 
partnerships 
established to 
obtain external 
expertise  

36.  Facilitate and support the 
conclusion of new partnerships 
in support of UNESCO’s 
programme,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Loans and 
Secondments framework, in 
key areas where expertise not 
readily available, with 
governments, 
inter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private sector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loans/secondments by 
Sector/Bureau/Office;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hiring manager 

Ongoing X with 
CFS X  

Implemented. Loan and  secondments 
framework introduced in 2012, and  new 
partnerships implemented:   
 

28 loans and 22 secondments from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2014-15 
 

2 MOUs signed in 2014 with the Swedish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Kore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KOICA).  
 

New JPO agreements signed with 
Azerbaijan, Qatar and China.  
 

A sponsored internship agreement 
sign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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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13. HRM to become 
a proactive 
support/adviser to 
Organization and 
staff 

37.  Align HRM structure to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HR 
strategy and improve service 
delivery 

Ivory Note issued; % service 
standards respected; random 
measures of “client” satisfaction; 
global staff survey 

2011-2012 X   Implemented. Ivory Notes issued on 
25 June 2012 and on 19 May 2014.  

38.  Update service standards  2012 X   
Not yet implemented, under development 39.  Monitor quality (and time) 

of service delivery by Section  2012 X   

40.  Develop and implement 
HR communication plan 
(including launch of the 
website, information sessions, 
town hall meetings at 
Headquarters and field)  

Enhanced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audit reports); feedback though 
global staff survey  

2011-2012 X   

In progress.  
HRM website launched in October 2012. 
The website requires updating, which will 
be undertaken in 2015/16. 

41. De-bureaucratize HR 
processes/procedures: 
conduc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ocesses, in particular when 
implementing workflows;  

Time for service delivery decreased; 
% of staff satisfaction (global staff 
survey) 

2012-2013 X   
Implemented. 3 workflows developed 
and operational at Headquarters and field. 
Further review of processes to take place.  

42.  Increase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within HRM and to 
Sectors 

     In progress. 

43.  Develop a regular training 
programme of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and Human 
Resources  staff  in 
Sectors/Bureaux and in field 
offices  

Enhanced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audit reports) 2011 onwards X   

A second round of training on Job 
description drafting will be delivered once 
the AO reform is completed.  

44.  Conduct global staff 
surveys every 2 years  

Staff surveys conducted in 2012, 
2014, 2016 2012 onwards X   Not implemented in 2012 nor in 2014 

(budgetary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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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2 
STRENGTHEN THE FIELD PRESENCE AND THE INTER-SECTORALITY. 

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1. A strengthened  
field presence 
and the inter-
sectorality 

1.  Assess staffing needs in 
the field; fill posts on time, 
provide quality induction and 
ensure knowledge transfer  

% of vacancy rate in field;  
% of field offices in the Africa 
Region (Phase I) adequately 
staffed (90% posts filled) 

2011 onwards X X  

Many posts were kept vacant due to the 
recruitment freeze, hence a high vacancy 
rate in the field in August 2014 (26%). 
Recruitment efforts were focused on field 
posts since August 2014, with 108 posts 
filled. This contributed to a decrease of 
the vacancy rate to 15 in June 2015. 
Since January 2015, 32 posts have been 
filled in Africa, of which 3 Director and 
Heads of field office posts, 11 
Professional posts (including National 
Professional Officers) and 17 local 
General Service posts. As of June 2015, 
two thirds of the field offices in Africa are 
adequately staffed (e.g. 90% of the posts 
filled). Recruitment efforts will continue to 
ensure adequate staffing of all FOs in 
Africa.      

2.  Develop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to support the 
redeployment of staff, the 
separation and hiring of local 
staff.  

 2011 onwards X with BFC   

Implemented. Guidelines developed. The 
Administrative Circular on Redeployment 
Group was issued on 31 January 2013. 
The redeployment exercise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2014 and 95 staff were 
redeployed.   

3.  Ensure that there are 
clear lines of 
accountability/reporting 
within field offices, between 
field offices and between 
field and Headquarters 

 2011 onwards X with BFC   

Implemented. See document 37 C/INF 4 
Add. on the field network; Ivory Note on 
the UNESCO Field Network in Africa and 
Ivory Note on the Enhanced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to UNESCO Field Offices and 
Revised Reporting Lines (January 2014); 
and document 196 EX/5 part IV 

4.  Provide advise/support 
to managers re org design, 
job profiles, staffing. 

 2011 onwards X with BFC   
Implemented on an ongoing basis.  

5.  Ensure tha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head of field offices is 
measured and reported on. 

% of HFOs with performance 
assessed 2011 onwards X with BFC   

Implemented.  
Performance Agreement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by Directors/Heads of Field 
Offices from October 2014 (95% 
implementation rate as of Apri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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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ACTIONS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IMEFRAME 
(Revised) 

RESPONSIBLE PROGRESS STATUS 
(30 June 2015) HRM Managers Staff 

 6.  See action 21 (Obj.1(5) ) 
Implement pilot programme of 
intersectoral exchanges and 
functional mobility 

 2015-2016 X X X  

2. Enhanced 
integration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on system 

7.  Harmonize HR practices 
(to the extent possible) at the 
field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Delivery as One by 
implementing a harmonized 
approach to the recruitment of 
local staff.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of the 
Plan of Action 

2011 onwards 
 X   

The harmonization proposals were 
developed and approved by HLCM 
in 2014.  
An update of the recruitment policy 
of local posts (G and NPO) is 
ongoing.  

8.  Sustain/strengthen 
UNESCO’s participation and 
input in inter-agency networks 

Chair of committees 
/participation in Working Groups 2011 onwards X   Implemented on an ongoing basis. 

 

 P
rinted on recycl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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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I 

STATISTIQUES RELATIV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 CONCLUS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à l’exclusion de Brasilia) 

1. Le tableau 1 et le graphique correspondant indiquent le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individuel accordés par le Siège et les bureaux hors Siège (à l’exclusion du Bureau de Brasilia) 
pour chaque année entre 2008 et 2014. 

Tableau 1 :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s individuels, 2008-201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Évolution 
2013-2014 

Siège 1267 1523 1248 1084 840 1111 1368 23% 

% Siège 41% 46% 37% 31% 33% 35% 41%   

Hors Siège* 1808 1807 2107 2417 1741 2109 2005 -5% 

% Hors Siège 59% 54% 63% 69% 67% 65% 59%   
          

Total 3075 3330 3355 3501 2581 3220 3373 5% 

 

 

2. Le tableau 2 et le graphique correspondant montrent le nombre de consultants individuels 
ayant obtenu des contrats au Siège et dans les bureaux hors Siège (à l’exclusion du Bureau de 
Brasilia) pour chaque année entre 2008 et 2014. 

Tableau 2 : nombre de consultants individuels, 2008-201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Évolution 
2013-2014 

Siège 825 1001 800 699 549 750 755 1% 

% HQ 35% 40% 32% 26% 29% 32% 33%   

Hors Siège 1509 1512 1689 1981 1349 1626 1549 -5% 

% Hors Siège 65% 60% 68% 74% 71% 68% 67%   
          

Total 2334 2513 2489 2680 1898 2376 2304 -3% 

* À l’exclusion des contrats accordés par le Bureau de Brasilia.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267 1523 1248 1084 840 1111 1368 

1808 
1807 2107 2417 

1741 
2109 2005 

Hors Siège* Siège

Nombres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par ann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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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 tableau 3 et le graphique correspondant indiquent les dépenses globales afférent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 individuel accordés par le Siège et les bureaux hors Siège (à l’exclusion du 
Bureau de Brasilia) pour chaque année entre 2008 et 2014. 

Tableau 3 : Dépenses afférent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n millions de dollars), 2008-201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Évolution 
2013-2014 

Siège 9,550 11,192 10,150 8,743 6,765 8,011 8,900 32 % 

% Siège 53 % 51 % 42 % 36 % 37 % 39 % 40 %   

Hors Siège* 8,437 10,752 14,210 15,747 11,575 12,486 13,499 17 % 

% Hors Siège 47 % 49 % 58 % 64 % 63 % 61 % 60 %   
          
Total 17,987 21,944 24,360 24,490 18,340 20,497 22,399 22 % 

* À l’exclusion des contrats accordés par le Bureau de Brasilia. 

 

4. Le tableau 4 indique les dépenses globales afférent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 individuel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à l’exclusion du Bureau de Brasilia) en 2013 et 2014 par source de 
financement.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825 1001 800 699 549 750 755 

1509 
1512 1689 1981 

1349 
1626 1549 

Hors Siège Siège

Nombres de consultants individuels, par année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9,55 11,19 10,15 8,74 6,77 8,01 8,90 

8,44 
10,75 14,21 15,75 

11,58 
12,49 

13,50 

Hors Siège* Siège

Dépenses afférent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n millions de dollars), par ann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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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4 : Dépenses afférent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s par source de financement,  
2013 et 2014 (en millions de dollars) 

 

2013 
  

 

2014 
  

 

Évolution 
2013-2014 

 
RP  % RP EXB  % EXB Total 

 
RP  % RP EXB  % EXB Total 

 
RP EXB 

Siège 1,522 19 % 6,490 81 % 8,011 
 

2,633 30 % 6,267 70 % 8,900 
 

73 % - 3 % 
Hors Siège* 2,130 17 % 10,356 83 % 12,486 

 
2,842 21 % 10,657 79 % 13,499 

 
33 % 3 % 

Total 3,651 18 % 16,846 82 % 20,497 
 

5,475 24 % 16,924 76 % 22,399 
 

50 % 0 % 

* À l’exclusion des contrats accordés par le Bureau de Brasilia. 

5. Le tableau 5 et les deux diagrammes circulaires indiquent les dépenses totales afférent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 accordés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à l’exclusion du Bureau de Brasilia) 
en 2013 et 2014, en fonction de leur montant. 

Tableau 5 :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n fonction de leur montant,  
2013 et 2014 (en dollar des États-Unis) 

 

Siège Hors Siège 

  2013 % 2014 % 2013 % 2014 % 

Moins de 5000 590 53 % 768 56 % 1322 63 % 1214 61 % 

5000 à 9999 244 22 % 283 21 % 436 21 % 412 21 % 

10000 à 24999 231 21 % 272 20 % 287 14 % 295 15 % 

25000 à 49999 40 4 % 43 3 % 47 2 % 67 3 % 

50000 et plus 6 1 % 2 0 % 17 1 % 17 1 % 

Total 1111 100 % 1368 100 % 2109 100 % 2005 100 % 
 

 

6. Le tableau 6 indique les montants moyens des contrats de consultant individuel accordés par 
le Siège et les bureaux hors Siège (à l’exclusion du Bureau de Brasilia) pour chaque année entre 
2008 et 2014. 

Tableau 6 : Montant moyen des contrats de consultant, 2008-2014  
(en millions de dollars)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Évolution 

2013-2014 

Siège 7 537 7 349 8 133 8 066 8 054 7 211 6 506 - 10 % 
Hors Siège 4 666 5 950 6 744 6 515 6 649 5 920 6 733 14 % 

Total 5 849 6 590 7 261 6 995 7 106 6 366 6 64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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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e tableau 7 et les deux diagrammes circulaires indiquent les dépenses totales afférent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 accordés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à l’exclusion du Bureau de Brasilia) 
en 2013 et 2014, en fonction de leur durée. 

Tableau 7 :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n fonction de leur durée, 2013 et 2014 

  
Siège Hors Siège 

    2013 % 2014 % 2013 % 2014 % 
Moins d'un mois 

 
400 36 % 615 45 % 727 34 % 629 31 % 

1 à 3 mois 
 

415 37 % 399 29 % 909 43 % 839 42 % 
3 à 6 mois 

 
220 20 % 249 18 % 345 16 % 368 18 % 

Plus de 6 mois 
 

76 7 % 105 8 % 128 6 % 169 8 % 
Total   1111 100 % 1368 100 % 2109 100 % 2005 100 % 

 

  

 
8. Le tableau 8 indique le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t les dépenses correspondantes 
en 2013 et 2014 au Siège, par secteur/bureau. Le tableau 8 bis présente ces mêmes données 
pour les bureaux hors Siège, par secteur/bureau. 

Tableau 8 :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t dépenses correspondantes, 
par secteur/bureau, 2013-2014 (Siège) 

 
2013 

 
2014 

  Nombre  % 
Montant 

(millions de 
dollars) 

 % 
 

Nombre  % 
Montant 

(millions de 
dollars) 

 % 

ED 194 17 % 1,366 17 % 
 

227 17 % 1,813 20 % 

SC 227 20 % 2,419 30 % 
 

257 19 % 2,248 25 % 

SHS 21 2 % 0,173 2 % 
 

60 4 % 0,577 6 % 

CLT 294 26 % 2,130 27 % 
 

226 17 % 1,974 22 % 

CI 85 8 % 0,602 8 % 
 

57 4 % 0,597 7 % 

ERI 132 12 % 0,336 4 % 
 

136 10 % 0,410 5 % 

AFR 13 1 % 0,086 1 % 
 

10 1 % 0,143 2 % 

MSS 26 2 % 0,070 1 % 
 

279 20 % 0,194 2 % 

CENT(1) 119 11 % 0,830 10 % 
 

116 8 % 0,942 11 % 

Total 1111 100 % 8,011 100 % 
 

1368 100 % 8,900 100 % 

(1) ODG, HRM, BFM, BSP, CRP, ETH et IOS  

 

< 1 mois 
45 % 

1-3 mois 
29 % 

3-6 mois 
18 % 

> 6 mois 
8 % 

% de contrats en fonction de leur durée,  
au Siège, 2014 

< 1 mois 
31 % 

1-3 mois 
42 % 

3-6 mois 
18 % 

> 6 mois 
9 % 

% de contrats en fonction de leur durée,  
hors Sièg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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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8 bis –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t dépenses correspondantes, 
par secteur/bureau, 2013-2014 (hors Siège*) 

 2013  2014 

 
Nombre % 

Montant 
(millions de 

dollars) 
% 

 
Nombre % 

Montant 
(millions  

de dollars) 
% 

ED 956 45 % 6.176 49 % 
 

965 48 % 7.23 54 % 
SC 322 15 % 1.946 16 % 

 
293 15 % 2.119 16 % 

SHS 88 4 % 0.364 3 % 
 

124 6 % 0.523 4 % 
CLT 465 22 % 2.795 22 % 

 
363 18 % 2.166 16 % 

CI 222 11 % 0.959 8 % 
 

187 9 % 0.95 7 % 
MSS 56 3 % 0.246 2 % 

 
73 4 % 0.511 4 % 

Total 2109 100 % 12.486 100 % 
 

2005 100 % 13.499 100 % 

* À l’exclusion des contrats accordés par le Bureau de Brasilia. 

9. Le tableau 9 indique le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individuel et les dépenses 
correspondantes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pour 2013 et 2014 par groupe régional des consultants.  

Tableau 9 : Nombre de contrats et dépenses correspondantes,  
par groupe régional des consultants, 2013 et 2014 

  

Nombre de consultants  
au Siège 

Montants  
(en millions de dollars) 

    2013 % 2014 % 2013 % 2014 % 

Groupe I 

 

444 59 % 442 59 % 4,652 58 % 5,513 62 % 

Groupe II 

 

40 5 % 40 5 % 0,531 7 % 0,430 5 % 

Groupe III 

 

62 8 % 72 10 % 0,785 10 % 0,999 11 % 

Groupe IV 

 

79 11 % 87 12 % 0,834 10 % 0,870 10 % 

Groupe V (afr) 69 9 % 49 6 % 0,644 8 % 0,673 8 % 

Groupe V (arab) 56 7 % 65 9 % 0,566 7 % 0,414 5 % 

Total   750 100 % 755 100 % 8,011 100 % 8,899 100 % 

 

10. Le tableau 10 indique le pourcentag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sur la base du nombre) 
accordés en 2014, par groupe régional des consultants et en fonction du groupe dans lequel se 
situe le bureau qui les a recrutés (Siège et hors Siège confondus).  

Tableau 10 : Nationalité des consultants engagés en 2014  
en fonction du groupe régional dans lequel se situe le bureau qui les a recrutés 

Groupe régional des 
consultants 

Groupe régional dans lequel se situe le bureau hors Siège 

I II III IV V (afr) V (arab) Total 
I 65 % 5 % 12 % 24 % 19 % 22 % 39 % 
II 6 % 95 % 0 % 9 % 1 % 0 % 5 % 

III 7 % 0 % 88 % 0 % 1 % 0 % 16 % 
IV 10 % 0 % 0 % 65 % 2 % 10 % 16 % 

V (afr) 4 % 0 % 0 % 1 % 72 % 3 % 13 % 
V (arab) 7 % 0 % 0 % 0 % 5 % 64 % 10 % 

Total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1. Le tableau 11 indique le nombre de consultants individuels engagés en 2013 et 2014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par s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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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11 : Nombre de consultants recrutés, par sexe, en 2013 et 2014 

 

Siège Hors Siège Siège et hors Siège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Hommes 414 409 1075 911 1489 1320 

% Hommes 55 % 54 % 66 % 59 % 63 % 57 % 

Femmes 336 346 551 638 887 984 

% Femmes 45 % 46 % 34 % 41 % 37 % 43 % 

Total 750 755 1626 1549 2376 2304 

* À l’exclusion des contrats accordés par le Bureau de Brasilia. 

12. Le tableau 12 indique le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t les dépenses 
correspondantes, accordés à d’anciens membres du personnel de l’UNESCO,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en 2013 et 2014.  

Tableau 12 :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t dépenses correspondantes,  
accordés à des membres du personnel retraités, 2013 et 2014 

  

Nombre de 
consultants 
individuels 

Personnel 
retraité % 

Dépenses 
personnel 

retraité 
(millions en 

dollars) 

% 

 
Siège 750 18 2 % 0.261 3 % 

2013 Hors Siège 1626 22 1 % 0.181 1 % 

 
Total 2376 40 2 % 0.422 2 % 

 
Siège 755 13 2 % 0.105 1,2 % 

2014 Hors Siège 1549 9 1 % 0.045 0,3 % 

 
Total 2304 22 1 % 0.150 1,0 % 

* À l’exclusion des contrats accordés par le Bureau de Bras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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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II 

Contrats de consultant au Bureau de l’UNESCO à Brasilia  

Nombre et montant 

1. Le tableau A indique que 879 contrats de consultant individuel ont été accordés par le 
Bureau de Brasilia en 2014, soit 14 % de moins qu’en 2013. Les dépenses totales de 2014 sont 
inférieures de 34 % à celles de 2013, s’établissant à 21 680 millions de dollars (au taux de change 
de décembre 2014).  

Tableau A 
Nombre et montant des contrats de consultant,  

au Bureau de Brasilia, 2008-2014 

  Contrats individuels 
  Nombre Millions de dollars 

2008 1545 
2614 

19.193 
39.619 

2009 1069 20.426 
2010 1165 

1954 
28.306 

50.003 
2011 789 21.697 
2012 803 

1804 
22.984 

51.929 
2013 1001 28.945 

2014 879   21.680   

 

2. Au total, 838 consultants individuels ont été engagés en 2014. Parmi eux, 833 (99,4 %) 
étaient des ressortissants de pays du Groupe III et 57 % étaient des femmes. 

Sources de financement  

3. Le tableau B indique que 99,98 % des dépenses globales afférentes aux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n 2014 ont été financés à partir de ressources extrabudgétaires, contre 99,8 % en 
2013. 

Tableau B 
Dépenses au tit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par source de financement, 

au Bureau de Brasilia, 2008-2014 

  Montant (en millions de dollars) 
  PO ExB Total 

2008 0.508 
0.919 

18.685 
38.700 

19.193 
39.619 

2009 0.411 20.015 20.426 
2010 2.526 

2.591 
25.780 

47.412 
28.306 

50.003 
2011 0.065 21.632 21.697 
2012 0,000 

0.055 
22.984 

51.874 
22.984 

51.929 
2013 0.055 28.890 28.945 

2014 0.004   21.676   2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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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ts, en valeur 

4. Le tableau C indique que 61 % des contrats de consultant attribués en 2014 étaient d’un 
montant inférieur à 25 000 dollars, contre 46 % en 2013, tandis que 5 % des contrats étaient d’un 
montant supérieur à 50 000 dollars, contre 7 % en 2013.    

Tableau C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n fonction de leur montant, 

au Bureau de Brasilia, 2013 et 2014 

    Contrats individuels 
Montant  

(en millions de dollars) 2013 % 2014 % 

Moins de 5000 25 2 % 16 2 % 
5000 à 9999 64 6 % 77 9 % 
10000 à 24999 374 37 % 443 50 % 
25000 à 49999 471 47 % 303 34 % 
50000 et plus 67 7 % 40 5 % 

Total   1001 100 % 879 100 % 
 

Durée des contrats 

5. Le tableau D indique que 9 % des contrats de consultant conclus en 2014 l’ont été pour une 
durée inférieure à trois mois, contre 10 % en 2013, tandis que 60 % étaient d’une durée supérieure 
à six mois (67 % en 2013). 

Tableau D  
Nombre de contrats de consultant en fonction de leur durée,  

au Bureau de Brasilia, 2013 et 2014 

    Contrats individuels 
    2013 % 2014 % 
Moins d'un mois 9 1 % 3 0,5 % 
1 à 3 mois   92 9 % 75 8,5 % 
3 à 6 mois   234 23 % 277 31 % 
Plus de 6 mois 666 67 % 524 60 % 

Total   1001 100 % 879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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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D’ACTION 
Stratégie d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e l’UNESCO pour 2011-2016  

(Plan d’action révisé indiquant les questions prioritaires) 

OBJECTIF 1 
RENFORCEMENT DE L’OFFRE DE FORMATION EN TERMES QUANTITATIFS ET QUALITATIFS  

POUR QUE L’UNESCO DISPOSE D’UN PERSONNEL COMPÉTENT ET QUALIFIÉ 

ACTIONS À MENER 
À L’APPUI DE LA FORMATION/ 

DES CARRIÈRE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ESPONSABLES 
COÛT ESTIMÉ 

(en milliers de dollars  
des États-Unis)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2015 2016 Total 

1. Mettre l’accent sur les spécialistes de 
programme de façon à améliorer l’exécution 
du programme par le développement de 
compétences clés dans les domaines 
suivants : 

Toutes les actions font l’objet d’une 
évaluation formative quantitative et 
qualitative, en complément de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spécifiques 
suivants : 

       

1.1. Gestion de projet 1.1. Programme de formation élaboré 
et testé auprès d’acteurs clés. 
Établissement d’un plan pour 
l’application du programme auprès 
des apprenants ciblés 

4e T. 2016 X    78 78 

1.2. Communication pour résultats 1.2. Modules identifiés. Conception et 
mise en œuvre d’au moins deux 
modules pilotes 

3e T. 2016 X   10 40 50 

1.3. Mobilisation des ressources  1.3. Stratégie d’apprentissage en ligne 
arrêtée avec BSP/CFS. 
Conversion au format numérique 
des matériels retenus. Essai pilote 
puis déploiement des matériels 
numériques 

4e T. 2016 X   10 20 30 

2. Élaboration d’un programme de formation 
d’initiation du personnel nouvellement recruté 
pour assurer son intégration efficace 

2. Nombre de membres du personnel 
suivant le programme de formation 
d’initiation face à face ou virtuelle 

4e T. 2015 X X  15 40 55 

3. Mise en œuvre du système de tutorat 3. Achèvement du système pilote. 
Pourcentage de membres du personnel 
se déclarant satisfaits des relations de 
tutorat 

2e T. 2016 X   0 0 0 

ANNEX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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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F 2 
PERSONNEL MOTIVÉ, AYANT DES POSSIBILITÉS D’ÉVOLUTION/DE PROGRESSION DE CARRIÈRE 

ACTIONS À MENER 
À L’APPUI DE LA FORMATION/ 

DES CARRIÈRE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ESPONSABLES 
COÛT ESTIMÉ 

(en milliers de dollars  
des États-Unis)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2015 2016 Total 

1. Renforcer le rôle d’aide à l’évolution des 
carrières de l’équipe chargée de 
l’apprentissage. Prestation de services de 
conseil et d’information sur la carrière, y 
compris soutien personnalisé. 

Membres du personnel se déclarant 
satisfaits après avoir pris conseil auprès de 
l’équipe chargée de l’apprentissage au sujet 
de l’évolution de leur carrière 

4e T. 2015 X   0 0 0 

OBJECTIF 3 
METTRE EN ŒUVRE UNE PLANIFICATION EFFICAC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ACTIONS À MENER 
À L’APPUI DE LA FORMATION/ 

DES CARRIÈRE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ESPONSABLES 
COÛT ESTIMÉ 

(en milliers de dollars  
des États-Unis)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2015 2016 Total 

1. Renforcer la procédure de planifica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pour les postes  
clés occupés par des fonctionnaires proches 
du départ à la retraite (~10 % d’ici le 
4e T. 2017). 

Efficacité de la relève. Réduction du nombre 
de postes vacants après départ à la retraite. 
Postes affichés 12 mois avant de devenir 
vacants 

2e T. 2016 X X  0 0 0 

2. Évaluation ciblée des compétences (« bilan 
de compétence ») pour les membres du 
personnel en poste depuis 10 ans et plus 
(a) Étude de faisabilité en vue de déterminer 

la méthodologie et l’approche à utiliser,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b) Essai pilote de l’évaluation ciblée des 
compétences 

Achèvement de l’étude de faisabilité. 
Achèvement de l’évaluation des 
compétences. Établissement du Plan 
d’action pour le personnel (a) 3e T. 2016 

 
(b) 4e T. 2016 

X X  0 

2 (a) 6 
 

2 (b) à 
déterminer 

6 

3. Essai pilote de l’évaluation des compétences 
à l’échelle de l’Organisation pour un secteur 
de programme, en vue de déterminer les 
déficits de compétences courants et 
prévisibles  

Achèvement de la phase pilote de 
l’évaluation des compétences 

4e T. 2016 X X X 0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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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D’ACTION  

Stratégie d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e l’UNESCO pour 2011-2016 
(Rapport d’étape) 

 
 

OBJECTIF1 
AMÉLIORER LA CAPACITÉ D’EXÉCUTION DE L’UNESCO  

 

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1. Profils plus 
qualifiés des 
candidatures 
suscitées et des 
recrutements à 
l'UNESCO  

1. Élargir la prospection de 
candidats qualifiés (par le biais 
des bourses de l’emploi, des 
universités, des réseaux des 
Nations Unies)  

Viviers de candidats établis 
2e T. 2012 

Partiellement 
reporté 

X   

Activité  
- suspendue jusqu’au 2e semestre 2014  
- reprise, avec quelques missions de 

prospection, notamment en Chine et au 
Qatar. HRM a également participé en 
2014 et 2015 à des foires de l’emploi 
dans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organisées à Lausanne par le 
Gouvernement suisse, ainsi qu’à un 
atelier du Programme relatif aux 
étudiants internationaux de l’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France).    

La constitution de viviers de candidats a 
été suspendue. Cette action est en cours 
de réexamen.   

2. Constituer des viviers de 
candidats externes qui ont figuré 
sur la liste restreinte mais n’ont 
pas été retenus, afin de les aviser 
des futures vacances de poste au 
sein de l’Organisation  X   

3. Recenser les qualifications et 
compétences indispensables (par 
exemple en matière de gestion, 
de partenariats), élaborer des 
protocoles d’entretiens 
d’appréciation des compétences 
et dispenser systématiquement 
une formation/information aux 
administrateurs chargés du 
recrutement  

Techniques d’appréciation des 
compétences appliquées à tous 
les candidats reçus en entretien  

1er T. 2012 X X  

Un projet relatif aux compétences a été 
lancé à HRM en vue de l’établissement 
d’un cadre de compétences pour 
l’UNESCO d’ici fin 2015. Les entretiens 
d’appréciation des compétences feront 
l’objet d’un essai pilote avant d’être mis 
en œuvre vers la fin de 2015, après 
formation/information systématiques des 
administrateurs chargés du recrutement.  

4. Vérifier systématiquement les 
références et veiller à leur 
traçabilité  

 1er T. 2011 X X  Mis en œu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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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2. Procédure de 
recrutement efficace, 
rapide, économique 
et transparente  

5. Concevoir un nouveau format 
d’avis de vacance de poste dont 
le contenu soit attrayant et 
informatif  

Pourcentage moyen de candidats 
retenus/écartés  

3e T. 2011 X   Mis en œuvre. 

6. Créer un site Web plus 
attrayant, plus informatif et plus 
facile d’utilisation 
(Intranet/Internet)  

4e T. 2011 X   

Mis en œuvre. Le site Web a été lancé 
en octobre 2012. Une actualisation est 
nécessaire et sera menée à bien en 2015-
2016.  

7. Mettre en place un 
recrutement en ligne pour la 
présélection et la constitution de 
fichiers  

4e T. 2011 
1er T. 2012 X   Mis en œuvre.  

8. Revoir les descriptions de 
poste, établir des descriptions 
génériques, le cas échéant, et 
dispenser une formation/des 
conseils sur la rédaction des 
descriptions de poste  

 2e T. 2012 
fin 2013 X X  

- Au cours des quatre années passées, 
des descriptions de poste génériques 
ont été élaborées pour les postes de 
spécialistes de programme basés au 
Siège de deux secteurs de programme 
(ED et SHS), les postes de 
responsables de desks à ERI, les 
postes de spécialistes fonctionnels à 
KMI, les postes d’appui hors Siège 
(chauffeurs, adjoints administratifs) et 
les postes d’assistant de programme 
(hors Siège et au Siège). Ces 
descriptions s’appliquent à environ 
460 postes.  

- Une formation à la rédaction de 
descriptions de poste a été organisée 
en 2011 pour les HR/AO au Siège. Les 
administrateurs et les AO reçoivent 
des conseils et un soutien dispensés 
au cas par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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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3. Renforcement de 
l’offre de formation 
en termes 
quantitatifs et 
qualitatifs pour que 
l’UNESCO dispose 
d’un personnel 
compétent et qualifié  

 

9. Élaborer et mettre en œuvre 
une nouvelle stratégie 
d’apprentissage  

Pourcentage de membres du 
personnel formés  2014-2015 X X  Suspendu (budget de la formation 

suspendu depuis 2012) 

10. Réaliser une évaluation des 
besoins et recentrer l’offre de 
formation sur les compétences 
génériques indispensables à 
l’exécution du programme 
(compétences managériales, 
gestion de projets, établissement 
de partenariats)  

Nombre de jours de formation par 
membre du personnel ;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satisfaits de la qualité, de la 
quantité et de la pertinence des 
formations (déterminé au moyen 
d’une enquête réalisée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Nombre de nouvelles initiatives de 
formation mises en œuvre 

Remontée des informations grâce 
à des enquêtes de fin de formation  

2014-2015 X  

 

Suspendu jusqu’en 2015 ; en mai 2015, 
des consultations ont eu lieu sur les 
besoins en matière d’apprentissage, et les 
offres de formation futures cibleront mieux 
les besoins ainsi identifiés. 

11. Mettre en place de nouvelles 
modalités de formation : 
perfectionnement en interne et 
évaluation de l’offre extérieure 
pour des compétences 
spécifiques ; expérimentation des 
détachements de courte durée ; 
maximisation de l’utilisation de 
l’apprentissage en ligne  

   

Une nouvelle plate-forme incluant des 
modules de formation en ligne a été 
lancée au 2e T. 2013.  

Le personnel est régulièrement informé et 
conseillé au sujet de l’utilisation d’outils 
d’apprentissage en ligne novateurs, tels 
que les cours en ligne ouverts à tous 
(MOOC).  

12. Revoir le rôle de la 
Commission de la formation et du 
développement  

     Révision en cours.  

13. Revoir les mécanismes 
d’allocation du budget de la 
formation aux secteurs, bureaux 
et unités hors Siège  

 2013-2014 X   
Suspendu. Les budgets 2012-2013 et 
2014-2015 pour la formation n’ont pas été 
reçus. 

14. Évaluer la formation 
d’initiation du personnel 
nouvellement recruté et 
l’améliorer le cas échéant  

 2013-2014  X  En cours d’élaboration. Lancement prévu 
courant 4e T. 2015 – 1er T. 2016  

15.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tutorat   2013-2014  X  En cours d’é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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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4. Personnel 
motivé, ayant des 
possibilités 
d’évolution/de 
progression de 
carrière et de 
reconnaissance 

16. Réaliser des études sur 
l’évolution de carrière des 
fonctionnaires qui s’acquittent des 
mêmes tâches depuis de longues 
années (cinq ans ou plus) ; 
étudier et renforcer les 
possibilités de mobilité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s’acquittant des mêmes tâches 
depuis de longues années 
auxquels de nouvelles fonctions 
ont été assignées  

2014-2015 X X X 
Des séances de travail avec les secteurs 
de programme se sont tenues tout au 
long du 2e T. 2015.  

17. Mettre au point un outil 
d’évaluation des compétences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qui 

ont consulté l’unité responsable de 
la formation pour obtenir des 
conseils sur l’évolution de leur 
carrière ; remontée des 
informations grâce à une enquête 
réalisée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2013-2014 

X X  Non mis en œuvre. 

18. Renforcer la fonction de 
conseil à l’intention du corps des 
fonctionnaires de carrière ; fournir 
aux fonctionnaires des 
conseils/informations sur leur 
carrière  

X X  
Organisation depuis le 2e T. 2015 de 
séances d’accompagnement/information 
(face à face ou virtuelles).   

5. Mobilité 
(géographique, 
fonctionnelle et 
intersectorielle) 
accrue 

19. Actualiser et appliquer la 
politique de mobilité 
géographique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dans des lieux d'affectation 
difficiles réaffectés en temps et en 
heure (DNA)  

2012-2013 X X X 

La politique de mobilité géographique a 
été actualisée et publiée en octobre 2013. 

Depuis janvier 2012, on compte 
152 transferts géographiques, soit en 
moyenne 80 à 90 par exercice biennal. 
Depuis janvier 2014, 74 transferts ont eu 
lieu.  

La majorité des fonctionnaires dans des 
lieux d’affectation difficiles ont été 
réaffectés en temps et en heure. 

20. Reconnaître la mobilité 
comme un atout pour la 
promotion aux classes  
P-4/P-5 

 2012 X X  Mis en œuvre. 

21. Mettre en œuvre un 
programme pilote d’échanges 
intersectoriels et de mobilité 
fonctionnelle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restant dans le même lieu 
d’affectation ou au même poste 
pendant plus de cinq ans 

2015-2016 X X X Non mis en œuvre – à envisager en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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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22. Améliorer la mobilité 
interorganisations 

Nombre de transferts 
interorganisations par exercice 
biennal  

2012 X X X 

Mis en œuvre. Le nombre de transferts 
interorganisations est en augmentation : 
au total, 31 transferts ont eu lieu depuis 
2012 (13 en 2012-13 et 18 transferts en 
2014 et au 1er semestre 2015).  

Il s’agissait en majorité (18) de 
fonctionnaires de l’UNESCO partant pour 
d’autres organismes des Nations Unies 
tandis que 13 fonctionnaires des Nations 
Unies/d’autres organismes rejoignaient 
l’UNESCO.  

6. Environnement 
de travail stimulant 

23. Mettre en place un 
programme qui reconnaisse les 
performances d’équipe  

Motivation et dévouement du 
personnel mesurés à l’aide 
d’enquêtes menées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 nombre 
d’équipes ayant bénéficié d’une 
reconnaissance  

2014 X X X 
Le programme de Prix du travail d’équipe 
(suspendu depuis 2011) reprendra en 
2016. 

24. Mettre en place un 
programme qui reconnaisse les 
performances individuelles 
exceptionnelles   

2013 
2014-2015 

X X X 

- Le système de gestion des 
performances actualisé a été publié en 
juillet 2014.  

- Un programme de reconnaissance des 
performances exceptionnelles doit 
encore être mis en œuvre.  

7. Amélioration de 
la gestion et 
renforcement des 
performances au 
niveau managérial 

25. Dispenser une formation à la 
gestion au personnel de classe 
P-4 et au-delà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de 
classe P-4 et au-delà formés aux 
compétences de gestion.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de 
classe P-4 et au-delà qui font 
effectivement rapport ;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satisfaits des objectifs de 
perfectionnement (déterminé au 
moyen d’une enquête réalisée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2012-2013 
reporté 

X   
Suspendu pour 2013-2015 compte tenu 
de la suspension du budget alloué à la 
formation. 

26. Pour les superviseurs de 
classe P-4 et au-delà, définir les 
objectifs de perfectionnement des 
fonctionnaires placés sous leur 
responsabilité, les mettre en 
œuvre et faire rapport sur les 
progrès accomplis  

2013-2014   
X 

(P-4) 

Pas encore réalisé – sera envisagé dans 
le cadre de la mise en œuvre de 
l’évaluation des perfor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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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27. Mettre en place une rétro-
information à 180° et un 
accompagnement/suivi approprié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de 
classe D qui ont pratiqué une 
rétro-information à 180°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satisfaits des pratiques 
managériales (enquête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2014-2015 X X X Non mis en œuvre – à réexaminer 

28. Évaluer les performances des 
hauts responsables par rapport 
aux attentes essentielles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de 

classe D évalués d’ici la fin de 
2012  

2012  

Directeurs 
et 

fonction-
naires de 

rang 
supérieur 

 

Un accord de performance pour les hauts 
responsables a été élaboré et des 
consultations internes sont en cours pour 
validation et mise en œuvre au 
4e T. 2015. 

8. Renforcement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 
l’observation des 
règles et de la 
confiance 

29. Élaborer un cadre 
d’obligation redditionnelle clair 
pour tous les membres du 
personnel de l’Organisation  

Cadre d’obligation redditionnelle 
établi. Réduction du nombre de 
recours/contestations  

2011 X X  Un cadre d’obligation redditionnelle de 
haut niveau a été joint à la stratégie RH. 

9. Promotion des 
valeurs essentielles 
et des normes de 
conduite 

30. Intégrer l’éthique et 
promouvoir les valeurs 
essentielles dans les formations 
destinées aux fonctionnaires 
nouvellement recrutés et celles 
destinées aux administrateurs 

Nombre de fonctionnaires formés ; 
diminution du nombre de plaintes 
pour harcèlement ; pourcentage 
de cas soumis au Bureau de 
l'éthique ; remontée des 
informations grâce à des enquêtes 
réalisées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2011-2016 

X et 
Bureau 

de 
l’éthique 

X X Mis en œuvre. Reprise de la formation à 
l’éthique depuis le 2e T. 2015.  

31. Élaborer et mettre en œuvre 
des politiques sur les conflits 
d’intérêts, les dons et la 
communication d’informations 
financières 

2012 

X et 
Bureau 

de 
l’éthique 

X X 

Mis en œuvre. Programme de 
déclarations d’intérêts et de divulgation 
d’informations financières mis en œuvre 
par le Bureau de l’éthique depuis 2013. 
Politique relative aux cadeaux en cours 
d’é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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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10. Parité des sexes 
aux postes de haut 
niveau 

32. Mettre en œuvre le Plan 
d'action de l'UNESCO pour la 
parité entre les sexes 

50 % de femmes aux postes de 
directeur d’ici à 2016 2012-2016 X X  

Un certain nombre de mesures figurant 
dans le Plan d’action ont été suspendues 
suite au gel des recrutements. La parité 
des sexes est atteinte parmi le personnel 
du cadre organique. Au niveau des postes 
de direction, le pourcentage est de 36 %, 
ce qui représente une amélioration par 
rapport à janvier 2012 (28 %). Le 
document 38 C/INF.4 contient un rapport 
complet sur les progrès accomplis. 

11. Équilibre 
géographique au 
sein du personnel  

 

33. Mettre en œuvre le Plan 
d'action pour l'amélioration de la 
répartition géographique au sein 
du Secrétariat  

85 % des États membres 
représentés en 2016 ;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États 
membres normalement 
représentés 

2012-2016 X X  

Un certain nombre de mesures figurant 
dans le Plan d’action ont été suspendues 
suite au gel des recrutements. En juin 
2015, 153 États membres (78 %) étaient 
représentés au sein du Secrétariat et 70 
l’étaient normalement (80 en janvier 
2012). Les mesures visant à améliorer la 
répartition géographique ont été reprises, 
avec le lancement du Programme des 
jeunes cadres en mai 2015. Le document 
38 C/INF.4 contient un rapport complet 
sur les progrès accomplis. 

34. Pays non représentés ou 
sous-représentés : évaluer la 
situation, recenser les problèmes 
et concevoir une approche ciblée 
pour la prospection en publiant 
des annonces dans la presse 
locale et en faisant appel aux 
bourses de l’emploi, aux 
commissions nationales, aux 
délégations et aux réseaux 
professionnels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recrutés dans des pays non 
représentés ou sous-représentés 

35. Continuer de soutenir le 
Programme des jeunes cadres 

Pourcentage de fonctionnaires 
recrutés dans des pays non 
représentés ou sous-représentés 

Mis en œuvre. Le Programme des jeunes 
cadres, suspendu depuis 2012, a été 
réactivé en avril 2015. La date limite pour 
la soumission des candidatures était fixée 
au 10 juillet 2015 ; 10 jeunes cadres 
venant de pays non représentés ou sous-
représentés rejoindront l’Organisation e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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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12. Création de 
partenariats efficaces 
en vue d’obtenir une 
expertise extérieure  

36. Faciliter et favoriser la 
création de nouveaux partenariats 
à l’appui du programme de 
l’UNESCO, dans les limites du 
cadre régissant les prêts et 
détachements, dans les 
domaines essentiels où 
l’expertise n’est pas aisément 
disponible, avec les 
gouvernements, les institutions 
intergouvernementales, les 
universités, le secteur privé 

Nombre et répartition des 
prêts/détachements par 
secteur/bureau/unité ; remontée 
d’informations positives du 
responsable chargé du 
recrutement 

En cours X avec 
CFS X  

Mis en œuvre. Mise en place en 2012 du 
cadre régissant les prêts et détachements 
adopté, et mise en œuvre de nouveaux 
partenariats :   

28 prêts et 22 détachements de personnel 
des secteurs public et privé en 2014-2015 

Deux mémorandums d’accord signés en 
2014, l’un avec le Conseil suédoi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l’autre avec 
l’Agence coréenne d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KOICA).  

Nouveaux accords relatifs à des 
administrateurs auxiliaires signés avec 
l’Azer²baïdjan, le Qatar et la Chine.  

Accord de stages parrainés signé avec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13. Évolution de 
HRM vers un service 
proactif d’appui/de 
conseil pour 
l’Organisation et le 
personnel 

37. Harmoniser la structure de 
HRM en vue d’appuyer 
efficacement la stratégie d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et d’améliorer la prestation de 
services 

Note ivoire publiée : pourcentage 
de normes de service respectées ; 
mesure aléatoire de la satisfaction 
« client » ; enquête réalisée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2011-2012 X   Mis en œuvre. Notes ivoire publiées le 
25 juin 2012 et le19 mai 2014. 

38. Mettre à jour les normes de 
service   2012 X   

Pas encore mis en œuvre, en cours 
d’élaboration 39. Assurer le suivi de la qualité 

(et de la rapidité) de la prestation 
de services par section 

 2012 X   

40.  Élaborer et mettre en œuvre 
un plan de communication en 
matière de ressources humaines 
(notamment, lancement du site 
Web, sessions d’information, 
réunions-débats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Observation accrue des règles 
(rapports d’audit) ; remontée des 
informations grâce à des enquêtes 
réalisées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2011-2012 X   

En cours de réalisation.  
Le site Web de HRM a été lancé en 
octobre 2012. Il nécessite une 
actualisation, qui sera menée à bien en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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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41. Débureaucratiser les 
processus/procédures en matière 
de ressources humaines : passer 
systématiquement en revue les 
processus, en particulier pour 
l’utilisation des flux de travail  

Diminution du temps nécessaire à 
la prestation des services : 
pourcentage de satisfaction du 
personnel (enquêtes réalisées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2012-2013 X   

Mis en œuvre. Trois flux de tâches 
élaborés et opérationnels au Siège et 
hors Siège. Il sera procédé à un examen 
plus poussé des processus.  

42. Accroître les délégations de 
pouvoir au sein de HRM et en 
faveur des secteurs 

     En cours de réalisation. 

43. Mettre en place un 
programme de formation 
périodique des attachés 
d’administration et du personnel 
chargé de la ges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ans les 
secteurs/bureaux et unités hors 
Siège  

Observation accrue des règles 
(rapports d’audit) 

À partir de 
2011  X   

Un deuxième cycle de formation sur la 
rédaction des descriptions de poste se 
déroulera une fois la réforme relative aux 
AO achevée   

44. Réaliser des enquêtes 
auprès de l’ensemble du 
personnel tous les deux ans  

Enquêtes réalisées auprès du 
personnel en 2012, 2014, 2016 

À partir de 
2012  X   Non mis en œuvre en 2012 ni en 2014 

(situation budgé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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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F 2 
RENFORCER LA PRÉSENCE HORS SIÈGE ET L’INTERSECTORIALITÉ 

 

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1. Renforcement 
de la présence hors 
Siège et de 
l’intersectorialité 

1. Évaluer les besoins en 
personnel hors Siège ; pourvoir 
les postes en temps et en heure, 
dispenser une formation de 
qualité aux fonctionnaires 
nouvellement recrutés et assurer 
le transfert des connaissances  

Taux de vacance de poste hors 
Siège  
Pourcentage d’unités hors Siège 
en Afrique (phase I) dotées 
d’effectifs suffisants (90 % des 
postes pourvus) 

À partir de 
2011  X X  

De nombreux postes sont restés vacants 
suite au gel des recrutements, d’où un 
taux de vacance élevé hors Siège en août 
2014 (26 %). Les efforts de recrutement 
sont centrés sur les postes hors Siège 
depuis août 2014, avec 108 postes 
pourvus. Cela a contribué à ramener le 
taux de vacance de postes à 15 % en juin 
2015. Depuis janvier 2015, 32 postes ont 
été pourvus en Afrique, dont 3 postes de 
directeur ou chef de bureau hors Siège, 
11 postes du cadre organique (y compris 
administrateurs nationaux) et 17 postes 
locaux du cadre du personnel de service 
et de bureau. En juin 2015, les deux tiers 
des bureaux hors Siège en Afrique 
présentaient une dotation en effectifs 
adéquate (90 % des postes pourvus). Les 
efforts de recrutement se poursuivront 
pour assurer une dotation adéquate de 
tous les bureaux hors Siège en Afrique.  

2. Élaborer des politiques et 
directives en ce qui concerne le 
redéploiement des 
fonctionnaires, le recrutement et 
la cessation de service du 
personnel local  

 À partir de 
2011  

X 
avec 
BFC 

  

Mis en œuvre. Directives élaborées. Une 
circulaire administrative sur le Groupe de 
redéploiement a été publiée le 31 janvier 
2013. L’exercice de redéploiement a été 
mené à bien tout au long de 2014 et a 
concerné 95 membres du personnel.   

3. Veiller à ce que des règles 
claires de hiérarchisation des 
responsabilités/d’obligation 
redditionnelle existent au sein 
des unités hors Siège, entre les 
unités hors Siège, et entre le 
Siège et le hors Siège 

 À partir de 
2011  

X 
avec 
BFC 

  

Mis en œuvre. Voir le document 
37 C/INF.4 Add. sur le dispositif hors 
Siège ; la Note ivoire sur le dispositif hors 
Siège de l’UNESCO en Afrique et la Note 
ivoire sur la délégation d’autorité 
améliorée vers les bureaux hors Siège de 
l’UNESCO et les liens hiérarchiques 
révisés (janvier 2014) ; ainsi que le 
document 196 EX/5 Parti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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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ltats 
escomptés ACTIONS 

Principaux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PIP) 

Calendrier 
(révisé) 

Responsables 
État d’avancement 

(30 juin 2015) 
HRM Adminis-

trateurs 
Membres 

du 
personnel 

4. Fournir des conseils/un 
appui aux administrateurs en ce 
qui concerne la structure 
organisationnelle, les profils 
d’emploi, les effectifs 

 À partir de 
2011  

X 
avec 
BFC 

  Mis en œuvre de façon permanente. 

5. Veiller à ce que les 
performances des chefs d’unité 
hors Siège soient évaluées et 
fassent l’objet d’un rapport 

Pourcentage de chefs d’unité 
hors Siège dont les 
performances ont été évaluées 

À partir de 
2011  

X 
avec 
BFC 

  

Mis en œuvre.  
Accords de performance élaborés et 
validés par les directeurs/chefs des 
bureaux hors Siège à partir d’octobre 
2014 (taux de mise en œuvre de 95 % en 
avril 2015).   

 6. Voir action 21 (objectif 1(5)). 
Mettre en place un programme 
pilote d’échanges intersectoriels 
et de mobilité fonctionnelle 

 2015-2016 X X X  

2. Intégration 
accrue dans le 
régime commun  
des Nations Unies 

7. Harmoniser les pratiques en 
matière de ressources humaines 
(dans la mesure du possible) au 
niveau hors Siège dans le cadre 
de l’initiative « Unis dans 
l’action » en mettant en œuvre 
une approche harmonisée du 
recrutement du personnel local  

Progrès dans la mise en œuvre 
du Plan d’action 

À partir de 
2011  X   

Des propositions concernant 
l’harmonisation ont été élaborées et 
approuvées par le HLCM en 2014.  
Une actualisation de la politique de 
recrutement aux postes locaux (G et 
NPO) est en cours.  

8. Soutenir/renforcer la 
participation et la contribution de 
l’UNESCO aux réseaux 
interinstitutions 

Présidence de 
comités/participation à des 
groupes de travail 

À partir de 
2011  X   Mis en œuvr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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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局 
第一九七届会议  

197 EX/5 
Part V Corr. 

 

巴黎，2015 年 10 月 14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总干事关于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的报告 

第 V 部分 

人力资源问题 

B. 总干事关于 2014 年顾问合同的使用情况以及经修订的个人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员政策的

实施情况的报告 

更正件 

第 35 段和表 3 应修改如下： 

个人顾问合同的支出 

35. 2014 年个人顾问合同的总支出比 2013 年高 9%（总部高 11%，总部外高 8%（表 

3））。总部外办事处占 2014 年总体顾问合同支出的 60%。表 3b 列示了前三个双年度个人

顾问合同支出总数。 

表 3：顾问合同的支出：2008—2014 年（百万美元）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3-2014 年

的变化 

总部 9,550 11,192 10,150 8,743 6,765 8,011 8,900 11% 

总部% 53% 51% 42% 36% 37% 39% 40%   

总部外* 8,437 10,752 14,210 15,747 11,575 12,486 13,499 8% 

总部外% 47% 49% 58% 64% 63% 61% 60%   

        
  

总计 17,987 21,944 24,360 24,490 18,340 20,497 22,3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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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段修改如下： 

46. 附件 I的表 10 按合同发放办事处所在组别列出了 2014 年所聘顾问的国籍，这证实了为

地方项目就地招聘人员的做法。在第 I 组国家各办事处所聘用的顾问中，有 58%的顾问为第

I 组国家的国民。其他地区的百分比则介于 64%至 95%之间：例如，在第 V 组（阿拉伯）中，

有 64%的受聘顾问为第 V 组（阿拉伯）国家的国民，而在第 II 组各办事处聘用的顾问中，

95%的受聘顾问均为第 II组国家的国民。 

附件 I中的表 9 中应增加关于总部外的顾问数目以及总部和总部外的顾问数目的表格： 

    Number of consultants in the Field     Amounts ($ mill)    

                       

    2013 % 2014 %   2013 % 2014 %  

Group I   335 21% 298 19%   4.515 36% 4.415 33% 
 

Group II   112 7% 95 6%   0.435 4% 0.347 3%  

Group III   272 17% 368 24%   1.38 11% 2.477 18%  

Group IV   317 19% 300 19%   2.563 21% 2.55 19%  

Group V(afr) 355 22% 294 19%   1.681 13% 1.899 14%  

Group V(arab)  235 14% 194 13%   1.911 15% 1.812 13%  

Total    1626 100% 1549 100%   12.486 100% 13.499 100%  

      
  

    

 

                       

    Number of consultants at HQ and Field     Amounts ($ mill)    

                        

    2013 % 2014 %   2013 % 2014  %    

Group I   779 33% 740 32%   9.167 45% 9.928 44%   

Group II   152 6% 135 6%   0.966 5% 0.777  4%   

Group III   334 14% 440 19%   2.165 10% 3.477 16%   

Group IV   396 17% 387 17%   3.397 17% 3.420 15%   

Group V(afr) 424 18% 343 15%   2.325 11% 2.312 10%   

Group V(arab)  291 12% 259 11%   2.477 12% 2.485 11%   

Total    2376 100% 2304 100%   20.497 100% 22.3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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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中的表 10 应修改如下： 

Nationality of consultants hired in 2014 by regional group of awarding office (HQ/FIED) 

        
Regional group 

of Consultant 

Regional group in which office is located 

I II III IV V(afr) V(arab) Total 

I 58% 5% 12% 22% 16% 22% 32% 

II 8% 95% - 12% 1% - 6% 

III 9% - 88% - 1% - 19% 

IV 11% - - 65% 3% 11% 17% 

V(afr) 6% - - 1% 75% 3% 15% 

V(arab) 8% - - - 4% 64% 11%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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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5 

总干事关于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的报告 

第 V 部分 

人力资源问题 

增补件 

教科文组织工会（STU）的意见 

根据《教科文组织行政手册》第 9.2 条的规定，教科文组织工会

（STU）就总干事的报告提出意见。 

A.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与性别平衡 

第 I 部分--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 

教科文组织工会遗憾地注意到无任职人员会员国数量的增加，为此要求总干事在本组

织范围提高全球地域代表性。青年专业人员计划（YPP）于 2015 年重启，可谓朝着这一方

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教科文组织工会认为，应该通过全国委员会和外交渠道传播青年

专业人员计划的征聘通告，以吸引各个领域的专业群体和优秀人才。 

第 II 部分--工作人员的性别平衡 

教科文组织工会对性别平衡的总体提高表示赞赏，也遗憾地注意到主任级别(36%)及专

业类最高级别(P/5 = 35%) 女性所占比例依旧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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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主任级的退休人数比率较高（28%），教科文组织工会希

望行政部门抓住这一时机改善主任级别性别平衡状况，也希望在当前和未来的职位空缺招聘

工作中，在同等能力情况下适当优先考虑女性应聘人员。 

B. 总干事关于 2014 年顾问合同的使用情况以及经修订的个人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员政策的

实施情况的报告 

教科文组织工会遗憾地注意到使用外部顾问的现象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总部范围。 

顾问合同总支出 22%的增长，与本组织过去和目前在实施的计划和人员削减及职位降

级的做法不相吻合。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本组织没有足够的资源利用长期人员完成其核心任

务，并且也让人对本组织是否具有足够的内部专业知识心生关切。 

由正常计划资助的顾问合同总支出在 2013 至 2014 年间增长了 73 %!  

教科文组织工会注意到行政部门提供的关于获得顾问合同的退休工作人员人数减少的

信息。但是，为了对该问题有全面了解，总干事报告中也应该包括其他编外人员合同（服务

合同、短期合同等）方面的统计数据，该类合同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本组织退休工作人

员。 

教科文组织工会只能再次申明，对编外人员合同的长期滥用对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国际

性乃至独立性构成了侵犯。 

因此，教科文组织工会要求采取措施纠正这一令人堪忧的现状，使国际公务员制度回

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本组织的宗旨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 

教科文组织工会也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局（HRM），立即着手开展对编外人员合同使用

情况的审计工作，以便确定哪些合同任务覆盖着本组织的核心职能，并立即采取措施就此问

题寻求持续性长期解决方案。 

C. 总干事关于 2011-2016 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重点问题和相关行动计划的报告 

学习与发展 

教科文组织工会赞同迫切需要为培训计划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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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过第 197 EX/5.INF.2 号文件（“高效实施投资”）向执行局筹备组提交了资助

一套培训计划的要求，该计划也不能取代由正常计划拨款的长期稳定的整体培训预算。 

因此，针对下一个双年度 5.18 亿美元支出计划方案中培训拨款为零美元的情况，教科

文组织工会深表遗憾。 

教科文组织工会还痛惜地注意到，在 2014 年人员调动工作进程中所作出的承诺，即被

调动工作人员就任新岗位将得到充分培训，没有得到落实。 

人力资源规划 

本组织缺乏人力资源规划，其人力资源战略依旧停留在拟定阶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对此，教科文组织工会依然深为关切。教科文组织工会要求总干事为教科文组织制定一项真

正的、具有明确目标和机制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围绕着知识和技能发展、职业发展规划以

及公开透明的调动和招聘程序等内容，建立人力资源管理的层层问责制。 

近年实施的自愿协商离职计划，更是反映出本组织完全缺乏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视野。

且不说离职动机没有任何合理标准，该计划的启动也早于预计 2016 年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

规划。 

未经任何战略规划，大部分的空缺职位都发布了同级职位招聘通告。 

从纯粹的财务角度看，新聘人员如从应聘同等职位第一级雇用，数个双年度之后才会

产生微不足道的经费结余，而如果该职位属于内部招聘则不会产生任何结余。 

从智力角度看，本组织正见证着机构记忆的丧失，经历着严重的人才流失。 

如果行政部门实施这一计划的宗旨是员工的年轻化，那么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更有

效地达到目的，比如在目前工作范围更多聘用青年专业人员，这样既可以做到人员年轻化，

也可以借此改进地域分配。 

除此之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填补职位空缺的新聘专业人员似乎也并不比离职人员年

轻多少，后者大多 40 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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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行动计划 --2011-2016 年教科文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进展报告） 

招聘程序 

教科文组织工会在“附件 III –2011-2016 年教科文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进展报告”

中吃惊地发现，一个“高效、快捷、具有成本效益和透明度的招聘程序”已经得到实施，而

其中的主要业绩指标是“经筛选的候选人平均百分比”。教科文组织工会确信，这样的指标

根本无法衡量出教科文组织的招聘程序是否高效、快捷、具有成本效益和透明度。 

为此，应该对招聘程序加以修订，以确保在招聘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做到公平、公正、

透明。人力资源管理局应该选派专门的、有能力的工作人员参加各阶段招聘工作（如组成遴

选小组），以避免出现有偏袒倾向的招聘程序，挫伤参加招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流动政策 

根据附件 III 第 5 条的说法，“加强（地域、职能和部门间）流动性”的工作已经得到

落实，并且始自 2012 年！教科文组织工会愿意就此提请注意，到目前为止任何流动性机制

都还没有建立，并且 2013 年 10 月流动性政策的大多数规定都没有贯彻落实。在总部外办事

处与办事处之间、总部至办事处及办事处至总部之间的平级调动，都是在标准完全不透明情

况下由部门或办事处主任以逐案处理的方式自行决定的。 

鉴于以上所述，教科文组织工会建议在有待表决通过的决定中补充下列内容： 

建议的决定 B.5 段可考虑行文如下： 

执行局： 

5. 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二〇〇届会议报告使用顾问和其它编外人员合同的情况，以

及经修订的关于个人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政策的实施情况 

并 

请总干事为教科文组织制定一项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其中应包括知识和技能发展、

职业发展规划以及公开透明的调动和招聘程序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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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2015 年 10 月 15 日 
原件：英文 

临时议程项目 5 

执行局和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 V 部分 

人力资源问题 

增补件 2 

概 要 

根据执行局第一九六届会议的要求，本增补件介绍内部监督办公室关于

教科文组织国际职员招聘程序的 IOS/AUD/2015/07 号内部审计报告。 

依照惯例，该审计的总结报告也可在内部监督办公室的网页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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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监督办公室 

审计科 

IOS/AUD/2015/07 

原件：英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作人员招聘流程审计 

2015 年 9 月 

审计人： 

Tuyet-Mai Grabiel 

Dawn Clemi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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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审计的关键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招聘流程摘自《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人力资源手册》对此进行了

详细规定。该流程旨在发现和任命优秀的工作人员，同时确保秘书处实现广泛的地域代表性和

性别平衡。竞争上岗是招聘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委任时，将优先考虑现有工作人员。 

为实现此次审计之目的，内部监督办公室审查了 2014 年与 2015 年间开展的所有招聘工

作。从合规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招聘基本符合规定流程。然而，流程要经过若干步骤——通常

包括预选委员会、评估小组和咨询委员会——这导致进程冗长，需要工作人员投入大量时间。

尽管采取了一些提高效率的措施，但在加快从启动招聘工作至到岗入职的时间间隔（目前的平

均期限为一年）方面，本组织取得的进展寥寥无几。 

本报告针对改善国际专业人员职位和更高级别职位的招聘工作提出了 14 条建议。这些建

议具体包括改进工作流、阐明个别流程和强调改进规划工作（包括及时发布招聘公告和明确界

定服务标准）的重要性，以缩短人员到岗的时间间隔。 

背景信息 

1. 教科文组织的招聘流程旨在确保工作人员的任命符合大会批准的工作人员条例。工作

人员条例在这方面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在任命秘书处工作人员时，遴选出忠诚、效率及才干均

达到最高标准的人员。出于此目的，任命须以竞争上岗为基础做出，以期在教科文组织所有

级别实现广泛的地域代表性，同时兼顾改进性别平衡。 

2. 总干事负责依照工作人员条例任命秘书处工作人员。人力资源管理局负责保管教科文

组织《人力资源手册》，该手册规定了在执行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时须遵循的行政流程。 

3. 人力资源管理局负责就招聘规划、职位说明、空缺通知、发布招聘公告和对候选人进

行电子预选等事宜向各招聘单位提供指导。人力资源管理局还负责向候选人通报招聘流程结

果、签发任命函以及对整个流程实施监督。就国际工作人员的招聘而言，人力资源管理局须

确保各招聘单位参照人力资源招聘流程，并在各招聘单位、人事问题咨询委员会（工作人员

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与总干事之间建立联系。对于 P-5 级职位、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主

任及更高级别职位的招聘而言，人力资源管理局工作人员将更直接地参与招聘流程，例如通

过参加面试、提供后勤和技术支持以及为某些职位提供建议和笔录支持。对于高级管理团队

的职位，人力资源管理局还要与总干事办公室合作撰写空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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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力资源管理局目前的组织结构图如下所示： 

图 1. 人力资源管理局组织结构图，截至 2015 年 8 月 

 

5. 专业人员职位的招聘工作下放至各部门和科室，其中，人员配备、政策、规划、学习

与发展科的人员配备股将承担咨询和监督职责。各计划部门将自行委派人力资源管理职责，

除教育部门配有人力资源专员外，其他部门都将指派行政人员担任人力资源事务协调人。组

织设计、高级职位管理、支助股是负责招聘 P-5 级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主任和助理总干事

职位的协调人。 

6. 教科文组织的招聘流程主要通过 Taleo 进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局在 2011 年 12 月采用

了这款现成的专用招聘软件。 

7. 下表 1 总结了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为国际专业人员及以上级别职位招聘的人

员数量。 

  

医务科 
（包括社会福利） 
（HRM/MDS） 

组织设计、高级职位 
管理、支助股 

（HRM/OPM） 

行政法股 
（HRM/LEG） 

人员任用、待遇与工资科 
（HRM/SAC） 

人员配备、政策、规划、 
学习与发展科 
（HRM/SPL） 

总干事室 
（HRM/DIR） 

福利待遇 

薪酬 

养恤金与医疗保险 

政策与规划 

人员配备 

学习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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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间招聘人员的数量 

职位类别 总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专业人员 90 14 24 21 31 

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 26 1 14 11 - 

主任 13 2 2 7 2 

助理总干事 5 - - 5 - 

共计 134 17 40 44 33 

范围、目的与方法 

8. 此次审计旨在评估教科文组织关于国际专业人员、主任和助理总干事招聘流程的有效

性。这包括评估 (i) 为确保符合工作人员条例当前采用的工作流、控制手段和问责制，(ii) 为

管理招聘程序所采用的流程、指导和工具，以及 (iii) 对处理与人员招聘有关的敏感信息的考

量。 

9. 此次审计主要考察了下述招聘流程的关键阶段： 

• 招聘规划 

• 招聘筹备 

• 职位招聘公告 

• 接收和评估求职申请 

• 遴选与任命 

• 正式入职 

10. 近些年，教科文组织的招聘流程受到资金不足的影响。2011 年底和 2012 年，这种状况

尤其明显；当时，为稳定预算，许多空缺职位都被冻结了。到 2013 年和 2014 年，在对各部

门和科室的人员配备进行审查后，实施了重新部署。因此，我们抽样的方法主要覆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间完成的招聘工作。为准确反映现行招聘流程，我们将局外人排除在

外，如因资金短缺暂停的招聘，以免得出不实的整体结论。 

11. 审计工作系依照《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开展。具体包括审计规划阶段的一份

风险评估、关于 72 次抽样招聘中各次的详细分析、与人力资源管理局招聘经理和财务管理

局人员进行面试、对启动和管理招聘工作流所用自动工具的使用和有效性进行考量、与其他

联合国组织进行基准衡量以及考虑以往开展的审计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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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进步 

12. 与对教科文组织招聘流程以往几次评估进行比较后发现，在几个方面均取得了进步。 

13. 人力资源管理局采取了一套自动招聘系统，可保留有关收到的申请及其评估和决定的

信息。该系统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可对候选人进行自动预选，将不符合关键

职位要求的外部候选人剔除，从而省去进一步考量。它还能提供所接收申请的相关记录以及

候选人的招聘进度情况。 

14. 人力资源管理局还实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改进招聘流程。具体包括一个将通用职

位说明引入各计划部门的项目、推广胜任能力面试和撰写可接触到敏感及保密信息的人力资

源管理局人员应签署的《保密声明书》。对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已开始实行

《保密声明书》制度。尽管仍需采取进一步措施在更广范围内完善和推行这些优良经验，教

科文组织在这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步。 

15. 教科文组织专业人员及以上级别职位的性别平衡总体来看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表现最

优，达到 49%。12008 年以来，教科文组织在实现高级职位性别均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2014 年和 2015 年，在经任命的主任和助理总干事中，有三分之二为女性，从而将担任高级

职务的女性比例提高至 42%。然而，尽管采取了诸如此类的积极举措，有数据表明，到

2015 年底，教科文组织将在实现高级职位性别均等这一目标方面处于落后地位。 

16. 对于助理总干事一职，教科文组织在空缺职位公开招聘公告中阐明了具体的职位资质

要求。就这方面而言，教科文组织的表现优于其他某些联合国组织——在这些组织中，该职

位往往具有更多政治色彩，因而不会遵循透明的招聘流程。对这些职位的任职资格作出明确

规定可保护本组织，即表明被任命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招聘公告中列明的所有必备资质。  

17. 人力资源管理局还重新设计了空缺通知模板，以简化行文和提高一致性。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8. 尽管取得了上述进步，为进一步完善专业及以上级别国际工作人员的现行招聘流程，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详见附件 II：改善教科文组织招聘流程优先建议表。 

                                                
1  CEB/2014/HLCM/HR/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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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未能有效开展中期招聘规划工作。尽管编制了 2011 年至 2016 年人力资源战略，但未

能有效开发进度指标，而且为执行上述战略规划的行动中有近一半由于预算资金不足处于搁

置状态。 

20. 未能为各招聘单位编制招聘计划，服务标准也已过时，无法准确反映当前的职责和程

序。因此，这些服务标准没有得到监督，也没被用于规划、管理和问责制等目的。在这种局

面下，采取招聘流程的关键步骤通常会导致空缺职位候选人入职时间冗长。下表 2 对内部监

督办公室报告的 2009 年国际专业人员招聘到岗的平均时间间隔（单位：月）与 2014 年 1 月

至 2015 年 6 月间完成的招聘的平均时间间隔进行了比较。 

表 2. 就专业人员职位而言，从启动招聘工作到总干事作出决定所需的平均时间 

就专业人员职位而言，从启动招聘工 
作 2到总干事作出决定所需的平均时间

（单位：月） 
2014 年及 2015 年 2008 年 

外部招聘 10 10 

内部招聘 8 5 

先内部招聘，再外部招聘 18 20 

21. 用于启动招聘工作的自动工具，组织管理工作流，已经过时。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局

开始部分采用该电子工作流；然而，由于该工具过于死板，随之而来的工作流将招聘流程不

必要地拖长了。人力资源管理局明确作出的改进要求被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搁置了，原因

是该工具所依托的自动平台已经陈旧过时。而仅是部分采用使得各计划部门和中央服务部门

在启动招聘工作时出现了做法前后不一的问题。 

22. 在撰写空缺通知时，教科文组织当前关于学历要求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且未能连贯

地予以遵行。尽管教科文组织《人力资源手册》明确规定专业人员及更高级别职位的候选人

至少应具有已经修完的高级学位，但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细则》则称专业职位的候选人只

需具有大学学位或同等经验。自 2014 年起，《人力资源手册》中关于专业人员职位的候选

人需具有高级学位的规定就被置于一旁，拥有相关专业经验即可替代高级学位。这一变化遵

循了联合国秘书处的惯例，也符合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细则》，但并不符合教科文组织

                                                
2  招聘单位通过人力资源表 5-3 或借助自动工作流正式要求启动招聘工作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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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手册》的相关规定，这即在围绕教科文组织教育资历标准的问题上造成了困惑与

争议。 

23. 有关发布空缺职位招聘公告的规定期限——内部招聘为一个月，外部招聘为两个月—

—也是造成招聘时间冗长的一个原因。尽管联合国各组织之间的具体情况差异很大，但其中

有一半组织发布招聘公告的时间为一个月或更短。以往研究曾经建议教科文组织将公告期限

缩短至一个月。3 虽然第三十六届大会未批准这项变更，但鉴于在线系统的持续改进以及全

球范围内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等实际情况，这项建议值得重新考虑。在缩短公告期限的同时，

还可采取其他措施，如除利用教科文组织网站外，在其他媒体上发布更有针对性的招聘公告，

以及在更广范围内采取同时发布内部和外部招聘公告的方法，以便缩短招聘进程，同时有效

建立强大的候选人库。 

24. 尽管教科文组织《2011 年人力资源管理局战略》制定了到 2016 年使会员国在秘书处的

比例达到 85%这一总体目标，但代表名额不足或无代表名额的会员国的比例却在提高（见表

3）。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补足额正在降低，这对其整体地域代表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2012 年至 2014 年年中期间，教科文组织几乎没有聘用外部人员；因此，地域代表性发生变

化主要是由工作人员离职造成的。 

表 3. 2005 年 6 月、2010 年和 2015 年教科文组织的地域代表性 

年份 代表名额过多 平衡 代表名额不足 无代表名额 

2005 年 26 79 55 31 

2010 年 26 77 53 37 

2015 年 17 70 66 42 

资料来源：2005 年：172 EX/35，2010 年：185 EX/Inf. 8 及 2015 年：38 C/INF.4 

25. 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伦理指南几乎不包含任何有关招聘的内容。《人力资源管理局战

略》规定人力资源管理局应与伦理办公室磋商，针对利益冲突和类似事宜制定并实施相关政

策。在“财务披露计划”和“礼品”政策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制定“利益冲突政策”方面未

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因此，教科文组织只能依照泛泛而谈的《国际公务员行为准则》指导

其工作人员处理在招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利益冲突问题。针对可预见的利益冲突制定完整的

                                                
3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2012 年关于联合国系统工作人员招聘的报告》和内部监督办公室《2009 年关于教科文组织招聘政

策与惯例的评估》。 



197 EX/5 Part V Add.2 – Page 7 

《利益冲突政策》，包括有关发现和有效应对招聘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的相关指南，能够帮助

工作人员理解和应用伦理标准。 

26. 限定空缺通知的目标人群可限制候选人资格。从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 6 月，教科文

组织在教科文组织网站之外的媒体上发布了九则空缺通知；然而，并未对采用这些额外媒体

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教科文组织将外部公告发布在招聘网站上，并与联合国人力资源网的

成员共享。对于主任及以上级别职位，还向常驻代表团分发空缺通知。尽管空缺通知吸引了

众多候选人（平均而言，2015 年发布的专业人员职位空缺通知收到 215 份申请），但其中很

大一部分不符合职位要求；有时，招聘经理不得不重新发布招聘公告，因为合适的候选人数

量不足，或者需要形成更大的候选人库以便实现地域或性别平衡的目标。 

27. 在所有招聘流程中，对候选人进行评估是最耗时的一个环节。该阶段包括三个步骤，

具体即 (i) 预筛，以确定不符合关键职位要求的候选人，(ii) 预选阶段，保留经评估符合所有

关键职位要求的候选人，以及 (iii) 评估阶段，以确定进入面试环节的候选人。预筛过程是自

动完成的，效率很高；自 2009 年开始，对于内部招聘，可将预选和评估阶段合并，以提高

效率。然而，还可利用许多机会进一步简化预选程序，改进候选人从预选到面试阶段的进度

记录。 

28. 评估中心能够改善对关键职位候选人的评估。尽管若干联合国组织都利用评估中心的

服务协助对关键职位候选人进行评估，但自 2011 年出现资金短缺问题以来，教科文组织便

不再使用这些服务了。一份有关进入决选阶段候选人的客观、内容规范详尽的评估报告有助

于评估小组有效甄别候选人，这不是一般的面试和推荐人核证所能做到的。人力资源管理局

指出，联合国系统范围内已就针对高级职位利用评估中心服务的价值展开辩论。 

29.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可提高国际专业人员职位和总部一

般事务人员任命的透明度和可靠性。然而，考虑到涉及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审阅招聘文件和

与招聘经理举行会议所花费的时间，这个流程工作繁重，需要工作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同时

使得招聘流程又增加了一个环节。人力资源管理局应与工作人员协会以及其他相关方探索其

他方法，以精简流程，同时仍能确保向总干事提供适足的建议。高级职位招聘（主任及以上

级别）不遵循独立审查和向总干事建议的程序。尽管该流程不一定需要工作人员协会代表参

与，但在做出高级职位人事任命之前，向总干事正式、明确保证招聘程序符合相关条例、细

则和程序的规定，可以减少招致诟病和争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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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教科文组织的自动招聘工具只是部分采用。2011 年 12 月，人力资源管理局购买了

Taleo 软件许可证，这是一款人才吸纳/招聘工具。尽管使用该工具带来了益处，但人力资源

管理局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 

31. 此次审计还注意到，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加强对保密类招聘信息的保护。 

32. 为解决这些问题，该报告提出了 14 条建议，以帮助改善教科文组织有关国际专业人员

及以上级别职位的招聘流程。 

建议表 

建议 1：人力资源管理局明确分配责任和资源，以便利整个组织范围内的招聘规划工作。这应

当包括相关工具或模板，以用于确立既定招聘工作的阶段目标和总目标的完成日期，从而避免

职位空缺时间过长。作为规划工作的一部分，应尽早考虑职位的具体要求和任何特殊招聘需

求，如针对外部招聘更积极地发布招聘公告（例如在专业刊物上）和对候选人进行评估所需的

特殊评估方法（例如评估中心或书面调查）。此外，人力资源管理局还应向各招聘单位提供有

关 Taleo 使用及所需输入信息的标准指南，并更新招聘程序中的步骤核查表。 

建议 2：人力资源管理局与财务管理局和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合作，以强化工作流和更新职

位信息的相关管理工具，包括招聘筹备工作，以期确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和在可行时用同步审查

与批准代替后续步骤。考虑到自动工具不够灵活，这可能需要将其替换。如果工作人员的限制

因素导致无法及时认证，还应重新考虑财务管理局当前在筹备阶段的有效性。 

建议 3：人力资源管理局确定哪些职位可从特殊职位说明转为一般职位说明，并制定一份附带

时间表、职责和资源需求的计划，以将这一做法推广至所有已确定的职位。  

建议 4：人力资源管理局阐明、最终确定和分发有关教科文组织招聘专业人员及更高级别职位

的学历政策，以确保一贯地理解和执行该政策。 

建议 5：人力资源管理局与伦理办公室合作，明确、最终制定并分发关于发现和处理人员招聘

方面的利益冲突的政策和指南。可酌情将此纳入更全面的利益冲突政策中。  

建议 6：人力资源管理局针对工作人员条例提出修改建议，以 (i) 缩短空缺外部公告的发布期

限，和 (ii) 在试行基础上，采取直接从外部招聘空缺职位，以省去后续发布招聘公告的环节，

同时仍保留相关工作人员权利。 

建议 7：在开展招聘规划工作时，人力资源管理局制定并向各招聘部门和服务处指派附带时限

的目标，以改善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衡状况，然而密切监测进展情况。在实施该倡议的同时，

招聘筹备 职位公告 评估（直至作出决定） 决定作出至正式入职 

空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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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积极地、有的放矢地开展公告宣传工作。 

建议 8：人力资源管理局与各部门和服务处合作，制定有关利用教科文组织网站之外的媒体发

布职位空缺公告的实用指南，包括 (i) 通过节省的人事费资助公告发布， (ii) 准确定位具体胜任

能力和品质的方法（例如地理和/或性别考量），以及 (iii) 一个监测机制，以评估这类公告宣传

活动的成本效益。此外，人力资源管理局还应考虑其他联合国组织目前采用的做法，包括利用

招聘公司为个别职位和经常出现空缺的名册确定额外的具备较高资质的候选人，并在适当时以

试行的方式在教科文组织内采取这些做法。 

建议 9：人力资源管理局修订现有指南，要求评估小组在 Taleo 中加入简短注释，以反映不将

候选人移至下一招聘流程阶段的决定。 

建议 10：人力资源管理局 (i) 采取一种更加精简的只有人力资源管理局代表和招聘经理或指定

人员参与的预选程序；(ii) 编制并向评估小组组长分发一份有关评估小组职位、责任和工作方

法的标准简要说明；以及 (iii) 修改当前指南，以要求评估小组的每位成员签署关于评估流程结

论的摘要记录。人力资源管理局还应考虑指派一位代表，在评估过程中对小组提出建议和实施

监督。 

建议 11：人力资源管理局为使用评估中心招聘关键人员制定标准（例如级别、职责性质）和指

南。这应当包括学习其他联合国组织的实际经验，和确定可用的各类评估服务以及相关成本。 

建议 12：人力资源管理局 (i) 就在不减损透明度和向总干事提供的咨询支持的前提下精简工作

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流程的各种备选方案咨询各相关方的意见，和 (ii) 由人力资源管理局

向总干事提交一份明确的保证声明书，或一份独立审查或建议，说明为任命高级职位开展的招

聘流程符合所有适用的条例、细则和程序。 

建议 13：人力资源管理局与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合作，通过在可行并符合成本效益的条件下

充分利用 Taleo 的报告和监测功能，提升其作为一项管理工具的价值。   

建议 14：人力资源管理局 (i) 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局的 Taleo 使用者针对在执行公务期间获知的

敏感信息，签署一份保密声明；(ii) 引入相关程序，供评估小组组长或人力资源管理局代表用

以向小组成员就其在小组审议和建议之保密性方面的职责提出指示；以及 (iii) 定期监测 Taleo

的使用权限，以确保使用者的权限与其自身职责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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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结果 

背景信息 

33. 教科文组织招聘流程的设计旨在确保人员任命系依照大会批准的《工作人员条例》做

出。《工作人员条例》在这方面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在任命秘书处工作人员时，遴选出忠诚、

效率及才干均达到最高标准的人员。出于此目的，任命将尽可能兼顾地域代表性，并不考虑

种族、性别或宗教背景，但会审慎兼顾在教科文组织所有级别改善性别平衡的需要。 

34. 招聘与任命应在正式发布空缺职位招聘公告后，在竞争上岗的基础上做出。条例还规

定，在招聘空缺职位时，应优先考虑现有工作人员，总干事可将空缺职位的申请资格限定为

内部候选人。根据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细则》以及相关程序指南，主任一级以下级别的所

有职位首先都应在内部发布招聘信息，然后再在外部发布信息，除非总干事明确批准直接发

布外部招聘公告。对于发布外部招聘公告的职位，应优先考虑（须遵循对等关系）已经在联

合国和其他专门机构供职的申请人。依照工作人员条例，发布外部招聘公告的期限为两个月；

而对于内部招聘，招聘公告的发布期限为一个月。 

35. 教科文组织制定的遵循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程序复杂而冗长。虽然职位级别略有不

同，从启动招聘工作直到应聘成功者最终入职平均需要一年时间。 

图 2. 按职级分列的招聘时间，单位：月 4 

 
                                                
4  高级管理团队 (SMT) 是一个定义明确的高级经理团队，他们中大部分人直接向总干事报告；主任(D)是指其他 D-1 和 D-

2 级别工作人员，他们不直接向总干事报告（主任一级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除外）；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HOFOs)通常

指作为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高级经理的主任和 P-5 级工作人员；专业(P) 人员是指 P-1 至 P-5 级工作人员（总部外

办事处负责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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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一页为详细的招聘工作流。 

图 5. 招聘流程概况 

 

DG、DDG、DIR/ODG 或 DIR/HRM 授意 

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 

以及各研究所和处主任 

直属主管 

国际专业人员 直接向总干事报告的高级工作人员 

启动招聘流程 

签字确认职位预算拨备 

签字确认职位级别分类 

收到在线求职申请 

撰写空缺通知 

语言标准化工作和在 TALEO 中输入预选调查问卷 

在教科文组织网站上发布空缺通知 

签署空缺通知 

DDG 或 DIR/ODG 

翻译（英文、法文及西班牙文） 

预选候选人的邮件列表 在 TALEO 中提供预选候选人的路径 

空缺通知发布期间结束——自动预选候选人 

预选委员会 

获知并遴选出进入面试环节的候选人，然后举行面试 

为评估小组预选候选人 评估小组 

总干事 

评估小组 

评估小组 

评估小组 

重新发布 
招聘公告 

 
面试和推荐候选人 

评估小组 

      总干事 
向总干事做口头汇报 

批准参加面试的候选人 

是 

东道国政府 

审阅推荐和完整文档， 
包括推荐人核实 

遴选和面试候选人 

总干事 

批准 

批准 

向总干事 
推荐 

编制招聘文档 

否 总干事 总干事 

编制招聘文档 

否 

否 

任命决定 

评估小组 

是 

任命决定 

遴
选

和
任
命

 
收

到
和

评
估

求
职

申
请
 

招
聘
规
划

 
筹
备
工
作

 

是 

人力资源管理局通知胜出的候选人 

 

总干事批准评估小组人员构

成评估小组人员构成 

重新发布公告或选

择另一个进入决选

阶段的候选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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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出于此次审计之目的，我们主要考察了从规划到正式入职的下述阶段： 

• 招聘规划 

• 招聘筹备 

• 职位招聘公告 

• 接收和评估求职申请 

• 遴选与任命 

• 正式入职 

38. 此次审计还检查了招聘流程的自动工作流和对敏感信息的控制。 

阶段 I：招聘规划流程 

39. 招聘规划需要各招聘单位考虑人员配备需求，以便有效实现其当前和长远目标。这包

括： 

• 从中期规划以及技能开发倡议所需技能和数量的角度预测未来人员需求；以及 

• 确认可预见的职位空缺并编制招聘计划，其中须附有 (i) 时间表，以缩短职位空

缺时间；(ii) 发布公告的方法（例如在兼顾地域多样性和性别平衡的基础上从目

标候选人库中搜索合适人选）；以及 (iii) 评估办法（例如是否采用书面审查或聘

用评估中心，进行面试）。 

问题 1. 未能有效开展中期人事规划 

40. 最近的《关于工作、人员配备与技能前瞻性管理的外部审计》（2015 年 3 月）5强调指

出，教科文组织需要改善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得出缺乏对人力资源需求的战略性规划这一具

体结论后，审计提出如下建议： 

外聘审计员建议从现在起直至双年度结束对人员配备情况和支助服务进行审查，以便

确定：(i)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总部应向各计划部门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和级别；

(ii) 应保留在内部的“核心业务/项目管理”服务；(iii) 支助服务自身和从长远来看所需

的具体技能；以及 (iv) 一项获取这些确定技能的计划，包括满足当前状况的人员招聘

需求和可能的培训计划。 

                                                
5  196 EX/23. IN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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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该建议的执行受到外聘审计员的监测，内部监督办公室未重复审计工作或建议。 

42. 考虑到外聘审计员开展的工作及其审计建议，该审计报告未再赘述根本不足之处，而

是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招聘事宜。 

问题 2：缺乏招聘计划导致招聘工作拖延 

43. 《人力资源手册》所载教科文组织流程规定，每个双年度开始之初，人力资源管理局

须与各部门/局/办公室开展规划工作，以便： 

• 评估今后两年的人员配备需求； 

• 确定这段时期待填补的职位空缺，附上预计空缺日期； 

• 共同制定这些职位的招聘安排；以及 

• 制定一份将在未来 18 至 24 个月发布招聘公告的职位列表。 

44. 2015 年 5 月至 6 月，人员配备、政策、规划、学习与发展科与各计划部门召开了规划

工作会议，以讨论人员配备问题和确定预计需要招聘的一般事务人员及国际专业人员职位

（P-1 至 P-5 级）。各部门向内部监督办公室报告称这些规划会议非常有用，促使他们更密

切地考虑各自未来的招聘需求。然而，人力资源管理局仍无法向内部监督办公室提供上述规

划会议得出的书面计划或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局尚未与中央服务部门召开此类会议。 

45. 至于人力资源管理局协调召开的往届规划会议，几乎不存在有关确定预期招聘需求之

规划会议的记录或机构记忆。人力资源管理局解释说，其通过达到规定离职年龄的在职者和

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标准任期定期监测可预见的预期空缺，并在会上将相关信息告知各部门

和服务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局还将有关空缺率和招聘用时的数据汇编成表，并在内网上发布。

综合利用上述重要信息有助于为各部门、服务部门和总部外办事处制定更加详实的招聘计划。  

46. 由于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规划流程，各招聘单位通常无法及时启动招聘工作，这即导

致职位空缺时间延长。《2009 年内部监督办公室对教科文组织招聘政策和做法的评价》报

告指出，各招聘单位在职位出现空缺之前及时启动招聘工作的比例仅为 39%。当前数据显示

总体而言，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出现空缺前启动招聘工作的比例提高至 66%。然而，并

非整个组织都呈现这种积极趋势——特别是在专业人员职位方面。如表 4 所示，就专业人员

职位而言，超过 50%的职位未能在出现空缺前启动招聘工作。分析显示，平均来看，这些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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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的招聘工作大都在出现职位空缺后四个月才正式启动，这就导致空缺时间延长，或者只能

采取临时办法履行所涉职位的职责。 

表 4. 按级别分列的招聘工作启动情况 

工作人员级别 / 类别 P  HOFO D  SMT 

接受检查的职位的数量 216 10 5 8 

出现空缺之前启动招聘工作 48% 80% 80% 88% 

出现空缺之后启动招聘工作 52% 20% 20% 13% 

47. 即便能够在出现空缺之前启动招聘工作，职位空缺的时间往往也很长，这即凸显了需

要进一步改进规划工作，以便及时完成招聘工作。 

表 5. 在出现空缺前启动招聘工作的情况中职位空缺的平均时间间隔 

出现空缺之前启动招聘工作 P HOFO D SMT 

从启动招聘工作到出现空缺的月份数 3 4 7.5 7 

职位处于空缺状态的月份数 11 12 4 2 

48. 在这方面，各招聘单位表示需要人力资源管理局提供总体指导，以便预先估计关键的

流程步骤，和更有效地利用 Taleo 招聘工具。例如，有些招聘单位解释说，通过在整个流程

启动之初成立预选委员会和评估小组，能够提前为评估阶段做好准备。通常情况下，要等到

人力资源管理局通报完预选候选人名单后才会采取这些步骤。尽管《人力资源手册》提供了

一份核对单，但那是 2009 年制定的，大部分招聘单位都不知道这份核对单。各招聘单位还

解释说，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工具，也不清楚需要在系统中记录什么内容。该工具并不易于

理解和使用，但《人力资源手册》未能及时更新，以反映已经改变的流程。此外，尽管人力

资源管理局会根据个人请求向用户提供口头支持，但这很耗时，而且不存在任何参考指南可

用于确保所有人大致理解并能使用该工具。 

  

                                                
6  其中包括 2015 年数据，这仅仅因为 2014 年有关专业人员职位招聘工作启动情况的数据由于招聘工作暂停和进行了重新

部署而与事实严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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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 

人力资源管理局明确分配责任和资源，以便利整个组织范围内的招聘规划工

作。这应当包括相关工具或模板，以用于确立既定招聘工作的阶段目标和总目

标的完成日期，从而避免职位空缺时间过长。作为规划工作的一部分，应尽早

考虑职位的具体要求和任何特殊招聘需求，如针对外部招聘更积极地发布招聘

公告（例如在专业刊物上）和对候选人进行评估所需的特殊评估方法（例如评

估中心或书面调查）。此外，人力资源管理局还应向各招聘单位提供有关

Taleo 使用及所需输入信息的标准指南，并更新招聘程序中的步骤核查表。 

 

高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i)  人力资源管理局会同各部门最终确定当前的规划机制，包括兼顾具体需求的工具/模板。这

已被纳入《人力资源战略》下的优先行动计划中（在第 197 EX/5 Part V 号文件附件 III 中提

交）。目标日期：2016年 6 月。 

(ii)  人力资源管理局将向招聘经理提供有关 Taleo 使用方法的用户友好型的标准化指南。目标日

期：2016 年 3 月。 

(iii)  人力资源管理局将最终制定一个详细的招聘流程控制框架（根据外聘审计员的建议，第 186 

EX/30Part IV 号文件）。该框架的最后一步是一份招聘流程步骤核查表。目标日期：2015 年

10 月。 

阶段 II：招聘筹备（平均用时 85 天） 

49. 招聘流程的筹备阶段包括以下几步： 

• 更新职位说明（招聘单位） 

• 确认职位预算（财务管理局） 

• 职位分类（人力资源管理局） 

• 草拟空缺通知，包括必备和优选资质（招聘单位） 

• 提交空缺通知和编制预选调查问卷（人力资源管理局） 

50. 不同职位所需的招聘筹备时间不同：专业人员职位平均需要 86 天，总部外办事处负责

人平均需要 110 天，主任平均需要 103 天，高级管理团队平均需要 36 天。表 6 分别列示了

专业人员职位在该阶段各关键环节所需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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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招聘筹备阶段各关键环节所需天数 

招聘筹备工作平均用时： 天数 

从启动招聘工作到发布空缺通知 86 

从启动之日到财务管理局批准 6 

从财务管理局批准到分类批准 11 

从分类批准到空缺通知发布 72 

51. 完成该阶段平均需要近三个月时间，其中包括采取充分的控制措施以确保 (i) 职位获得

所需资金，(ii) 相关职位说明是最新的，并且反映出适当的级别，以及 (iii) 空缺通知采用标

准的发布格式。然而，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以确保精简流程和缩短时间间隔。这包括： 

• 精简工作流和完善用于管理招聘筹备阶段的自动工具； 

• 完成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为个别类别的职位引入通用职位说明的倡议； 

• 商议并最终确定关于规定教育要求的政策（这可减少从分类到发布空缺通知之间

的两个月时间）。 

问题 3：用于启动招聘工作的工具不够灵活 

52. 人力资源管理局采用“组织管理”工作流——一个电子工具——记录与职位有关的行

动（例如创建、修改和废除），和在发布空缺通知前要求获得许可。这项倡议很好，可以更

好地管理和监测工作量、跟踪进度状态以及发现并解决在筹备阶段出现的延误问题。 

53. 目的在于将启动招聘工作的纸质流程转为自动化，和采取其他与职位有关的措施。然

而，人力资源管理局仅在各计划部门部署实施了组织管理工作流。事实证明该工具在灵活性、

技术可靠性以及易用性方面都存在欠缺，因而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因此，计划类

服务部门和内部服务部门仍采用纸质工作流（亦即人力资源表 5-3，“人事行动申请”）启

动招聘工作。该表记录了各服务部门的许可，包括 (i) 财务管理局确认有资金可用，和 (ii) 

组织设计、高级职位管理、支助股确认职位说明是最新版且分类恰当。 

54. 此外，组织管理工作流还要求按照先后顺序从招聘部门获得三个签署许可（招聘经 

理、行政官员以及助理总干事或主任），财务管理局出具两个，人力资源管理局出具三个。

各招聘单位对在招聘流程之初即需获得财务管理局的签署这一做法提出质疑，因为在对 P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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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做出任命决定之后和切实任命之前还需要再次获得签署。考虑到完成整个招聘流程所需

的时间，第一个财务管理局的签署可能已不适用或是多余的。尽管财务管理局同意取消第一

个认证环节，但由于组织管理工作流比较复杂，这实际上是无法办到的。无法取消认证环节，

也无法调整工作流或将其重新指向适当的环节。 

55. 因此，工作流已不能适当反映当前流程和职能需求。它强加了一个多余的环节，导致

招聘工作延误，并在各计划部门与中央服务部门之间造成了前后做法不一的问题。由于缺乏

有关各环节的明确的服务标准，延误问题一再出现。 

建议 2： 

人力资源管理局与财务管理局和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合作，以强化工作流和

更新职位信息的相关管理工具，包括招聘筹备工作，以期确立明确的服务标准

和在可行时用同步审查与批准代替后续步骤。考虑到自动工具不够灵活，这可

能需要将其替换。如果工作人员的限制因素导致无法及时认证，还应重新考虑

财务管理局当前在筹备阶段的有效性。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指出需要在其他平台上开发现有自动化程序。人力资源管理局将与财务管

理局、最终用户和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合作，根据可用预算资金的情况，参与制定职能细则，

并将替代现有的发布类自动工具。目标日期：2017 年 12 月。 

问题 4：正在进行中的通用职位说明倡议，不含目标完成日期 

56. 2009 年，总干事通过 DIR/HRM 的一份备忘录指示全体管理人员确保多国办事处和国

家办公处 P-1 至 P-4 级职位的职位说明和空缺通知能够反映出在所涉各计划部门中的一般职

责。为此，人力资源管理局要会同各计划部门审查当前职位说明，以确保按照上述要求进行

修改。 

57. 在一个类似倡议中，教育部门和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与人力资源管理局合作，为

总部计划专业人员职位引入了通用职位说明。2011 年以来，人力资源管理局就开始着手为

组织内人数最多的专业组编制和更新通用职位说明。从 2011 年起，人力资源管理局即与所

涉部门和服务部门合作，制定了涵盖约 460 个职位的通用职位说明，并估计还有 400 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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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介可被确定为通用职位说明。然而，该倡议已经开展了四年，尚无明确计划说明将于何

时解决余下 400 个职位的问题。 

58. 人力资源管理局要求投入更多资源（工作人员或咨询资金）以完成这项倡议。因为要

执行额外分配的职责，牵头单位的工作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短缺，外聘顾问的

支出被削减了一半。自 2014 年 5 月人力资源管理局改组以来，取消了负责满足分类需求和

编制通用职位说明的专门单位。7 一个新的单位——组织设计、高级职位管理、支助股

（HRM/OPM）被指定负责这些工作，同时还要承担其他职责，如高级职位的招聘工作和协

助其调动。该股的优先任务系根据敏感度和紧迫性确定，制定通用职位说明的优先级别通常

较低。 

59. 认真撰写的通用职位说明具有诸多好处。它们为各级别工作的各类职位确定了一套通

用能力要求，简化并规范了分类流程，还能加快招聘进度。  

建议 3：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确定哪些职位可从特殊职位说明转为一般职位说明，

并制定一份附带时间表、职责和资源需求的计划，以将这一做法推广至所有已

确定的职位。 

高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人力资源管理局将与母部门/服务部门合作，确定适合采用通用说明的职位，和制定一份附带时间

表、职责和所需资源的执行计划，并适当兼顾人数最多的专业组以及母部门/服务部门的技术参与

和投入。为执行该建议，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资源。目标日期：2017 年 12月。 

问题 5：在撰写空缺通知时，现行关于学历要求的指南定义不明，且未能予以连续执行 

60. 《工作人员细则》第 104.2 (b)条规定，专业人员类职位的候选人须具备大学学位或拥

有类似经验，并证明其能够熟练应用一种秘书处工作语言。在这方面，该细则未对高级工作

人员（主任及以上级别职位）的征聘做出具体规定。 

  

                                                
7  DG/Note/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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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教科文组织《人力资源手册》（第 5.3 章第 1 段）规定，专业人员职位以及更高级别职

位的候选人至少应具备已经修完的大学高级学位（硕士或同等学位），并且所学专业领域应

与空缺通知所载的工作职能相关。这些评估标准是 2009 年制定的，并在报告中引述以便将

教科文组织与其他机构进行基准衡量（例如，JIU/NOTE/2012/2）。 

62. 审计期间，人力资源管理局指出《手册》引述的更为严苛的学历要求可被视作与《工

作人员细则》的规定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工作人员细则》为准。内部监督办公室

认为该《工作人员细则》的内容可能旨在确定一套最低标准，《人力资源手册》可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充实细化。 

63. 《人力资源手册》还对专业人员职位各级别所需的专业经验做出了最低要求规定。 

表 7. 国际专业人员职位招聘标准 

级别 相关专业经验的最低年限 学历要求 

P-1/P-2 2 年以下；  
拥有博士学位的候选人，1 年以下 

相关领域大学高级学

位（相当于硕士）或

同等专业资格 

P-2 2 至 4 年，拥有 1 年国际经验的优先考虑 

P-3 4 至 7 年，拥有 2 年国际经验的优先考虑 

P-4 7 至 10 年责任逐步增加的相关经验，拥有 3 至 5 年国际经验

的优先考虑 

P-5 10 至 15 年责任逐步增加的相关经验，拥有 5 至 7 年国际经

验的优先考虑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手册 

64. 《人力资源手册》确实规定，若招聘经理认为对于个别专业组而言，可用相关资格、

证书和专业经验这三者相结合代替大学高级学位，则允许与教育评估标准存在偏差。在这些

情况中，招聘经理在撰写空缺通知时应咨询人力资源管理局。值得指出的是，《人力资源手

册》并未阐明何种程度或级别的相关专业经验可等同于高级学位。 

65. 虽然教科文组织在招聘专业人员及更高级别职位时符合上述关于相关专业经验最低年

限的最低要求，但还需要做出改进，以确保一贯地理解和执行相关教育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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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职位 

66. 下图总结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教科文组织所有专业人员职位的空缺通知

中对最低学历的要求。 

图 3. 2014 - 2015 年专业人员职位招聘的学历要求 

 

67. 其中有 30 例的学历未达到各部门和服务部门招聘规定的高级学位标准；然而，其中多

数是在财务管理局。 

图 4. 不符合人力资源招聘政策的情况  

 

68. 人力资源管理局解释说，当招聘部门/局对个别专业组提出具体要求时，才会用同时具

备其他相关资格替代高级学位。这种做法符合《人力资源手册》第 5.3 条。这样做的理由是

针对具体工作适当调整要求，即当拥有高级学位并非关键要素，而具备其他专门资格更为重

要时。 

19 4 

2 

1 
1 

2 
1 

BFM

CLT

ERI

ETH

HRM

IOS

WHC

博士 
硕士或同等学历 

大学学位 

财务管理局 

文化部门 

对外关系与公众宣传部门 
伦理办公室 

人力资源管理局 

内部监督办公室 

世界遗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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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财务管理局解释说，上述 19 个职位主要是预算、会计和行政岗，且基本位于总部外办

事处。关于拥有大学学位的决定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为的是遴选出具备相关专业经验、但

可能不具备高级学位的合适候选人。这些主要是初级专业人员职位，并为现有工作人员提供

职业发展机会。财务管理局还解释说，所有工作人员一旦入职，都要努力获得标准职业资格

证书。 

70. 就两个具体情况而言，财务管理局职位要求候选人具备经认可的会计专业资格，而非

高级学位。同样地，对于内部监督办公室的职位，P-3 级职位候选人无需具备规定的学历，

而要拥有获得国际认可的审计资质；对于 P-1/2 级职位，这还是优先考虑的资格。至于财务

管理局，所有初级审计人员一旦入职，都要努力获得必要的审计专业资格证书。 

71. 对于对外关系与公众宣传部门的两个职位而言，候选人需要拥有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

资格和相关经验，而无需具备高级学位，这是符合《人力资源手册》规定的例外情况。 

72. 至于文化部门的四个职位和世界遗产中心的一个职位，空缺通知未明确规定可用额外

经验或资格代替高级学位。在起草这些空缺通知时，人员配备、政策、规划、学习与发展科

建议文化部门与其他最近发布的空缺通知保持一致。文化部门解释说，将这些职位的学历要

求定为大学学位而非高级学位是为了给现有工作人员提供晋升机会，他们目前工作表现良好，

尽管不具备高级学位，但评估表明其已经具备晋升的实力。这种做法不符合《人力资源手册》

第 5.3 条规定。 

73. 对于中央服务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局和伦理办公室）两个职位的空缺通知只要求具有

大学学位的做法，内部监督办公室不明白这样规定的具体原因。这两份空缺通知虽然不违反

《工作人员细则》，但却不符合《人力资源手册》第 5.3 条规定，但最终任命的候选人实际

上拥有高级学位，从而符合了《手册》中关于学历资格的规定。 

74. 至于专业人员职位的学历资格，联合国系统内的做法各不相同。有些组织采取较为灵

活的办法，即规定候选人 (i) 要么拥有高级学位，(ii) 要么拥有大学初级学位以及额外工作经

验。对联合国系统内最近发布的空缺通知开展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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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其他联合国组织最近发布的专业人员职位空缺通知中 
关于最低学历的规定  

（2015 年 6 月开放招聘） 

 

主任职位 

75. 下图总结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教科文组织关于主任招聘的空缺通知中规定的

学历要求。 

图 6. 教科文组织主任职位的最低学历要求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 

 

76. 如上所述，主任职位的 22 份空缺通知中有 11 份达到或超过《人力资源手册》规定的

学历要求，有 11 份未达到规定标准。在 11 个不符合规定的例子中，有 10 个是总部外办事

处主任职位。人力资源管理局解释说，对于总部外办事处这一高级别来说，候选人拥有优秀

的实际工作经验比（通常情况下）多年前获得的高学历更为重要。因此，就总部外办事处主

任这一职位类别而言，更看重相关经验，而非高级学位。至于 2014 年人力资源管理局主任

高级学位或大学初级学位以及两年工

作经验 

高级学位 

大学初级学位 

博士 

高级学位 

大学高级学位或同等学历 

大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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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聘公告——要求拥有高级学位或丰富的同等专业经验，该要求与 2010 年发布的该职位

空缺通知相符，最终胜出的候选人也确实拥有高级学位。 

77. 至于主任职位的学历要求，联合国系统内的做法各不相同。联合国秘书处发布的主任

职位空缺通知一般要求候选人 (i) 要么拥有高级学位，(ii) 要么拥有大学初级学位以及具体年

限的额外工作经验。然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组织，如世卫组织、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一贯规定主任级职位的候选人至少应拥有高级学位。 

助理总干事职位 

78. 对于助理总干事职位，教科文组织公开发布招聘信息，并规定了具体的任职资格。在

这方面，教科文组织的表现优于其他一些联合国组织——在这些组织中，该级别职位的任命

更多地具有政治色彩，亦不通过须满足具体资质的透明的招聘流程。明确规定应聘这些职位

所需的资质可使本组织免于受到不恰当的政治影响，因为被任命的人员必须满足招聘公告中

列明的所有资格。 

79. 自 2013 年以来，教科文组织已为七个助理总干事职位（自然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及人

文科学部门、文化部门、传播和信息部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非洲部和战略规划编制局）

发布招聘公告。对于其中六个（自然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文化部门、传播

和信息部门、非洲部和战略规划编制局），空缺通知规定最低学历要求为“高级学位或同等

专业经验。”在这六份空缺通知中，具备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被视为优先考虑（但非必备）

学历。对于内部监督办公室，空缺通知要求具有“大学学位，最好为博士学位。”附件 I 详

细介绍了 2000 年至 2015 年间发布的招聘公告中对学历的要求，附件 II介绍了应聘成功者的

实际学历。  

80. 2013 年之前，助理总干事的所有空缺通知均规定候选人须具备高级学位。在一个实例

（文化部门助理总干事）中，规定须具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见附件 I）。根据上述介绍，

可明显看出自 2013 年起发生了变化，即降低了对助理总干事职位的最低学历要求。然而，

并不存在有关该变化的书面决定或正式的政策修订。人力资源管理局官员向内部监督办公室

解释说，用“同等专业经验”代替高级学位是为了 (i) 扩大候选人库， (ii) 使教科文组织与

联合国秘书处保持一致，以及 (iii) 促进机构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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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内部监督办公室确认了其他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和粮农组织）于近期发布的六份针对助理总干事一级职位的空缺通知，其中四份

对学历没有任何要求；其中两份提到了须具备大学高级学位，但同时指出可用同等专业经验

代替高级学位。因此，尽管最近几年，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职位的最低学历要求整体呈降

低趋势，但在其他组织亦存在同样做法。 

建议 4：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阐明、最终确定和分发有关教科文组织招聘专业人员

及更高级别职位的学历政策，以确保一贯地理解和执行该政策。 

高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这些规定将作为审查“招聘政策”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已经启动。这即需要修订《手册》以及

《工作人员细则》相关条款；因此，需要与人事政策咨询委员会、同仁以及关键相关方进行磋

商。目标日期：2016 年 12 月 

问题 6：缺乏对招聘工作的伦理指南 

82. 《2011 – 2016 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定，人力资源管理局须会同伦理办公室制定并

实施有关利益冲突及相关事项的政策。 

83. 在“财务披露计划”和“礼品”政策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制定“利益冲突政策”方面

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因此，教科文组织只能依照泛泛而谈的《国际公务员行为准则》指

导其工作人员处理在招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利益冲突问题。 

84. 《国际公务员行为准则》只是大致介绍了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准则》第 23 段

介绍了利益冲突的概念，具体即“当国际公务员的个人利益妨碍其履行自身职责或使人对其

作为国际公务员所需具备的忠诚、独立和公正性产生质疑时，即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利益

冲突包括如下情形，即在这些情形中，国际公务员可能因其本人与所在组织的关联，直接或

间接地获得不当利益，或使得第三方获得不当利益。利益冲突可能源于国际公务员个人或家

人与第三方、个人、受益人或其他机构进行的交易”。 

85. 《准则》还规定“如果确实发生或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则必须以组织的最佳利益为 

重，披露、解决和处理该冲突。”此类披露潜在利益冲突的责任应被视为国际公务员所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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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优秀品质之一，《准则》第 5 段还规定了其他品质，包括诚实、坦率、公正和廉洁。这

些品质与职业能力和效率同等重要。 

86. 在招聘流程的任何环节都可能出现个人利益冲突。例如，某个人负责在空缺通知中输

入任职资格信息，此人随后提交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在草拟和批准高级空缺通知时，特别是

副总干事办公室、助理总干事以及局/办公室主任等职位时，这就带来了风险。对于这些高

级职位，教科文组织政策明确规定人力资源管理局须会同副总干事办公室撰写空缺通知

（《人力资源手册》第 5.3.B 条）。如果人力资源管理局或副总干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是

这些职位的候选人，就需要披露、评估和规避潜在的利益冲突。 

87. 尽管相关原则准确明晰，也始终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及时披露潜在的利益冲突，教科文

组织却未能采用具体的程序、指南或机制解决招聘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因此，招聘

流程中潜在的或实际发生的利益冲突问题无法获得一贯理解和有效规避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建议 5：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与伦理办公室合作，明确、最终制定并分发关于发现

和处理人员招聘方面的利益冲突的政策和指南。可酌情将此纳入更全面的利益

冲突政策中。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接受。目标日期：与伦理办公室协商确定。 

阶段 III：职位公告（平均耗时内部 30 天/ 外部 60 天） 

问题 7：公告空缺的规定期限拖延招聘 

88. 《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以及《人力资源手册》载有教科文组织公告空缺

通知的必须时间。8 开放供内部招聘的职位公告一个月，开放供外部候选人招聘的职位至少

公告两个月。9P-1 至P-5 级的大多数职位首先在内部公告，如果未确认合适的候选人再对外

公告（在这种情况下共计超过 90 天）。如果合理预计无法确认合格的内部候选人，总干事

可以授权在六十天内同时进行内部和外部职位公告，以便加快招聘进程。  

                                                
8 《工作人员条例》4.4。 
9 《工作人员条例》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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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如果内部招聘不成功，之后需要进行外部公告，将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表 8 显示，

这使该进程延长了八个月。 

表 8. 按公告类型分列的从开始招聘 10到总干事决定P级职位平均所需时间 

2014 年和 2015 年 P 级职位公告的类型  月数 

内部公告 8 

内部公告之后的外部公告 18 

同时进行内部和外部公告 10 

90. 联检组在其《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工作人员招聘：综合分析和基准框架报告》11 中指出

了联合国各组织在公告期方面的诸多差异。半数组织公告空缺的时间是一个月（民航组织、

劳工组织、粮农组织、海事组织、艾滋病署、儿基会，近东救济工程处、知识产权组织和气

象组织）或更短（开发署、人口基金、项目厅、工发组织和粮食计划署）。相比之下，联合

国秘书处公告已确定的专业职位空缺的时间是两个月，国际电联和教科文组织公告外部空缺

的时间也是如此。 

91. 为了效率，联检组建议还没有这么做的联合国组织应将公告空缺的时间减少到不超过

30 天，并视情况寻求立法机构的批准。值得注意的是，《2009 年内部监督办公室对教科文

组织招聘政策和做法的评价》同样建议教科文组织同时在内部和外部公告相同职位（例如，

P-1 至 P-5 级别），并将公告职位的时间减少至一个月。  

92. 人力资源管理局在其提交给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文件中提议，鉴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

管理局传播空缺通知的速度，从《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去除公告空缺周期为两个月的要

求。12 大会否决了这项拟议修正，并且规定外部招聘的最短公告时间为两个月，事实上加强

了这一要求。13 考虑到教科文组织的在线公告和申请平台，并注意到自 2011 年第三十六届

会议以来全球互联网接入水平持续提升，应重新审查这一强制公告期，以便加速工作人员招

聘。此外，在一个月内同时进行内部和外部公告的做法不会使身为候选人的现任工作人员处

于不利地位，因为可以在招聘评价阶段对此进行适当评估。 

                                                
10  招聘单位通过人力资源表 5-3 或通过自动工作流正式要求开始招聘的日期。 
11  JIU/REP/2012/4 和相关的 JIU/NOTE/2012/2。 
12  第 36 C/38 号文件，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011 年）修订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条款（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议

集，第 92 页）。 
13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011 年）（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议集，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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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6：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针对工作人员条例提出修改建议，以 (i) 缩短空缺外部

公告的发布期限，和 (ii) 在试行基础上，采取直接从外部招聘空缺职位，以省

去后续发布招聘公告的环节，同时仍保留相关工作人员权利。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这些条款将是已经启动的招聘政策审查的一部分。这需要修订《手册》和《工作人员细则》的条

款；因此要与人事政策咨询委员会和工作人员联合会以及关键利益攸关方协商。 

对于第 (i) 条，缩短公告期需要对《工作人员条例》4.3.2 进行修订，需要得到大会批准。这部分建

议只能在下一届大会以后（例如，2017 年 11 月）执行。目标日期：2016年 12 月，第 (i) 条目标日

期为 2017 年 11 月。 

问题 8：需要在实现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衡方面取得进展 

地域代表性 

93. 《工作人员条例》4.3.1 规定，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构成应尽可能体现广泛的地域基

础。 

94. 尽管教科文组织《2011 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中确定了总体目标，即到 2016 年使 85%

的会员国在秘书处得到代表，但代表不足或没有代表的会员国的数量在增加（见表 9）。 

表 9. 2005 年 6 月、2010 年和 2015 年的教科文组织地域代表性 

年份 代表过多 平衡 代表不足 无代表 

2005 年 26 79 55 31 

2010 年 26 77 53 37 

2015 年 17 70 66 42 

资料来源：2005 年：172 EX/35，2010 年：185 EX/Inf. 8 和 2015 年：38 C/INF.4 

95. 为改善地域代表性，教科文组织针对代表不足或没有代表的会员国启动了青年专业人

员计划。2009 年和 2011 年，通过此计划任命了 21 名工作人员，其中约 77%的人现在仍是

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财政限制及由此导致的重组和重新部署做法使得该计划在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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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人力资源管理局在 2015 年 4 月重新启动了此计划，预计 2016 年将有十名青年工作人

员加入教科文组织。 

96. 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编制不断减少，对其整体地域代表性造成负面影响。工作人员

缺口有助于减少代表过多的会员国数量，但也增加了代表不足或没有代表的会员国的数量。

2012 年至 2014 年中期，教科文组织招聘了极少的外部候选人；因此，地域代表性的转变主

要受工作人员离职的驱动。14 

97. 虽然所有招聘管理人均告知内部监督办公室，其在招聘过程中考虑了地域代表性，另

外，人力资源管理局提交给总干事的关于候选人任命的甄选备忘录包括了关于选择被推荐候

选人对教科文组织地域代表性的影响的评注，但各个部门没有改善地域代表性的目标。 

98. 虽然人力资源管理局监督和报告地域代表性，但通过所有招聘单位共担责任，可以最

佳地实现 85%的地域代表性目标。 

性别平衡 

99. 2008 年，教科文组织承诺将改善高层管理人员的性别平衡，其在第 179 EX/5 Part I 号

文件中报告称： 

“根据大会第 34 C/82 号决议和执行局第 177 EX/50 号决定，总干事制定了一项旨在使

高层管理人员（D-1 及以上级别职位）中的女性比例到 2015 年达到 50%的行动计划，

为确保在 2015 年实现高级管理层（D 级及以上级别职位）人员性别平衡的目标，还配

套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同时，实现性别平衡目标的工作亦要在遵循《教科文组

织组织法》第 IV 条规定条件下进行。该条款规定：任用人员时应首先考虑保证其在忠

诚、效率及业务能力方面达到最高标准；除此限定性条件外，任用人员亦须力求地理

分配之广泛性。” 

100. 人力资源管理局制订了《性别均等行动计划》15 以反映有待实施的措施。这些措施包

括引入性别平等声明以鼓励妇女申请职位并在招聘小组人员构成中达到性别平衡。 

                                                
14  第 189 EX/5 号决定，15。 
15  179 EX/5 Part I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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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自 2008 年以来，教科文组织在高级职位实现性别平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014 至

2015 年，在主任和助理总干事级别所任用候选人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如表 10 所示，使妇

女在高级职位的代表性增加。因此，高级职位的妇女人数比例翻倍，从 2008 年的 21%增至

2015 年的 42%。 

102. 但是，尽管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存在积极措施，但数据显示，教科文组织到 2015 年底

将无法实现目标。 

表 10.女性工作人员的人数和比例（国际专业人员及以上级别职位） 

 2015 年 9 月 2008 年 1 月  

职类 人数 % 人数 % 差异 

DG 1 100% 0 0% 100% 

DDG 0 0% 0 0% 0% 

ADG 3 38% 1 10% 28% 

D-2 11 65% 7 24% 41% 

D-1 15 33% 14 22% 11% 

D-1 及以上级别 30 42% 22 21% 104 

P-5 44 36% 65 39% -2% 

P-4 97 47% 77 40% 7% 

P-3 128 52% 138 58% -5% 

P-2 81 66% 124 60% 7% 

P-1 1 100% 20 77% 23% 

专业人员 351 51% 424 51% 0% 

共计 381 50% 446 48% 2% 

资料来源：改进人事服务系统和第 179 EX/5 Part I 号文件 

103. 2012 年，由于预算限制和职位调动，教科文组织暂停了招聘，并在 2014 年 8 月恢复招

聘。这损害了在确定时限内实现性别平等的计划。 

104. 教科文组织将无法准时实现其对执行局的承诺。 

建议 7： 

我们建议在开展招聘规划工作时，人力资源管理局制定并向各招聘部门和服务

处指派附带时限的目标，以改善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衡状况，然后密切监测进

中等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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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在实施该倡议的同时，应更积极地、有的放矢地开展公告宣传工作。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将在建议 1 的框架内实施关于地域代表性和性别的目标，与各部门确定人力资源规划机制。将在

建议 8 的框架内审查公告做法，以期增强教科文组织的外联，不仅是在地域方面，也是在简介/技

能方面。目标日期：2016 年 6 月。 

问题 9：空缺公告缺乏积极的导向目标限制了候选资格 

105. 通常，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布所有空缺通知，并将电子空缺通知单分发给联合国

人力资源网络的成员。对于主任及以上级别的职位和向外部候选人开放的总部外办事处职位，

教科文组织还向常驻代表团分发空缺通知。 

106. 虽然教科文组织的空缺通知吸引了大量候选人（2015 年，公告的专业人员职位平均收

到 215 份申请），但是，对于更具技术性的职位来说，在教科文网站上公布空缺通知不是吸

引足够的合格候选人的最佳方式。在一些情况下，由于缺乏足够的合格候选人或需要更广泛

的候选人人才库以支持地域或性别目标，招聘管理人必须重新公告空缺。 

107. 《2009 年内部监督办公室对教科文组织招聘政策和做法的评价》报告称，仅在教科文

组织网站上公告限制了招聘进程的可及范围，可能会导致非常符合资格的候选人不知道该职

位正在公开招聘。其建议在教科文组织网站以外的地方公告，例如专业人员期刊、专业人员

网站和广为阅读的杂志。 

108. 人力资源管理局在其执行 2009 年建议的行动计划中开始在专业人员出版物、杂志，更

广泛的是，在特定网站上公告教科文组织空缺，以吸引非常符合资格的候选人。在 2010 年

的后续更新中，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局缺乏对各部门网络及合作伙伴的了解，其将公告职责移

交给各部门，并指出，各部门最适合确定发布有针对性公告的备选媒体。 

109.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教科文组织利用备选媒体而不是教科文组织网站公布了九

次空缺通知。招聘单位利用空缺职位节省的人事费资助了公告。虽然这是一项好举措，但对

于人力资源管理局来说，进行更多的协调和后续行动将是有益的。例如，自动招聘人才库在

媒体源（例如报纸、社交媒体或专业人员联合会）寻获候选人的自我报告数据。但是，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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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局不与各联合会一起分析和共享这些资料。这能够帮助它们确定备选媒体的成本效

益，并确认今后发布公告的适当媒体。 

11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联合国组织（世卫组织、儿基会、开发署和农发基金）有时

使用招聘公司来确认关键职位的候选人。这些公司具备确认和初步评估供招聘组织审查的非

常符合资格的候选人的专门知识。 

111. 对于某些职业类来说，空缺出现得更加频繁，通常长期空缺。例如，行政干事职位是

持续需求，在 2014 年和 2015 年，行政干事招聘花费的时间最长，平均为 17 个月，另有平

均 4 个月的入职期。其他联合国组织通常使用名册来满足这种不断出现的需求，而不为每个

职位空缺进行单独公告。此外，可以保留通过相同的职业类职位招聘确认的合格候选人，以

在出现需求时快速任用。 

建议 8：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与各部门和服务处合作，制定有关利用教科文组织网

站之外的媒体发布职位空缺公告的实用指南，包括 (i) 通过节省的人事费资助公

告发布，(ii) 准确定位具体胜任能力和品质的方法（例如地理和/或性别考

量），以及 (iii) 一个监测机制，以评估这类公告宣传活动的成本效益。此外，

人力资源管理局还应考虑其他联合国组织目前采用的做法，包括利用招聘公司

为个别职位和经常出现空缺的名册确定额外的具备较高资质的候选人，并在适

当时以试行的方式在教科文组织内采取这些做法。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将制订外联/采购战略，包括在媒体上公告，使用招聘公司以及资助战略。这将需要资源（特别是

使用招聘公司）。 

对于高级管理层职位，已面向招聘部门启动了关于在教科文组织网站之外（包括媒体）公告空缺

的指导。基于各部门的反馈，在需要时，将进一步制订指导并分发给招聘部门。 

关于使用招聘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局正在与其他联合国组织（特别是专门机构）协商，以评估使

用招聘工具和机制中的最佳做法、成本效益和增加值。将测试有相似职位简介和轮调职位的名

册。目标日期：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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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IV：接收和评价申请（平均耗时 120 天） 

112. 这是招聘进程中用时最长的阶段，平均需要四个月，涉及下列步骤： 

专业人员职位 

• 接收在线申请（人力资源管理局） 

• 自动预筛选申请（人力资源管理局） 

• 设立预选委员会（对于外部招聘）和评估小组（招聘单位） 

• 确认候选人符合所有必要条件（预选委员会） 

• 确认有待进一步评估的候选人，例如，通过书面考试、推荐信核对和面试（评估

小组） 

• 制定被推荐候选人最终入围名单，编制报告提交给人力资源管理局，概述小组对

接受面试的每位候选人的评估和结论（评估小组） 

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主任及以上级别的职位 

• 接收在线申请（人力资源管理局） 

• 自动预筛选申请（人力资源管理局 

• 设立评估小组（招聘管理人或指定人员） 

• 确认候选人符合所有必要条件（评估小组） 

• 确认拟议进一步评估的候选人，例如，通过书面考试、推荐信核对和面试（评估

小组） 

• 制定拟议面试的候选人名单并提交给总干事（评估小组） 

• 面试和评估总干事保留的候选人（评估小组） 

• 制定被推荐候选人的最终入围名单，编制报告和口头简报提交给总干事，概述小

组对接受面试的每位候选人的评估和结论（评估小组和人力资源管理局） 

• 总干事可以单独面试候选人 

113. 在公告职位后，进行三个连续的候选人评估阶段（一些规定空缺取决于职位的职等和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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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预筛选在外部招聘公告期结束后，人力资源管理局对申请展开预筛选。人力资源管理

局和招聘管理人联合制订预筛选标准，以识别不满足该职位必要条件的候选人。作为 Taleo

工作流的一部分，预筛选是一个自动进程，基于候选人对关于其是否满足载于空缺通知上的

特定必要条件的一套客观问题的答复。自动预筛选平均剔除 66%的外部候选人，大幅提高了

招聘进程的效率。 

115. 预选预选进程的目标是保留符合空缺通知所载的该职位必要要求（例如教育程度、工

作经历、技能、语言要求，对于 P-5 及以上级别职位来说，还要有适当的管理能力）的候选

人。对于内部公告的专业人员职位以及主任及以上级别职位，由评估小组进行预选。对于外

部公告的专业人员职位，将指定预选委员会进行预选，该委员会由包括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

部门的至少两名工作人员组成。如果未设立预选委员会，将由评估小组进行预选。 

116. 评价为每次招聘设立一个评估小组，对预选之后保留的候选人进行评价。该小组 (i) 根

据职位要求对候选人进行深入评估，并据此制定保留待面试的候选人名单， (ii) 开展候选人

面试和其他评价（例如书面考试）以及 (iii) 编制接受面试的候选人的简要记录和小组对接受

面试的每位候选人的结论。《人力资源手册》载有小组成员的组成和任用规定，根据职位职

等和职责存在差异。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每位内部候选人是小组组长签署的个人评价单的对

象，评价单被保留在招聘文件中。 

117. 上述进程大体上是有效办法，首先剔除不合格的候选人，最终确认被推荐候选人的入

围名单。但是，该进程过于冗长，需要改善其成本效益。 

表 11. 各阶段的平均参与人数 

类别 P HOFO D SMT 

内部申请人数量 7 10 3 2 

外部申请人数量 208 38 204 209 

预筛选的候选人数量 63 20 74 121 

保留待预选的候选人数量 18 7 6 11 

接受面试的候选人数量 5 6 5  8 

内部公告比率 60% 8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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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必须对预选和评价进程进行分类并改进其与 TALEO 的一致性 

118. 对于国际专业人员职位的外部招聘，《人力资源手册》载有三步进程，包括 (i) 预筛 

选，以确认和剔除不满足此职位关键要求的候选人，(ii) 预选阶段，以保留评估认为满足该

职位所有必要要求的候选人以及 (iii) 评价阶段，以确认保留待面试的候选人。 

119. Taleo 被设定为反映候选人在从预筛选到预选和从预选到评价和面试的进程中的进展。

虽然 Taleo 含有对每一步骤的决定进行简要评论的功能，但这一功能通常未被使用，使候选

人在预选中为何被剔除或被选中进入下一阶段的机构记录留有漏洞。 

120. 在 Taleo 的可用文本区输入简单评注将解决该信息漏洞并改善此进程的透明度。 

建议 9：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修订现有指南，要求评估小组在 Taleo 中输入简单评

注，以说明为何作出不让候选人进入招聘进程下一阶段的决定。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这涉及小组决定哪些候选人从预选阶段进入面试阶段。如果通过预选的候选人未被选中面试，将

要求小组组长简要说明为何不选择此候选人进行面试。 

将由人力资源管理局向评估小组传达。目标日期：2015 年 10 月 

问题 11：可以更明确地制定预选委员会和评估小组的问责制  

121. 预选委员会和评估小组的目的是在确认为该职位推荐最符合资格的候选人之际确保候

选人评估的廉正和客观。使用委员会/小组也减轻了招聘管理人操纵甄选的风险。 

122. 预选委员会预选过程是繁琐的，在管理风险方面不够有效。目前，预选委员会由来自

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的至少两名工作人员组成。职位主管可能是预选委员会两名成员中的一

名。由于繁重的工作量和缺少招聘职位的技术专门知识，预选委员会成员往往遵从招聘管理

人对预先甄选的候选人的判断。 

123. 有替代预选委员会的方法。例如，招聘管理人和人力资源管理局的代表可以联合审查

经过预筛选的申请。人力资源管理局可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专长，招聘管理人可利用主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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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通过集体判断，将可靠地评估候选人。人力资源管理局指出，在它看来，这种方法是可

行的。 

124. 评估小组要确保评估小组有效行使其职责，可加强对小组的如下责任： 

• 小组成员情况通报。小组组长在召开小组会议时向小组成员提交关于小组职责及

后续进展的指示表或指导，将能够改善评价过程，使成员了解自己的作用、职责，

明确工作方法。 

• 小组结论。虽然小组组长针对每位接受面试的候选人和每位未被保留接受面试的

内部候选人签署个人评价表，但不是所有小组成员都在小组结论的共识记录上署

名。这种共识记录可以减轻最终建议受操纵或缺乏透明度的风险。值得指出的是，

这次审计未确认在这方面存在任何决策操纵。 

建议 10：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 (i) 采取一种更加精简的预选程序，即只涵盖人力资源

管理局代表和招聘经理或指定人员；(ii) 编制并向评估小组组长分发一份有关

评估小组职位、责任和工作方法的标准简要说明；以及 (iii) 修改当前指南，以

要求评估小组的每位成员签署关于评估流程结论的摘要记录。人力资源管理局

还应考虑指派一位代表，在评估过程中对小组提出建议和实施监督。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i) 该条款将作为招聘政策审查的一部分（见建议 4 和 6）。具体执行此条具体建议和为每个小

组指派一名人力资源管理局代表将要求人员配置科有足够的资源配备，对于高级管理层职

位，依据 2014 年 8 月 8 日第 HR/41 号行政通告，人力资源管理局代表参与所有评估小组。

目标日期：2016 年 12月。 

(ii) 将编制和传播一份关于评估小组作用、职责和工作方法的标准简要说明。目标日期：2015 年

11 月。 

(iii) 将立即执行小组成员在评价表上署名的要求。这也将纳入计划 (ii) 的指导说明中。目标日

期：2015 年 10 月。 

问题 11：评估中心可改善对关键职位候选人的评价 

125. 一些联合国组织利用评估中心的服务来支持对关键职位候选人的评价。这些组织包括

粮农组织、民航组织、劳工组织、开发署、人口基金、世卫组织和知识产权组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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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9 年，教科文组织也在主任及以上级别的招聘进程中定期使用评估中心。在此期间，

教科文组织花费 792 000 欧元来评估 25 个职位的 126 名候选人。之后，教科文组织仅在

2010 年用过一次评估中心，以评估五名候选人。  

126. 对候选人的管理技能及广泛个性指标的客观评估可以有力协助评估小组在面试和推荐

信核查之外区分候选人。 

127. 虽然这种做法并不便宜，它代表了在确认关键职位的合适候选人方面的投入。考虑到

有关的费用，此时，对于教科文组织来说，可能适合较不系统和更有限地使用评估中心。 

建议 11：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为使用评估中心招聘关键人员制定标准（例如级别、

职责性质）和指南。这应当包括学习其他联合国组织的实际经验，和确定可用

的各类评估服务以及相关成本。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正如建议 8 提到的，人力资源管理局正在与其他联合国组织（特别是专门机构）协商，以评估使

用招聘工具和机制（包括招聘公司和针对关键人员的评估中心）中的最佳做法，成本效益和增加

值。 

在此之后，人力资源管理局将确定使用这类招聘工具和机制的标准和范围。目标日期：2017 年 6

月。 

阶段 V：甄选和任用（平均耗时 30 天） 

专业人员职位 

• 审查评估小组的结论是否符合程序（人力资源管理局） 

• 向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提交评估小组报告（人力资源管理局） 

• 审查评估小组报告并会见招聘单位以讨论任何问题（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

会） 

• 向人力资源管理局提交报告，包含建议和被认为是必要的任何意见（工作人员个

人问题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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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一份合并了招聘单位、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人力资源管理局和工

作人员联合会对被推荐候选人的意见的联合备忘录（人力资源管理局） 

• 审查人力资源管理局备忘录并选择一名候选人任用，向人力资源管理局告知该决

定（总干事） 

• 向所选候选人告知任用决定，编制和传达雇用合同并得到所选候选人的认可（人

力资源管理局） 

• 告知未获选的候选人招聘进程已完成（人力资源管理局） 

主任及以上级别职位 

• 选择候选人并将该决定告知人力资源部门（总干事） 

• 通知候选人（人力资源管理局） 

o 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 

 向国家当局通报办事处负责人的任用（对外关系部） 

 再次确认候选人任用（人力资源管理局） 

• 告知未获选的候选人招聘进程已完成（人力资源管理局）  

128. 此阶段平均用时四周。P 级工作人员有适当保障。在提交至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

会之前，人力资源管理局接收评估小组的结论以确保拟议任用的候选人符合空缺通知的所有

必要要求。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在编制提交给人力资源管理局的报告前审查招聘进

程是否符合《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及现有政策和程序。此进程产生了透明度并且有效运作，

但可能并不高效。表 12 报告了各步骤所需的时间。 

表 12. 从面试到入职之间的各步骤的持续时间 

各阶段所需的时间（以天计） P HOFO D SMT 

从面试到总干事决定 暂缺 16 15 33 24 

从评估小组推荐到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会议 16 暂缺 暂缺 暂缺 

从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会议到人力资源管理局

向总干事推荐 
10 暂缺 暂缺 暂缺 

从人力资源管理局推荐到总干事决定 8 暂缺 暂缺 暂缺 

从面试或评估小组推荐到决定 34 15 33 24 

                                                
16  专员人员职位招聘的权力大部分已下放至招聘单位，并且不向人力资源管理局报告面试时间。 



197 EX/5 Part V Add.2 – Page 38 

129. 上表显示，对于专业工作人员职位，需要用 26 天来向总干事提出推荐，此后需要用 8

天来批准。在这方面，《2009 年内部监督办公室对教科文组织招聘政策和做法的评价》报

告也指出，总干事通常立即批准，但人力资源管理局需要时间来准备提交给总干事的所有文

件。 

130. 在其他许多国际组织中，一些批准任用的职责被授权给主任一级。在这种情况下，仍

需人力资源管理局和其他相关批准，以管理进程并确保适当考虑到组织的更广泛目标。之前

曾建议教科文组织下放这种权限（例如，在 P-1 级至 P-3 级），但由于保持总干事甄选问责

制的重要性，该建议未被接受。虽然我们没有就此问题提出正式建议，但我们认为人力资源

管理局应考虑这种授权的优势和含意，并视情况就此问题与总干事交流。 

问题 12：可改善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职能 

131. 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是根据《工作人员细则》设立的，以就一年或一年以上

的全部任命（除主任、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协理专家、青年专业人员和外地当地招聘的工

作人员外）向总干事提出建议。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招聘文件并会见招聘管理

人以确保遵守工作人员条例、细则和关于招聘的行政规定。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的

作用仅仅是咨询。 

132. 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四名成员构成，其中两人由总干事任命，

两人由工作人员选举。来自有代表性工会的观察员可以参加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会

议，但没有投票权，经主席允许，可以在讨论时发言。 

133. 人力资源管理局至少每月召开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会议，并至少在会议召开

的四天以前向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发送招聘文件供其审查，工作人员个人问题

咨询委员会的所有讨论均严格保密，每名成员在任期开始均签署一份保密声明（表格 5 至

6）。 

134. 虽然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审查额外保证了招聘遵守工作人员条例、细则和

可适用程序，但所涉的工作人员人数、审议招聘文件所花费的时间和与招聘管理人开会是繁

重的进程，需要投入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并且为招聘进程增加了额外的连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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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可通过更简便的进程来实现充分的透明度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局与工作人员代

表开会以审查招聘文件是否符合标准核对表，这将是有效的步骤。如果人力资源管理局或工

作人员代表基于联合审查提出关切，他们可以要求招聘单位详细解释其行动。  

136. 高级工作人员招聘（D 级及以上）不须经过开展独立审查和向总干事提出建议的进 

程。虽然这种进程并不一定要有工作人员联合会代表的参与，但总干事在就高级职位任用做

出决定之前，可以从对进程正当性的明确保证中受益。 

建议 12：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 (i) 就在不减损透明度和向总干事提供的咨询支持的前

提下精简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流程的各种备选方案咨询各相关方的意

见，和 (ii) 由人力资源管理局向总干事提交一份明确的保证声明书，或一份独

立审查或建议，说明为任命高级职位开展的招聘流程符合所有适用的条例、细

则和程序。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i)  人力资源管理局将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就简化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进程的可能选项/

建议进行协商；将在审查招聘政策的框架内提出现有政策的最终修正（见建议 4、6 和

10）。目标日期：2016年 12 月 

(ii)  人力资源管理局已注意到此问题，并将执行。目标日期，2015年 11 月 

阶段 VI：入职（平均耗时 90 天） 

137. 此阶段从向成功候选人发布任用信直至任命的工作人员入职。在总干事做出任用总部

外办事处负责人的决定后，这一阶段平均时常可以达到 135 天，对于主任职位，该阶段的平

均时常短至 58 天。 

138. 下表显示了此进程中的主要步骤所需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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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从总干事决定到入职的各步骤的持续时间 

  P  HOFO D SMT 

从总干事决定到入职 78 135 53 92 

从决定到任用信 23 20 23 23 

从任用信到东道国许可（如适用） 暂缺 53 暂缺 暂缺 

从任用信（或东道国许可）到入职 55 62 30 69 

139. 总部外办事处负责人的任用受到政府许可的影响，会造成此职位耽搁。对外关系部和

非洲部是会员国的联络点，便利与东道国政府的互动，后者可同意或拒绝拟议候选人。若东

道国拒绝，总干事可以 (i)提议该职位入围名单上的另一位候选人或 (ii) 重新公告该空缺。这

些行动都增加了完成招聘所花费的时间。 

140.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可以缩短向成功候选人发布任用信所花费的时间。 

自动工作流 

问题 13：部分执行 TALEO  

141. 2011 年 12 月，人力资源管理局购买了 Taleo（一个人才招聘/招聘工具）软件许可证。

Taleo 被用作一种软件即服务，所有软件和信息都储存在 Taleo 公司运作和保护的数据中心

中。Taleo 还为业绩管理、学习和发展以及薪酬管理提供模块。2012 至 2016 年，教科文组织

花费 324 000 美元用于此工具的执行、培训和许可证。主要目的是通过软件接收在线申请并

通过调查问卷根据必须条件对候选人进行自动预筛选。在使用 Taleo 之前，人力资源管理局

的工作人员手工审查所有申请以预筛选候选人，这是极为繁琐的进程。   

142. 尽管做出投资以获得和配置 Taleo，但在此工具推出三年后，人力资源管理局仍未利用

其全部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下列功能：   

• 监测报告。人力资源管理局维护 Excel 电子表格数据以监测从空缺通知公告日至

任用决定日所用的时间。这虽然是一项好举措，但容易造成手工错误。Taleo 可

以在报告中提供这种信息，还可提供载有其他有用信息的广泛的定制报告，例如

内部和外部申请者的总人数，申请的地域代表性，预筛选、预选、评价和面试的

候选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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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重授权。Taleo 有嵌入式控制功能，允许由其他人确认输入系统的信息以确保

其准确性。目前，人力资源管理局/SPL 将预筛选调查问卷输入 Taleo 时未经第二

次审查。内部监督办公室注意到，预筛选调查问卷的输入错误可导致剔除符合资

格的候选人。人力资源管理局可以委派另一名工作人员审查输入信息从而减轻输

入错误风险并确保预筛选的可靠性。    

• 记录的一致性。招聘单位将评估小组对每名内部候选人和所有参加面试的候选人

的评估输入 Taleo。人力资源管理局/SPL 将这些评价提取至 Excel，创建每位候选

人的评价单，并提交给工作人员个人问题咨询委员会。人力资源管理局/SPL 可能

要求招聘单位在评价单中纳入补充措辞并签名以便有更完整的评价供工作人员个

人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由于补充措辞不反映在 Taleo 中，可能会出现最终记录

与 Taleo 中的记录不一致的情况。 

• 系统提醒。人力资源管理局可以确保必要行动的及时性，例如，通过 Taleo 自动

发送的电子邮件提醒，允许招聘单位及时接触经预筛选的候选人。 

143. 人力资源管理局解释道，协助人力资源管理局制定 Taleo 中的报告的知识管理与信息系

统处工作人员在 2014 年初离职，被借调至另一个联合国机构。此后，人力资源管理局曾聘

用顾问制订报告，但由于缺少资金，无法继续聘用顾问。此外，2014 年 5 月以来，管理

Taleo 合同的职位配置负责人缺勤；这影响了其他报告的编制。人力资源管理局的所有人都

不精通此软件（业务对象）的技术方面，无法编制报告。 

144. 在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的协助下，人力资源管理局正在评估其人力资源应用的不同

选项，包括许可证同样在 2016 年到期的 Taleo 和 Cornerstone。应在可行和具有成本效益的

情况下优先考虑更好地利用 Taleo 的功能，以确保记录的准确、可靠和一致性。 

建议 13：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与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合作，通过在可行并符合成

本效益的条件下充分利用 Taleo 的报告和监测功能，提升其作为一项管理工具

的价值。 

中等优先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如果有可用的资源来资助这些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局将与服务提供商合作以编制另外的报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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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日期：2015 年 12 月。 

管理敏感信息 

问题 14：可以提升成本效益以保护保密性 

145. 关于候选人以及预筛选委员会和评估小组的商议和结论的信息属于机密。为保护这些

数据，在招聘进程中执行各自职责的工作人员应限于访问必要信息。工作人员应了解招聘信

息的敏感性，并对不恰当访问或处理不当负责。 

146. 必须加强对敏感招聘信息的管制 

• 访问敏感信息。Taleo 的访问权限与职责需求不相等。Taleo 有三类可用账户，人

力资源管理局根据需求向工作人员授予 Taleo 访问权：(i) 管理员拥有所有职位的

阅读-修正访问权、报告功能和管理访问权；(ii) 用户拥有所有职位的阅读-修正访

问权；以及 (iii) 招聘单位的招聘人员拥有对招聘者职责之下的职位的经预筛选申

请的阅读-修正访问权。在人力资源管理局内，两名工作人员有管理员访问权，五

名工作人员有用户访问权。虽然可以将招聘单位招聘人员的访问权限定在具体职

位，但对于其他账户，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局/SPL 和人力资源

管理局/OPM 的工作人员能够访问所有职位，包括不属于其各自单位职责范围内

的职位。人力资源管理局解释称，要限制管理员和用户账户的职位访问权，就需

要进行繁重的再开发。将实施弥补措施，使人力资源管理局工作人员签订保密协

议，以确保恰当处理敏感信息。在这方面，近期对访问权的评估注意到，一名用

户的职责不再需要获得访问权。Taleo 中列出了用户名单和对应的访问类型，但

人力资源管理局未制定程序以定期审查和更新访问权。 

• 保密声明。内部监督办公室关于鉴定、传播和访问敏感信息的咨询审查发现，许

多用户能够访问教科文组织信息技术系统中的敏感数据，需要采取步骤减轻擅自

公开的风险。在其他各类倡议中，知识管理与信息系统处要求其工作人员签署保

密协议。此举需要扩展至定期访问敏感信息的其他工作人员。人力资源管理局招

聘工作人员、评估小组组长和成员有责任确保严格保密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包括

通过在线招聘工具 Taleo 得到的信息）。目前，这些工作人员不需要签署任何保

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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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4： 

我们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局 (i) 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局的Taleo使用者针对在执行公务期间

获知的敏感信息，签署一份保密声明；(ii) 引入相关程序，供评估小组组长或人力资

源管理局代表用以向小组成员就其在小组审议和建议之保密性方面的职责提出指示；

以及 (iii) 定期监测Taleo的使用权限，以确保使用者的权限与其自身职责相符。 

中等优先

级 

行动计划和目标执行日期： 

(i) 和 (ii)：将立即执行。此外，将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局所有工作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目标日

期：2015 年 10 月。 

提醒评估小组成员注意指导说明中（见上文建议 10 (ii)）的保密责任。目标日期：2015年 11 月。 
 



 

 

Annex I.  Required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for Assistant Directors-General (per Vacancy Notice)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ADG/ED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Ph.D.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at 
doctorate level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at 
doctorate level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at 
doctorate level 

ADG/SC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Ph.D.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at doctorate level  

ADG/IOC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doctorat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doctorat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doctorate 

ADG/CLT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h.D. or equivalent)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at doctorate 

level 

ADG/SHS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at doctorate level  

ADG/CI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ADG/AFR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No Vacancy Notice published 

 

ADG/BSP 
and 
previous 
grading of 
D-2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ADG/ERI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No Vacancy Notice; incumbent appointe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Executive Board 

DDG Advanced university degree, preferably Ph.D.  No Vacancy Notice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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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of Incumbent Assistant Directors-General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ADG/ED Ph.D. Ph.D. Ph.D. Ph.D.   

ADG/SC Medical Doctorate Ph.D. Ph.D.   

ADG/IOC PhD Ph.D. Ph.D. 

ADG/CLT Bachelor's Degree Master’s Degree Master’s Degree Ph.D. 

ADG/SHS Master’s 
Degree Master’s Degree17 Master’s Degree18   

ADG/CI Vacant  Master’s Degree Ph.D.   

ADG/AFR Vacant  Ph.D. Ph.D. 

ADG/BSP Bachelor's 
Degree  Ph.D. 

ADG/ERI Master’s Degree Ph.D. 

DDG Master’s Degree  Master's Degree 

                                                
17  PhD studies followed 
18  PhD studies fo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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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TABLE OF PRIOR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UNESCO’S RECRUITMENT PROCESSES 

Date Reference Recommendation 

January 2009 IOS Evaluation of 
UNESCO’s Recruit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1.  That HRM build on the proactive advertising methods already in place, 
such as recruitment missions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ans: 
(a)  hiring a professional recruiter for senior level recruiting (P5 and 

above); 
(b) advertising in professional publications and on professional 

websites; 
(c) encouraging managers to use their networks (e.g. personal 

contacts, appropriate listservs, conferences) to get the word out to 
potentially qualified candidates and to encourage them to apply; 

(d) enhancing the recruitment missions by including managers, using 
the field office networks to reach people, contacting local post-
secondary schools and attending local job fairs; 

(e) using widely-distributed generic vacancy announcements; 
(f) using a competency-based assessment approach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actual job requirements that take into account attributes 
as well as knowledge and skills; 

(g)  using behaviour-based reference check guide with questions about 
specific types of situations that lead to more thoughtful and honest 
responses from referees be developed that includes probes and 
obtain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andidate’s performance in a 
variety of situations; 

(h) using assessment centres or some other formal assessment 
method and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the assessment 
process to interview panels well in advance of candidate 
interviews; and 
(i) making better use of the probationary period through: 
(ii) institutionalizing a formal induction process  
(iii) ensuring that a performance appraisal is conducted prior to 

the new hire moving to permanent employee status. 

January 2009 IOS Evaluation of 
UNESCO’s Recruit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2.  That mechanisms be developed to streamline the recruitment and 
hiring process including, but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a) anticipating vacancies and beginning the hiring process prior to the 

position becoming vacant; 
(b) only classifying positions when the functions or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job have changed or it has been at least three years since the 
job was last classified; 

(c) advertising some positions (e.g. P5 level)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t the same time and reducing the time a position is advertised to 
one month; 

(d) adhering to the current policy, with evaluation panels of three 
people including the hiring manager, rather than the larger panels 
that are frequently convened; and 

(e) ensuring the evaluation panels have concrete evidence of 
competencies through examples of previous work or other 
assessment tools. 

January 2009 IOS Evaluation of 
UNESCO’s Recruit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3.  That HRM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human resource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 that includes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a more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supportive 
compensation and reward policies, and succession planned and is 
also: 
(a) linked to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both of UN Reform and of 

UNESCO in a manner that support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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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ectors; 
(b) supports the goals of gender balance and geographic 

representation; 
(c) looks at the desired balanc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hires; 
(d) looks at the desired balance between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employees; 
(e) ensures that all of the elements of the system are in place and 

functioning adequately; and 
(f) considers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all of the elements of the system. 

January 2009 IOS Evaluation of 
UNESCO’s Recruit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4.  That HRM develop an automated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can perform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 track key human resource milestones such as probationary periods 

and annual performance appraisals and send reminders to 
managers; 

(b) accept the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and pre-select qualified 
candidates using criteria determined with the manager; and 

(c) generate reports that can assist with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May 2010 IOS Audit of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ctor 

Recommendation 1: We recommend that the CI sect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HRM, ensure that the recruiting managers of the CI sector are fully 
briefed in the recruitment procedur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preparation 
of the vacancy notice, the pre-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candidates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 for appointment to ensure that 
only those candidates that meet all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post 
are included in the short list. 

May 2010 IOS Audit of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ector 

Recommendation 2:  We recommend that the CI sector review its key 
post descriptions with HRM to ensure that responsibilities align with the 
stated academic and other qualifications.  These should then provide a 
basis for drafting vacancy notices for the sectors future recruitments. 

December 2011 IOS Audit of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Staff Cost 
Savings 

Recommendation 1.2: For the 37 C/5, we recommend that BSP in 
collaboration with HRM and Sectors prepare the budget: 
(i)  identifying staff resources required to meet programme objectives; 
(ii)  taking account of staff vacancies, recruitment time, separation trends 

(i.e. review and adjust the lapse factor for each biennial budget 
preparation cycle); 

(iii)  incorporating results based budgeting (RBB) principles for all staff 
and temporary assistance costs in order to better align human 
resource needs to programme objectives. 

December 2012 IOS Audit of the 
Education Sector’s 
Headquarters 
Operations 

Recommendation 11: We recommend that HRM build on the recent ED 
Sector initiative of developing generic job descriptions by considering the 
broader introduction of generic job descriptions in all programme sectors. 

December 2012 IOS Audit of the 
Education Sector’s 
Headquarters 
Operations 

Recommendation 12: We recommend that HRM, in consultation with 
ADG/ED, review the added value of having a dedicated HR team within 
the Education sector vis-à-vis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Sector and, if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opportunity cost, delegate to the unit the authority to 
undertake basic HR processes; for example, renewing fixed-term 
contracts, authorizing within grade increments and preparing job offer 
letters. 

2012 JIU Report on Staff 
recruitment in United 
Nations system 
organiza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benchmarking 
framework 

Recommendation 3: Executive heads of United Nations system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not yet done so should reduce the posting time for 
vacancies to no more than 30 days and seek the approval of the 
legislative bodies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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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15 External Audit on the 
Forward-Looking 
Management of Jobs, 
Staffing and Skills 

Recommendation No. 1:  The External Auditor recommends that a review 
of staffing and support services should be conducted from now until the 
end of the biennium in order to determine: (i) the nature and level of 
services that Headquarters should provide,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to the programme sectors and the field offices; (ii) the “core 
business/project management” services that should remain internal; (iii) 
the specific skills needed for support services, per se, and in the long 
term; (iv) a plan for acquiring such targeted skills, including the staff 
recruitm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ssible training 
programmes. 

March 2015 External Audit on the 
Forward-Looking 
Management of Jobs, 
Staffing and Skills 

Recommendation No. 2:  In the absence of a management procedure 
based on assessment of actual and useful skills, and pe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 procedure, the External Auditor recommends that, 
at the least,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immediately institute a “skills 
assessment” procedure (consistent with customary professional practice) 
for staff at all levels (General Service, Professional and Director), the 
results of which would be transmitted by their supervisors as part of the 
evaluation exercises; the assessments w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ost currently held by, or open to, the staff member. 

May 2015 
IOS Audit of the 
UNESCO Office in Apia Recommendation 1: We recommend that HRM, in collaboration with BSP,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documented succession plan for the post of 
Heads of Field Office anticipating retirements, rotational transfers and 
setting forth the appropriate timing of recruitments and appoin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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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I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ADG/ED

ADG/SC

ADG/COI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un 

doctorat)

ADG/CLT

ADG/SHS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ou 
expérience 

équiva lente

ADG/CI

ADG/AFR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ou 
expérience 

équiva lente

ADG/BSP 
et poste 
antérieur à  la  
classe D-2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ou 
expérience 

équiva lente

ADG/ERI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un doctora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du 
niveau du doctora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du 
niveau du doctora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du niveau du doctorat)

Qualifications requises pour les postes de Sous-Directeur général (selon les avis de vacance de poste)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ou expérience 

équiva lente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un doctora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du niveau du doctora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un 
doctora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un doctora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ou expérience 

équiva lente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octorat ou 
équiva len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du niveau du doctorat)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Pas  d'avis  de vacance de poste ; ti tula i re nommé après  consul tation avec le Consei l  exécuti f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e préférence du niveau du doctorat)

Pas  encore affiché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Diplôme univers i ta i re supérieur Pas  d'avis  de vacance de poste publ 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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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ADG/ED

ADG/SC

ADG/COI Doctorat

ADG/CLT

ADG/SHS Master

ADG/CI

ADG/AFR
Poste 

vacant 

ADG/BSP Licence 

ADG/ERI

1  Études de doctorat suivies.
2  Études de doctorat suivies.

Qualifications effectives des titulaires des postes de Sous-Directeur général

Doctorat Doctorat Doctorat Doctorat

Doctorat en médecine Doctorat Doctorat

Doctorat Doctorat

Licence Master Master Doctorat

Doctorat

Master Doctorat

Master 1 Master 2

Poste vacant Master Doctorat

Doctorat Docto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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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II 

TABLEAU DES PRÉCÉDENTES RECOMMANDATIONS POUR L’AMÉLIORATION  
DES PROCÉDURES DE RECRUTEMENT DE L’UNESCO 

Date Référence Recommandation 
Janvier 2009 Évaluation d’IOS des 

politiques et des 
pratiques de 
recrutement de 
l’UNESCO 

1.  HRM doit s’appuyer sur les modes de publication proactifs déjà en 
place, tels que les missions de recrutement, par les moyens 
suivants : 
(a)  embaucher un professionnel du recrutement pour les postes de 

décision (P-5 et rangs supérieurs) ; 
(b)  publier les annonces dans des revues et sur des sites Web 

professionnels ; 
(c)  inciter les responsables à utiliser leurs réseaux (contacts 

personnels, listservs appropriés, conférences, par ex.) pour 
informer les candidats qualifiés potentiels et les encourager à 
faire acte de candidature ; 

(d)  améliorer les missions de recrutement en y faisant participer les 
managers ; utiliser les réseaux de bureaux hors Siège pour 
joindre des gens, contacter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participer à des salons professionnels locaux ; 

(e)  utiliser des annonces de vacances de poste génériques à large 
diffusion ; 

(f)  élaborer une approche d’évaluation axée sur les compétences 
au moyen d’une évaluation s’appuyant sur les exigences réelles 
du poste qui tienne compte des attributs ainsi que des 
connaissances et des aptitudes ; 

(g)  utiliser un guide de vérification de référence axé sur le 
comportement contenant des questions sur certains types 
particuliers de situation, qui produise des réponses plus 
réfléchies et franches des personnes consultées incluant des 
sondages et obtienne des informations concernant les 
performances du candidat dans diverses situations ; 

(h)  utiliser des centres d’évaluation ou autre méthode d’évaluation 
officielle et fournir les informations obtenues au cours du 
processus d’évaluation aux panels d’entretien longtemps avant 
l’entretien des candidats ; et  

(i) mieux utiliser la période probatoire en : 
(i) institutionnalisant un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formel ; 
(ii) veillant à ce qu’une évaluation des performances soit 

effectuée avant que la nouvelle recrue n’obtienne un 
statut de membre permanent du personnel. 

Janvier 2009 Évaluation d’IOS des 
politiques et des 
pratiques de 
recrutement de 
l’UNESCO 

2.  Élaborer des mécanismes de rationalisation du processus de 
recrutement et d’embauche notamment par les moyens suivants : 
(a) anticiper les vacances de poste et entamer la procédure 

d’embauche avant que les postes ne deviennent vacants ; 
(b) classer les postes uniquement en cas de modification des 

fonctions et attributions du poste ou si le dernier classement 
remonte à plus de trois ans ; 

(c) publier certaines annonces (par exemple de niveau P-5) 
simultanément en interne et en externe et réduire le temps de 
publication d’un avis de vacance de poste à un mois 
seulement ; 

(d) appliquer la politique actuelle en organisant des panels 
d’évaluation de trois membres, y compris le responsable 
employeur, de préférence aux panels plus nombreux qui sont 
fréquemment constitués ;  

(e) veiller à ce que les panels d’évaluation disposent de preuves 
concrètes des compétences des candidats, grâce à des 
exemples de travaux antérieurs ou d’autres outils d’é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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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vier 2009 Évaluation d’IOS des 
politiques et des 
pratiques de 
recrutement de 
l’UNESCO 

3.  HRM doit élaborer un système global de gestion stratégiqu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qui inclue un mécanisme de planifica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une approche plus systématique de 
développement des performances, des politiques de rémunération 
et de gratification incitatives et une planification de succession, qui 
doit en outre : 
(a) obéir à l’orientation stratégique de la réforme du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et de l’UNESCO de façon à soutenir l’orientation 
stratégique de chacun des secteurs ; 

(b) appuyer les objectifs d’équilibre entre les sexes et de 
représentation géographique ; 

(c) respecter l’équilibre souhaité entre les recrutements internes et 
externes ; 

(d) respecter l’équilibre souhaité entre les employés permanents et 
temporaires ; 

(e) garantir que tous les éléments du système soient en place et 
fonctionnent comme il se doit ;  

(f) tienne compte des relations qui unissent tous les éléments du 
système. 

Janvier 2009 Évaluation d’IOS des 
politiques et des 
pratiques de 
recrutement de 
l’UNESCO 

4.  HRM doit élaborer un système d’information automatisé capable de 
remplir les fonctions suivantes : 
(a) suivre toutes les principales échéances liées aux ressources 

humaines telles que les périodes probatoires et les évaluations 
annuelles des performances, et envoyer des rappels aux 
responsables concernés ; 

(b) accepter les candidatures électroniques et présélectionner les 
candidats qualifiés en fonction de critères déterminés par le 
responsable concerné ; 

(c) produire des rapports pouvant contribuer à la planifica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Mai 2010 Audit d’IOS du 
processus de 
recrutement au sein du 
Secteur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 
l’information 

Recommandation 1 : Nous recommandons que le Secteur CI, en 
collaboration avec HRM, veille à ce que les responsables employeurs 
du secteur soient pleinement informés de la procédure de recrutement 
surtout de la rédaction de l’avis de vacance de poste, la présélection et 
l’évaluation des candidats et la préparation de la recommandation de 
nomination, afin de garantir que seuls les candidats remplissant toutes 
les exigences essentielles du poste soient inscrits sur la liste restreinte. 

Mai 2010 Audit d’IOS du 
processus de 
recrutement au sein du 
Secteur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 
l’information 

Recommandation 2 : Nous recommandons que le Secteur CI révise 
ses principales descriptions de poste avec HRM pour s’assurer que les 
responsabilités soient en adéquation avec les qualifications requises 
annoncées (en matière de formation et autres). Cela fournirait une 
base pour la rédaction d’avis de vacances en vue des futurs 
recrutements du secteur. 

Décembre 
2011 

Audit d’IOS de la gestion 
et du contrôle des 
économies sur les coûts 
de personnel 

Recommandation 1.2 : Pour le document 37 C/5, nous recommandons 
que BSP, en collaboration avec HRM et les secteurs, prépare le 
budget en : 

(i)  recensant les ressources humaines nécessaires pour atteindre 
les objectifs de programme ; 

(ii)  tenant compte des vacances de poste, des durées de 
recrutement, de l’évolution des cessations de service (étude et 
ajustement du taux de vacance d'emploi pour chaque cycle de 
préparation du budget biennal) ; 

(iii) intégrant les principes de la budgétisation axée sur les résultats 
(RBB) pour tous les frais de personnel et d’assistance 
temporaire afin de mieux mettre en adéquation les besoins de 
ressources humaines avec les objectifs de programme. 

Décembre 
2012 

Audit d’IOS des 
opérations au Siège du 
Secteur de l’éducation  

Recommandation 11 : Nous recommandons que HRM s’appuie sur la 
récente initiative du Secteur de l’éducation consistant à rédiger des 
descriptions de poste génériques en étudiant la possibilité de recourir 
plus largement à de telles descriptions de poste dans tous les secteurs 
de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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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cembre 
2012 

Audit d’IOS des 
opérations au Siège du 
Secteur de l’éducation 

Recommandation 12 : Nous recommandons que HRM, en consultation 
avec l’ADG/ED, estime la valeur ajoutée d’une équipe d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édiée au sein du Secteur de l’éducation, par 
rapport aux besoins particuliers de ce secteur, et étudie si les 
avantages sont supérieurs au coût d’opportunité, délègue au service la 
responsabilité d’engager les procédures RH élémentaires ; par 
exemple, en renouvelant les contrats de durée définie, en autorisant 
les avancements d’échelon et en élaborant les lettres de proposition 
d’emploi. 

2012 Rapport du CCI sur le 
recrutement du 
personnel dans les 
organismes des Nations 
Unies : analyse 
comparative et cadre de 
référence 

Recommandation 3 : Les Chefs de secrétariat des organismes des 
Nations Unies qui n’ont pas encore ramené la durée d’affichage des 
avis de vacance de poste à 30 jours maximum devraient le faire et 
solliciter, quand il convient, l’approbation des organes délibérants. 

Mars 2015 Audit externe de la 
Gestion prévisionnelle 
des emplois, des 
effectifs et des 
compétences 

Recommandation 1 : L’auditeur externe recommande de conduire d’ici 
la fin du biennium une revue des effectifs et services de soutien afin de 
déterminer : (i) la nature et le niveau de service que le Siège doit 
assurer, en termes d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aux 
structures de programme et aux bureaux ; (ii) les services « cœur de 
métier/maîtres d’ouvrage » devant être conservés en interne ; (iii) les 
compétences spécifiques dont les services support ont besoin, en soi 
et dans la durée ; (iv) un plan d’accession à ces compétences-objectif 
incluant une programmation des recrutements nécessaires au regard 
de la cartographie actuelle et des plans de formation éventuels. 

Mars 2015 Audit externe de la 
Gestion prévisionnelle 
des emplois, des 
effectifs et des 
compétences 

Recommandation 2 : Faute d’une gestion basée sur l’évaluation des 
compétences réelles et utiles, et en attente du développement de  
celle-ci, l’auditeur externe recommande de mettre en place a minima 
dès à présent un dispositif de « bilan de compétences » (conforme aux 
usages de la profession) pour les personnels de toutes classifications 
(G, P et D) qui seraient signalés par leur superviseurs dans le cadre 
des exercices d’évaluation, bilans à confronter aux exigences des 
postes actuels ou disponibles pour ces personnels. 

Mai 2015 Audit d’IOS du Bureau 
de l’UNESCO à Apia 

Recommandation 1 : Nous recommandons que HRM, en collaboration 
avec BSP, établisse et tienne à jour un plan de succession documenté 
pour les postes de Chefs de bureau hors Siège qui anticiperait les 
départs à la retraite, les transferts par rotation et définirait un calendrier 
adapté pour les recrutements et les no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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