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2015/3号文件－《2014－17年中期计划》（经审议）/ 

《2016－17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情况说明之三－2015 年 3 月 

减少职工费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对职工薪酬福利整套方案的审查 

概要：本文件就下列情况予以说明：通过联合国大会、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粮农组织领导机构以及粮农组织总干事行动，对职工福利和待遇进行调整的权限，

以及减少职工费用增量的方案，同时介绍过去两年所取得的经验。粮农组织职工

的大多数福利和待遇是以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做法为依据，粮农组织领导机构和  

总干事都无权进行调整。只有与联大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行有效对话，并

积极参与其目前对职工薪酬福利整套方案进行的全面审查，方可对相关方案进行

重大调整。 

1. 职工费用一直以来都占粮农组织正常计划预算的近 75%，而在两年度费用

增幅中所占比例也大致如此。理事会 2013 年 4 月会议“要求秘书处确定减少职工

费用增量的备选方案”。1大会 2013 年 6 月会议： 

强调削减本组织职工费用增量的重要性，同时承认粮农组织职工福利和

待遇主要由联合国共同制度决定，经位于纽约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

（或）联合国大会批准。大会呼吁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与联合国大会尤其

要在该委员会全面审查的范围内，考虑对共同制度下职工费用增长保持更大

警觉的必要性，并同样促请总干事发出类似呼吁。2
 

2. 财政委员会3在 2015 年 3 月召开的第一五七届会议上指出，“增效节支措施

应着眼于职工费用，并指出绝大部分相关费用并非在总干事控制之下，鼓励秘书

处关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开展的讨论情况，希望粮农组织成员参与联合国

大会第五委员会的工作”。 

3. 本情况说明所指的职工费用包括：薪资、养恤金、教育津贴、待遇旅行、

医疗保险，以及粮农组织职工（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人员）享有的其他津贴。 4
 

  

                                                 

1 CL 146/REP，第 9 段 n)项  
2 C 2013/REP，第 106 段。  
3 CL 151/3，第 20 段 i)项  
4 C 2015/3 号文件《2014－17 年中期计划》 /《2014－1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第 146－151 段及情况说明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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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职工福利和待遇进行调整的权限 

4.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职工福利和待遇大都以联合国大会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建议所批准的联合国共同制度薪酬福利整套方案为依据。《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章程》在这方面有两项关键条款具体如下：  

第 10 条 

委员会应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有关下列内容的建议：  

a) 决定职工服务条件的主要原则；  

b) 专业人员和更高职类工作人员薪金等级和任职地点差价调整数；  

c) 由联合国大会决定的职工津贴和福利；5
 

d) 职工薪金税。  

第 11 条 

委员会应确立：  

a) 服务条件确定原则的应用办法；  

b) 津贴和福利（不含养恤金）及第 10(c)条规定的内容、待遇条件及差旅

标准； 

c) 为运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而对任职地点作出的分类。  

5. 此外，根据《章程》第 12 条规定，委员会应为一般服务人员及当地招聘的

其他类别职工的薪级表确立相关事实并向相关组织提出建议。  

6. 下表列出了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所提供的各项福利和待遇、所适用的

职工类别，以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粮农组织领导机构与粮农

组织总干事对这些福利和待遇进行调整的权限、作用和资格。  

7. 粮农组织职工的大多数福利和待遇以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做法为依据，粮农

组织领导机构和总干事都无权进行调整。只有与联大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

行有效对话，包括积极参与第 II 部分所述的全面审查，方可对薪酬福利方案进行

重大调整。 

II.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对职工薪酬福利方案的全面审查  

8.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正在对职工薪酬福利方案进行全面审查。6为此，国际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已明确了目前职工享有的所有待遇，并将其分为五类：  

a) 薪金、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和房租补贴；  

                                                 

5 家属津贴和针对专业人员及更高职类人员的语言奖励、教育津贴、回国休假、离任回国补助金和解雇补

偿金。  
6 ICSC/76/R.3－对共同制度薪酬福利方案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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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属相关津贴（配偶、受赡养人、子女、第二受赡养人、教育津贴等）；  

c) 休假相关待遇（年假、病假、官方节假日等）；  

d) 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赴任津贴、搬家费、危险津贴、休养康复津贴、流动

津贴等）； 

e) 离职相关津贴（离职补偿金、离任回国补助金等）。  

9. 联合国大会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行全面审查的决定，并要求  

委员会牢记联合国共同制度下各机构的财务状况，及其吸引优秀职工的能力。  

全面审查最终结论和建议将尽快提交联合国大会，最晚不迟于 2015 年第四季度。  

10. 鉴于审查工作的规模，委员会提议在三年的时间里（2013－2015 年）采取

分阶段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具体如下文所述。  

11. 很明显，审查工作完成越早，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出、经联合国大

会批准的建议措施就越能得到迅速采纳。因此，只有联合国大会成员主动发挥领

导作用，并承诺及时采用联合国全系统范围的措施，才能让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其

他机构的职工费用增量实现结构性下降。  

12.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 2015 年 3 月和 7 月召开的两届会议将主要针对全

面审查工作。因此，关键是粮农组织成员国能够通过其中央政府及其派驻纽约的

代表团重申控制职工费用和简化系统的必要性，以全面提高联合国的交付能力。  

13. 现已做出决定，在薪酬福利全面审查工作做出决定之前，对各项津贴进行

冻结；重要的是各成员国要支持在审查工作结束之前继续冻结，从而把与作为  

参照值的美国公务员薪资比值差幅从当前的 17.4%降至 15%这一期望值。  

14. 关于将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今后会议上讨论并且将会纳入最终建议提交

第五委员会讨论的现行审查工作相关议题，有几个方面需要得到成员支持。特别是

关于应该实行单一整合薪级表的意见似乎成为共识。整合薪级表将取消有受赡养

人的薪率，但会依据作为参照值的公务员标准设立受赡养人津贴。对薪级表的调

整将会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如应计养恤金薪酬、薪金毛额及职工薪金税、离职

补偿金和离职回国补助金，这些议题都将需要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行讨论。  

15. 具体而言，提交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下列提案都需要得到支持：  

a) 薪级表的薪档（职级内薪金递加）应每两年提一档，且与良好工作表现挂

钩，而不是现行的年度递加。但是，这一举措不应视为有义务把因薪档  

周期延长而产生的节约款项用于奖励 /表彰计划。这一做法是依据现有的认

识，即：给予职级内薪金递加 /奖励机制（招聘时/在职业生涯中用以认可资

历、表彰业绩）应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设定的大框架内由各机构自身

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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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育津贴－力求简化程序、降低成本，方法是减少该项福利的支出。尤其

指出，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已提出建议，把可报销费用仅限于与学费、

注册费以及非总部任职地点的寄宿费直接相关的项目。粮农组织支持这一

方案，不应把交通费和午餐费作为教育津贴的一部分由各单位支付。  

c) 异地安置相关津贴。将会针对运输问题讨论若干方案，包括可能实行强制

性或选择性一笔总付方案。由于强制性一笔总付可能会增加费用，因此有

议案提出把与异地安置相关的若干项待遇合并为一，包括正在审议的运输

费用。这一方案颇有价值，可能会减少费用并简化行政程序，但财务影响

尚不清楚。 

d) 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简化工作。对派往实地的职位以及任职地点按艰苦条

件可能分为六类的情况，目前可能应支付另外九项津贴和福利。对各类津

贴进行简化，就应该在除最艰苦任职地点之外的所有地点节省开支，同时

要简化艰苦条件分类，从目前的六级简化为三级。 

16. 总之，敦请成员国向联合国大会重申在大会第 7/2013 号决议中提出的呼吁，

特别是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当前正在开展审查工作的情况下，考虑对联合国

系统内职工费用增长保持更大警觉的必要性。  

III. 总干事已经采取的措施  

17. 如附表所示，职工费用部分内容属于粮农组织权限范围。总干事已在过去

三年针对这些项目采取措施减少职工费用，比如调整房租补贴、限制公务差旅的

开支等。 

18. 2013 年初对涉及房租补贴计划的条款进行了修订。从长期来看，预计因从

严控制补贴获取资格，房租补贴系统的总费用将会减低，尽管幅度可能有限。举

例来说，补贴资格标准排中除了此前曾在任职地点居住，以及在任职地点拥有足

够房产的新录用职工。对于因不可抗力而需获得房租补贴的资格条件也变得更为

严格。 

19. 同时，对于在罗马任职职员的合理房租水平上限也进行了审查。职工房租

水平上限不再参考职工级别，而是依职工的家庭人数确定。这一调整符合联合国

共同制度下其他总部任职地点的做法，能确保房租补贴计划更好地履行其宗旨，

即根据职工经认定的受赡养人人数而非其级别，为需要更大住房的职工提供更多

财政支持。 

20. 已在全组织推行相关措施，控制并减少因公差旅费用。比如，现在 D1 及以

上职类的每日生活津贴固定采用标准费率，而不再使用过去应付的较高费率。同

时对公务舱旅行规定也进行了调整，所需旅行时间从 9 小时调整为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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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险问题，预计 2015 年 1 月 1 日启动的医疗保

险新合同将会产生节约，由于合同保费三年内固定，因此至少在今后三年都会  

确保节约。 

22. 虽然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决定年假的积存率，但总干事有权决定年假

计划的实施办法。通过把离职时需要付款的积存年假上限从 60 天减为 30 天， 

粮农组织已实现了节约。  

23. 粮农组织要实现更为均衡的支出分配，减少职工费用仍是一项关键因素。

总干事致力于推进这项工作取得成果，但特别是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

国大会当前审查工作的背景下，成员国的决定将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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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待遇 

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 

职责 

福利/待遇 对应职工类别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 粮农组织 

领导机构 

粮农组织总干事 

薪金和有关津贴 

薪金比额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建议比额 批准专业人员

比额 

必须颁布 必须实施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

议、经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工资比额。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专业人员 规定各任职地点的水平 - - 必须实施有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发布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房租补贴 专业人员 规定大多数条件和金额 - - 必须实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的

条件。有权决定合理住房的内容，如按

照职级或家庭人数确定补贴额度，以及

确定罗马的合理房租上限。  

语言津贴 一般服务人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 - 必须实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的

津贴费率。粮农组织对于专业人员不提

供津贴。 

加班费和夜班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加班费）、 

一般服务人员（夜班

津贴）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有权决定补偿办法（如采用补休假的 

方法）。 

特别职务补贴（面向需

长期承担高于自身职级

职责的职工，属不计养

恤金报酬）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赡养补助金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批准涉及专业

人员的部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规定。 

教育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职员） 

规定条件和金额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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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待遇 

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 

职责 

福利/待遇 对应职工类别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 粮农组织 

领导机构 

粮农组织总干事 

与职工出差、搬家和流动有关的待遇 

每日生活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就每日生活津贴提供指导 - - 按常规应遵循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

定的费率，但可规定特别费率并通过谈

判以减少酒店住宿费用。 

流动及艰苦条件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招聘） 

规定条件和金额 批准金额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规定。 

赴任津贴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招聘） 

规定条件和金额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搬家和运输费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招聘） 

规定大多数条件，以及重量和数量限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有权决定实际实施方法，如用支付一次

性补贴的做法替代组织运输。 

休假 

年假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回国休假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国际招聘） 

规定多数条件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规定。有权决定一次性支付 

事项。 

病假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有权决定待遇享受办法。 

产假、陪产假、收养假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特别假期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有权决定待遇享受办法（包括假期是否

带薪）。 

官方节假日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天数（1 年 10 天）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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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待遇 

根据联合国共同制度规定 

职责 

福利/待遇 对应职工类别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 粮农组织 

领导机构 

粮农组织总干事 

离职付款 

积存年假的折算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以及可折算为收入的最高天数。 - - 必须遵循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但可规定天数。  

离任回国补助金 专业人员 规定条件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规定。  

离职补偿金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条件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规定。 

服务终结津贴 一般服务人员 规定条件（仅在罗马和维也纳适用）  - - 必须遵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定。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程》未对这一问

题进行直接规定。但是，联大在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要求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行一次

全系统的审查，并在二十世界九十年代要求

就各机构职工承担的费用进行对比。国际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目前对薪资待遇方案进行的

审查不涉及医疗保险。 

背景信息请 

参阅国际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

一栏。联大近

年来仅对联合

国内部的医疗

保险问题进行

讨论。 

批准通过《工

作计划和预

算》做出的财

政承诺。 

有权制定医疗保险计划，尽管当前的 

医保计划也涵盖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国

际农发基金以及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

究中心。总干事就医疗保险计划听取联

合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由上述三

家机构，以及职工团体和退休人员团体

组成。 

因公死亡、受伤或生病

的补偿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章程》为对这一问题有直接规定，委员会

也未对此进行审查。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目前对薪资待遇方案进行的审查不涉及该 

事项。 

仅审议联合国

《职工守则》

中的联合国计

划。调整需向

联大报告。 

批准通过《工

作计划和预

算》做出的财

政承诺。 

拥有制定计划的基本权限。粮农组织计

划以联合国《职工守则》附录 D 中的秘

书处计划为基础。建议共同制度统一联

合国系统内的相关规定。 

养恤金 专业人员和一般服务

人员 

规定和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养恤基金相关的

具体条件和待遇。 

予以批准 - 必须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