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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方向
26.1

本方案的总体目的是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促使本组织更为节约，提高其

效率和效力，更好地实现各项目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内部监督
事务厅在秘书长领导下在履行职责方面具有业务独立性。监督厅有权提出和实施
它认为对其履行监督职能所需要的行动，并就这种行动提出报告。监督厅通过监
测、内部审计、检查、评价和调查的方式，协助秘书长履行对本组织的资源和人
员的内部监督职责。
26.2

本方案的任务授权源自大会第 48/218 B 号、第 54/244 号和第 59/272 号

决议、
《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ST/SGB/2003/7)以及《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
部分、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ST/SGB/2000/8)的相关规定。监
督厅与联合国其他监督机构，即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和联合检查组密切合作，促进
有效协调，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作重叠和重复。
26.3

监督厅力求通过支持本组织努力建立有效的、具有透明度的问责制以及加

强本组织在查明、评估和减轻风险方面的能力来实现问责和透明方面的目标。将
根据适用的国际标准及时发布关于检查、评价、内部审计和调查的高质量报告，
以实现上述目标。
26.4

监督厅努力查明对根据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主

要会议成果及国际协定等所载各项目标，高效率、高成效地执行各项方案产生影
响的因素，从而协助本组织取得更好的成果。此外，监督厅还采取一系列措施，
支助本组织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主流化，包括监督联合国在性别平等主流化方面
的努力。

次级方案 1
内部审计
本组织目标：改善本组织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程序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会员国和秘书处依据内部审计做出决定的

(a) ㈠ 会员国作决策时提到内部审计司报告的

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加强内部管控和治理程序，
改善风险管理

次数增多
㈡ 方案主管对内部审计司报告的质量和有
用性表示满意的百分比得以维持

(b) 执行授权任务的效率和效力得到提高，方案 (b) ㈠ 问责制、效率和效力方面的重要审计建议
主管问责制得到加强

得到方案主管采纳的百分比得以维持
㈡ 审计建议得到方案主管执行的百分比得
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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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26.5

内部审计司将依据《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进行基于风险的审计，

并通过各种保证和咨询服务，协助管理层建立和加强风险管理、内部管控和治理。
该司将进行组织调整，加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比如实施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企业风险管理和主要基本建设项目。

次级方案 2
检查和评价
本组织目标：加强方案执行的问责制、学习、相关性、效率、成效和影响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会员国和秘书处依据内部监督事务厅检查和评

㈠ 有助于就方案执行的相关性、效率和成效做出

价(包括自我评价)做出决策的能力得到提高，

更知情决策的方案和专题检查和评价的百分

从而加强方案和次级方案的相关性、效率和成

比提高

效

㈡ 得到评价和检查的方案数目增多

战略
26.6

检查和评价司将通过评价和检查工作，及时提供有关本组织业绩表现的客

观、可信和相关信息，从而加强会员国和秘书处的决策。该司将酌情与监督厅其
他各司和其他监督机构相互协调，执行评价和检查方案，包括采用严谨的标准化
方法，对各项方案和主题进行基于风险评估的周期性评价和检查，以确保检查和
评价司报告的质量和有用性。为了保证自我评价和报告的质量，该司将继续进行
验证检查和审查，以就秘书处各方案所报告的成果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向会员国做
出合理保证。该司的目标是到 2012 年年底完成对秘书处所有方案执行情况报告
的验证检查。该司将继续争取通过更多利用学科专长和与研究和学术机构等相关
知识中心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提高检查和评价的质量。
26.7

检查和评价司力求提供独立的评价证据，以提高本组织的问责并促进学

习。评价和检查将促进改善联合国的相关性、效率、成效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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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3
调查
本组织目标：调查可能违反细则或条例的行为，加强问责制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调查的质量和及时性得到改善，
以便能对不

(a) ㈠ 达到时限要求的结案报告和调查报告

当行为采取有效行动

a

的百分比提高
㈡ 在 12 个月内据其开始采取纠正措施的结
案报告和调查报告的百分比提高

(b) 包括方案主管和其他人员在内的联合国人
员防止或适当应对不当行为的意识有所增强

(b) ㈠ 负责开展调查或执行调查任务的联合国
人员接受调查培训的人数增加
㈡ 联合国人员向监督厅报告的案件百分比
增加

a

调查报告仅指不当行为得到证实时分发的报告。如果不当行为没有得到证实，便分发结案
报告，而不是调查报告。

战略
26.8

调查司在保证保密的情况下，对可能的不当行为举报进行调查，并建议采

取适当行动，以确保本组织能更有效地落实问责制。该司针对收到的错失行为或
不当行为举报进行反应性调查，同时也积极主动展开调查工作，特别是针对高风
险业务。
26.9

调查司尤其通过与外勤支助部和特派团工作人员协作，以更加全面的方式

处理维和特派团内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使调查成为强调预防、认识和问责的
整体应对工作的一部分。该战略包括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军事指挥部一道采
取后续行动。也针对联合国系统内部的经济欺诈行为采取行动，以促进问责，并
通过减少组织性风险，保护本组织的利益、资产和资源。
26.10

调查司的直接责任止于编写调查报告，但其工作是规模更大的司法和威

慑系统的一部分；作为该系统的切入点，调查司工作的质量对整个系统的成功至
关重要。该司正在考虑采取各种方法，对这一系统中的其他部分、比如实施制裁
的程序产生影响，从而提高调查的影响力和价值。
26.11

调查司进一步提供外联服务，通过增强工作人员的能力来减少各种风险，

促进保护本组织的利益、资产和资源。其中包括向方案主管提供咨询服务，鼓励
对错失行为采取预防办法，并依照大会第 59/287 号决议规定，为监督厅以外的
调查人员提供培训，以提高第一反应调查的质量，促进落实个人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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