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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3229 

大会第 37 届会议 

行政委员会 

议程项目 75：需要行政委员会审议的其它财务事项 

由行政委员会审议的事项 

（由行政委员会秘书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介绍了行政委员会预算工作组和会费工作组的职权范围草案，载于附录 A；议程项目 72
产生的经整合的决议草案，载于附录 B。 

预算工作组和会费工作组 

建议行政委员会不妨遵循以往惯例设立以下工作组： 

a) 由 7 名至 11 名成员组成的预算工作组；和 
b) 由 5 名至 7 名成员组成的会费工作组。 

依照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议事规则》（Doc 7600 号文件）第 22 条的规定，每一工作组将从其成员

中选出自己的主席。会费工作组成员将以个人身份参加工作。 

附录 A 载有拟议的两个工作组的职权范围草案。行政委员会可能在有不同的项目交由工作组审议

时需要列入一些具体指示。 

经整合的决议草案 

附录 B 介绍了议程项目 72 产生的经整合的决议草案：审查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财政年度

的支出，批准帐目并审查审计报告（参考 A37-WP/53，AD/10；A37-WP/54，AD/11；和 A37-WP/55，
AD/12）。这个议程项目通常由行政委员会全体成员参与审议。 

行动：请行政委员会批准： 
a) 附录 A 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和 
b) 附录 B 所载的决议草案。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辅助实施战略 1，不涉及任何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A37-WP/1，P/1 号文件 
A37-WP/4，P/3 号文件 
A37-WP/55，AD/12 号文件 
A37-WP/54，AD/11 号文件 
A37-WP/53，AD/1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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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A37-WP/1，P/1 号文件 
A37-WP/4，P/3 号文件 
A37-WP/55，AD/12 号文件 
A37-WP/54，AD/11 号文件 
A37-WP/53，AD/1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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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 37 届会议 

行政委员会 

议程项目 75：需要行政委员会审议的其它财务事项 

由行政委员会审议的事项 

（由行政委员会秘书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介绍了行政委员会预算工作组和会费工作组的职权范围草案，载于附录 A；议程项目 72
产生的经整合的决议草案，载于附录 B。 

预算工作组和会费工作组 

建议行政委员会不妨遵循以往惯例设立以下工作组： 

a) 由 7 名至 11 名成员组成的预算工作组；和 
b) 由 5 名至 7 名成员组成的会费工作组。 

依照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议事规则》（Doc 7600 号文件）第 22 条的规定，每一工作组将从其成员

中选出自己的主席。会费工作组成员将以个人身份参加工作。 

附录 A 载有拟议的两个工作组的职权范围草案。行政委员会可能在有不同的项目交由工作组审议

时需要列入一些具体指示。 

经整合的决议草案 

附录 B 介绍了议程项目 72 产生的经整合的决议草案：审查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财政年度

的支出，批准帐目并审查审计报告（参考 A37-WP/53，AD/10；A37-WP/54，AD/11；和 A37-WP/55，
AD/12）。这个议程项目通常由行政委员会全体成员参与审议。 

行动：请行政委员会批准： 
a) 附录 A 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和 
b) 附录 B 所载的决议草案。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辅助实施战略 1，不涉及任何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A37-WP/1，P/1 号文件 
A37-WP/4，P/3 号文件 
A37-WP/55，AD/12 号文件 
A37-WP/54，AD/11 号文件 
A37-WP/53，AD/1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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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行政委员会预算工作组和会费工作组的职权范围草案 

预算工作组 

大会第 37 届会议行政委员会要求预算工作组： 

1) 审查本组织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预算草案（A37-WP/43，AD/2 号文件）并就此向本委

员会提出建议； 

2) 在向本委员会报告其结论时，考虑行政委员会在其讨论上述项目时，各代表团发表的所有意见；

和 

3) 视情在其报告中纳入决议草案。 

会费工作组 

大会第 37 届会议行政委员会要求会费工作组： 

1) 按 A37-WP/42，AD/1 号文件所述，核对秘书长对于经第 A23-24 号决议、第 A31-20 号决议和

A36-31 号决议修订的第 A21-33 号决议第 1 条中所列各项原则所作数学解释的准确性； 

2) 根据经第 A23-24 号决议、第 A31-20 号决议和 A36-31 号决议修订的第 A21-33 号决议第 1 条中

的原则，以及行政委员会对工作组可能作出的进一步指示，就各缔约国分摊本组织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各项费用提出建议； 

3) 在向本委员会报告其结论时，考虑行政委员会中各代表团发表的所有意见；和 

4) 视情在报告中提出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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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议程项目 72 产生的经整合的决议草案 

决议 72/1：本组织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财政年度账目的核准及对其审计报告的审查 

鉴于本组织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财政年度的账目和作为国际民航组织外部审计员的加拿大审

计长(2007 年)和法国审计法院（2008 年和 2009 年） — 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联合外部审计团成员 — 就
其提交的审计报告在缔约国传阅后已提交给大会； 

鉴于理事会已经审查了审计报告，并已将其提交大会审查；和 

鉴于按照《公约》第八章第四十九条第六款，已对各项支出进行审查； 

大会： 

1.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关于 2007 年财政年度经过审计的账目的报告和秘书长就审计报告中的建议

发表的评论； 

2.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关于 2008 年财政年度经过审计的账目的报告和秘书长就审计报告中的建议

发表的评论； 

3.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关于 2009 年财政年度经过审计的账目的报告和秘书长就审计报告中的建议

发表的相关评论，以及关于外部审计员前些年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4.  批准 2007 年财政年度经过审计的账目； 

5.  批准 2008 年财政年度经过审计的账目；和 

6.  批准 2009 年财政年度经过审计的账目。 

决议 72/2：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财政年度国际民航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管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项目相关帐目的核准及对同时涵盖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账目的本组织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审查 

鉴于反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拨给国际民航组织并由国际民航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管理的2007年、

2008 年和 2009 年资金使用情况的账目，以及作为国际民航组织外部审计员的加拿大审计长 （2007 年）

和法国审计法院（2008 年和 2009 年）— 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联合外部审计团成员 — 就同时涵盖了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账目的本组织财务报表提交的审计报告在缔约国传阅后已提交给大会； 

鉴于理事会已经审查了审计报告，并已将其提交大会审查，以待报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和 

鉴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财务规章和细则》规定，联合国系统组织受委托执行或实施联合国开发署

活动的，应当向开发署署长报送反映署长所拨资金使用情况的账目，以便提交给执行局；而且，此类账

目应当附有各组织外部审计员的审计证明，并附加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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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1.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就同时涵盖了本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管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账目的 2007 年

财政年度财务报表提交的审计报告，以及秘书长就审计报告中的建议发表的评论； 

2.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就同时涵盖了本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管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账目的 2008 年

财政年度财务报表提交的审计报告，以及秘书长就审计报告中的建议发表的评论； 

3.  注意到外部审计员就同时涵盖了本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管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账目的 2009 年

财政年度财务报表提交的审计报告，以及秘书长就审计报告中的建议发表的评论； 

4.  批准 2007 年财政年度国际民航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管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相关账目； 

5.  批准 2008 年财政年度国际民航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管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相关账目； 

6.  批准 2009 年财政年度国际民航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管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相关账目；和 

7.  指示将本组织的财务报表，其中包括国际民航组织管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账目，连同审计报

告一并报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以便提交给执行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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