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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据联合检查组 (联检组，JIU)
的决定，并作为其管理和行政系列的一部分，联检组编拟了一份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 (WIPO) 的管理和行政工作的简要审查报告。所编拟的报告将提交计划和预算委员会

(PBC)
2005年2月非正式会议和2005年4月正式会议审议，侧重于总部审查、预算和财政问题

、人事做法、监督以及拟议的WIPO新大楼等事项。报告的第二部分将在晚些时候提交

。

总部审查

 2. 调查员的主要调查结果是，WIPO今天之所以面临问题，是因为其过去所采

用的预算编制方式，即：对费用加以调整，是以确保收入以便为现有的和预测的开支

供资为目的，而不是根据详细的人力和财政资源需求评估进行的，而这种评估本身又

要以WIPO每一个部门必须完成哪些任务才能帮助WIPO履行其各项职责为依据。

 3. 因此，检查员认为亟需进行总部审查和需求评估，以使现有的各项程序和制

度合理化。总体而言，审查应以加强整个组织的能力为目的，争取了解WIPO怎样才能

以 佳方式迎击其所面临的短期和长期挑战。评估应包括对每一个岗位和每一项职责

逐个进行岗位审查，以及对收支要求进行审查。目前，缺乏一套全面的信息技术(IT)或
人力资源战略。总地说来，在实现基本行政程序自动化方面，还大有可为；在信息技

术和行政领域，例如翻译服务、档案工作，存在职能重复的现象。虽然各不同条约在

保密及其他方面有不同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统一。根据检查员所进行的

多次访谈，如进行拟议的总部审查和逐岗位分析，是可以让2006－2007年预算要求实

现节约的。为加快这一进程，应通过国际招标程序，并按详细制定的职责范围，挑选

独立的外聘专家进行广泛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审查。审查工作应由现有资源供资，并应

尽快完成。

 4. 由于时间安排方面的考虑，并考虑到大会对这一研究报告进行审议之后将作

出的决定，检查员建议，在即将召开的9月会议上核准2006－2007年的预算水平时，应

使之与经修订的2004－2005年的预算水平一致。待需求评估完成之后，并根据评估结

果，再对2006－2007年预算作出修订并予以核准。

建议 1:

总干事应聘用独立的外聘专家，根据上文第3段对本组织的人力和财政资源进行

全面的逐岗位需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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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

在需求评估得出结果之前，大会应按经修订的2004-2005年预算水平，核准 2006-
2007
年的初步预算。根据需求评估，如需对该预算作出任何修订，可在2006年9月召

开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并报核准。

预算和财务问题

 5. 多年来，WIPO由于《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受理大量的申请而收入大大

增加，从而一直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1

1998年，未动用的资源作为储备金已累积达到3.53亿瑞郎 2

这一峰值。因此，大会于1998年决定减少PCT费用，并批准动用储备金建造新房舍。3

同时，成员国同意降低储备金水平，允许出现财政赤字，以便使其降到能更加令人接

受的水平。

 6. 自1998年以来，由于PCT费用的减少，加上多方面同时出现的问题，致使WI
PO的预测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出现缺口。在2002－2003两年期，由于实际和预测的PC
T申请量均低于概算数量，这一形势进一步恶化，而且一直持续到2004－2005两年期。
4

2004年9月，总干事要求核准自2005年1月起提高PCT费用，以解决这一问题。成员国

请秘书处尽早召集一次PBC会议，以尤其对再行调整PCT费用的问题进行分析。5 2004-
2005年的 新概算预测，收支间缺口为2,300万瑞郎，并认为可以动用储备金，降低其

水平，将其降至略低于已获同意的占总预算的18％这一水平。6

 7. 检查员虽然认识到有必要将储备金降至能令人接受的水平，但对这种赤字开

支的做法表示关注。在检查员看来，只应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考虑动用储备金。检

查员认为，进一步厉行节约，减少赤字（减至低于拟议的2,300万瑞郎），仍有余地；

                                                
1 WIPO 经修订的 2002-2003年计划和预算草案，WO/PBC/4/2, 2001年6月30 日，第485段
2 同上，表27，第484段
3 WIPO 专利合作条约联盟大会报告，PCT/A/XXIV/10,

1997年10月1日，附件三第39页，以及WIPO大会，“房舍建筑：新建筑”，WO/GA/27/4,

2001年9月21日，附录第1段 (e)项
4 WIPO 2002-2003 两年期计划效绩报告，A/40/2, 2004年7月23日，第8段
5 WIPO 计划和预算委员会，“有关新建筑的备选方案”，WO/PBC/IM/05/2, 2005年1月10日
6 同上, 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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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议，在2005年9月以前不动用储备金，因为届时离两年期结束只剩3个月时间，财

政形势将更加明了，而且届时如确有必要，成员国也可授权动用储备金。

 8. 秘书处指出，2004年有两方面的进展致使与2004年9月概算情况相比，收入

有所增加，支出有所减少。这两方面的进展分别是：某一大国的受理局清除了其积压

的PCT申请量，并将申请和相关费用转交国际局(IB)；由于总干事统一厉行撙节预算、

削减费用的政策，因此业务费用全面降低，这一做法值得称道，并应继续进行。

预算、收入和储备金7

(以千瑞郎计)

1998-1999 2000-2001 2000-2001 2002-2003 2002-2003 2004-2005 2004-2005

修订后 初步 修订后 初步 修订后  初步   概算

( 04年12月)

预算 378,939 525,205 565,868 678,400 668,800 638,800 528,200

收入 391,814 428,584 526,045 531,782 497,425 588,150 505,200

盈余/ (赤字) 12,875 (96,621) (39,823) (146,618) (171,375) (50,650) (23,000)

储备金 302,011* 205,390 262,198 115,580 93,051 42,401 92,500

*   实际数字

PCT收入预测

 9. 由于PCT
的创收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因此准确预测,对于有效地规划和完成计划，至关重要。

WIPO从2004年6月开始，试图通过设法预测收入和需求来解决这一问题。现正在对有

关模式进行可靠性测试；检查员认为该模式是合理的，但觉得在执行这一系统时，还

必须不断加以调整。然而，WIPO尚未找到确定处理PCT申请需要多少成本的方法，但

将在不远的将来与尤其是欧洲专利局等一些组织协商，争取找到此种确定成本的方法

，并改进生产力指标。

建议 3:

促请总干事紧急完成与尤其是欧洲专利局等其他相关组织的磋商，并向大会提交

一份关于确定处理 PCT申请所需成本的方法草案。

                                                
7 WIPO 经修订的 2004-2005年计划和预算草案, WO/PBC/7/2, 2003年7月31 日，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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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转移

 10. WIPO
《财务条例》中规定，“为确保服务的正常运作，如有必要，总干事可在任何特定财

务期，从一个预算项目向另一个预算项目转帐，但限额为所涉期间贷记总额的5％”。
8

检查员了解到，在实行按计划编制预算的做法之后，这条规定被解释为，WIPO可灵活

地将总预算额的不超过5％的经费重新划拨给一项或多项计划。检查员认为，这种解释

过于宽泛，可能使所确定的各项优先事项以及按计划编制预算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

建议 4:

大会应将计划间转帐的额度限制为不超过所涉两项计划的两年期拨款中数额较少

的拨款的百分之五。

在PCT费用转交给 WIPO过程中汇率和拖延所产生的影响

 11. WIPO预算选用的币种为瑞士法郎，而PCT及其他费用是以其他货币支付的。

目前，国家受理局受理申请时收取两笔费用：一笔是国家受理局提供服务的费用，另

一笔是拟由国际局提供服务的费用。虽然各国家受理局均须及时将所有申请转交国际

局，9

但有些国家受理局却会因各种不同原因而拖延很长时间。结果便致使WIPO在国家受理

局出现申请积压时收入减少，而积压的申请处理完后收入增加。这是造成收入情况不

可预见的一个主要原因，直接影响到计划的规划和完成。此外，在申请提交国家受理

局之时与国际局收到相关费用之时当中，汇率可能会有很大浮动。虽然WIPO已有一套

对付汇率浮动的机制，10

但这一机制相当复杂，而且不足以应付出现重大浮动和拖延时间太久的情况。WIPO应

考虑建立一种在线付费的机制，让人们可以通过在线的办法将费用付到WIPO的一个固

定帐户上，并同时将付款情况抄送给国家受理局。

建议 5:

PCT大会应考虑采取必要步骤：

                                                
8 WIPO 《财务条例》第4条第1款。

9 WIPO 《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22条第1款
10 WIPO 国际专利合作联盟大会报告，PCT/A/XXIV/10, 1997年10月1日，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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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求

WIPO各项服务的用户均以预算所采用的以及大部分支出所使用的货币

──瑞士法郎支付服务费；并

b.
要求PCT费用须在申请提交国家受理局之时直接付给国际局，而不是在国家

受理局将申请转交国际局之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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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6:

总干事应探讨建立一种通过在线手段直接向 WIPO
的一个固定帐户支付费用的机制的可行性。

总干事的工资

 12. 联检组称赞总干事自己决定不接受其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任职

所得的工资。11

在检查员看来，他个人作出的这一决定确保了总干事的工资与其在联合国系统的同行

的工资相称。

建议 7:

请大会将现任总干事作出的不接受其按WIPO/UPOV相关协定中的规定因在UPO
V任职所得的任何额外报酬这一决定制度化。将来，总干事不得接受任何因其所

担任的职务而可能承担额外任务所产生的任何额外报酬。

人事做法

 13. 检查员注意到WIPO缺乏全面的人力资源战略；检查员虽然认识到WIPO的特

殊性及其管理着多项条约这一事实，但对若干长期未得到解决的征聘问题和升迁做法

表示关注。引起关注的领域有：工作人员持续增加、短期人员和顾问人数很多（许多

人期限很长）以及工作人员带职 调动、员额改叙、直接征聘和个人升迁等问题。

 14. 1997年至2002年期间，经核准的员额增加了50％以上。此外，另有占工作人

员总数24％的人被聘为顾问或持有短期合同，这些问题令检查员感到关注。检查员虽

然承认工作量在增加，但不清楚工作量的增加是否与工作人员的增加成正比。在进行

上文第3段提及的拟议需求评估时，应对这一情况予以明确。

短期人员和顾问

 15. 短期人员和顾问的人数从1997年的分别约占16％和4％，增加到2003年的分

别约占24％和6％。2004年略有减少，分别占22％和5％。到2004年年底时，大部分顾

                                                
11 WIPO/UPOV 协定，UPOV/INF/8, 1982年11月26日，第4条第(1)款和第4条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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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和短期人员都来自发达国家。检查员了解到，许多短期人员和顾问的合同延一年又

一年，有的延了7年多。在此方面应参照联合国的做法，制定严格的指导方针。12

员额的调动与改叙

 16. 检查员对WIPO各计划之间工作人员带职

调动的做法表示关注。这一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一个部门不仅失去了工作人员，而

且还无法聘人顶替，因为没有空缺的员额。这对放人单位造成的影响很大，尤其技术

性或专业化很强的单位更是如此。同时，接收单位却可能变得人满为患。这一做法应

当停止，因为它破坏了制定员额配置表的宗旨，并打乱了本组织的优先部署。

 17. 检查员了解到，在2002－2003两年期间改叙的员额共有202个，在经核准的

员额中约占20％（其中包括将一些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员额改叙为专业人员员额），所

涉员额的现任人员也因改叙而得到升迁。这些“改叙”未经成员国批准，而只是在下

一个两年期的预算文件中告知成员国而已。这种做法打乱了经核准的员额配置表，属

于走后门升迁，应当停止。专业人员员额的改叙以及一般事务人员员额改叙为专业员

额，均应在事先通过预算程序，征得成员国批准。所有改叙均应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 (ICSC)的指导方针进行。

直接征聘

 18. WIPO
直接征聘的做法始于1976年。《工作人员条例》第4条第8款(b)项除其他外，规定：“

……当专业人员职类在短期内──尤其为当前正在执行的项目──急需人从事某些工

作时，总干事可采取直接征聘的做法，而不需要进行竞争招聘。根据直接征聘程序招

聘的工作人员任期固定， 长不超过3年，而且不得延期或转为长期任用人员。”检查

员了解到，WIPO对这一规定的解释是，通过直接征聘招聘的人员可以竞争WIPO的空

缺职位，而且在过去3年中，直接征聘的人员中99％均已转为正式人员。在2002－2003
两年期，43％的专业工作人员（88人中共有38人）是直接征聘的。这种分两步走的做

法，规避了竞争和公平地域代表性的原则，因此应当停止。检查员虽然承认，在特殊

                                                
12

联合国大会1999年4月7日通过了第53/221号决议，秘书长在第ST/AI/I999/7号行政指示中规定，顾问

和独立订约人应有很高的资历， 好从候选人花名册中选聘；应执行明确与工作计划中的活动有关

的临时性任务；所开展的工作应能在一段有限的特定时期内完成，而且由于工作的复杂性，系现有

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工作（亦参见llU/REP/2000/2, 题为“联合国顾问的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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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可能确有必要尽快招聘某人，但认为还可以采用现有的其他合同办法来满足这

些需求。

个人升迁

 19. WIPO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1984年的一项建议，实行了个人升迁的做

法。13

协调委员会在1986年第十九届会议上指出，“……总干事将按照驻日内瓦其他组织的

做法，实行个人升迁的做法，从而让总干事有酌情奖赏数量有限的部分优秀工作人员

的必要灵活性。”WIPO制定的准则 14

所规定的根据成绩升迁的标准，大致符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确定的特殊情况。15

然而在实践中，个人升迁做法的宗旨大打折扣，几乎完全论资排辈，已不符合国际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1984年确定的标准。WIPO当前的做法是，在同一个职位上干满10年，

即可获得个人升迁，而无须证明有优异的业绩。甚至连10年这一标准也很灵活，一些

工作人员未干满10年就得到个人升迁，还有人在退休之前获得个人升迁。2004年，共

有45名工作人员获个人升迁：23人（即半数以上的人）属于D-
1级；7人属于P级，15人属于一般事务级。这23名D-
1级人员占WIPO司长级员额的45％。一名官员指出，一些工作人员现已把这一做法看

成一项既得权利。

 20. 1994年，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表示，它曾“确认，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

个人升迁的做法。然而，它并没有提倡普遍实行个人升迁的做法，并认为，可以通过

奖赏制度来减少个人升迁的做法”。16

 21. 据检查员所知，至少另有4个其他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曾实行过个人升迁的做

法：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国际劳工组织 (ILO)、国际电信联盟

(ITU)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在其对教科文组织行政和管理工作的审查中，联检组建议取消这一做法，这

一做法即予取消 17

自1994年以来，劳工组织即开始十分严格地执行这一政策。电联由于日益加重的财政

                                                
13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A/39/30, 1984年, 第222段
14 [经修订的] 关于工作人员升迁的准则，WIPO, 2004年3月
15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A/39/30, 1984年, 第222段
16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A/49/30, 1994年, 第338段
17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改革进程的报告，第一部分，工作人员政策，164/EX/5,

2002年4月26日，第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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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而中止了这一做法；并有可能向2005年7月电联理事会提出停止这一做法的建议

，供其作出决定。18

 22. 联检组认为 WIPO (整个系统)
应取消这一做法。这一做法违背了征聘和升迁制度中的公正、透明标准，歪曲了升迁

作为对有杰出业绩者的奖赏这一原则，偏离了共同制度的做法，让WIPO工作人员享有

不正常的特权。而且牵涉大量的财政影响，直接影响到计划的执行。并且还可能对工

作人员的士气起到负面影响。

 23.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67年签订，1979年修正）第9条第7款规

定，总干事可以任命工作人员。然而，《工作人员条例》第4条第8款(a)项要求他在“

任命特别及特别以上职等（D-1级以上，含D-
1级）……”之前，征求协调委员会的意见。检查员认为，如果经核准的员额配置表中

这一级员额出现空缺，总干事应能在不征求协调委员会意见的情况下，填补空缺。该

条规定束缚了总干事的手脚，既无必要，也对本组织的有效运作和管理的效率不利。

其他组织都没有这种做法；从法律上加以解释，即可澄清这一问题。

建议 8:

协调委员会应允许总干事不征求其意见而根据经核准的员额征聘和提升D级人员

。

建议 9:

总干事应指示：

a.  任何以合同形式的人员雇用工作目前均应冻结，直至总部审查结束；

b.  停止带职调动的做法;
c.

专业级员额的改叙以及从一般事务级向专业级员额的任何改叙，均应事先通

过预算程序得到批准，而不是先斩后奏;
d.  停止个人升迁的做法;
e.

以一份经适当批准的文件的形式，制定全面的人力资源战略，重点处理为满

足本组织的优先要求所需人力资源的物色、发展和奖赏事宜。其中应尤其包

括关于职业发展、性别平衡、地域分配和赏罚的各项政策;
                                                
18 电联第04/19号工作指令，“暂停个人升迁的做法”，2004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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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协调委员会，向大会下一届会议汇报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

建议 10:

总干事应暂时中止目前的直接征聘做法，并了解可通过哪些适当的合同做法，保

证既符合《工作人员条例》第4条第8款(b)项的目的，又能保持征聘程序的竞争性

；然后通过协调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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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督

外部审计

 24. 经成员国挑选，瑞士联邦审计局一直担任WIPO的外聘审计员。他们认真进

行财务审计，得到成员国的好评，而且免费提供服务。19

然而，由于外聘审计员的职责范围仅限于财务审计，20

因而并不对WIPO的管理进行审计。检查员认为，成员国应考虑扩大外部审计职能的职

责范围，并参考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目前的 佳做法。

内部审计与监督司

 25. 内部审计与监督司由一名代理司长、两名评估干事和一名 G-5
级秘书组成。没有一个人具有审计背景。检查员认为，人员配置严重不足，无论从质

还是从量上，都需要予以加强，以使该司一定要包括具有审计背景的工作人员。该司

本身曾向总干事提到过引人关注的这一问题。检查员希望该司应不会有任何人获得个

人升迁的。

 26. 内部审计职能是2000年设立的，评价职能是1998年设立的。所进行的计划评

价为数很少（6年里只进行过4次，再加两次由外聘顾问所进行的评价）；其中只有一

次评价涉及技术合作项目。就内部审计而言，2000年以来只进行过7次；检查员了解到

，这些审计都是由一名“外聘”顾问──WIPO的一名前财务工作人员──进行的。内

部审计司本身并不进行任何审计，也从未制定过任何审计计划。缺乏任何向成员国进

行年度汇报的机制，也没有任何程序跟踪审计与监督司所提建议的执行情况。

 27. 现已编制一份“内部审计章程”草案，将提交成员国核准，并将 终成为WI
PO《财务条例》的附件。检查员认为，在得到核准之前，该章程在定义方面还需要作

一些进一步的调整，以包括评价职能，并排除咨询职能；后一职能划归本组织其他部

门更为妥当。这一调整应尽快进行，以供大会核准。

成员国在监督中的作用

 28. 成员国虽然不主张进行微观管理，而且了解WIPO主要是一个靠提供服务所

收取的费用供资的组织，但仍应发挥其“董事会”的职能，不仅应在计划进程中，而

                                                
19 据检查员了解，外聘审计员只报销差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20 WIPO《财务条例》附件，审计职责范围，1992年和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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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要在预算进程中，发挥积极、有力的作用。从本质上讲，预算与计划具有同等的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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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1:

大会应采取步骤，通过以下方式，加强 WIPO监督的有效性和独立性:

a. 要求外聘审计员审查并提交大会审议其参与审计工作方面的条款，争取使之符

合联合国其他组织的 佳做法；

b. 请总干事提出具体提案，为内部审计与监督司司长职位设一个D级员额，并确

定其所需的资历; 并
c. 加强该司的人员配置，聘用专业合格的必要人员执行该司的任务。

建议 12:

总干事应确保内部审计与监督司:

a. 扩大并调整《监督章程》，以供成员国核准;
b. 以本组织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为依据，详细制定审计与评价计划;
c. 建立跟踪制度，确保各管理者遵守监督建议;

并向大会下届会议汇报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WIPO 新大楼

 29. 检查员未审查有关

“前WMO大楼”的改造问题，或有关与选定的公司财团签定合同建造“新大楼”方面

的问题。检查员仅限于对WIPO秘书处编拟并于2005年1月13日之前提交成员国的文件

进行审查。21

 30. WIPO秘书处提议筹资执行费用较少的项目，22

以1.391亿瑞郎的造价建造新大楼，其中银行贷款1.136亿瑞郎。23

 31. 经对各项提案进行审查，检查员认为，应不再耽搁，尽快启动这一项目，因

为贷款的成本预计为每年631.5万瑞郎，24

                                                
21 WIPO计划和预算委员会，“关于新建筑的备选方案”，WO/PBC/IM/05/3, 2005年1月10日
22 不盖会议厅，减少一层楼，但包括购置土地，外加额外停车场。

23 WIPO计划和预算委员会，“关于新建筑的备选方案”，WO/PBC/IM/05/3,

2005年1月10日，第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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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目前的年租房成本（约870万瑞郎）。此外，WIPO已经拥有盖房的地皮，而且还

将有利于WIPO将所有工作人员搬到同一个大楼办公。

                                                
[Footnote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page]

24 年息3.56％，加资本摊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