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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35

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12.3，本报告载有秘书长提议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的新细则和现行细则修正案全文。本报告还说明了主要为技术性质的修正理由。
秘书长建议大会注意到本报告附件所载的《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1.

工作人员条例 12.3 规定，每年应向大会报告暂行工作人员细则及修正案全

文。
2.

本报告附件所载的拟议修正案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细则
3.

修改细则 1.2(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p)分段(利益冲突)，使其与大会

第 66/234 号决议第 12 段所载的决定相符。
4.

修改细则 3.6(扶养津贴)(a)㈠和(c)分段，使表述更加清晰。

5.

修改细则 3.13(调动津贴)(a)和(b)分段，以反映如大会第 66/235 号决议所

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11 年年度报告中所作的决定，同时明确说明津贴
应在何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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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加新细则 3.15(不带家属工作地点额外艰苦条件津贴)，以反映大会第

65/248 号决议引入该津贴的决定。
7.

原细则 3.15(预支薪金)改为细则 3.16。

8.

细则 3.16(补领款项)改为细则 3.17。

9.

细则 3.17(扣款和缴款)改为细则 3.18。

10. 细则 3.18(离职回国补助金)改为细则 3.19。
11. 删除原细则 3.19(特派任务)，因为大会在第 65/248 号决议中核准了国际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关于统一不带家属工作地点指定办法的建议，即根据安全评估，
而非特派任务指定此类工作地点，并在 3 或 6 个月后改变任职地点。
12. 修改细则 4.12(临时任用)(b)分段，以反映大会第 63/250 号决议的规定。
13. 在细则 4.15(高级审查小组和中央审查机构)中，增加关于单独管理的基金和
方案审查机构的新分段(f)。这一修改将允许此类基金和方案建立自己的审查机
构。相关案文已列入《工作人员细则 100 号编》
。该细则其他分段重新编号。
14. 修改细则 5.2(回籍假)(b)㈢、(e)㈠和 ㈡、(f)、(g)、(i)、(l)㈡分段，引
入记分制。
15. 细则 5.3(特别假)(a)㈢分段现为(f)分段。为使该细则的规定更加清晰，修
改了(e)分段并将其纳入新分段(g)。细则其他分段重新编号。
16. 修改细则 7.2(合格家庭成员公务旅行)(c)分段，明确说明联合国不在不带家
属工作地点安置合格家庭成员或为其支付旅费。
17. 修改细则 7.3(领取回程旅费权利的丧失)(a)分段，将指定工作地点工作人员
的期限缩短，因为此类工作地点的回籍假每 12 个月一次，而非 24 个月一次。
18. 修改细则 9.8(解雇偿金)(f)分段，使表述更加清晰。
19. 修改细则 9.11(薪酬终止日期)(a)㈦ 分段中表格第二列的标题，澄清此处并
非指延长任期，而是指支付的款项。
20. 秘书长建议大会注意到本报告附件所载的《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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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案文
细则 1.2
利益冲突
(p) 当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妨碍其履行公务或职责，或对该工作人员国际公
务员身份所要求的正直、独立和公正造成干扰时，该工作人员应向部门首长披露
任何实际或可能出现的此种利益，并且，除非另经秘书长许可，应正式回避以任
何形式参与可能构成利益冲突情况的事务。
细则 3.6
扶养津贴
(a) 为《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的目的：
㈠

“受扶养配偶”指无职业收入，或虽有职业收入，但数额不超过配偶就

业国境内的工作地点在有关年度 1 月 1 日生效的联合国一般事务人员薪金毛
额表上最低起叙职等薪额的配偶。对于专业及以上职类和外勤事务职类的工
作人员，不论在任何工作地点，所参考起叙职级薪额不应低于薪金制度基准
点最低起叙职等(纽约为 G-2 第一级)的薪额；
(c) 在不违反工作人员条例 3.4(a)规定的条件下，应全额给付该项条例和
《工作人员细则》为受扶养子女规定的扶养津贴，除非工作人员或其配偶就同一
子女直接领取政府补助金。在已领取政府补助金的情况下，按照本条细则规定给
付的扶养津贴应为《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所定扶养津贴减去政府
补助金后的概数。如政府补助金等于或高于《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
所定数额，则不得支付扶养津贴。
细则 3.13
调动津贴
(a)……
调动津贴在同一工作地点连续发放五年后应停止发放。在工作人员受联合国
明确要求，或因紧迫的人道主义原因留在同一工作地点的特殊情况下，可多发放
一年的调动津贴。
(b) 由秘书长参考有关工作人员在联合国薪金和津贴共同制度内连续工作
的时间、曾任职一年或以上的工作地点数目及新分配工作地点的艰苦条件分类，
确定调动津贴的应领数额和给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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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3.15
不带家属工作地点额外艰苦条件津贴
(a) 当某工作地点被定为不带家属工作地点时，不得核准在该工作地点安置
工作人员的合格受抚养人，除经秘书长特别批准；
(b) 被任命或改派至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专业及以上职类、外勤事务人员职
类及根据《工作人员细则》4.5(c)视为国际征聘的一般事务职类工作人员可获得
不计养恤金的额外不带家属艰苦条件津贴，除非秘书长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3.15(a)特别批准在该工作地点安置工作人员的合格受抚养人。
细则 4.12
临时任用
(b) 在需求激增、外勤业务和有明确任务期的特别项目确有业务需求的情况
下，可按秘书长规定的情况和条件，将工作时间已达上文(a)段所述最长期限工
作人员的任期最多额外延长一年。
细则 4.15
高级审查小组和中央审查机构
中央审查机构
(f) 秘书长授予任用、选拔和晋升工作人员权限、单独管理的联合国方案、
基金或附属机关的行政首长，可设立咨询机构，就专为这些方案、基金或附属机
关提供服务而受聘的工作人员事宜，为其提供咨询意见。此种咨询机构的组成和
职能应与秘书长设立的中央审查机构大体相同。
细则 5.2
回籍假
(b) ㈢

在按工作人员细则 7.1(a)㈦作探亲旅行归来后使用回籍假时，工

作人员从探亲旅行归来之日起，通常已连续工作至少满九个月。
(e) ㈠
㈡

工作人员可在完成 24 个月的合格工作后休回籍假；
工作情况许可时，回籍假可在应休日期后的 12 个月内使用。

(f) 可准许工作人员提前使用回籍假，但通常须已完成至少十二个月的合格
工作，或自上次回籍假结束后，从返任之日起算已完成至少十二个月的合格工作。
不得因准许提前使用回籍假而将获得下次回籍假的资格或应休日期提前。准许提
前使用回籍假，事后仍须满足此项权利的条件。若未能满足这些条件，有关工作
人员须偿还联合国为其提前旅行所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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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工作人员延迟使用回籍假，延迟时间超过回籍假应休日期十二个月，
此种延迟并不改变下次或以后各次回籍假权利的时间，但工作人员在休完延迟的
回籍假后，从返任之日至下次回籍假启程之日之间，通常至少要合格工作十二个
月。
(i) 在不违反本《细则》第七章规定的各项条件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有权就
核准的回籍假旅行，为本人及合格家庭成员申请从正式工作地点到回籍假地点之
间来回路程所需的费用。工作人员还可就核准的回籍假旅行申请旅行时间。
(l) ㈡

在按照工作人员细则 7.1(a)㈦作探亲旅行归来后使用回籍假时，

工作人员从探亲旅行归来之日起，通常需要至少连续工作三个月。
细则 5.3
特别假
(f) 在特殊情况下，秘书长如认为符合本组织的利益，可主动给予某工作人
员全薪特别假；
(g) 服务的连续性不应因此类带薪或无薪特别假视为中断。但是，在一个月
以上的减薪或无薪特别假期间，工作人员不得累积任何据以计算病假、年假和回
籍假、例常加薪、年资、解雇补偿金和回国补助金的工作时间。不得将一个月以
上的减薪或无薪特别假计入获得连续任用资格所要求的累积工作年限。
细则 7.2
合格家庭成员公务旅行
(c) 联合国不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安置合格家庭成员或为其支付旅费。
细则 7.3
领取回程旅费权利的丧失
(a) 定期或连续任用工作人员如在工作不满一年时、或在结束回籍假或探亲
假后返任之日后六个月内辞职，或分配至指定工作地点的此类工作人员在三个月
内辞职，则无权领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回程旅费，但秘书长认为基于迫不得已
的理由，应核准支付此种旅费的情况除外。
细则 9.8
解雇偿金
(f) 选择工作人员细则 9.8(d)所述特别假办法的工作人员，应签署保证书，
确认其特别假身份仅出于养恤金目的，其本人及任何受扶养人根据《工作人员条
例》和《工作人员细则》应享有的所有其他薪酬和福利，从特别假开始之日起即
已最终确定不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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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9.11
薪酬终止日期
(a) ㈦

……

已满工作年数(按细则 9.8 确定)

薪金月数

以上提及相当于若干月数的薪金可于薪金账目及有关事项清结后立即整笔
发给。此种款项应只发给其未亡配偶和受扶养子女。就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
而言，此种款项的计算方法为：以工作人员的薪金毛额为基数，根据工作人员条
例 3.3(b)㈠所订税率表，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就外勤事务职类工作人员而言，
此种款项的计算方法为：以工作人员的薪金毛额为基数，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3.3(b)
㈠所订税率表，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另加应领语文津贴。就一般事务及有关职
类工作人员而言，此种款项的计算方法为：以工作人员的薪金毛额为基数，加应
领语文津贴，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3.3(b)㈡所订税率表，减去仅适用于薪金毛额的
工作人员薪金税。其他一切权利和累计福利应于死亡之日终止，但按工作人员细
则 3.9(f)的规定，如工作人员在学年开始后在任职期间死亡，则教育补助金的支
付不受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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