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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    
纽约 
2007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4 日 

 

关于监测法院执行外部审计关于监测法院执行外部审计关于监测法院执行外部审计关于监测法院执行外部审计建议建议建议建议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报告****    
 
 
1. 如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在其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中所要求的

那样，1本报告列出了法院在执行外部审计建议方面的进展情况，供委员会在其

下届会议上审议。在这方面，委员会曾忆及在其第七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4段中

的建议，这一段建议在今后的报告中包括一个表格，列出在执行以前建议方面

取得的进展，这将是委员会和缔约国大会的一个有用工具。2 
 
2. 下面是按外聘审计员报告列出的表格： 

 
• 2004 年外聘审计员报告 
• 向大会提交的 2004 年外聘审计员关于 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12 月财

务报表的报告 
• 2005 年外聘审计员报告。 

 
3. 这些表格有四个栏目，提供下列信息： 

 
1. 建议的文本 
2. 指定的法院机关的责任 
3. 执行这些建议的行动计划 
4. 行动计划的预计完成日期。 

 
在执行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在执行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在执行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在执行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    
 
4. 下面的表 1 和图 1 概括了对外部审计建议的执行情况（2004 和 2005 年）。

29 项建议中的 25 项或已经全面执行或大部分已经执行。正在为执行另外三个

建议做准备。有一项建议已被拒绝。 
 

                                                 
* 以前曾作为 ICC-ASP/6/CBF.2/3 号文件发出。 
1  ICC-ASP/6/2 号文件。 
2  ICC-ASP/5/2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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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建议的执行情况建议的执行情况建议的执行情况建议的执行情况 

执行情况 建议的数量 % 
全部执行 12 41% 
大部分执行 13 45% 
为执行做准备 3 10% 
已考虑但没计划采取行动 1 3% 

合计 29 100% 

 
 
图图图图 1：：：：建议的执行情况建议的执行情况建议的执行情况建议的执行情况    

 
 
5. 本文件中所提供的信息摘自法院审计监测制度，这一制度跟踪所有审计建

议的执行情况。这一制度在未来将进一步完善，除其他内容外，要包括一个审

议建议的时间表。

41% 

45% 

10% 
3% 

全部执行 

大部分执行 

为执行做准备 

已考虑但没计划采取行动 



 

 

2004 年外聘审计员报告年外聘审计员报告年外聘审计员报告年外聘审计员报告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制定谨慎的采购计划，使其能

够在一年的时间内更好地利用财务资源，避

免出现目前这种应受到严格审查的高水平偿

债支出。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执行了采购计划。仍需要改进。 正在进行的努力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2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制定一个清晰、系统的预算控

制和监测框架，以提供全面的预算报告和偏

差分析，并支持高层管理人员对财务执行情

况进行更好的监督。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自 2006 年以来，一直在执行所建议的程

序，待新的预算结构在 SAP 系统中执行

时，这些程序将进一步地改进。全面的预

算报告在不断地改进。 

正在进行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3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缔约国考虑限制主要方案内以及人

员和非人员预算拨款之间的资金调剂的好

处，并考虑向缔约国报告对原核准预算进行

重大调剂的必要性。 
 

缔约国大会、书

记官处和检察官

办公室 

a) 已过时（见大会决议）。 
b) 在进行中。 

已完成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4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管理人员通过确定作为排列次级方

案资源优先顺序的基础的高层次目标和重

点，制定一项明确的预算规划战略方针。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几乎完成，战略计划、2007 年预算。 2008 年还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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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5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应更早地商定作为预算基础的各

项参数和核心假设。另外，我们鼓励法院考

虑是否有必要推迟提交预算草案的时间，为

管理人员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审议。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已完成但不成功。 
委员会做出与此相反的决定。 

已完成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6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管理人员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确定

明确的、具体的和可衡量的目标，并辅之以

向缔约国报告这些目标实现情况的程序。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已完成和正在进行。 已完成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7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现在应该按照《财务条例》

采取措施成立一个财产调查委员会。 
 

书记官处 财产调查委员会已按《财务条例》建立。 已完成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8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大会考虑是否有必要澄清法院机

构和机关中使用财务资源的责任安排，并审

议以前规章中所不包括的与秘书处及被害人

信托基金秘书处有关的新领域。 
 

缔约国大会 建议应该得到大会的审议。大会秘书处将

在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 
2007 年底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9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提出一份关于内部控制的年

度说明作为财务报表的一部分，确认在相关

的财务期间内，内部控制发挥了作用。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法院请外聘审计员澄清这一建议。 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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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0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预算和财务委员会以及大会考虑

设立一个审计委员会，其恰当的职责是审议

内部控制措施是否适当并定期就内部和外部

审计职能的作用提供客观保证。 
 

预算和财务委员

会及缔约国大会 
监督委员会。 已完成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1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建立一项系统的风险评估和管

理程序，以帮助管理者找出并控制业务风

险。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2006 年 3 月结合战略规划启动了一项风险

管理项目，第一阶段包括建立风险管理结

构。第二阶段是实施这一结构。在将来的

阶段将进行定期审查。 

第一阶段：2008 年第一

季度 
第二阶段：2008 年第三

季度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2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的信息技术战略应当与其核

心业务目标相一致，而且排列出优先顺序的

必要性以及对成本效益的考虑应当纳入信息

技术规划工作。另外，我们鼓励更多地向高

层管理人员提出高层次的简明扼要的报告以

有助于对资源的良好管理和控制。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已完成。 
 

已完成和正在进行（见

2008 年预算）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3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管理人员起草一份详细的行动计

划，检查和监测正在如何处理外部审计的建

议。这应该成为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的一部

分，而且需要由预算和财务委员会进行监

督，以便加强法院已有的管理安排。 
 

书记官处和检察

官办公室 
已完成和正在执行。 已完成和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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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会提交的向大会提交的向大会提交的向大会提交的 2004 年外聘审计员关于年外聘审计员关于年外聘审计员关于年外聘审计员关于 2002 年年年年 9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03 年年年年 12 月财务报表的报告月财务报表的报告月财务报表的报告月财务报表的报告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继续监测摊款状况并向预算和财务委员会

报告。 
 

书记官处 已完成。 正在进行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2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法院审议目前有关未缴摊款的会计政策，

以及是否有必要针对未缴摊款做出准备安

排。 
 

书记官处 法院不接受这项建议。 已完成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3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法院制订采购规划战略，以及同预算周期

和财政期间有关的恰当程序。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正在实施，战略规划、采购计划。 正在进行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4 责责责责任任任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建立系统的并且是有文件记录的预算监测

程序，将对偏离预算和采购计划的情况的

分析和报告纳入其中。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建议的程序已在 2006 年实施，而且在新的预

算结构在 SAP 系统中采用之后将进一步完

善。全面的预算报告工作正在不断地改进。 
 

2006 年—正在进行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5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法院争取尽早偿付在联合国信托基金账上

的剩余款项，以使这笔资产完全由法院管

理控制并减少将来的汇率浮动对其可能产

生的影响。 

 

书记官处 2004 年 10 月，从联合国收到了与信托基金有

关的资金，而且有关的账目之间完全相符。 
已于 2004 年 10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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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6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法院考虑制订风险战略和系统的风险管理

措施，以此作为不断的治理工作的一部分

以支持将来的业务活动。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2006 年 3 月结合战略规划启动了一项风险管

理项目。第一阶段包括建立风险管理结构；第

二阶段是实施这一结构。在将来的阶段将进行

定期审查。 
 

第一阶段：2008 年第一

季度 
第二阶段：2008 年第三

季度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7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法院采取工作人员为证实任何财务或非财

务利益而定期、系统地通报的做法，而且

建议将所有申报记录在一本利益登记册

中。另外，对受雇用期间的任何礼品、招

待或其他受到资助的好处进行确认和记

录，采用的编排格式要使管理人员能进行

审查和监测。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每个新的工作人员在开始任职时都必须做出有

关的文字申明。所有工作人员每年都需要对这

一信息进行更新。 
 
该建议已得到执行，但是法院将来可能审查目

前这一建议的实施情况，以便简化程序。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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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外聘审计员报告年外聘审计员报告年外聘审计员报告年外聘审计员报告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鉴于时间在不断流逝，我们建议法院以最

大的努力来完成对法官养恤金计划的管理

安排并在指定该计划的管理人员之后安排

进行全面的精算估值。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已选择了法官养恤金计划的保险公司并在

2006 年 12 月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了大

会的批准。已经收到了保险公司（荷兰安联公

司）的全面精算估值，而且已对财务报表进行

了修改，以反映出新的数额。 
 
与安联公司的最后合同预计在 2007 年第三季

度完成。 
 

2007 年第三季度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2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应当实施一整套由管理人员进行

检查的措施，以核实输入到数据表格及其

他系统中的数据的准确性，如薪资表在

SAP 系统中的情况。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对数据表格中的数据和使用的公式进行了更多

的经常性检查，法院正在采取行动通过将有关

职能扩展到 SAP 的办法来取消工作人员薪资

表的使用。扩展后的 SAP 在 2007 年底前应当

能够开始运作。 
 

2007 年 12 月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3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确保管理人员对例外报告进

行例行审查，以核实长期数据的变化并确

认其准确性。 
 

 已将用来审查薪资数据的例外报告计划作为

SAP 项目的一部分。目前计划将于 2007 年底

实施。 
 

2007 年 12 月 

 

IC
C

-A
SP/6/14 

Page8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4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鼓励法院快速推进这一预算监测系统

的开发工作以便在 2006 年年底之前使预算

管理者能够使用它的功能。这将有助于预

算管理者通过更细致的监测更加有效地使

用他们的资源。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可以通过 SAP 系统在线获得实时预算报告。 已完成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5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书记官长应当针对内部审计员

的每一项审查制定一个行动计划，而且行

动计划应当发给与审查结果有关的法院的

相关部门。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已将内部和外部建议记录在同一个文件中。书

记官处行政司长办公室所理解的落实各项建议

的责任已分配到了每一机关。可能时建议附带

对预期行动和完成日期的说明。审查工作正在

实施。 
 

正在进行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6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采用独立的 IPSAS 会计标准

作为适当的财务报告框架，并建议法院制

定一项详细的战略，以便为此做好准备。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法院将审议会计标准改为 IPSAS 所产生的影

响，包括对预算和 SAP 系统的影响。共同行

政事务司的科长（财务和信息通信技术）参加

了联合国系统 SAP 团体用户协调会议（SAP-
SIG ），这些会议用了部分时间专门解决

IPSAS 问题。 
 

200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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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7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法院应当成立一个独立的审计

委员会，其大部分成员应是独立的外部代

表。审计委员会的重点工作应该是促进有

效的内部控制；委员会应当突出重点以便

最大限度地利用保证资源；应当监测内部

和外部审计的结果；并评估风险管理的有

效性。 
 

法院 审计委员会正在成立之中：对可能的外部代表

进行面试的工作应该于 2007 年 5 月进行。由

于一名候选人生病而不得不推迟面试。 

取决于面试的结果。预计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8 责责责责任任任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作为战略规划过程的一部分，

法院应当找出风险并建立风险登记册，作

为管理可能发生的风险及其影响的基础。

法院还应当指定风险主管人以便在可接受

的水平范围内管理风险。应对风险登记册

进行定期审议和更新。 
 

 战略计划工作正在进入界定各项战略的阶段，

其中包括风险评估。 
 
2006 年 3 月结合战略规划启动了一项风险管

理项目。第一阶段包括建立风险管理结构；第

二阶段是实施这一结构。在将来的阶段将进行

定期审查。 
 

 
 
 
第一阶段：2008 年第一

季度 
第二阶段：2008 年第三

季度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9 责责责责任任任任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行动计划 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预计完成日期 
我们建议应当制定采购计划并提交给采购

部门，以便能够在全年更有效地管理并且

均衡地进行采购。这种计划应当能缓解年

末出现的采购高峰。 
 

书记官处和检

察官办公室 
2006 年制定了采购计划，对法院的大部分主

要账目进行监测。这一有价值的经验导致了将

这一采购计划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法院财务状

况预测，包括人员配置费用。正在实施这一新

结构的过程中。 
 

已完成和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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