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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秘书报告 

摘要 

依据第 6/COP.10 号决定中第 11 段规定制作了本文件，从而为全球机制新办公

场所安排提供备选方案信息，包括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潜

在性的信息，同时适当考虑到成本、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以及治理效率。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中第 14 段规定，执行秘书于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上提出前述全

球机制新办公住所安排的建议以进行最终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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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摘要和建议 

1.  为响应缔约方大会 (COP) 第十届会议通过的第 6/COP.10 号决定，制作了本报

告及建议以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提供关于全球机制 (GM) 新场所安排的备

选方案，包括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在一处之可能性，同时考虑

到所涉及各种潜在安排之成本、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以及治理效率。本报告是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与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商讨的成果，且经修订以满足缔

约方大会主席团和《公约》执行情况审查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以及包括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会在内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在以本报告所含信息为基础并考虑到所有收到意

见的情况下，依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4 段的规定，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

提出下列建议，以就全球机制最适当办公场所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最终决

议”。 

2.  潜在办公场所备选方案选择包括全球机制仍然保留在农发基金 (IFAD) （I）、

迁至罗马市内其它场所（II）、与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

同设一处（III）以及迁至日内瓦（IV）、纽约（V）或华盛顿特区（VI）。对新场所

安排备选方案的评价基于可行性和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1 段规定的标准进行，包

括：（1）一次性工作人员和办公室搬迁、工作人员支出以及日常运作所产生的成

本；（2）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包括全球机制要求和功能有关方面；以及（3）缔

约方大会监督的治理效率、全球机制问责性以及第 6/COP.10 号决定可预见的执行秘

书管理职责。指标均源于《公约》和第 6/COP.10 号决定以及其它相关缔约方大会决

定，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主席团关于全球机制评估的报告（ICCD/COP(10)/4）以

及于附录四中进行详述的联合检查组报告和建议（JIU/REP/2009/4）。 

3.  对此类标准的分析使得可以对新场所安排的最佳方案进行如下排序： 

1. 与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同设一处（III） 

2. 全球机制仍留在位于罗马的农发基金（I） 

3. 全球机制迁至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或全球环境基金（VI） 

4. 其它场所选择，包括将全球机制迁至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IV） 

5. 迁至罗马市内其它实体处（当前未知）（II） 

6. 全球机制迁至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V）。 

4.  在成本、业务模式、协同作用和治理方面，结果显示当前对于全球机制唯一可

行的场所安排是将其与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同设一处

（III）或全球机制仍留在位于罗马的农发基金（I）。该报告的结论是，尽管全球机

制留在罗马农发基金可以避免产生约为 350,894 欧元的迁至波恩一次性成本，选择与

波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同设一处在在中期和长期看来确实最具

有成本效益的方案。这样可以使全球机制办事处年成本更低（每年不足 176,000 欧

元，与安排在农发基金的当前成本相比少了将近 78,000 欧元）。同时，相比其它受

考虑工作地点,还使得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的支出更少（相比罗马要低 25%）。仅需四

年的时间，通过和秘书处同设一处降低运作成本所节省的经费即可偿付全球机制迁

至波恩的一次性成本。此外，通过降低全球机制因协调秘书处所需的出行和通信支

出以及更高效地管理《公约》财务和人力资源的规模经济还可以节约其它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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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虑到可以达成的、有助于在执行秘书的管理下加强缔约方大会监督以及全球

机制问责的治理效率，全球机制和秘书处同设一处的论据得到了强化。除了受到执

行秘书和秘书处支持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没有任何其它机构

可以直接对在全球机制治理产生作用。另外，对于执行秘书在确保全球机制对缔约

方大会充分问责以及秘书处担任全球机制法律代表能力中的作用，任何其它场所方

案均需保证其不会受到牵制。作为对《公约》的“保障措施”，全球机制由独立享

有法律“人格”和具有代表全球机制能力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进行

服务。此外，除了依据总部和德国政府现有协议和秘书处同设一处的情况外，任何

其它场所安排均要求进行补充协议协商，以保证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获得联合国条例

和流程规定的工作人员必要权利和优先权。因此，和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总部秘书处以及执行秘书同设一处就成了对提高并精简《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治理效率提供支持的最合理办公场所方案。这也符合《巴黎有效援助宣

言》、联合国大会关于全系统一致性决议中的“协调一致”方法以及联合国财务条

例和细则。 

6. 考虑到共同支持的要求以及缔约方大会连续决议中对秘书处和全球机制密切配

合的要求，同设一处还是有效确保精简业务模式和优化《公约》执行协同作用的方

法。例如，第 6/COP.10 号决定号召将全球机制帐户和工作人员整合至统一的《公

约》行政体制内，同时还介绍了一些对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强制性合作的具体要

求。这包括要求秘书处和全球机制通过高级管理工作队 (SMTF) 简化财务管理和行

政、制定内部条例流程、共同执行工作计划和方案、统一《公约》的识别并向缔约

方大会协调报告要求。此类活动要求秘书处和全球机制相关中心除参加同设一处和

高级管理工作队合作举行的季度会议外，还需持续进行日常联络。 

7. 此外，如果全球机制迁至《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并作为服务于《公

约》缔约方体制安排的一部分，则其在将《公约》作为一个整体来执行的行动就会

变得更为方便。例如，通过将秘书处和全球机制共享工作领域内的规模经济资本化

可以获得运作的协同作用并提升效率。这些领域包括管理和战略规划、政策和倡

导、资源调动、监控、知识管理、区域咨询/区域协调以及通信和管理/经济。除了和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以及那些设立于罗马的联合国机构-农发基金、联

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 的协同作用外，如果迁至

波恩，则全球机制还将获得机会发展和其它总部设于波恩的联合国实体之间的关

系，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及其机制以及新设立的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 

8. 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关于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安排预期决议的重要性无论

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尽管自从全球机制建立提供支持已有十年以及最近对谅解备忘

录的修订，农发基金看起来已不再是全球机制的最佳设置场所。因此，使全球机制

和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及其秘书处同设一处的决定就成了最

具有成本效益、最合理且最简单的选择，并可以为简化业务模式、《公约》机构之

间协同作用、增强问责以及由治理效率产生的监督带来最大的利益。 

 一、 引言 

 （一） 要求 

9.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的防治荒漠化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6 号决定第 11-13 段要求执行秘书和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

以及《公约》执行情况审查委员会进行商讨以着手确定对全球机制的新办公场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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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最后，下文就已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提出以便通过最终决议（见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4 段）的有关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安排建议基础进行了概述。 

 （二） 记录范围 

10. 本文件内包括根据 2011 年十月于韩国昌原市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上

通过的第 6/COP.10 号决定为全球机制确定新办公场所安排的备选方案信息 .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1 段关于“全球机制治理和体制安排”的规定“要求执行秘书和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着手为全球机制确定新办公场所的安排，包括与《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成本、业务模式、协

同作用和治理效率，并在不迟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将此信息提供给缔约方大会第十届

会议主席团。”本文件对 2012 年 7 月 1 日提交至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的报

告进行了更新，并考虑到最近信息以及从缔约方大会主席团成员、《公约》执行情

况审查委员会和其它利益相关方获得的意见。 

 （三） 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可能采取的行动 

11. 缔约方第十一届会议可能希望： 

（1） 将本文件中关于全球机制新场所安排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

处同设一处的建议记录下来，并依照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4 段通过最后决议； 

（2） 为从罗马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向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

的全球机制专业级工作人员和办事处一次性搬迁考虑必要预算的分配。缔约方大会

也可考虑对一般事务以及全球机制非核心工作人员的搬迁提供资金，但须获得联合

国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的批准。持有《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任命书的全球机制

工作人员调迁将作为依据联合国行政程序工作地址变化的一部分进行； 

（3） 建议执行秘书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及全球机制管理层进行协商以制定

关于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安排的草案条款、时间表以及执行方案。 

 二、 背景 

12. 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通过其第 3/COP.8 号决定第 27 段规定要求联合国联合

检查组对全球机制进行评估，并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上对其进行审议。该联合

检查组报告（JIU/REP/2009/4），即“《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全球机制评估”受

到了第 6/COP.9.号决定中各缔约方的欢迎。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要求主席团就全

球机制的报告、问责以及体制安排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提交报告以进行审议和

决议。 

13. 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上，缔约方的具体行动涉及全球机制的体制结构和治

理框架，详述于第 6/COP.10 号决定《全球机制治理和体制安排》。第 6/COP.10 号决

定要求为全球机制确立新办公场所安排，以便 2013 年 9 月 16-27 日于纳米比亚温得

和克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对其进行最终决议。  

14.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就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安排决定： 

（1） 要求执行秘书和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商讨确定全球机制的新办

公场所安排，包括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的可能性，同时考

虑成本、业务模式、协同作用以及治理效率（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前提交至缔约方大

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1 段规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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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导执行秘书将全球机制新场所安排建议，包括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的可能性提交至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以进行最终决议

（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4 段规定）。 

15. 执行秘书还进一步被要求和全球机制常务董事以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总裁协

商“为确保该决定（第 6/COP.号决定第 15 段）在行政、程序和法律上均得到执行”

采取“作为紧迫事项的一切必要措施”。除在《公约》执行情况审查委员会第十一

届会议期间组织和缔约方进行非正常讨论外，执行秘书还被要求将第 6/COP.10 号第

10 段规定的执行进展报告提交至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公约》执行情况

审查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闭会期间会议以及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第 12、13 和

17 段）。 

 三、 评估方式和方法 

16. 对新办公场所安排备选方案的评价基于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1 段规定的标准

进行，详情述于下文。此类标准包括用于对第四部分潜在办公场所备选方案可行性

研究的全球机制要求和功能、成本、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以及治理效率。每项标准

的定性和定量指标均符合《公约》（第 21 条）、第 6/COP.10 号决定及其它相关缔

约方大会决定的全球机制要求和功能，以及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主席团关于全球

机制评估的报告（ICCD/COP(10)/4）和下文附录四中详述的联合检查组报告和建议

（JIU/REP/2009/4）所设立的标准。 

 （一） 遵守《公约》的首要标准 

17. 作为即将公布业务模式和协同效用分析的一部分，首要标准因其对全球机制办

公场所备选方案可行性相关所有后续标准的影响在下文中得到强调。这包括《公

约》第 21 条第 4 段所述“为提升现有财务机制的效力和效率，特此设立全球机制以

促进向受影响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调动和调拨实体财务资源，包括以授予和/或优惠性

条款的方式进行技术转让”提供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和促进全球机制要求的相关性。1

全球机制的主要作用包括对执行《公约》合作计划汇编的管理、对财务和财务支持

资源以及在国家层面上合作行动的创新方法提供建议、提供现有资金来源和资金模

式以及向缔约方大会报告全球机制行动的信息（第 21 条第 5 段）。 

18. 除促进全球机制满足其核心要求和功能外，办公场所安排还须有助于执行相关

缔约方大会的决定，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第 6/COP.10 号决定、满足上述第九届会议主

席团关于全球机制评估的报告（ ICCD/COP(10)/4）和联合检查组报告和建议

（JIU/REP/2009/4）设立的标准。2例如，本决定要求全球机制和秘书处持续进行协

调和合作（第 6/COP.10 号规定第 1-6 段），从而可能产生额外费用或收益，取决于

全球机制的物理位置、时差、工作人员出行等。缔约方大会之前的数项决定亦强调

了对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提升合作和协调，同时在行动中避免重复和重叠并有效

利用《公约》资源的需求。作为对效率的一项衡量，第 6/COP.10 号决定序言第 8 段

提到需要“执行《公约》及其十年战略计划的各机构和组织确保提供服务方面的问

责制、效率、效力、透明度和体制上协调一致”。3 

  
 1 对照附录一第 ICCD/COP(1)/5 号文件中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确定的“全球机制功能以及为

其提供办公场所的机构遴选标准”。 
 2 第 ICCD/COP(10)/31/Add.1 号文件。 
 3 第 6/COP.10 号决定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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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从这个角度且根据缔约方对强化制度一致性和改善治理的寻求来看，新的办公

场所安排需有助于解决已认定的问题，同时充分利用现有机会。 

 （二） 成本及经济可行性 

20. 在其第十届会议上，缔约方大会要求执行秘书与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席团

商讨审议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安排的经济可行性（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1 段），

同时考虑到“在行动中避免重复和重叠并提升互补性...以提升合作和协调并有效利用

《公约》资源”（第 6/COP.10 号决定序言）的标准。除成本外，还应考虑到全球机

制新办公场地安排带来的收益，包括除后勤和行政支持外该办公场所可产生的经费

节约或可提供的财务优势。然而，这并不会对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常务董事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7 和第 9 段规定合作负责的全球机制帐户和工作人员管理产生影

响。当某项货币价值不能归类于相关成本或收益时，则会对其进行优势或劣势评估

或将其关联至有关全球机制要求和功能、协同作用或治理效率的标准。 

21. 成本相关信息不仅包括迁移所产生的一次性成本，还包括年度日常开支。当前

对迁移方案的成本基于七位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而进行评估。这些工作人员经缔约方

大会批准并可获得国际招聘工作人员（专业或以上级别）的津贴和福利，包括其本

人及家属的单独出行支出、家具迁移以及调迁补助金。4全球机制还另外雇有两名专

业级别的工作人员。该两名工作人员由预算外捐款资助，其相关转移成本或通过与

其各自捐赠人协商由该资金来源处支付，或通过核心预算或一次性补充资金支付，

如果缔约方大会有此决定。尽管缔约方大会也可考虑从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

获得授权提供额外资金以支付人员调迁成本，包括一次性送返、派遣补助和出行成

本，五位一般事务类别的工作人员将需从当地招聘。区域顾问因其当地顾问的身份

将不会得到考虑。 

22. 相应地，当对全球机制进行迁移时，被列入全球机制预算的唯一财务负担的是

经缔约方大会认可的专业级别及以上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调迁的成本，即当前获得全

球机制核心预算资助的七位工作人员（见表 1）。5如发生全球机制搬迁，则因其产

生的一次性迁移成本和持续业务成本而进行必要经费金额的分配需由缔约方大会依

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第 6/COP.10 号决定的条款来决定。对该方面的考虑还

包括缔约方大会是否愿意为全球机制经预算外经费来源雇用的非核心工作人员支付

所产生的可选成本，或仅对经缔约方大会批准并通过全球机制核心预算支付的人员

将其限制于必要的迁移成本。可选的一次性迁移成本分类载于本报告附录三内。 

表 1 
截至 2013 年 4 月 1 日全球机制提供资金的已设职位和已充任职位对比 

全球机制工作人
员 核心 补充 总人数 

级别 已批准 已充任 已批准 已充任 已批准 已充任 

D-2 1 0 - - 1 0 

D-1 1 1 - - 1 1 

  
 4 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不合格是指职位受到当地招聘约束的工作人员，即一般事

务（G级）、本国专业干事以及相关类别。此外，工作地点当地招聘的 P 级工作人员（及以
上）无资格享受津贴和福利。全球机制的两名董事级别、七名专家级别以及无名一般事务类
别核心工作人员已经缔约方大会批准，且其中七个职位已充任；对照第 10/COP.10 号规定。 

 5 此处假设本阶段缺乏缔约方大会本文件第 13 段描述的其余方案，如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就
可用办公空间及最终成本所提到的（见 ICCD/COP(10)/INF.；对照 ICCD/COP(10)/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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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机制工作人
员 核心 补充 总人数 

P-5 2 2 - - 2 2 

P-4 3 2 - - 3 2 

P-3 - - 2 2 2 2 

P-2 2 2 - - 2 2 

小计 9 7 2 2 11 9 

GS 5 4 1 1 6 5 

总人数 14 11 3 3 17 14 

缩写：D=董事 P=专业人员 GS=一般事务  
 

23. 因此，评估将基于第 10/COP.10 号决定批准的职位表并和当前工作人员级别提

出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迁移方案。另外，业务成本方案包括全球机制经缔约方大会批

准的所有人事安排、通过预算外来源资助并临时任命的工作人员、顾问和实习生，

从而使工作人员总数达 25 人（见第四部分第（四）节表 2、3 和 4）。由于派遣补助

根据日常开销和职位调整有所不同，一次性迁移成本根据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因

此，在纽约的成本最高，紧随其后的是华盛顿特区和日内瓦。而波恩的成本最少，

如下图 1 所示。迁移成本详情载于本报告第 74 段后表 2 和表 3 中。 

89.359 €

350.894 €
391.830 €

441.355 € 429.380 €

II. Rome III. Bonn IV. Geneva V. New York VI. Washington, DC 

Figure 1: Overview of required one-time costs of relocating the GM (EUR)

 
24. 一次性成本还包括全球机制办事处的搬迁，例如将办公室从农发基金拆分出来

（打包、处理、库存、存储和装运）、在新设施处设立办事处（购买办公设备、器

具、交付和安装）以及其它成本（见第四部分第（四）节第 74 段的表 2）。每种迁

移方案中，办公器具和计算机设备的成本均假定是常量（95,537 美元或 73,829 欧

元）且基于全球机制全部工作人员配置规模，即 25 人而估算，包括所有核心、预算

外和补充工作人员。然而，搬运成本根据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华盛顿特区和纽

约最高（超过 22,000 美元），在波恩和日内瓦则减少了不止一半（仅 10,000 美元多

一点）；在罗马的搬运成本则假定迁移至另一家联合国实体内（低于 4,000 美元）。 

25. 持续的业务成本尤其包括一般事务（或办公场所成本）、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服务、通信和 IT 成本和用品以及其它包括计划支持在内的后勤和行政支持（见图

2）。无论全球机制位于何处，在每项迁移方案中，假定每年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对全球机制帐户和工作人员进行管理的其它必要成本是常量（77,600 美元）。成

本还包括计划支持产生的成本，根据缔约方大会财务条例和联合国的标准实践为

13%。此类支持服务包括在采购、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科技和出行方面提

图 1：全球机制一次性迁移所需成本概览（欧元） 

II 罗马 III 波恩 IV 日内瓦 V 纽约 VI 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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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的行政支持工作人员。根据潜在办公场所而定的全球机制日常业务总成本估

算总结载于下图中，详情见第四部分第（四）节第 76 段表 4。 

253.800 €
175.949 €

424.573 €

679.269 €
615.824 €

I/II. Rome III. Bonn IV. Geneva V. New York VI. Washington, DC

Figure 2: Overview of annual operational costs of the GM (EUR)

 
26. 由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预算中使用欧元，而农发基金是用美元，成

本使用欧元（EUR）和美元 (USD) 数字记录；所使用汇率为 2012 年（一月至十月）

年度平均数或约为 USD 1: EUR 0.773。关于全球机制潜在办公场所安排备选方案的

成本和经济可行性概述见本报告第四部分第（四）节。 

 （三） 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 

27. 对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的评估应根据其支持全球机制工作和业务以及促进相

关实体间协同作用的能力而进行。业务模式是指可以确保全球机制在日常业务层面

上为完成行政和具体要求进行工作并发挥职能的方法或程序。该要求由《公约》内

容、后续缔约方大会决定加以规定，并由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主席团关于全球机

制评估的报告（ICCD/COP(10)/4）和联合检查组报告和建议（JIU/REP/2009/4）所设

立的标准规定。此外，此项安排的可行性必须考虑到法律和业务要求，例如总部和

东道主政府之间的协议以及该办公场所或东道主政府延长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特权和

豁免规定的意愿（第 6/COP.10 号决定第 9 段）。 

28. 新办公场所安排的业务框架详述于第 6/COP.10 号决定第 9 段并载于缔约方大

会和农发基金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修订版中，同时将此协议限定为后勤和行政支持的

提供，这就排除了对全球机制帐户和工作人员的管理。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5 
段的规定，全球机制帐户和工作人员将被整合至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单一行政制度

内，并按照联合国的财务条例和规则加以管理”。 

29.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进一步重新定义了全球机制的业务模式并于第

6/COP.10 号决定中重新定义了秘书处的业务模式。执行秘书对全球机制负有全部管

理责任并根据联合国聘用程序为全球机制任命常务董事。6在工作的基础上，“执行

秘书酌情并根据联合国规章制度将业务权利下放至全球机制常务董事”以执行治理

任务（第 6/COP.10 号决定第 7 段），包括管理全球机制计划和预算、落实认可的工

作计划和规划、于捐助者签订协议以及雇佣人员。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介绍了一

系列由“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常务董事商讨进行并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

书处、全球机制及其它适当机构中高级工作人员支持”的联合任务（第 6/COP.10 号

决定第 4 段）。此类任务包括制定内部规则和程序、联合执行工作计划和规划、联

合实体识别、简化财务管理和治理以及协调报告要求。 

  
 6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决定“执行秘书应担负全面管理职责，包括尤其是就全球机制财务、

绩效以及活动向缔约方大会的报告”（第 6/COP.10 号决定第 3 段）.“全球机制常务董事应由
执行秘书经联合国招聘程序任命”（第 6/COP.10 号决定第 6 段） 

图 2：全球机制年度业务成本概览（欧元） 

I/II 罗马 III 波恩 IV 日内瓦 V 纽约 VI 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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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新办公场所安排业务模式的最终审议包括执行的时间框架和达成物理迁移

所需的时间，同时考虑到缔约方大会与农发基金之间修订的谅解备忘录在“一旦订

立关于新办公场所的安排”就能“及时终止”（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0 段）。 

31. 所提出的办公场所安排必须确保业务的协同作用：协同作用是指联合行动或操

作以及当一道努力取得的效力；对双方都有利的联合或不同组织参与者或元素的相

容性，例如资源或努力。7因此，对所提出的办公场所安排的评估将基于其下列能力

进行：促进全球机制与其场所实体之间有效、双方互利、联合努力和行动；促进全

球机制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之间制度一致性；对《公约》落实的支

持及其完成各自要求的支持。协同作用的相关性，尤其是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的

协同作用可于数个缔约方大会决定中看到，最明显的是第 6/COP.10 号决定。该决定

强调了需要“在行动中避免重复和重叠，促进全球机制和常设秘书处的互补以提升

合作和协调”，同时设立全球机制和秘书处在高级员工层面上的内部管理程序（第

6/COP.10 号决定，序言及业务第 4 段）。8 

 （四） 治理效率 

32. 治理是指“管理组织的行为、方式或过程”，具体而言，是指“组织于最高水

平上进行管理的方式”，即由缔约方大会管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以及“为

实现此目标而设立的程序”。9效率是指“高效的品质或程度”或“产生需求或预期

结果或成果”。10对新办公场所安排的评估将基于其促进全球机制满足缔约方大会预

期和要求的能力。根据《公约》中规定的要求，确立了“...全球机制应在缔约方大会
的领导和指导下发挥职能并对其负责”（第 21 条第 4 段）。 

33. 在第十届会议上，缔约方大会还就解决全球机制治理和体制安排不一致问题采

取决定“以对多项外部评估经常确定的...阻碍了缔约方提供更好服务的全球机制体制
和管理挑战寻找到一种永久的解决办法”（第 6/COP.10 号决定，第十二段序言）。

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大会确认了执行秘书的主要责任是确保缔约方大会监督、充

分报告以及全球机制向缔约方大会问责（见第 2 和第 3 段示例）。 

34. 因此，新办公场所实体必须促进而不妨碍执行秘书在确保缔约方大会监督、充

分报告以及全球机制向缔约方大会问责的作用。这必须考虑到对第 6/COP.10 号决定

预见的、下放至执行秘书不同行政、法律和管理职责的执行。例如，执行秘书被要

求在合并工作人员和帐户的同时突出缔约方大会对任命和招聘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的

审核、指导以及全球机制帐户管理和审计的监督（第 6/COP.10 号决定第六和第七段

序言以及第 5 段业务部分）。此外，场所安排必须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秘书处承担全球机制的责任和法律代表的能力以及协调执行秘书需承担的报告和总

体管理职责，包括对全球机制常务董事进行任命（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2、3
和第 6 段）。 

35. 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4 段进一步表示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就全球机制新

办公场所安排将根据执行秘书提供的建议通过“最后决议”。 

  
 7 见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1 段并对照 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 www.merriam-

webster.com/dictionary/.  
 8 除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6/COP.8 号决定及其它。  
 9 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dictionary.cambridge.org, oxforddictionaries.com.  
 10 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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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潜在场所安排备选方案 

36. 基于上一节中关于成本、业务模式、协同作用以及治理效率详述的评估标准，

下节概述了每种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备选方案的可行性。潜在备选方案包括全球

机制仍然安排于罗马、与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同设一

处及其它潜在安排，例如将全球机制场所迁至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或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 

 （一） 意大利罗马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37. 作为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建于 1977 年，是联合国系统下

属的一家联合国专门机构。自从 1999 年开始业务后，全球机制的场所就位于意大利

罗马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该场所安排的法律地位，即农发基金和《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依据第 10/COP.3 号决定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于 2012 年 4 月依

据第 6/COP.10 号决定进行了修订。11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地位和责任背景 

 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上，农发基金官员确认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已

做好准备讨论新的工作关系，基于两条原则”：首先，“全球机制是缔约方大会

的一个机关，农发基金的作用是作为东道主且无须对全球机制的行动负责。但

是，农发基金同意全球机制变更其物理场所，如果缔约方大会有此决定；”其

次，“作为全球机制的东道主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不应产生任何成本或责任”

（ ICCD/COP(10)/INF.5 ；第 6/COP.10 号决定）。这种定位大概是因为第

6/COP.10 号决定以前农发基金根据其和缔约方大会之间谅解备忘录（第

10/COP.3 号决定）设定的行政程序对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尤其是前常务董事过往

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和财务责任而产生的。 

 2010 年 2 月一次判决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 2867 号）判定“（全

球机制）常务董事所采取的行政决定在法律上即该基金会的决定”。在 2012 年 2
月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以及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第 3003 号）都维持了

此项判决。随后，在 2013 年二月，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再次命令农发基金向

原告支付因款项延迟和处理产生的额外损失和费用（第 3152 号）。12国际劳工组

织行政法庭作出此判决是为了回应一项针对农发基金的投诉。一名全球机制前工

作人员因其全球机制常务董事固定期限合同于 2006 年被终止向该法庭提出了诉

讼，从而导致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该全球机制前雇员应被支付工资、补贴

和津贴。截至 2013 年 2 月，这笔费用已达 438000 美元，此外农发基金还被命令

  
 11 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始于 2012 年 4 月 2 日，见

http://www.unccd.int/Lists/SiteDocumentLibrary/MOUs/Amendment%20to%20MoU%20between%
20UNCCD%20and%20IFAD.pdf，对照 http://biodiversity-l.iisd.org/news/unccd-ifad-sign-revised-
mou-on-global-mechanism/.  

 12 根据 2012 年 2 月 1 日咨询意见，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判决书（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
庭第 2867 号）当视作有效（总清单第 146 号，见 http://www.icj-
cij.org/docket/files/146/16877.pdf）；以及 2011 年 7 月 6 日第 3003 号判决书中决定再次驳回农
发基金“停止执行第 2867 号判决”的申请，同时裁定农发基金给予被告 4000 欧元的附加费用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 3152 号判决（2013 年 2 月 6 日）进一步命令农发基金向原告支付
附加损害赔偿和费用（见
http://www.ilo.org/dyn/triblex/triblexmain.fullText?p_lang=en&p_judgment_no=3152&p_language_
code=EN&p_word=global%20mechanism）。 

http://www.unccd.int/Lists/SiteDocumentLibrary/MOUs/Amendment%20to%20MoU%20between%20UNCCD%20and%20IFAD.pdf
http://www.unccd.int/Lists/SiteDocumentLibrary/MOUs/Amendment%20to%20MoU%20between%20UNCCD%20and%20IFAD.pdf
http://www.ilo.org/dyn/triblex/triblexmain.fullText?p_lang=en&p_judgment_no=3152&p_language_code=EN&p_word=global%20mechanism
http://www.ilo.org/dyn/triblex/triblexmain.fullText?p_lang=en&p_judgment_no=3152&p_language_code=EN&p_word=global%20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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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两次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中支付原告 76000 美元的额外损失和费

用。13 

尽管为解决了行政和程序不一致的问题，2012 年 4 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修

订，全面执行第 6/COP.10 号决定会解除农发基金对全球机制的责任、职责和法

律责任，过往的责任问题仍然突出且需要得到解决，从而对全球机制和农发基金

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沉重的影响。14 2012 年 5 月，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全球机制场所安排的决议，承认“任何现有和未来潜在的责任均需通过正当程序

的以解决”（见下框）；最近，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已举行封闭会议进行了讨

论。15 

 农发基金关心其作为全球机制东道主当前和未来潜在的成本和责任避免可能

与全球基金工作人员及其前常务董事在 2012 年第三季度对其发生的投诉事件相

关。尽管判决未定，此类投诉发生在第 6/COP.10 号决定将全球机制的问责和法

律代表从农发基金转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之后。随后，在早已完

成的、将全球机制帐户和工作人员转移至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单一行政制度内的

流程中对场所谅解备忘录进行了修订。2012 年 10 月，全球机制前常务董事也向

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拥有司法权的联合国争议法庭提出诉讼，对其固定

期限聘用未能续约提出质疑，而缔约方大会要求执行秘书在联合国招聘过程中必

须进行该步骤。但是，鉴于该申请人在诉讼时作为农发基金工作人员不能获得该

法庭的管辖权，联合国争议法庭不能对当前申请进行审议并于 2013 年 4 月拒绝

了此项针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案件。16截至 2013 年 7 月 1 日，无任何

针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后续投诉和未决法律案件。 

 
 

  
 13 在全球机制前工作人员投诉农发基金的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案件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

庭第 2867 号判决裁定原告获得约 438000 美元的费用，以及因农发基金上诉而引起的 4000 美
元的法律费用附加费。2011 年 7 月 6 日第 3003 号判决再次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的此项判决。
2013 年 2 月 6 日的第三次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进一步要求农发基金支付原告附加损害
费 50000 欧元，第 2867 号判决中精神损害和费用利息 15000 欧元以及第 3003 号判决中裁定费
用的利息 4000 欧元、法律顾问费 3000 欧元以及因每月对本判决裁定金额结算延迟产生的
25000 欧元（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 3152 号判决）。 

 14 截至 2013 年 4 月 1 日，所有当前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均已重新招聘并持有《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任命书，并于 2013 年 5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管理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行
政体制下设立信托基金。在关于办公场所谅解备忘录再次协商过程中，农发基金起初提议在
修订后谅解备忘录中添加条款以设立全球机制基金托管账户“以解决关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第 2867 号判决的未决赔偿”.。但是，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添加此条款：一项符合联
合国法律事务厅在缔约方大会主席团要求下就此问题随后获得意见（2012 年 7 月 11 日）的决
定，以及相互谅解此项资金未经缔约方大会批准不得发放且和办公场所安排不同的问题发生
关系，此种问题应得到相应的处理。然而，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于 2013 年 7
月 5 日从农发基金财务运营部收到的后续信件中，农发基金再次提到设立相当于当前待决全
球机制案件预计费用（农发基金预计为 3729275 美元）及其它杂项费用和预付款，共计
5050469 美元的托管账户。2012 年 3 月 2 日农发基金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回应
发送的信件中也描述了此问题，同样附于本文件中。 

 15 农发基金 EB 2012/s9/C.R.P.2,第 5 段，2012 年 5 月 3 日对照参考 25。 
 16 联合国争议法庭判决中提到“60.自合同关系开始至结束期间，申请人是且一直是农发基金工

作人员；依据法令第 3.1 条，他从未成为法庭法庭管辖权内组织的工作人员（即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相应地，如 2012 年 5 月 28 日农发基金人力资源开发董事信件中所指出的，该申
请人的离职是依据支配其最后合同续约的农发基金条例和细则而进行的。61.鉴于前述法院发
现在决定不延长该申请人任命时-及 2012 年 5 月 31 日其离开岗位的日期-其仍是农发基金工作
人员。因此，根据上述引用法令第 2 和第 3 条规定，原则上其无法获得法院管辖权。”；案件
编号：UNDT/GVA/2012/087；判决编号：UNDT/2013/065。见
<http://www.un.org/en/oaj/files/undt/judgments/undt-2013-0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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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意向声明 

38. 农发基金已一再确认其将“支持缔约方大会就全球机制办公场所所作的任何决

定，只要全球机制是缔约方大会的机关且农发基金对全球机制及其工作人员不负有

任何职责或法律责任”。17  

39. 农发基金于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上表示同意将全球机制物理位置迁移至另一

位置，如果缔约方大会作出此种决定。同时，对于第 6/COP.10 号决定“预见到农发

基金作为全球机制东道主的身份将会结束”以及“终止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表

示了理解，18但保证“如果缔约方大会改变主意并要求农发基金继续作为全球机制的

东道主，则农发基金将按照我们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行事。”19  

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就全球机制设置办公场所设立谅解备忘录修订版的终止 

 
 2012 年 4 月，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全球机制和农发基金办公场所安排的

以修订并预见到其在“新办公场所安排达成则会及时终止”。20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

可在“执行秘书或基金总裁倡议下终止，至少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对方”。21

同样，一旦获得农发基金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批准，则由修订后谅解备忘录确

定的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可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0 段的规定于《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同意新办公场所安排后一个月终止。22但

  
 17 农发基金总裁在 2012 年 8 月 8 日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发送的信件，载于附

录一。 
 18 同上，同一信件中还提到农发基金以为缔约方大会已决定将全球机制迁往另一地区。类似

地，2011 年 11 月对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的报告（IFAD EB 2011/104/R.54，第 7、8、10 段）
中申明“缔约方大会决定预见到农发基金作为全球机制所在地角色的终止并开始确定全球机
制新行政和体制安排的流程。”作为“下一步”，“管理层将和执行秘书一道工作进一步修
订谅解备忘录以在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安排决定后及时将其终止”；“在终止全球机制办公
场所安排程序完成后，最终报告将被提交（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审议并将其传送至管理委
员会”。见 https://webapps.ifad.org/members/eb/104/docs/EB-2011-104-R-54.pdf。在秘书处和农
发基金过往的通信中，于农发基金最初讨论的焦点是终止办公场所谅解备忘录以及全球机制
的迁移，而农发基金理解全球机制最早可能于 2012 年 9 月，及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结束后
一年迁移。  

 19 此外，2012 年 8 月 8 日的信件提到“除非管理委员会改变当前的决定，只要缔约方大会批准
且管理委员会的决定仍然有效，则农发基金依旧乐于为全球机制提供场所”。见脚注 12.在同
一信件中，农发基金总裁确认农发基金为全球机制提供办公场所由农发基金管理委员会和缔
约方大会讨论决定，而非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31.农发基金撤回其 2012 年 4 月初计划向其执
行委员会引入预期谅解备忘录终止的决议草案（EB 2012/105/R.30，第 54 段；见
https://webapps.ifad.org/members/eb/105/docs/EB-2012-105-R-30.pdf；对照农发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其中总结到：“如果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采取此项决定，则在终
止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程序完成后，最终报告将被提交（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审议并将
其传送至管理委员会”（2013 年 2 月 13-14 日，GC 36/L.10，第 25 段），
<https://webapps.ifad.org/members/gc/36/docs/GC-36-L-10.pdf>。 

 20 12/105/R.1，2012 年 3 月 1 日，临时议程第 10-11 页，见
<https://webapps.ifad.org/members/eb/105/docs/EB-2012-105-R-1.pdf>。但是，在 2012 年 5 月除
特别会议中，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反而通过了关于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的决议并聚焦于第
6/COP.10 号决定法律和行政方面的落实（EB 2012/s9/C.R. P.2，2012 年 5 月 3 日）。  

 21 标题为“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农发基金（或基金）之间 1999 年 11 月
26 日就全球机制模式和行政运作谅解备忘录的修订”，2012 年 4 月 2 日依照上届缔约方大会
第 6/COP.10 号决定，尤其是其中第 8 至 11 段。第 6/COP.10 号决定第十段预见到“一旦新办
公场所安排确定下来立即及时终止（谅解备忘录）”；2012 年 4 月 2 日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
第七部分第三节；对照第 6/COP.10 号决定。 
如第 6/COP.10 号决定第十段所预见，“一旦新办公场所安排确定下来立即及时终止（谅解备
忘录）”；2012 年 4 月 2 日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第七部分第三节；对照第 6/COP.10 号决定。  

 22 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4 段还提到“指引执行秘书向缔约方大会届会议第十一届会议提交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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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向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2012 年 12 月 7 日）和管理委员会（2013 年 1 月 11
日）就农发基金作为全球机制东道主的报告中提到了“农发基金将支持缔约方大会

所作出的关于全球机制办公场所任何决定”，同时表示“农发基金不应就其作为全

球机制当前或未来潜在东道主的角色而产生任何成本或责任”。23在同一报告的结论

中，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批准“如果《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

方大会于 2013 年第十一届会议上决定终止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则在该终止流程

结束后，应该提交一份最终报告以便执行委员会审议并转交至管理委员会。” 24最近

于 2013 年 4 月举行的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关于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的议

程议案排在闭门会议中且报告尚未公布。25 

 
 2. 治理效率 

40. 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修订后谅解备忘录规定，农发基金在全球机制

治理或任何其它《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机构中不发挥任何作用。正如在

多次场合其所明确强调的，其既未被要求担任此角色，亦无意愿承担此类监

督职责。26同样，农发基金不确保缔约方大会监督、充分报告或全球机制向

缔约方大会负责。缔约方大会还在其第 6/COP.10 号决定中提到当前办公场所

安排不能满足治理要求，并注意到“缔约方大会和农发基金之间谅解备忘录

中不一致和矛盾的内容...已导致监督的缺乏、全球机制不充分的报告和责任

性”（第 6/COP.10 号决定第 6 段序言）。因此，缔约方大会要求和农发基金

关于办公场所谅解备忘录的修订移除了所有涉及治理的内容，同时明确将农

发基金相对全球机制的角色限制于提供相应的办公空间以及后勤和行政服

务。 

41. 此外，缔约方大会决定关于监督、充分报告、全球机制向缔约方大会负责的治

理责任由执行秘书承担。27因此，修订和农发基金办公场所安排并支持第 6/COP.10
号决定引进措施以提升缔约方大会治理和监督全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必须和全球机制合作对一系列管理和行政措施的落实。

这要求农发基金进行合作以支持全球机制帐户和工作人员合同的转移，并将全球机

制的责任性和法律代表地位转移至秘书处。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已持有《联合国防治

  
全球机制确定新办公场所的安排的建议，包括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
的可能性，以便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最终决议。" 

 23 2010 年 12 月 7 日，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第 107 届会议，农发基金 EB 2012/107/R.38，第 14
段，见 https://webapps.ifad.org/members/eb/107/docs/EB-2012-107-R-38.pdf；对照农发基金管理
委员会第 36 节会议的报告。报告中申明“全球机制作为缔约方大会机构且农发基金作为东道
主无需对全球机制或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负有责任和义务，亦不对其员工负有任何责任的原
则。农发基金还指出，不得因其当前或未来可能作为全球机制东道主而产生任何成本或责
任。”（2013 年 2 月 13-14 日，GC 36/L.10，第 13-16 段），
https://webapps.ifad.org/members/gc/36/docs/GC-36-L-10.pdf.  

 24 同上，农发基金 EB 2012/107/R.38，第 25 段以及农发基金 GC 36/L.10，第 25 段。 
 25 农发基金执行委员会第 108 届会议，罗马，2013 年 10-11 日，议程，第 8（d）段，EB 

2013/108/R.1/Rev.2, <https://webapps.ifad.org/members/eb/108/docs/EB-2013-108-R-1-Rev-
2.pdf>；同见执行委员会第 108 届会议决定和考虑，EB 2013/108/INF.7，第 40 段，
<https://webapps.ifad.org/members/eb/108/docs/EB-2013-108-INF-7.pdf>。 

 26 见 ICCD/COP(10)/4、ICCD/COP(10)/INF.、2、ICCD/COP(10)/INF.3、ICCD/COP(10)/INF.4、
ICCD/COP(10)/INF.5 等。 

 27 例如，通过将全球机制的问责和法律代表从农发基金转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 段）；决定所有有关《公约》执行的问题均需通过执行秘书报告至
缔约方大会（第 6/COP.10 号决定第 2 段）；还决定执行秘书应担负全面管理职责，包括尤其
是就全球机制财务、绩效以及活动向缔约方大会报告（第 6/COP.10 号决定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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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公约》任命书的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被授予权限和特权。另外，提升《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治理结构要求全球机制和执行秘书在秘书处的支持下进行长期持

续的协调和合作。未来和农发基金的办公场所安排不得妨碍此类努力。 

 3. 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 

42. 1997 年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上选择农发基金为全球机制提供办公场所的一

条标准就是，农发基金可根据全球基金的要求支持其“功能”。具体而言，农发基

金备选是因其作为一家专注于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国际金融机构具有相对优势，其

“（办公场所）要求、总体目标和活动与全球机制的总体目标相关”且“该机构具
有组织全球机制有效发挥职能以协助缔约方大会、单个缔约方...完成《公约》有关融
资职责的能力”。28通过特别表示对提供办公场所服务收取较低费用并采用后来期满

的农发基金拨款承诺的形式，农发基金当时也对为全球机制提供办公场所非常有兴

趣。29 

43. 罗马是联合国关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国家资源管理的专业机构，即联合国粮食

和农业组织 (FAO)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和农发基金的所在地。如意大利政府所

提及的，这三家机构与包括世界银行、区域发展银行和基金会，例如盖茨基金会在

内的主要金融机构都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关系。30位于罗马的国际和外交代表处也可

为全球机制所利用。意大利政府于多种场合表达了其深信与农发基金或其它位于罗

马的联合国机构的办公场所安排将更好地服务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宗旨

和目标及其十年战略计划的落实。31因此，意大利提议全球机制仍然安排于农发基

金，并在下一届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协商新的谅解备忘录。这也是其认为解决全球

机制执行作为《公约》落实特别金融服务提供者要求的最有效果且最高效的解决方

案。32由意大利政府提出的提议将被提交至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各缔约方审议。
33 

44.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 (COP 10) 提到“自全球机制成立以来，筹集大量资金

并以赠款和/或优惠或其他条件向受影响发展中国家输送资金，包括进行技术转让方

面的进展尚未达到预期目标”（第 6/COP.10 号决定第 5 段序言）。同一决定中还强

调“有必要在缔约方大会授权、指导和指引下执行《公约》的框架内，在各个级别

采取新的更为有效的办法”。在多次评估中也关注了这个主题，并指出全球机制和

秘书处之间各项活动之间重复和重叠所引起的不理想成果以及在当前办公场所安排

上缺乏问责制、效率、效力、透明度和体制上协调一致。34 

45. 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协同作用而言，全球机制和秘书处物理上的隔离

似乎已经阻碍了它们之间的日常工作关系和将《公约》作为一个整体的执行。如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7 段所介绍，全球机制和秘书处在物理上的隔离对执行秘书完

成一些额外责任以及全球机制和完成秘书处高级工作人员层面所预见内部行政和管

理要求的抑制作用会一直增强。35如果全球机制仍安排于罗马，则农发基金和全球机

  
 28 见 ICCD/COP(1)/5 附录一。支持全球机制要求，“提高现有金融机制的效力和效率”及其

“促进筹集并输送大量金融资源行动”的使命（《公约》第 21 条第 4 段）。据农发基金的说
法，之所以被选是因为其“要求、目标和能力...实际上应做全球机制的补充”以便全球机制可
以“在履行工作时利用本体制的专门技术和相对优势”。对照
<http://www.ifad.org/partners/gm/index.htm>。  

 29 对比第 12 页第 0 段以及脚注 32.更多信息见第 ICCD/COP(10)/INF.2 号文件。 
 30 2012 年 5 月 8 日意大利国家焦点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发送信件中声明。  
 31 同上。 
 32 2012 年 8 月 3 日意大利国家焦点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发送信件中声明。 
 33 同上，2012 年 5 月 8 日信件。 
 34 对照 ICCD/COP(10)/INF.2。 
 35 例如，这包括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高级工作人员所预见的满足内部行政和管理要求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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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间发展的协同作用可以继续保持，尽管农发基金表示全球机制所在位置对它们

之间的关系不会产生影响。36但是，近期有关先前谅解备忘录以及对农发基金产生责

任的时间已经对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担。37  

 4. 成本及经济可行性38 

 （1） 成本 

46. 当前，全球机制每年从缔约方大会向其为在罗马农发基金活动而拨付的核心资

金中支付的日常支出和规划支持成本总额仅稍多于 210, 000 美元。39这个金额被限制

用于办公空间，包括公用事业（例如水、电和垃圾回收）、全球机制相关维护和业

务成本、行政、IT 和网络服务、安全服务以及使用公共设施，例如酒吧和会议室，40

并“排除了公共事业、法律服务、协议、财务、财政、企业服务有关的服务和成

本，包括总裁办公室、租赁费和直接附加成本，例如出行、通信等等，这些成本可

按照费用的形式提供”。41如果全球机制仍然安排于罗马农发基金，则秘书处和农发

基金需要需要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和农发基金之间修订后的谅

解备忘录达成一份补充协议书，以向全球机制及其工作人员提供除基本办公设施以

外的行政和其它服务。42   

47. 为满足秘书处和全球机制之间加强旅行和通讯的要求，以改进《公约》机构之

间的协调和治理，第 6/COP.10 号决定引入的措施也可能导致全球机制在罗马的经营

费用上升。例如，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常务董事被要求制定内部规则和程序，共同

落实工作计划和方案，执行联合实体识别，简化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协调报告

（第 6/COP.10 号决定第 4 段）。43为了推动这项工作，设立了高级管理工作队成立

  
成本/收益，秘书处在法律上代表全球机制并同时确保全球机制问责的能力，以及执行秘书担
负全球机制全面管理和报告职责的能力（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6 段）。  

 36 对照 ICCD/COP(10)/INF.2。 
 37 见标题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地位北京”框中的进一步讨论。 
 38 成本相关标准详述于第三部分。 
 39 作为修订谅解备忘录协商的一部分，农发基金要求未来每年支付 213000 美元（或 166000 欧

元）以支付全球机制在其位于罗马设施内的业务成本。成本估计载于 2012 年 8 月 3 日意大利
焦点信件以及 2012 年 8 月 8 日农发基金总裁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发送的信
件中，载于附录一。此类金额还由农发基金通过其财务运营可会计和财务服务司的经理和会
计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的信件交流中得以确认。作为修订谅解备忘录协商的一部分，2012 年
6 月底，农发基金行政起初预计全球机制日常成本为每年 416000 美元，同时提到此成本是概
念性的，基于该领域工作人员假定的时间分配且该估值基于标准工作人员成本，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农发基金财务会计报告管理员的电子邮件中。见 2012 年 6 月 25 日的电子邮件，农发
基金提到日常成本（美元）为：行政 163000 美元；IT 50000；法律 83000；公用事业 53000；
业务 37000；总裁办公室 30000；农发基金总成本估计=416000 美元。 

 40 成本基于假定工作人数为 25 名（包括工作人员和顾问）。工作人员的增长将导致相应的成本
增长；2012 年 10 月 18 日秘书处收到来自农发基金的电子邮件告知。 

 41 基本成本已从 2011 年业务成本中提出，因此需要为通胀以及其它额外具体因素进行调整。其
它产生直接额外成本的服务，例如出行、电话会议等将按照费用提供。对照 2012 年 10 月 18
日秘书处收到来自农发基金的电子邮件。 

 42 协议将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设施管理、安保服务、协议识别卡、许可证牌等。截至
2013 年 7 月 1 日，每人每年成本将达到 8520 美元，或 14 名全球机制工作人员为 119280 美
元，或 25 名全球机制工作人员为 213000 美元。 

 43 全球机制已建议将其计划支持成本核心预算的全部 13%支付给农发基金以便补偿其所预见提
供办公场所的成本增长。当前，农发基金收取 8%而秘书处收取剩余的 5%。根据全球机制成
本草案两年工作计划（2012-2013），“《公约》所提供的计划支持成本基于全部核心预算估
值的 13%计算。在以往，8%的全球机制核心预算流向农发基金以支付容纳全球机制的日常行
政支出，5%则流向秘书处以支付日常行政成本。根据农发基金和缔约方大会就为全球机制提
供办公场所安排的讨论，可能需要全部计划支持成本以支付农发基金接下来两年的核心预算
支出的行政管理。对预算外捐款的计划支持已由农发基金作为向全球机制业务这两年期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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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责小组以承担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常务董事于 2012 年初协定的职权范围。根据要

求，高级管理工作队除参加双方机构高级管理焦点的定期通信外，每季度还需要会

面至少一次。44全球机制业务中的日常管理包括全球机制不断向执行秘书提交要求以

获许可和批准、采购预算、季度旅游计划、工作人员合同、与东道国政府签订协议

等。因此，估计每年在罗马和波恩之间出行成本将会增加 17,000 欧元或 22,000 美

元。45  

 （2） 收益 

48. 如果农发基金继续在罗马为全球机制提供办公场所，尽管服务成本稍高，但避

免了一次性迁移成本，且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将不需要改变其居住地或工作地。这可

能有助于避免不能或不愿意迁移的合格工作人员流失，包括一般事务类别和其他工

作人员；尽管这并未考虑到任何分隔补偿。46最后，作为 1997 年其为向全球机制提

供办公场所的投标，自该活动开始农发基金向全球机制拨付了 1,000 万美元的款项。

该笔经费已于 2010 年耗尽。从那时起，农发基金未向全球机制提供任何后续资金。
47总体而言，如果全球机制继续留在农发基金，除了可以节省一次性迁移成本外，预

计不会产生任何财务收益。 

 （二） 位于意大利罗马的替代场所 

49. 自从 1997/1998 年开始实施，全球机制就坐落于意大利罗马-“国际农村发展

和减贫中心”-的农发基金内。48农发基金是总部位于罗马的三家专门机构之一。另

外两家是世粮署以及粮农组织。这三家联合国机构一道努力消除全球饥荒和贫困：

世粮署通过提供人道主义粮食援助，粮农组织通过其农业领域的技术专长，而农发

基金则通过国际金融援助。49与粮农组织和世粮署的协同作用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关于提高受影响人群生活水平的十年战略目标相一致。如《公约》所预见，

在这三家机构中，农发基金是唯一一家位于罗马且对推动全球机制工作和要求具有

明显潜力的国际基金以及“现有金融机制”。然而，缔约方在第 6/COP.10 号决定中

提到，办公场所留在罗马农发基金已不再像初期想象般有效。 

  
物捐助的服务（2010-2011），（ICCD/COP(10)/9/Rev.1，第 39 段）；
<http://www.unccd.int/Lists/OfficialDocuments/cop10/9rev1eng.pdf>。  

 44 高级管理工作队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内部细则和条例（由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常
务董事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6 和 2012 年 1 月 24 日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3 和 4 段商
定）。该细则和条例要求高级管理工作队每季度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见条例 2，第 f和 g
段）。 

 45 该金额假设高级工作人员从罗马到波恩的任务，包括旅行成本（每此任务 700 美元）和每日
生活津贴（每次任务 1140 美元）以支付高级管理工作队必要定期会议等。 

 46 但是，如果农发基金不同意将工作人员资格转让至《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将可能产生
带薪年假。 

 47 在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中，全球机制提到 2010 年农发基金供款达 140 万美元。但
是，农发基金对于全球机制将来自农发基金实物捐助计算为 13%的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计划支
持成本提出质疑。见全球机制对成本两年工作计划的执行（2010-2011），第
ICCD/COP(10)/15 号文件，表 9.农发基金副总裁提到农发基金将不会进一步向全球机制提供补
贴，且后者将需要就农发基金资源和其它申请者在农发基金项目法规框架内进行投标。其未
来向全球机制提供金融资源也因此“不可预测”。见第 ICCD/COP(10)/INF.2.号文件。 

 48 见附录中意大利政府焦点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和 15 日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
的信件。 

 49 见 http://www.wfp.org/about/partners/rome-based-un-agencies。   

http://www.wfp.org/about/partners/rome-based-un-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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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意向声明 

50. 作为联合国设于罗马多家机构的东道主，意大利政府已表达了对全球机制仍设

于罗马的兴趣，如果不能设于农发基金，则可与另一家机构同设一处，最好是粮农

组织。50特别是意大利外交部长（2012 年 5 月 28 日）于一封信中传达了“意大利政

府对全球机制仍留在罗马的承诺”以及意大利政府“为争取将全球机制留在罗马继

续提供必要条件”的承诺。意大利政府提到希望提交一份“充分成熟的提议，包括

成本、所有相关详情（以及）业务和技术细节”。该提议尚未被收到，但已得到缔

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期待。51在意大利外交部张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意

大利焦点的通信中，意大利政府强调了“将全球机制留在罗马，使其和具体要求为

农业和农村发展（食品安全、减贫和资源管理）的粮农组织、农发基金以及世粮署

紧邻将为全球机制开展其金融资源调动的要求带来巨大利益，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

情况下”以及“这种尤其是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粮署的紧密合作已经为《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还符合秘书长的全系统一致

性问题高级别小组对协调和简化联合国基金和专门机构发展努力的目标”。.52如意大

利政府所提及的，所有三家机构（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粮署）与包括世界银

行、区域发展银行和基金会，例如盖茨基金会在内的主要金融机构都建立了强有力

的合作关系。53位于罗马的国际和外交代表处为全球机制提供了新的机会。54通过希

望“尊重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的独立原则”，意大利政府提供了进一步的论证。 

 2. 治理效率 

51. 就农发基金而言，对全球机制或其它《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机构的治理由

缔约方大会在执行秘书的支持下全权负责，任何一家其它实体或联合国机构均不得

产生影响。55此外，第 6/COP.10 号规定所引入的治理相关条款-例如确保缔约方大会

监督、充分报告以及全球机制向缔约方大会问责-严重依赖于执行秘书以及和秘书处

在持续落实工作中的合作。56过往的经验也加强了对全球机制的活动和工作计划实行

更严格金融监管的需要，因其不断对全球机制、农发基金以及其它位于罗马的联合

国机构产生影响。 

全球机制与粮农组织的未清发票 

 
 在与粮农组织投资中心司 (TCI) 之合作下，全球机制工作计划发展了综合投资

战略 (IFS) ，成为全球机制工作计划之奠基石。粮农组织认为其向全球机制提供服务

是基于和农发基金之间的合作协议，且总额将近五十万欧元的发票总额截至 2013 年

  
 50 通过总司于 2012 年 5 月 8 日为意大利政府外交关系部发展合作向执行秘书发送信件中传达。

更多近期沟通聚焦于全球机制留在农发基金；见 2012 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3 日的通信。对照本
报告第 42 段。 

 51 由 2012 年 5 月 8 日，同年 6 月 15 日以及 8 月 3 日向执行秘书发送信件中提及。但是，尚未收
到官方提议。 

 52 意大利国家焦点于 2012 年 5 月 8 日以及意大利外交部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向《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发送信件中声明。 

 53 同上。  
 54 同上。 
 55 如《公约》所定义以及多次缔约方大会决定中所加强的的：“全球机制应在缔约方大会的领

导和指导下运作并向其问责”（第 21 条第 4 段）。此外，《公约》单独鼓励《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协调。（第 8 条第 1
段）。 

 56 例如，治理效率要求各自体制和行政措施有效落实到位，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
书处对全球机制的问责和法律代表、合并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和帐户以及执行秘书的报告和全
面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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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仍未结清。 

 2012 年末，粮农组织为其投资中心代表全球机制于 2007-2009 年在拉美和加勒

比区域提供服务向全球机制提交了总额为 645, 553 美元的未清发票。57粮农组织声称

其和全球机制之间的合作基础是 2000 年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

在该协议引入的成本分担计划中，农发基金应就粮农组织依据双方同意的“适当安

排”提供服务所产生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服务成本对粮农组织进行补偿。58该协议并未

指出执行实体是全球机制还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2011 年 4 月，全球机制前常务董事通过信函对粮农组织提出的金额提出质

疑，并要求粮农组织提供证据以表明对此类服务订有协议或授权。59截至 2013 年

初，仍未得到任何回应。而此时，粮农组织提交了一份文件，内含服务发票以及粮

农组织和全球机制焦点之间的通信（具体而言是指全球机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前计

划协调员之间的通信，该协调员于 2011 年离开全球机制）。这份通信表明该全球机

制前计划协调员为粮农组织明确了需要负责的活动，尽管无论是全球机制前常务董

事还是农发基金总裁均未抄写且双方都未被告知该笔预算的影响。 

 因此，目前尚未清楚如果没有进一步明确或正式协议，农发基金-粮农组织服

务协议是否适用于全球机制，或者在没有全球机制常务董事或农发基金总裁明确授

权的情况下，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的预算批准根据该协议是否构成“适当协议”。 

 作为落实第 6/COP.10 号决定简化《公约》财务管理的一部分，秘书处和全球

机制正在和粮农组织以及农发基金一道努力以寻求一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60 

 
 3. 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 

52. 将全球机制安排在位于罗马机构的可行性取决于该安排是否支持全球机制的工

作和业务，根据其要求提高其现有金融机制的效力和效率，或筹集大量资金输送给

受影响缔约方国家的能力。61然而，农发基金是唯一一家专门向粮食生产计划提供低

息贷款和补贴并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获取金融服务、市场、技术、土地和其它自然资

源的国际“基金”或金融机制且设于罗马的联合国专门机构。62和世粮署和粮农组织

  
 57 据粮农组织报告，其开展了四项工作计划活动，即 2007 年以及 2008-2009 年再次在拉美和加

勒比区域活动、金融一体化战略设计以及气候变化和环境服务。所提交的六张发票可追溯到
2010 年对 2007-2009 年期间所提供的服务。 

 58 根据本协议规定得出 33%/67%成本分担方案，为粮农组织/代表农发基金的投资中心将进行的
业务中，粮农组织为其产生 33%的成本，农发基金为 67%。粮农组织声称其根据“经批准”
预算有权代表全球机制产生支出。  

 59 全球机制前常务董事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对投资中心司回应中对发票延迟收到以及应有通知的
缺乏表达了关注，并提到各自预算已不再存在且捐助者协议已到期，同时要求对此类支持如
何以及何时得到批准提出解释。该信件进一步声称“全球机制不记得曾经批准此类活动且不
能理解此类支出何时以及如何得以批准”，同时还提到“全球机制要支付这些发票中成本有
些困难”，因为“此类支出预算线以及所谈及的时期已不再存在，捐助者协议已终止且审计
已执行”。 

 60 这可能包括从全球机制核心预算经费抵消未决索赔的一些经费。由于全球机制-粮农组织的合
作基于和农发基金的合作协议，农发基金建议设立一个托管帐户以支付包括受质疑的粮农组
织发票金额在内的全球机制未决债款。 

 61 更多详情见第三部分。 
 62 作为联合国的专业机构，农发基金于 1977 年作为国际金融机构创立，是 1974 年世界粮食大会

的主要成果之一。见 http://www.ifad.org/governance/index.htm。相应地，农发基金被缔约方大
会选定为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因其拥有能力按照全球机制的要求以及“...协助缔约方大会及其
各缔约方...以满足《公约》有关金融的义务”对其“功能能力”提供支持。见第
ICCD/COP(1)/5 号文件，附录一。据农发基金的说法，之所以被选是因为其“要求、目标和能
力...实际上应做全球机制的补充”以便全球机制可以“在履行工作时利用本体制的专门技术和
相对优势”。对照 http://www.ifad.org/partners/gm/index.htm。  



ICCD/COP(11)/3 

20  

相类似，农发基金致力于消除全球饥荒和贫困的总体目标；但是，无论是世粮署还

是粮农组织都不是金融机制。63此外，没有任何一家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或政府间实

体坐落于罗马。64因此，如果全球机制继续留在罗马，则最好将其安排于农发基金以

完成其要求。 

53. 就后勤和行政支持以及给予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联合国特权和豁免方面而言，世

粮署和粮农组织均拥有此种能力。相比农发基金的 500 多名雇佣人员，双方都和意

大利政府签有联合《总部协定》且各自雇佣 1,200 至 2,000 名工作人员。65然而，如

果选择非联合国机构向全球机制提供办公场所，则可能因其并未签订《总部协定》

且不能根据此协定向全球机制员工给予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因此，要求《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需要代表缔约方大会和意大利政府就此种权利的给予协商签

订一份单独的谅解备忘录。66  

54. 对于全球机制和粮农组织之间协同作用存在一定的机会，而和世粮署的程度低

一些。它们都和主要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67但是，此类实体的目标和业务并不

支持全球机制作为“现有金融机制”经纪的角色。的确，它们各自的业务可能和作

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支持措施的全球机制要求产生竞争。例如，作为提供

粮食援助的人道主义机构，世粮署的工作以及目标受众和全球机制在支持《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中的金融经纪作用可能并不一致。粮农组织和《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的目标相异但互相支持；但是，全球机制的要求和粮农组织资源调拨

战略是非常相似，从而可能在业务努力方面产生竞争。68所有三家实体，即粮农组

  
 63 世粮署是一家联合国组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机构，其要求是通过粮食援助计划抗

击世界各地的饥饿。世粮署的五大目标：拯救生命，在紧急情况下保障生计；为紧急情况做
准备；在紧急情况后重建家园和恢复生计；减少世界各地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加强各国控
制饥饿的能力。见 http://www.wfp.org/about。粮农组织的要求是提高营养水平、促进农业生
产、改善农业人口生活以及通过共享农业方面信息、政策专业知识以及技术专家来对全球经
济增长做出贡献。http://www.fao.org/about/en/。 

 64 此外，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以及国际发展法组织位于罗马。但是，由于它们作为
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研究和培训机构的要求以及作为联合国观察员地位促进法律和良好治理
条例的政府间组织，它们均不被考虑为全球机制可行的办公场所，因其要求和金融不相关。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的地位由经社理事会于 1989 年 5 月 24 日通过第 1989/56 号决
议通过，见 http://www.unicri.it/institute/structure/mission_statute/；
http://www.idlo.int/english/WhoWeAre/Pages/Home.aspx。 

 65 粮农组织当前雇有 1835 名专家级工作人员和 1856 名一般事务类别支持工作人员，其中 53%
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工作；世粮署雇有约 12390 名工作人员，其中仅 10%于罗马工作；相比
之下，农发基金当前雇有 298 名专家和高级类别工作人员以及 226 名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在罗
马工作的比例未知），而全球机制在罗马雇有 23 名工作人员，其中 14 名由缔约方大会核心预
算认可（9 名专家或更高级，5 名一般事务类别）。见<http://www.fao.org/about/en/>、
<http://www.wfp.org/faqs#faq4>、<http://www.ifad.org/governance/internal/index.htm>、
<http://documents.wfp.org/stellent/groups/public/documents/communications/wfp219968.pdf>。 

 66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仅和和德国政府之间订有《总部协定》，而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则
无。农发基金和粮农组织都有类似协议。同见 
http://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II-2-
2b&chapter=3&lang=en> 。 

 67 全球机制在和粮农组织的合作中已通知其可以受益于粮农组织具体和后勤相结合所提供的互
相支持。全球机制可利用粮农组织在该国家及各亚区级别的存在来和粮农组织在金融战略及
其它引起流向土地资金增加行动中一道努力。在一些情况下，全球机制和粮农组织之间订有
法律协议，并已在执行和共同投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设于粮农组织还可提高和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的互补性，因为秘书处可以代表执行秘书和粮农组织在政
策层面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全球机制已经在和森林合作伙伴关系在金融方面进行合作（由
粮农组织主持），且可能在其它《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关注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其原始
资料资金方面做出贡献的全球土壤伙伴计划和气候智能型农业上做到更多。 

 68 2011 年，粮农组织发起了资源调动和管理战略以对其调动必要资源满足成员优先权的努力提
供支持。见<http://www.fao.org/tc/resource-mobiliz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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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世粮署和全球机制都由捐助者自愿资助和提供资金，而很多向全球机制和粮农

组织提供资金和自愿捐助的双方捐助人都是同一人。69  

55. 因此，将全球机制安排在粮农组织或世粮署可能不会直接促进其要求，亦不会

使全球机制在业务中避免和秘书处的重复和重叠，或提高互补性。将全球机制安排

在罗马其它实体中不能解决已知的问题或简化业务模式，亦不会在执行秘书和《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辅助机构的合作中提升其向《公约》各缔约方所提供服务的

问责制、效率、效力、透明度和体制上的协调一致（见第 6/COP.10 号决定）。同

时，通过抑制执行不断增长行政和管理职责，这还会影响到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

的日常工作关系，并对《公约》的核心预算产生不必要的成本。 

 4. 成本及经济可行性70 

 （1） 成本： 

56. 如果全球机制继续留在罗马，但从农发基金迁移至另一机构办公场所，则仍然

会产生一次性迁移成本，预计为 89, 359 欧元（115,634 美元）。这些成本包括将办

公室从农发基金拆分出来（打包、处理、库存、存储和装运）、在新场所设立办事

处（购买办公设备、器具、交付和安装）、营销成本（新工作人员名片和信息）以

及其它应急和杂项成本等。但是，这样可以避免工作人员调迁成本。另外，还会产

生一些持续的成本，例如办公室租金、器具和设备、保养和维修、公用事业以及其

它后勤和行政支持等。办公场所安排的价格和条件预计和农发基金的情况相似，每

年业务成本至少为 166,000 欧元（213,000 美元）；但是，这项估值并未得到粮农组

织和世粮署的确认。71此外，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引入了一些具体协调和管理要

求。这些协调和要求很可能导致秘书处和全球机制出管理帐户和工作人员合同成本

外出行和通信成本的增加，见本报告第 47 段概要。 

 （2） 收益： 

57. 如果全球机制继续留在罗马并安排于替代性联合国实体，则可能产生一些一次

性迁移成本，例如工作人员调迁权利、派遣补贴、出行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这可

能便于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的过渡问题，因其将不需要变迁他们的居住地。72全球机制

工作人员的医疗保险资金仍将来自同一资源：缔约方大会通过秘书处向全球机制提

供的核心预算，无论全球机制位于何处。73如果全球机制仍留在罗马，根据尚在讨论

实体投标意向中此种安排的条款，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其它收益。 

  
 69 例如在加拿大、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瑞典、世界银行、欧盟、联合国开发署等。对照

ICCD/COP(10)/15 表 9，2009-2010 年贡献概览、从 PWC 对所有三项全球机制帐户审计得出的
全球机制捐助者表以及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resource_mobilization/TABLE2010-11.pdf>。 

 70 成本相关标准详述于第三部分。 
 71 2012 年 5 月 8 日、6 月 15 日以及 8 月 3 日意大利政府在向执行秘书发送信件中提到其希望提

交的一份“充分成熟的提议，包括成本、所相关详情（以及）业务和技术细节”。但是，迄
今为止该“官方提议”尚未被收到。相应地，来自意大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焦点的
三封信件附于本报告中。 

 72 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能或不愿意迁移合格工作人员的流失，包括一般事务类别和其他工作人
员；然而，这并未考虑到任何分隔补偿。 

 73 当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转至《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合同时需要变更保险公司，因其保险公
司不同于农发基金。尽管全球机制工作人员根据农发基金工作人员保险计划享有医疗保险，
这并非由农发基金而是由缔约方大会资助。见第 ICCD/COP(10)/INF2 文件，第 2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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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德国波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58. 根据《公约》规定，将全球机制作为一项“支持措施”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是把环境、发展与可持续土地管理联系起来、并专注于干旱、半干旱和亚湿

润地区的、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官方总部设于

德国波恩；为《公约》所有辅助机构提供服务的秘书处自 1999 年就设于德国波恩并

于 2006 年开始设于波恩德国联邦议会原址的联合国园区。《公约》第 23 条规定设

立常设秘书处，委托其支持缔约方大会各届会议并提供服务，包括《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各辅助机构的行政和合同安排。秘书处从《公约》中获得其法律地位/身
份，是《公约》唯一享有此种地位的机构。根据该法律“身份”，秘书处可以订立

协议，例如和德国政府订立《总部协定》。该协定将全球机制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在

内。《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和联合国之间也有机构联系。其作为联合国

认可的实体通过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报告。74  

59. 将全球机制和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总部同设一处可能

会解决大部分近十年来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机构多达六次且每次都得出类

似结论评估中突出的未解决问题。75在以往的基础上，最近一次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届

会议提交的评估关注了改革秘书处和全球机制之间工作关系体制框架以有效解决这

两家机构在凝聚力方面差距的必要性。76此外，如果全球机制迁至《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总部并作为服务于《公约》缔约方体制安排的一部分，则其在将《公约》

作为一个整体来执行的行动就会变得更为方便。包括以最有效率且成本效益的方式

提高缔约方会议对全球机制的治理和监督、将《公约》作为一个整体来落实管理和

行政措施、提升透明度和体制一致性从而提高全球机制向缔约方大会的问责。将全

球机制和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同设一处将符合联合国大会关

于全系统一致性决议中的“协调一致”方法以及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依据《巴黎

有效援助宣言》关于统一计划和降低系统碎片化、同一执行、同一预算以及在适用

情况下同一办公的规定。77  

 1. 意向声明 

60. 根据缔约方大会尤其是第 6/COP.10 号决定，执行秘书根据和德国政府现有的

协议为全球机制和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同设一处铺平道路。

真引入此，除本报告外，秘书处在每次评估后分别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和第十届会

议提交了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可能性的详细信息。78德国政府未表达任何保留意

见，并于近期成功支持了联合国位于波恩新代表处的设立。79 

  
 74 具体而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的法律地位来源于联合国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7/188 号决议 A/RES/49/234、联合国大会 1994 年 9 月 12 日第 241/27 号决议
A/AC.241/27、联合国大会 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52/198 号决议（同见第 51/180 号决议
A/52/549）；《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德国政府于 1998 年订立的《总部协定》，第
4/COP.2 号和第 5/COP.1 号决定；同见 ICCD/COP(9)/9/Add.2 附录一和二的“来自联合国法律
事务厅的响应”。 

 75 之前评估包括由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主席团于 2011 年开展的评估、联合检查组于 2009 和
2005 年开展的评估、Unisféra 于 2009 年开展的评估、《公约》执行情况审查委员会于 2003 年
开展的评估以及世界银行于 2003 年开展的评估。 

 76 这也导致缔约方大会决定中不断提高要求全球机制和秘书处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和协调，同时
对各种功能和报告要求进行了详述。见 ICCD/COP(10)/4、ICCD/COP(10)/INF.2。 

 77 “落实第 6/COP.9 号决定-对全球机制的评估。由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主席团报告，
ICCD/COP(10)/4 第 21 段。由于秘书长的联合国全系统在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环境领域的一
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协调一致”报告，联合国大会第 A/61/583 号文件以及相关联合国大会
第 62/277 号决议全系统一致性，联合国大会第 A/Res./62/277 号文件。 

 78 见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信息文件 ICCD/COP(10)/INF.7，标题为“执行秘书就可用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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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治理效率 

61.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确认了执行秘书的责任是确保缔约方大会监督、充分报

告以及全球机制向缔约方大会的问责。在这方面，第 6/COP.10 号决定将所有管理职

责下放给执行秘书，包括就全球机制向缔约方大会进行报告（第 6/COP.10 号决定第

2 和 3 段）。如果将全球机制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同设一处，则

执行秘书的这些职责将会得到极大的帮助。 

62. 通过打破物理屏障，全球机制和秘书处同设一处将有助于执行秘书为《公约》

发挥作用并提升治理效率（依照《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21 条第 4 段以及第

6/COP.10 号决定）。例如，如果将两家机构同设一处，则执行秘书将全球机制日常

业务管理权限下放至全球机制常务董事需要施行多种措施，以确保简化的全球机制

透明度和监督。80这些要求包括全球机制向执行秘书持续提交采购预算、季度出行计

划、工作人员合同、与政府及其它合作方的协议等以获得许可和认可。因此，在执

行秘书的推动下，缔约方大会对全球机制治理和监督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要求全球机制和秘书处在全机构和工作层面上进行日常合作的管理和行政措施的落

实。通过提高透明度和体制一致性从而提高全球机制向缔约方大会的问题，将全球

机制迁至波恩秘书处的办公场所将是确保完成这些职责最有效率和成本效用的方

法。 

 3. 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 

63. 将全球机制迁至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的可行性是基于此

种安排可以支持全球机制的工作和业务。因此，无论是在实际中还是在行政上支持

都根据其要求和主要功能，概述于《公约》和后续缔约方大会决定中。《公约》所

规定的全球机制要求和主要功能和同设于波恩的措施是兼容的。81在波恩，众多金融

机制都紧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包括德国双边捐助者和多边基金，例

如绿色气候基金临时秘书处（直至其迁移至韩国）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大部分都通过全球环境基金进行）。另外，《公约》或任何后续缔约方大会

决定中都未规定全球机制需要在物理上或业务上和秘书处或任何其它《公约》机构

保持独立。相反，缔约方大会所采取的以及最近于其第十届会议上的决定都要求全

球基金和秘书处在区域协调和区域协调机制、资金筹集战略和资源调动、倡导和通

信战略、和全球环境基金以及捐助者的关系、合作关系建立、能力建设、绩效/影响

指标、技术援助等领域一道努力。82因此，将全球机制和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

  
和最终成本的报告”。  

 79 在最近 2012 年 4 月 19 日于巴拿马市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
议上，德国波恩被选定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秘书处所在地。该
秘书处为相当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联合国多样性附属专家小组。此外，当前位于
德国波恩的绿色气候基金临时秘书处收到六份至基金董事会的、希望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基金的意向书，其中一份来自德国政府。 

 80 为确保提供服务的一致性且因为全球机制在和农发基金的办公场所安排中未获得任何法律权
利，对全球机制日常业务的管理权被执行秘书依据联合国规章制度以及第 6/COP.10 号决定第
7 段下放至全球机制的常务董事。《公约》要求秘书处但其行政和合同安排的责任（《公约》
第 23 条第 2 段）。直至最近，全球机制仍缺少授权以订立体制协议。农发基金在电子邮件中
确认其总裁未表示对全球机制或其常务董事授权。因此，标题为“在金融问题上授权”的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备忘录由执行秘书（2011 年 12 月 7 日）以及全球机制常务董事
（2011 年 12 月 22 日）依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7 段签字以进行此项授权。 

 81 《公约》规定的全球机制主要作用包括对合作计划汇编管理、对在国家层面上合作行动的财
务支持资源以及创新方法提供建议、提供现有资金来源和资金模式的信息；以及向缔约方大
会报告（第 21 条第 4 和第 5 段）。 

 82 例如，全球机制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共享众多捐助者且其目标和要求应得以
加强。因此，缔约方大会要求全球机制和秘书处继续一道努力以发展和落实共同资金筹集战
略，以及其它共享职责。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为这二者之间加强合作引入了一些具体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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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化公约》秘书处总部同设一处可能会帮助解决大部分近十年来对《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机构多达六次且每次都得出类似结论评估中突出的未解决问题。.83在以往

的基础上，最近一次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提交的评估关注了改革秘书处和全球

机制之间工作关系体制框架以有效解决这两家机构在凝聚力方面差距的必要性。84 

64. 最近，缔约方通过了第 6/COP.10 号决定以在执行秘书的全面管理下深入改革

全球机制的治理和体制安排，同时要求对当前谅解备忘录进行修订并于新办公场所

安排完成后将其终止。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还针对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强制合

作关系引进了一些具体要求，例如要求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常务董事制定内部规则

和程序，共同落实工作计划和方案，执行联合实体识别，简化财务管理和行政管

理，协调报告（第 6/COP.10 号决定第 4 段）。为了推动这项工作，设立了成立专责

小组以承担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常务董事于 2012 年初协定的职权范围。根据要求，

高级管理工作队除参加双方机构高级管理焦点的定期通信外，每季度还需要会面至

少一次。85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还决定，执行秘书应将业务职权下放至全球机制常

务董事以管理全球机制计划和预算、执行协定的工作计划和规划、与捐助者订立协

议以及根据联合国规章制度招聘人员（第 6/COP.10 号决定第 7 段）。但是，这些活

动需在执行秘书的监督下、并按照其和全球机制常务董事在 2011 年 12 月签字的权

力下放条款开展。全球机制常务董事必须从执行秘书获得授权或许可以进行常规业

务活动，例如管理全球机制资金和于协议上签字。86因此，全球机制的业务模式取决

于其和秘书处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在波恩将它们同设一处将对此产生促进作用。 

65. 将全球机制和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对提升

《公约》的关注程度并加强全球机制和执行秘书之间的关系具有巨大的潜力。如果

全球机制迁移至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则和秘书处在物理上

的紧密相邻将有助于完成全球机制为《公约》整体利益的要求和功能，尤其是后续

缔约方大会决定中所规定的众多职责。87具体而言，执行秘书和秘书处及全球机制被

要求采取具体措施以重构和简化全球机制和秘书处的行政和管理，这要求双方在所

有层面上进行日常协调。此外，缔约方大会尤其是其第十届会议上决定，将全球机

制迁移至波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以外任何一处的安排甚至可能妨碍

《公约》机构执行《公约》及相关规定，尤其是第 6/COP.10 号规定，从而在全球机

制有效运作及其与秘书处工作关系和协同作用之间建立了不容推翻的关系。 

实施同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行政体制 

 
 独立于缔约方大会关于全球机制办公场所最佳安排的决定结果，第 6/COP.10
号决定要求执行秘书简化财务管理和行政以将全球机制和工作人员整合于同一行政

体制中，由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依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进行管理（第

  
求。见第 7/COP.10 号关于共同资金筹集战略的决定以及第 6/COP.10 号决定第 4 段
ICCD/COP(10)/31/Add.1，并对照 ICCD/COP(10)/INF.2。  

 83 这也导致缔约方大会决定中不断提高要求全球机制和秘书处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和协调，同时
对各种功能和报告要求进行了详述。见 ICCD/COP(10)/4 和 ICCD/COP(10)/INF.2 文件。 

 84 之前评估包括由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主席团于 2011 年开展的评估、联合检查组于 2009 和
2005 年开展的评估、Unisféra 于 2009 年开展的评估、《公约》执行情况审查委员会于 2003 年
开展的评估以及世界银行于 2003 年开展的评估。 

 85 高级管理工作队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内部细则和条例（由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常
务董事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6 和 2012 年 1 月 24 日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3 和 4 段商
定）。该细则和条例要求高级管理工作队每季度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见条例 2，第 f和 g
段）。 

 86 标题为“金融问题上授权”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备忘录由执行秘书（2011 年 12 月 7
日）以及全球机制常务董事（2011 年 12 月 22 日）签订。  

 87 第 ICCD/COP(10)/INF.2 号文件列有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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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P.10 号决定第 4 和第 5 段）。88此类规定被指出可以使全球机制的业务符合缔约

方大会规则和程序第 34.2 条规则。该条规则规定“常设秘书处领导应在可用资源范

围内按照缔约方大会及其辅助机构的要求安排提供工作人员和服务。常设秘书处的

领导应安排并指引此类工作人员和服务并向缔约方大会及其辅助机构主席或其他官

员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建议”（第 1/COP.1 号决定）。截至 2013 年 4 月 1 日，全球机

制现有工作人员均持有《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任命书；2013 年 5 月，联合国主

计长办公室开立了全球机制自愿筹资信托基金（帐户为 GMZ）以确保所有全球机制

帐户和工作人员受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管理的单一行政体制约束并由《联合国财务

条例和细则》管理，以完成第 6/COP.10 号规定。 

  

66. 与秘书处同设一处对于显著促进全球机制完成要求以及秘书处为全球机制提供

后勤和行政支持的职责具有巨大的潜力，包括对全球机制帐户和工作人员的管理。

同设一处还可通过在行动中避免重复和重叠、促进互补性、提升合作和协调以及有

效利用《公约》资源在管理中提供其它规模经济利益以提升体制效率（第 6/COP.10
号决定）。例如，增强全球机制和秘书处工作人员招聘的透明过渡有助于避免在行

政、通信或区域协调等领域的重复工作，详述于下框。同设一处对于全球机制和秘

书处之间体制关系提升的促进具有巨大潜力，且明显有利于解决各种已知的问题，

例如关于提供服务的问责、效率、效力、透明度和体制上的协调一致。此种安排将

会利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德国政府《总部协定》所提供的机会。因此，

如果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调迁至波恩，德国政府根据《总部协定》授予秘书处工作人

员的特权和豁免将会自动授予他们而无需再次商讨。由于执行秘书和农发基金总裁

当前正在就第 6/COP.10 号决定的落实进行联络，秘书处最有条件与农发基金就此项

落实和物理迁移制定时间表，同时“及时终止”与农发基金的现有谅解备忘录。 

67. 除了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以及设立于罗马的联合国机构-农发

基金、粮农组织以及世粮署-的协同作用外，如果迁至波恩，全球机制还将获得机会

发展和其它总部设于波恩的联合国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里约姊妹公约）及其相关清洁发展机制。具体而言，《公约》第 8.1 条提到

“缔约方应鼓励...依据其它国际协定而采取的行动，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从每项协定活动中获得最大的效益，同时避免重

复努力”。 

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业务对比 

 
 全球机制目前雇有 14 名工作人员，此外还有 3 个职位空缺，总数为 17 个职位

（2 名董事级别、9 名专家级别以及 6 名一般事务类别工作人员职位）。其中，14 名

工作人员均被缔约方大会批准纳入全球机制核心预算内（2 名董事级别、7 名专家级

别以及 5 名一般事务类别工作人员）。89另外 2 名专家和 1 名一般事务工作人员费用

通过全球机制补充或预算外捐款资金支付。此外，还有 8 名本人不在位于罗马农发

基金全球机制办事处工作的区域顾问（咨询员）。 

 秘书处工作人员共有 54 名。其中，46 名工作人员位于德国波恩的联合国园

区，8 名位于其它工作地点。就业务费用而言，秘书处平均每年分配 241,000 美元用

  
 88 秘书处被要求“为缔约方大会及其根据《公约》设立辅助机构的各届会议作出安排以对其提

供必要服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四部分“机构”第 23 条第 2（a）款）。此外，
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第 34（2）条进一步使秘书处可以“在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依据发挥其功
能需要进入此类行政和合同安排”（《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23 条第 2（e）款）。 

 89 见第 10/COP.10 号决定，2012-2013 年两年间计划和预算，表 2：工作人员要求，
http://www.unccd.int/Lists/OfficialDocuments/cop10/31add1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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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近 6,000 平方米办公/会议以及公共空间的公用事业，包括安保、公共服务以及信

息。全球机制平均每年向农发基金支付等同 190,000 美元的日常费用（相比秘书处费

用少 50, 000 美元），而其工作人员总数还不及秘书处的三分之一。根据和农发基金

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为全球机制提供办公场所未来将“按回收成本为基

础”，预计约为每年 213,000 美元，其中不包括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服务或用品。90   

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相似工作领域但不限于战略规划、政策和倡导、资源调动、

监控、知识管理、区域咨询/区域协调、通信和管理以及行政/财务。 

 
 4. 成本及经济可行性91 

 （1） 成本 

68. 将全球机制迁移至波恩并和秘书处同设一处是一次性迁移费用第二低的备选方

案，仅次于全球机制仍留在罗马。这是因为波恩（以及日内瓦）临近罗马，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每日生活津贴 (DSA) 率以及零售价格指数较低，见第 74 段表 2 和表

3 所示。 

69. 将享有迁移权利资格的全球机制核心工作人员（1 名董事和 6 名专家级别工作

人员）调迁至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的相关一次性必要成本总

额为 228, 297 欧元（295,423 美元），包括出行、调迁和派遣补贴且不包括规划支持

成本（13%），见下述第 74 段表 2 所示。此外，可选成本包括调迁核心一般事务工

作人员以及非核心、预算外专家和一般事务工作人员（219,881 欧元或 284,553 美

元，包括规划支持），依照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的批准情况而定，进一步详

情见附录三。 

70. 如果迁移至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则全球机制每

年因长生的持续业务成本预计为 176, 000 欧元（228000 美元）。92下述第 76 段表 4
对将全球机制安排于各潜在办公场所产生的每年业务成本进行了总结。尽管全球机

制一般事务规划可能要求出行至罗马或其它地方，如果将全球机制迁移至波恩以外

的其它地方，则产生的成本不太可能超过秘书处和全球机制之间为保持持续业务而

产生的成本。 

 （2） 收益 

71. 和罗马的农发基金情况一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对其在波恩租

赁的办公场所不用支付任何费用，而是依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德国政府

于 1998 年签订的《总部协定》进行资助。93同一《总部协定》还将适用于作为《公

约》机构的全球机制，如同政府给予全球机制员工的特权和豁免与给予《公约》工

作人员的一样。相比将新办公场所安排于农发基金的条件，将全球机制和《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将可以使每年节约经费 78-00 欧元。这样，仅需 4
至 5 年的时间，将其和秘书处同设一处所产生的节约经费将会补偿将其迁移至波恩

所产生的一次性成本。此种安排还将允许秘书处将现有预算和人力资源用于满足全

  
 90 更多详情见第 12 页第 0 段。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向秘书处提供的银行、财政和人力资

源服务达 196000 美元。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对全球机制的服务据根据其工作人员数目估计已
超过 77000 美元。 

 91 成本相关标准详述于第三部分。 
 92 联合国波恩将全球机制和秘书处同设一处的潜在办公场所安排一般事务成本据估计为每年

7000 美元至 27000 美元之间。  
 93 该协定文字声明“鉴于联合国知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愿意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秘书处尤其是在波恩提供免费且长期的办公场所；已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
会所接受”，同见第 4/COP.2 号和第 5/COP.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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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机制的业务和行政需求，从而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提供了新的机会，以避免行

动中重复和重叠，并提升依照公约行事的互补性。例如，全球机制可以在联合国波

恩办公场所举办研讨会而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包括演示器材和网络连接，使用

会议服务单位所有六种而非四种联合国官方语言进行编辑、翻译并打印文件，利用

秘书处和行政财务服务单位之间的框架协定安排出行并向参与者支付每日生活津

贴。94 

72. 此外，经费节约可通过使全球机制可以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于波恩进行面对面会

谈，并在所有层面上满足第 6/COP.10 号决定第 2-6 段要求的、包括高级管理工作队

在内的各项管理和行政职责以减少工作人员出行和通信成本得以预见。如果全球机

制和秘书处同设一处，估计将使每年节约 17,000 欧元（22,000 美元）的工作人员出

行和通信费用。例如，全球机制估计在 2012-2013 年预算期间，《公约》相关协调经

费总为 260 万美元（其中约 153 万美元来自其核心预算）。95单在 2010 年，全球机

制就报告缔约方大会和《公约》执行情况审查委员会报告的要求，包括共同工作规

划及共同通信努力相关支出估计为 180 万美元。96 如果全球机制位于秘书处的办公场

所，则其中很多成本就不会产生。  

 （四） 全球机制的其它场所备选方案 

73. 下节概述了除罗马（I 或 II）和波恩（III）外的其它潜在场所备选方案，例如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IV）联合国秘书处或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开发署（V），或位于

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或全球环境基金（VI）。此类方案主要就已的成本方面进行

对比，包括迁移和持续业务，并对有关治理效率和协同作用、业务模式和效率问题

进行了简要讨论。 

 1. 成本及经济可行性97
 

74. 表 2、表 3 和表 4 根据地区就全球机制各种潜在办公场所安排的成本和经济可

行性提供了概览.根据第三部分所述标准以及当前全球机制人事情况，下列表 2 示出

了罗马、波恩、日内瓦、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实际所需成本的概览，其中包括当前所

有专家级别核心工作人员（7 名工作人员）的迁移以及满足 25 人办事处的设立和设

备。 

 
表 2  
全球机制迁移所需一次性成本概览，依据地区 
（美元） 

方案 II. 罗马* III. 波恩 IV. 日内瓦 V. 纽约 VI. 华盛顿特区  

所需成本（美元）      

（一）办公器具和计算机设备 

计算机设备和软件许可 58,037 58,037 58,037 58,037 58,037 

  
 94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出行是必要的，则全球机制可从杜塞尔多夫、波恩/科隆以及法兰克福三

个国际机场中选择以选出最便宜的机票。 
 95 全球机制成本草案两年工作计划（2012-2013）中包含“《公约》执行情况审查委员会/缔约方

大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决定、通信及管理”，
ICCD/COP(10)/9/Rev.1，表 12。   

 96 见 2010 年 10 月 25 日第 ICCD/CRIC(9)/14 号文件。 
 97 成本相关标准详述于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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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II. 罗马* III. 波恩 IV. 日内瓦 V. 纽约 VI. 华盛顿特区  

办公器具 37,500 37,500 37,500 37,500 37,500 

方案（一）小计 95,537 95,537 95,537 95,537 95,537 

（二）办公搬运成本 6,794 10,870 10,482 22,128 22,516 

（三）专业工作人员（核心）迁移 

迁移补助 0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派遣补助 0 173,423 229,689 220,758 206,656 

出行 0 27,000 18,000 72,000 72,000 

方案（三）小计 0 295,423 342,689 387,758 373,656 

（四）规划支持成本（13%） 13,303 52,238 58,332 65,705 63,922 

总计（以美元计（一）+（二）+（三）
+（四）） 

115,634 454,069 507,040 571,129 555,632 

总计（以欧元计（一）+（二）+（三）
+（四）） 

89,359 350,894 391,830 441,355 429,380 

总排行（成本由最低到最高） 1 2 3 5 4 

 

注： 
* 对全球机制在罗马的估值假定其在罗马市界内，例如迁至粮农组织或世粮署（两者距离农发基金均约 10km）。如

果全球机制仍留在其当前场所，即罗马的农发基金，则迁移费等于零（0）。就一次性迁移成本而言，这两种方案

来中罗马方案费用最少。 
方案（一） 计算机和器具成本基于秘书处办事处设立要求的平均标准以及全球机制满员情况而定，包括全球机

制所有核心和预算外工作人员以及顾问、实习生等。计算机设备和软件许可成本估计为每名工作人员 2121 美元

（x25）并包括：笔记本、坞站、微软、Lotus Notes 客户端许可、IT 设置费用。办公器具成本估计为每名工作人

员 1500 美元（x25）并包括：办公桌、办公椅、接待椅、笼柜以及圆桌会议用桌。 
方案（二） 办公搬运成本基于搬运 20/40 英尺办公设备容器以及于 2012 年 10 月 5 日 Interdean Relocation 

Services 公司的成本报价而定。 
方案（三）  截至 2013 年 6 月 1 日，全球机制核心预算资助的专业工作人员共有 7 名（1 D-1, 2 P-5, 2 P-4, and 2 

P-2）。其中，两个职位当前空缺。派遣补贴基于 2012 年 10 月的每日生活津贴以及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率，同时

考虑到当前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实际等级、步骤和从属程度。 
方案（四） 根据缔约方大会财务制度和联合国实践标准，13%的经费将被用于规划支持服务或日常开支并计入

本文件中所估计的成本中。此类支持服务包括在采购、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科技和出行方面提供服务

的行政支持工作人员。 
总计：所用汇率两年间美元和欧元汇率的平均汇率（1 USD: 0.773 EUR)）。 
 

75. 下表 3 提供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以及用于计算截至 2012 年 5 月租赁补贴

（或减除）以及截至 2012 年 2 月零售价格指数的阀值概览。潜在办公场所安排联合

国官员日常支出相关的零售价格指数。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包括由区域内（除住

房外）食物、饮品和烟草、服装、家具、设备和维修房屋、医疗、交通、通信、娱

乐和文化、教育、餐厅、酒店及其它杂项支出的总支出；住房、医疗保险和联合国

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基于以上信息，日内瓦是最昂贵的城市，而波恩则在生活

成本方面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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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区生活成本概览 

方案 1/II. 罗马 d III. 波恩 e IV. 日内瓦 f V. 纽约 g VI. 华盛顿特区 h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乘
数 a

 
161.9 / 
64.3 

146.0 / 
46.9 

193.8 / 94.4 170.1 / 68.7 151.4 / 50.6 

排行（1=成本最低） 3 1 5 4 2 

零售价格指数/包括所有 b
 96 / 101 86 / 95 119 / 118 89 / 96 89 / 96 

排行（1=成本最低） 3 1 4 2 2 

每日生活津贴率（美元）c
 391 313 419 378 363 

排行（1=成本最低） 4 1 5 3 2 

总额（累计）排行 4 (10) 1 (3) 5 (14) 3 (9) 2 (6) 

a   
a. 截至 2013 年 6 月 1 日，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以及用于计算租赁补贴（或减除）阀值的综合一览表。
综合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通告，ICSC/CIRC/PAC/462, 
<http://icsc.un.org/resources/cold/par/class/archived/june2013.pdf>. 

b  住房包括租赁、公用事业以及家庭服务。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纽约 ICSC 
<http://icsc.un.org/resources/csd/icscdata.asp#pa>. 

c  自 2012 年 5 月 1 日生效，<http://icsc.un.org/map/>. 
d  罗马：成本估算基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农发基金总裁的一封信函 
e  波恩：成本基于 2012-2013 年两年间秘书处预算估计。 
f  日内瓦：成本估算基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办公空间商业价格以及秘书处的通信、信息技术和用品

预算。 
g  纽约：成本估算基于纽约联络处的空间分配和相关成本，包括纽约联合国办确定的公空间建筑面

积。 
h  华盛顿特区：基于和全球环境基金电邮往来及其工作计划 FY13-14 和预算 FY13（第

GEF/C.42/07/Rev.01 号）。 
 

 

76. 表 4 根据地区提供了全球基金业务成本估算概览。 

 
表 4  
全球机制年度业务成本概览，依据地区  

（美元，对 25 名工作人员服务） 

方案 1/II. 罗马 c III. 波恩 d IV. 日内瓦 e V. 纽约 f VI. 华盛顿特区 g 

成本（美元）      

公共服务（场所
成本）a

 
163,000 10,000 293,707 550,000 436,869 

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服务 b

 
77,642 77,642 77,642 77,642 77,642 

通信成本 - 61,467 62,010 76,231 170,707 

信息技术 50,000 34,238 34,541 54,000 - 

用品 - 18,143 18,304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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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II. 罗马 c III. 波恩 d IV. 日内瓦 e V. 纽约 f VI. 华盛顿特区 g 

小计（美元） 290,642 201,490 486,204 777,873 705,218 

规划支持成本
（13%） 

37,783 26,194 63,207 101,123 91,678 

总计（美元） 328,425 227,684 549,411 878,996 796,896 

总计（欧元 253,800 175,949 424,573 679,269 615,824 

排行 2 1 3 5 4 

a  服务根据 25 名工作人员估算。 
b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数额根据 25 名工作人员估算。 
c  罗马：行政（公共服务）和 IT 服务成本基于假定工作人数为 25 名（包括工作人员和顾问）。除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费用外，所有成本基于农发基金估算成本。 
d  波恩：办公场所成本基于假定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被安置于秘书处所分配 Langer Eugen 号楼内 3 层楼

（低层）或三层半楼（高层）。递增成本考虑到了建筑公共服务，例如设施管理和安保工作人员的增

加。成本基于波恩联合国共同服务单位提供的估值，并略微做了调整（于 2013 年 7 月 1 日版）以反映

波恩联合国要求从 2014 开始 7%的增长，以及适当扩张对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空间要求的潜在需求，已

分配给《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空间除外。通信、IT 和用品基于秘书处于 2012-2013 年两年间对

25 人中每人成本的预算。 
e  日内瓦：由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已确认万国宫无法容纳全球机制，办公场所成本基于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为 697 平方米办公空间、每平米 450 瑞士法郎所提供的年度商业价格而估算。通信、IT 和用品

基于秘书处于 2012-2013 年两年间对 25 人中每人成本的预算。《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瑞士焦点表

明其它安排具有可能性，尽管截至 2013 年 7 月 1 日未再提供任何详情。 
f  纽约：办公场所成本基于纽约联合国办公室空间和资产股提供的下述信息。租赁费：根据联合国关于办

公空间租赁的政策，经批准的当前租赁费为每平方英尺每年 77.00 美元，其中包括 17 美元的基本维修

部分。IT 成本未包含于租赁费内。额外服务亦视需要而添加。租赁建筑面积：（1）建筑面积要求可以

采用房地产企业通常的做法，即基于每人 215-250 平方英尺租用面积计算，将公用区，例如走廊和会议

室等支援设施以及整栋建筑公用区，例如主入口门厅和电梯等计入建筑。出租平方英尺对可用平方英

尺有约 27%的损失率，或（2）根据办公室计划大纲，你可以将各空间要求的平方英尺相加：GS 工作

场所=48-64 平方英尺，P 工作场所=96 平方英尺，D 工作场所=192 平方英尺。流动办公支持空间和无窗

办公室为额外建筑面积，且建筑公用面积占地面积（即总面积的百分比）应计入计算。通信、IT 和用

品基于 2011 年纽约联络处的历史成本且根据 25 人每人成本进行调整。 
g  华盛顿特区：通信成本基于使用 2013 年全球环境基金 25 人中每人成本计算，包括 IT 成本。办公场所

成本基于各级别工作人员假定的办公室空间和用品计算，见全球环境基金及 2013 年全球环境基金预

算。 

 2. 治理效率 

77. 和全球机制留在农发基金的情况相类似，全球机制的治理活动仅可由缔约方大

会在执行秘书及秘书处的支持下进行，任何第三方，无论其是否为金融机制，均不

得影响该活动。另外，全球机制因其办公场所的安排向农发基金造成的法律责任可

能对其它国际金融机构就办公场所安排的考虑产生不利影响。尽管此类责任在第

6/COP.10 号决定全面执行后将会移交至秘书处，如果预期将有此类体制安排，则此

类问题仍需得到清晰的说明且可能使已取得法律代表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秘书处以外考虑为全球机制提供办公场所实体产生犹豫。 

 3. 业务模式和效率 

78. 农发基金之所以被选择为全球机制提供办公场所，是因为它是一家国际金融机

构，全球机制可以从中获益以完成其“提高现有金融机制效力和效率”的要求。将

全球机制迁至一个不能明显支持其根据《公约》完成其要求及实现其执行整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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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这种论点可能无法支撑。此外，办公场所备选方案受到法律和业务要求的

限制，例如和东道主政府《总部协定》以及该办公场所或东道主政府给予全球机制

工作人员特权和豁免规定的意愿（第 6/COP.10 号决定第 9 段）。 

79.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联合国四大主要办公地点中排名第二大，位于瑞士日内

瓦。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办众多贸易、发展和人道主义相关计划办公室且日内瓦

云集多家多边基金，例如《环境署金融倡议》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

金（全球基金）以及众多国际民间团体组织。98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依据专门谅解备

忘录来管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帐户；根据第 6/COP.10
号规定，其很快将管理全球机制的工作人员和帐户。尽管全球机制和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在行政方面存在一定的业务协同作用，但这既不延伸至缔约方大会监督也不

会延伸至要求秘书处和全球机制进行日常协调的各种职责。迁移至日内瓦的成本将

其反映于第四部分第三节第 5 条中详述的于秘书处的办公场所安排。全球机制工作

人员在日内瓦的持续业务成本和生活支出估计将比在波恩或罗马明显要高，如第四

部分第四节第 1 条所述。99但是，作为联合国的东道主，瑞士为办公空间提供启动资

金和补助，包括租赁成本，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此外，驻日内瓦的外交使团代表

着 171 个国家，从而可以进一步节省成本。日内瓦还使得巨大的协同作用成为可

能，因其是联合国系统中一流的环境中心，主办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拉姆萨尔湿

地、联合国环境署区域办事处、化学品和废物集群联合秘书处、《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地球观测组织、《环境署金融倡议》、世

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设于日内瓦具有高度环境相关专长的国

际学术机构以及超过 250 家非政府组织，其中很多活跃于环境领域。瑞士政府通过

附录三的信件对主办全球机制表达了兴趣。但是，截至 2013 年 7 月 1 日尚未提供任

何进一步详情。 

80. 联合国秘书处位于美国纽约，由秘书长和国际公务员工作人员组成，并为联合

国其它主要机构提供服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享有和联合国的体制

联动，包括相关行政安排。100《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还设有

一个联络办事处，包括一名协调员、一名《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联络官以及一名秘书，以促进《公约》及缔约方大会的工作。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联合国发展集团（以及多伙伴信托基金）、联合国妇女署和其它组织以及众

多国际民间组织均将其总部设在纽约。但是，根据本报告中的评估，将全球机制工

作人员调迁至纽约是成本最昂贵的办公场所安排方案，主要因为办公空间及业务的

持续成本。由于除了出行和每日生活津贴费用产生的高额成本之外，还存在有时差

问题，从而使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之间的日常通信和协调要求将面临更多的复杂性。

此外，将全球机制迁移至纽约将既不能解决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也不能解决治理

效率的问题。 

81. 世界银行集团于 1944 年成立于华盛顿特区，当前包括五个发展机构：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 (IBRD) 、国际开发协会 (IDA) 、国际金融公司 (IFC) 、多边投资担保机

构 (MIGA) 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CSID) 。101此外，世界银行还是被指定为《联

  
 98 http://www.unog.ch/.  
 99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向秘书处确认，如果全球机制迁至日内瓦，则全球机制将被安置于商业

办公空间。这是一般服务的计算基础。 
 100 见脚注 74。 
 101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第四条业务，第 10 节；国际开发协会第五条：业务，第 6 节；国际金融公

司第三条：业务第 9 节。除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外，每个实体约定禁止政治活动或影响，包
括介入任何成员的政治事务中去，同时限制了公平经济利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第五章：
组织和管理，第 34 条：）然而，作为多边政治风险保险提供者而非基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提供“机构权利以考虑到所有关于投资的情况”。和全球机制就要求“在更高层面上提供政
治支持”可持续土地管理整合入更广的发展框架中的“主流化”的前景相比，全球机制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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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金融机制的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的所在地，并和缔约方大会

订有谅解备忘录。102尽管缔约方大会要求全球机制和全球环境基金在众多情况下进

行协作，谅解备忘录并未对全球机制定有具体的角色而是将秘书处确立为全球环境

基金执行《公约》的主要促进者。103作为《公约》金融机制，全球机制拥有潜力根

据其“提升现有金融机制的效力和效率”要求，并通过将可持续土地管理融资和投

资用于全球环境基金资助项目与其面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04除了世界银行、全球

环境基金以及众多国际民间组织外，许多双边（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多边金融机

制也位于华盛顿特区（例如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将全球机

制迁至华盛顿特区将不仅会在短期内产生高额的成本（调迁工作人员一次性旅行成

本），还会产生还纽约同等的较高业务成本。和将全球机制迁至纽约的方案相类

似，时差、出行和每日生活津贴费用所产生的高额成本预示着巨大的障碍。此外，

对于解决业务模式治理效率相关问题也缺少机会。 

82. 表 5 提供了对本报告评估中各潜在办公场所安排的分析总结。遴选标准和指标

总表在于附录四。各方案的评估依据第 6/COP.10 号决定以及全球机制要求有关成

本、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以及治理效率的标准和目标进行。其余标准源于缔约方大

会第九届会议主席团关于全球机制评估报告（ICCD/COP(10)/4）、联合检查组报告

和建议（JIU/REP/2009/4）以及促进《公约》落实的十年战略计划和框架（战略）

（第 3/COP.8 号决定）。六项潜在办公场所安排方案（I 至 VI）中的每一项从 1 至 6
进行排行。其中，1 代表最具优势且收益最大，，6 代表收益最低且成本最高。根据

该排行，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III）代表着最佳方案，随

后是全球机制留在农发基金（I）或将其设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VI）；远落其

后的是将全球机制迁至日内瓦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IV）或罗马（II），最后是迁

至纽约的方案（V）。 

 

  
“成功调动金融资源涉及调动资源工具（传略框架和政策工具）”；见<http://global-
mechanism.org/en/About-Us/Our-Vision>。  

 102 第 6/COP.6 号决定、第 6/COP.7 号决定和第 3/COP.8 号决定。  
 103 这由秘书处网站提供的当前信息主题显示：http://www.unccd.int/en/about-the-

convention/GEF/Pages/default.aspx; see also ICCD/COP(10)/15, compare to ICCD/COP(10)/INF.2
，框 9。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业务目标五）。 

 104 见第 ICCD/COP(10)/INF.2，框 9。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参照全球机制评语：可能只有在全
球环境基金，全球机制的要求和功能才能取得最大利益。在全球环境基金内产生协同作用和
互补性，同时对土地退化焦点地区工作人员提供日常支持以提高国家获取和吸收全球环境基
金现有国家层面计划资金十分可能是最有效利用现有分配至全球机制要求和功能资源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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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根据相关遴选标准对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备选方案的排行 

方案 
遴选标准 I. 农发基金

（罗马） 
II. 其它
（罗马） 

III. 《联合
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
（波恩） 

IV. 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
（日内瓦） 

V. 秘书处/联合
国开发署（纽

约） 

VI. 世界银行
（特区） 

成本效益 2 3 1 5 6 4 
全球机制要求和功能 1 3 2 3 3 2 
业务和协同作用 3 4 1 2 4 4 
治理 2 3 1 3 3 2 
总分（排行） 8 13 5 13 16 12 
总排行 2 4 1 4 5 3 

       
其它标准：       
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报
告 

3 5 1 4 4 2 

联合检查组建议 2 3 1 4 3 2 

战略 2 4 1 3 4 2 
总分（排行） 7 12 3 11 11 6 
总排行 3 5 1 4 4 2 

 五、 结论 

83. 基于此类调查结果，包括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的可能

性，执行秘书将会把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安排的预期费用列入 2014-2015 两年间《公

约》预算制定中。 

84. 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1 段的规定“要求执行秘书和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主

席团着手为全球机制确定新办公场所的安排，包括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

书处同设一处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成本、业务模式、协同作用和治理效率。”根

据此类遴选标准和目标，对下属办公场所备选方案（I 至 VI）进行了评估： 

（一） 全球机制仍留在位于罗马的农发基金，  

（二） 全球机制迁至罗马市内其它实体处（当前未知）， 

（三） 与位于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同设一处； 

（四）  其它场所选择，包括将全球机制迁至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 

（五） 全球机制迁至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或联合国开发署），或  

（六） 全球机制迁至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或全球环境基金    

85. 成本：本报告中的评估表明罗马方案在一次性迁移方面最具有成本效益；但

是，与波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在中期来看却最具有成本效

益。具体来说，如果全球机制迁至秘书处并与其同设一处，则只需 4 年，其所节约

的经费（每年 78,000 欧元）就可补偿其迁至波恩的最低一次性成本（350,000 欧

元）。105迁至罗马其它实体（II）的成本当前尚未可知，然而持续业务成本应和当前

安排于农发基金的情况相类似（每年 254,000 欧元）。相比之下，迁至波恩的《联合

  
 105 具体而言，如果全球机制仍留在罗马农发基金（方案 I），即可避免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和办公

室的一次性迁移成本。如果全球机办事处制迁至罗马市内，则仅会产生迁移费。然而，直至
收到意大利政府的提议，我们无法对成本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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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III）具有潜力节约大笔经费，因为全球机制持续业务支

持的成本相对较低（每年 176,000 欧元或 228,000 美元）。此外，与在罗马相比，全

球机制工作人员在波恩每日生活津贴率、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以及零售价方面的生

活成本降低了约 25%。通过每年减少预计 17,000 欧元（22,000 美元）的工作人员出

行和通信成本，更高效地管理和协调《公约》财务和人力资源的规模经济以及简化

报告和其它缔约方大会要求，包括对联合工作计划、联合筹资战略以及联合通信努

力的要求还可以节约其它经费。全球机制迁至日内瓦（IV）显示比迁移至波恩的成

本稍高，然而全球机制办公业务所产生的持续成本却明显要高（取决于瑞士政府提

案）。就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生活成本方面而言，包括每日生活津贴率、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以及零售价，日内瓦还是成本最高的方案。全球机制迁至纽约（V）或华盛

顿特区（VI）的成本，尤其是持续业务成本预计相当于波恩或罗马的 3 到 4 被，即

远高于波恩或罗马的成本；但是，在美国城市的生活成本虽然比在波恩要高，却比

罗马或日内瓦低。总体而言，迁至波恩在中长期经费节约方面可带来最大收益。因

此，这是目前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案。如上述第 72 段所述，如果全球机制位于秘书

处的办公场所，则其中很多成本就不会产生。 

86. 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本报告对办公场所方案（I 至 VI）依据第 6/COP.10 号

决定及其它缔约方的决定支持全球机制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以及满足缔约方大会

第九届会议关于评估全球机制的报告、联合检查组报告和建议以及战略中所确立标

准的能力进行了评估。由于围绕着全球机制和秘书处的数次评价和评估指出其工作

的双重性，缔约方大会的连续决定中要求公约机构互相之间进行紧密合作。对此类

发展的矫正仍然是第 6/COP.10 号决定的首要目标，因而需要对办公场所安排进行选

择。就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而言，选择将全球机制和波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秘书处同设一处的方案（方案 III）可以带来最大的收益，并促进数项《公约》

决定，尤其是第 6/COP.10 号决定要求的完成。尽管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IV）在执

行当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可以带来一些收益，无论是罗

马的农发基金（I）还是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VI）对于全球机制完成其要求和功

能方面都显示出了一些潜在优势。这些结果通过与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报告、联

合检查组建议以及战略标准进行对比得以确认，且同样突出了同设一处的优势。 

87. 治理效率：缔约方大会通过执行秘书和秘书处的支持对全球机制承担单独负

责。因此，任何非《公约》机构或第三方实体，无论其是否为金融机制均不可发挥

任何作用。所以，和执行秘书所在的波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秘书处同

设一处（III）就成了对提高并精简《公约》治理效率提供支持的最合理办公场所方

案。另外，对于执行秘书在确保全球机制对缔约方大会充分问责以及秘书处作为全

球机制法律代表能力方面，任何其他场所方案均需保证其不会受牵制。 

88. 对促进支持全球机制依据其要求和支持《公约》执行的新办公场所安排采取决

定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106当前和农发基金同设一处，尽管对谅解备忘录进行

了修订，已不再是对全球机制最合适的选择。这是由于全球机制对农发基金所产生

的法律责任、全球机制留在罗马农发基金持续增长的成本以及继续留在农发基金所

产生成本效益、治理效率、业务模式和协同作用方面优势的缺失。尽管将全球机制

留在罗马的前景很吸引人，尤其是对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和意大利政府而言，罗马却

  
 106 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不断增长有关全球机制及其和秘书处合作评估的可见议程项，尽管继续

最终决议，已经从《公约》中沙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相关执行的具体事项转移开。见缔约方
大会第十届会议地球协议报道/IISD。该报道支出“很多人注意到缔约方大会仍然主要关注
“内务”问题且尚未开始进行关于促进努力解决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行动立场的关键问
题讨论。”标题为“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简析”的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 ENB 报告概述了
被广泛认为的情况，即秘书处和全球机制之间的政治和体制障碍使得缔约方大会蒙上了阴
影，并指出“分裂的房子无法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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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缺乏适当的设施（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中上述标准）以承担此项职责。除了

农发基金外，其它位于罗马的联合国实体均非国际金融机构。将全球机制迁至罗马 
市内或其它地方实体不能明显促进其依照《公约》的目的和要求，其对《公约》可

能产生高度不良效应，例如以巨大成本增加为代价来保持现状。此外，由于缺乏治

理效率和协同作用，且涉及业务模式复杂，此种安排将不能满足第 6/COP.10 条决定

中的要求。除了涉及巨大成本外，基于同样的原因，将全球机制迁至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或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等实体均不太可行。一种可能

的例外情况是，办公场所安排于世界银行或全球环境基金等金融机制，就促进全球

机制的目标和要求方面而言，这种安排很吸引人，尽管其不会满足第 6/COP.10 号规

定，即关于成本、业务模式、协同作用以及治理效率的标准。 

89. 综上所述，将全球机制和波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总部及其秘书处同设

一处的决定具有解决大部分评估中确定未解决的问题并为这两家《公约》机构节省

长期经费的潜力；因此，此方案就成了最具有成本效益、最合理且最简单的选择，

并可以为简化业务模式、《公约》机构之间协同作用、增强问责以及由治理效率产

生的监督带来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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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English only] 

  Relevant correspo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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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etter dated 5 July 2013 from the Financial Operations Department, IFAD to the 

UNCCD secretariat, outlining IFAD’s suggested transition arrangement for handing 

over to UNCC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currently offered to the Glob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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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etter dated 16 July 2013 from the UNCCD secretariat (in response to IFAD’s letter 

of 5 July 2013 outlining a suggested transition arrangement for handing over to 

UNCC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currently offered to the Glob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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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iled list of questions regarding 6/COP.10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by the UNCCD Executive Secretary at CRIC 11.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iat on 13 May 2013 

The European Union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UNCCD Secretariat and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preparing the progress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6/COP.10, discussed at the intersessional meeting of the eleventh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CRIC 11) hosted in Bonn, April 15–

19 2013.  

In response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s request at CRIC 11 to Parties to submit detailed and focused questions 
regarding 6/COP.10, please find below compiled question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1. Staffing 

Could you please inform us of:  

 the details of the staff compliment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including information as to grade, function, nature 
of contract (fixed term/short term etc.) and length of service in the GM, broken down between those who are 
paid under the convention core budget and those on contracts paid out of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Are we right to assume that only those who are funded by the core budget have been given UN contracts or are 
these contracts used for all staff irrespective of the funding source?  

 We would also appreciate receiving updated information on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of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D-2) and the expectations regarding his appointment. 

 

2. Staffing liabilities 

Costs for the relocation to Bonn should include a rough estimate of the legal costs related to the potential settlement of 
the 13 cases of GM staff that have addresse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against IFAD. Have you received any advice from the UN legal counsel or personnel office regarding potential 
liabilities that might fall on the Convention? 

3. Operationally 

The operation of the GM requires its staff to have  regular contacts with a wide range of partners both  in the UNCCD 
Secretariat, other UN organisations based in Rome, (such as FAO, IFAD and others), Permanent Missions to the UN in 
Rome and elsewhere and with "client"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In this regard we ask: 

 Has any assessment been done as to the frequency and nature of such operational contacts as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likely implications, positive or negative, of different location positions?  

 With respect particularly to a possible move from Rome, how substantial and frequent are GM staff contacts 
with aforementioned UN Entities and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based in Rome? Could a diary analysis over 
the last 6-12 month provide any relevant inform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point above, what would be the estimated cost of mission (travel + DSA) of GM and 
Secretariat staff to travel to Rome in order to attend technical coordination meetings and events, held at the UN 
agricultural hub, and relevant to their mandates? 

 What are the frequency and costs (travel+DSA) of GM and Secretariat staff over the last 24 months, 
disaggregated by year (i.e. 2011; 2012 and 2013), between Bonn and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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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tinuity 

The staff of the GM are clearly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the work of the Convention. With this in mind we ask the 
following: 
 

 How many staff members (core and extra-budgetary) have left the GM since COP10 and how many of 
them have been replaced? 

 Do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as to the likely impact of a location move on the intentions of the staff 
members to continue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GM? 

 Do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 the potential likelihood of staff withdrawing their cases brought to the ILO, 
should their contractual situation be clarified and their physical location remains in Rome?  

 

5.Costs 

Are there any more up to date figures relative to projected costs of staff transfers for GM staff to Bonn should the 
COP make this decision? In particular, have you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otential 885.000 USD needed for the one-
time relocation of staff from Rome to Bonn (in the case all staff members have dependents) and the costs under 
question 2 (resulting from the leg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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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essage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Ecuador related to the document 

"Arrangements to host the GM". Email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iat on 11 April 2013 

En referencia a su solicitud de comentarios al documento de “Arreglos para 

hospedar el Mecanismo Mundial”, me permito dar a conocer el 

pronunciamiento de Ecuador: 
Se expresa que en lo referente a los costos, las modalidades de 
funcionamiento, sinergias y la eficiencia en la gobernanza resulta mucho 
más conveniente que el Mecanismo Mundial se instale en la ciudad de 
Bonn, por lo que se reitera su apoyo a que la sede del Mecanismo Mundial 
se desarrolle junto a la Secretaría de la CNULD, por los siguientes motivos: 
    ·          El Mecanismo Mundial (MM) desde su inicio en el año 1999 y 
    de  acuerdo  al análisis realizado por los países parte en la COP 10, 
    tomó nota, manifestándose que: "desde  que se estableció el Mecanismo 
Mundial   no   se   han  realizado  los  progresos  esperados  en  la 
    movilización  y  canalización  de  recursos financieros sustanciales, 
    entre  otras   cosas para la transferencia de tecnología, a título de 
    donación  y/o  en condiciones favorables o de otro tipo, a los países 
    en   desarrollo   afectados"   (decisión   6/COP.10,  párrafo  5  del 
    preámbulo).  En  esa misma decisión también se señaló que "es preciso 
    adoptar  un  enfoque  nuevo y más efectivo a todos los niveles, en el 
    marco  de  la  aplicación  de  la  CNULD  y  bajo  la  autoridad,  el 
    asesoramiento  y la orientación de la Conferencia de las Partes". Ese 
    ha sido también el tema de numerosas evaluaciones realizadas, que han 
    arrojado  resultados  no  satisfactorios en términos de duplicación y 
    superposición   de  actividades  entre  el  Mecanismo  Mundial  y  la 
    Secretaría,  así  como  una  carencia  de  funciones  de rendición de 
    cuentas,   eficiencia,   efectividad,   transparencia   y  coherencia 
    institucional  con  arreglo al actual acuerdo de acogida con el FIDA. 
    En  este  sentido,  se  sugiere que la Secretaría de la CNULD realice 
    todos  esfuerzos  necesarios  y  posibles para el mejoramiento de los 
    procesos  y  mecanismos  que  desarrolla  el  MM  y las iniciativas y 
    proyectos  de  las  partes  se  canalicen  y viabilicen en el corto y 
    mediano  plazo;  en  el  caso  de Ecuador, la sinergia Ministerio del 
    Ambiente  (Punto  Focal  de la CNULD) - MM, ha venido de más a   
menos, por loque es importante poner a consideración también un cambio 
total en  el  esquema  o estructura de apoyo para el país y cumplir con los 
    fines para los que fue creado el MM, lográndose así la implementación 
    de  las  iniciativas  que  genera  o  innova  el punto focal nacional 
    ecuatoriano de la CNULD (MAE). 
    ·          En  cuanto a las sinergias con los órganos de la CNULD, la 
    separación  física entre el  MM (Roma - Italia) y la Secretaría de la 
    CNULD  (Bonn  -  Alemania)  ha  dificultado  la relación cotidiana de 
    trabajo  y  la  aplicación  de  la  Convención  en  su conjunto. Esta 
    separación  física  entre  el MM y la Secretaría de la CNULD, seguirá 
    dificultando  la  coordinación e implementación de procesos, cada vez 
    en mayor medida, el desempeño de varias responsabilidades adicionales 
    del   Secretario  Ejecutivo  y  el  cumplimiento  de  los  requisitos 
    administrativos  y  de gestión internos previstos a nivel de personal 
    superior  entre  el  MM  y  la  Secretaría,  se expone en la decisión 
    6/COP.10 (párrafos 1 a 7)33. Con lo expuesto se sugiere y como fue la 
    decisión  en  la  COP  10,  que el MM esté anexo a la Secretaría y se 
    maneje y funcione bajo sus preceptos; para complementar lo expuesto y 

[UNOFFICIAL/AUTOMATED TRANSLATION] 
In reference to your request for comments on the 
document "Arrangements for hosting/housing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 allow me to present the statement 
of Ecuador: 
It is expressed in terms of costs, methods of 
operation, synergies and efficiency in governance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than the GM installed in the city 
of Bonn, therefore reiterates its support to host the 
Global Mechanism developed by the UNCCD 
Secretariat,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The Global Mechanism (GM)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99 and according to analysis by the countries party to 
the COP 10 noted, demonstrating tha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M not been expected progress in 
mobilization and channeling of substantial financial 
resources, including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by way of 
donation and / or concessional or otherwise, to 
countries affected developing "(6/COP.10 decision, 
paragraph 5 of preamble). In that same decision also 
no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adopt a new and more 
effective at all level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CCD and under the authority, 
the advice and guidance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hat has also been the subject of numerous 
evaluations that have yielded unsatisfactory results in 
terms of replication and overlap between the GM and 
the Secretariat as well as a lack of reporting functions 
accounts,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transparency and 
consistency under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host 
agreement with IFAD. 
    In this sens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NCCD 
Secretariat perform all effort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developed by 
the GM and the initiatives and projects of the channel, 
and enable parties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in the 
case of Ecuador, the Ministry synergy Environment 
(UNCCD Focal Point) - GM, has come from more to 
less, it is also considered important to make a total 
change in the scheme or support structure for the 
country and meet the purposes for which it was created 
the GM, thus achieving the implementation initiatives 
or innovations generated by the national focal point 
UNCCD Ecuador (MAE). 
    • In terms of synergies with UNCCD bodies, 

the physical separation between the GM (Rome - Italy) 
and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CCD (Bonn - Germany) 
has hampered the daily relationship work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s a whole. This 
physical separation between the GM and the UN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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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el  propósito  de  optimizar  los  recursos  de  toda  índole  y 
    aprovechamiento  adecuado  de  los  talentos humanos, de acuerdo a lo 
    conocido  y  concertado  con  otras  partes  en la COP 10, el MM debe 
    ubicarse en Bonn, sede de la CNULD. 
 
    ·          En  lo referente a las responsabilidades de gobernanza, de 
    acuerdo  a las partes, estas  recaen sobre el Secretario Ejecutivo en 
    términos de supervisión, adecuación de la  presentación de informes y 
    rendición  de cuentas del MM ante la COP. Por lo tanto, las enmiendas 
    al acuerdo de acogida con el FIDA y las medidas de apoyo introducidas 
    en  la  decisión  6/COP.10  para mejorar la gobernanza de la COP y su 
    supervisión del MM dependen en gran medida de una serie de medidas de 
gestión y administrativas que deberán ser adoptadas por la secretaría 
    de  la CNULD, en cooperación con el MM. Para ello, estamos de acuerdo 
como  país,  que  será  necesaria  la cooperación del FIDA durante un 
corto  período  o  hasta  la extinción del memorando de entendimiento 
    enmendado,  con  el  fin  de apoyar la transferencia de las cuentas y 
    contratos  del  personal  del  MM y trasladar la obligación de rendir 
    cuentas  y  la  representación  jurídica del MM a la Secretaría de la 
    CNULD.  Igualmente  se  sugiere  y  se comparte el criterio, que para 
    mejorar  la  estructura  de  gobernanza de la CNUCLD es necesaria una 
    coordinación  y  cooperación  continuada  y duradera entre el MM y el 
    Secretario Ejecutivo, con el apoyo del la Secretaría. 
 
Saludos cordiales, 
 
Dirección de Medio Ambiente y Cambio Climatico.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omercio e Integración. 
Quito - Ecuador 
 

Secretariat, will hinder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cesses, each time greater extent, 
the performance of several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the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level provided higher between the GM and the 
Secretariat, stated in the decision 6/COP.10 (paragraphs 
1-7) 33. As discussed and suggested as was the decision 
at COP 10, the GM is attached to the Secretariat and 
manage and operate under its provisions, to 
complement the above and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resources of all kinds and proper utilization of human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known and agreed with other 
parties at COP 10, the GM should located in Bonn, 
home of the UNCCD. 
    • With regard to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parties, these fall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erms of supervision, adequacy of reporting 
and GM accountability to the COP. Therefore, the 
amendments the host agreement with IFAD and the 
support measures introduced 6/COP.10 the decision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P and its GM 
monitoring depend largely on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o be adopted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CC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M. 
To do this, we agree as a country, that will require the 
cooperation of IFAD for a short period or until the 
expiry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mended,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transfer of the accounts and GM 
staff contracts and transferring the obligation to pay 
accounts and GM legal represent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UNCCD. It was also suggested and shared the 
view that for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needed CNUCLD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continued and lasting between the GM and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ecretariat. 
 
Best regards, 
 
Directorate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rade and Integration. 
Quito - Ecu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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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to updated version (December 2012) of the Report 

prepared pursuant to Decsision 6/COP10 on ”Identification of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iat on 4 Mar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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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omments from the Armenian National Focal Point.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iat on 28 

February 2013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I examined document on new 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GM. In my 
opinion, a decision to collocate the GM at the UNCCD Headquarters in Bonn, together with the secretariat, is 
most cost efficient, logical and most beneficial for UNCCD Secretariat and Country Parties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of Convention. 
 
best regards, 
 
Nino Chikovani 
UNCCD NFP for GEORGIA 
http://www.unccd.int/en/about-the-convention/The-Global-Mechanism/Pages/Follow-up.aspx 
 

 7. Comments from Armenia.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iat on 25 February 2013 

 
1. The consultant carried out the detailed analysis on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based on 6 scenarios including cost, operational modalities and synergies,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ies. 
2. Co-location with the Secretariat (scenario III) is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in regard to the cost of living of the 

GM staff and on-going operations of the GM,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ase of Rome (scenario I) is the most 
effective in regard on-time reloc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nvention the scenario III is the most 
effective in regards to the governance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3. In regard to the operational modalities and synergies, the co-location of GM with the Secretariat in Bonn 
will assist in carrying out the  reforms in administrative regime in the UNCCD as well as it seems the most 
logical scenario to optimize governance efficiencies of the convention.  

4. Additionally, the co-location of the GM and the Secretariat (scenario III) will facilitat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GM according to its mandate, will improve GM reporting and accountability.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Со стороны консультанта проведен подробный анализ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ового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изучая VI сценариев с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м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расходах, условий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а также управл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ю.  
 
2.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азмещение с секретариатом КБО в Бонне (сценарий III)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аибол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эффективный вариант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тоимости жизни для 

сотрудников GM и текущих операций офиса GM,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вариант Рима (сценарий I) являетс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эффективным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В рамках Конвенции сценарий III 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ен при управлении и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финансовых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ресурсов.  
 
3.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условий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ГМ в Бонне (сценарий III.) 

обеспечит большую выгоду и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поможет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текущих реформ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режима КБО.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азмещение ГМ с секретариатом КБО в штаб-квартире в 

Бонне (сценарий III)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логичным сценарием в поддержку улучшения и оптимизации 

управл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ю по Конвенции.  
 
4. Кроме того,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азмещение ГМ с секретариатом КБО (сценарий III.) облегчает работу ГМ  в 

рамках ее мандата, улучшит подотчетность и надзор в плане управл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ю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Конвенц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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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sponse from Algeria to the Comments received from Switzerland. Email received 

from the secretariat on 20 November 2012 

 

Dear Mr. President, COP Bureau members, 

Further to the comments and proposals of Mr Yves Guinand, focal point of Switzerland and our colleague 
in the bureau of the COP 10 on the proposals contained in the report on the options for the relocation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of the UNCCD, I have the honour to inform you that the proposals made are 
interesting and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y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secretariat in the final report are 
related and which will be submitted during the next CRIC. 

Please accept, Mr President, and my colleagues in the bureau of the COP 10, the expression of my perfect 
consideration. 

KHELIFA Abdelkader 

Al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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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omments from Switzerland on the Document that analys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3rd Draft Version 

(October 2012), forwarded to the COP Bureau in an email from 20 Nov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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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U and its MS Comments for the revised Note from the Secretariat “Identification of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forwarded in an email from 15 Nov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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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of IFA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CCD COP10, dated 8 Augu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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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Letter/Comments from JUSCANZ member states (Japan, US, Switzerland, Canada, Australia, 

Norway, and New Zealand), forwarded to COP Bureau in an email from 4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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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Letter/Comment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titled “comments for note from 

the Secretariat ‘Identification of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dated 20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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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Letter from the African Group titled “Comments on the draft consultant document on the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forwarded to COP Bureau in an email from 25 

September 2012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ELEPHONE:  +268 24042731-9    P O BOX 162 
FAX: 24047430      MBABANE 

Website: www.swazigov.sz               
      

RE: COMMENTS ON THE DRAFT CONSULTANT DOCUMENT ON THE 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1. The submissions below are a result of intensive consultations within the African group on 

the report by the consultant engaged by the Secretariat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after the adoption of decision 6COP 10. 
 

2. The ten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by its decision 6 requested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Bureau of the tenth session of the COP (COP 
10), to undertake a process to identify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GM). 

 
3. In doing so the Secretariat was requested to consider information on costs, operational 

modalities and synergies,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ies. 
 

4. Having accomplished the assignment the Secretariat was to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Bureau of the ten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nd the COP Bureau may:  

 
a) Take note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document on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M and, pursuant to paragraph 14 of decision 6/COP.10, advise the secretariat 
to submit the final report to COP 11; 
 
Or  
 

b) Reque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prepare draft terms for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of the GM, in compliance with decision 6/COP.10; 

 
5. The African group has considered the consultant document and also reflected on 

previous reviews of the GM by different group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ecretariat and IFAD on GM affairs we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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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l the above was done to get a complete picture of where we stand and where we are 
coming from on the GM issues so that any view on the consultant’s report is taken with 
that full picture.  
 

7.  Our position is in agreem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the consultant. The current housing 
arrangement with IFAD, despite amendment of the MoU,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GM. 
The issue of legal liabilities that the GM has incurred upon IFAD has opened a number 
of hidden issues surrounding the housing arrangement and has raised tensions which we 
believe, based on previous engagements with IFAD, are no longer repairable.  

 
8. In addition the increasing costs for the GM to remain with IFAD in Rome, and lack of 

synergistic approach to programmes between the GM and the Secretariat and reporting 
challenges raised on several occasions support our position. 

 
9. The same would apply even if the GM would relocate to be housed under one of the UN 

agencies in Rome whether FAO or WFP and there is very little advantaged to be gained 
by housing the GM with any one of the two. 

 
c) In conclusion, the African group supports a decision to co-locate the GM at the 

UNCCD Headquarters in Bonn, together with the secretariat. In addition we propose 
that the Bureau in its next meeting in November takes a decision to reque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prepare draft terms for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of the GM, 
in compliance with decision 6/COP.10. This recommendation is to facilitate a decision 
by COP 11 on the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otherwise we might come out of COP 11 
without a decision and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challenges will continue unab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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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Letter from the Italian national Focal Point to the COP 10 President dated 3 Augu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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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Letter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ated 2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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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dated 8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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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Letter from the Italian Government focal point to the UNCCD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taly)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dated 15 Ju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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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Cover letter from the Italian Ambassador to Germany, Michele Valensise, addressed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dated 30 May 2012 

 



ICCD/COP(11)/3 

74  

 20. Letter from the Itali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Mr. Giulio Terzi, on the new housing agreement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GM), addressed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dated 28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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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Letter from the Italian Government focal point to the UNCCD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taly)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dated 8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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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English only]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ecision 6/COP.10, amende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mendment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Reque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ith the COP10 Bureau to identify a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the GM, including potential co-location with the UNCCD secretariat, with 
consideration to information on costs, operational modalities and synergies,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ies (provided to the COP 10 Bureau by 1 July 2012) (paragraph 11); 

 Direc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present a recommendation on the new GM housing 
arrangement, including potential co-location with the UNCCD secretariat, to COP 11 for a 
final decision (paragraph 14). 

 Revise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decision 10/COP.3) regarding the modal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and authorizes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P 10 Bureau) to limit IFAD to provision of logis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other than those provided under paragraph 5, as well a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o GM staff through the Government of Italy (paragraph 8 and 9) 

 Direc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work with IFAD to enable the timely termination 
of the MoU once the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has been concluded (paragraph 10) 

  Governance efficiencies 

 Transfer accountability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GM from the IFAD to the 
UNCCD secretariat (paragraph 1) 

 Delegate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cluding 
reporting to the COP on the GM (paragraph 2 and 3)  

 Appoint the GM Managing Director through United Nations recruitment process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paragraph 6) 

  Operational modalities and synergies 

 Reque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ith the GM Managing Director, to develop 
inter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jointly implement workplans and programmes, implement a 
joint corporate identity, streamlin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nd 
coordinate reporting (paragraph 4) 

 Reque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integrate all GM accounts and staff under one 
administrative regime administe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UNOG) under 
United Nations Financi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paragraph 5) 

 Delegate operational authority, through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 accordance with 
United Nations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the GM Managing Director to manage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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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and budget, implement agreed workplans and programmes, enter into 
agreement with donors, and employ personnel (paragraph 7) 

  Other 

 Reque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as a matter of 
urgency, with the GM Managing Director and IFAD President, to implement th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in this decision to ensur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and 
legal aspects of this decision are implemented (paragraph 15) 

 Reque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organize an informal discussion with Parties 
during CRIC 11, submit progress reports to the COP 10 Bureau, to the intersessional 
meeting of CRIC 11 and to COP 11 (paragraph 12, 13, 17) 

 Reque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GM Managing Director to seek the views of 
Parties and relevant actors on issues relating to the work of the GM and its implementation 
of programmes and to report to COP (paragraph 16) 

  Amended MoU1 

VI. 1. f. Until such time as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6/COP.10, IFAD shall house 
the GM and provide sufficient office space for its the offices on the basis of a lease 
agreement to be concluded between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the President of IFAD. 

VI. 1. g. IFAD shall also provide the GM with logis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ervices 
as set out in a supplementary Letter of Agreement to be concluded between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the President of IFAD pursuant to article VII B of this amendment to the 
MoU. 

VII. C. For the purposes foresee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operative paragraph 10 of 
decision 6/COP.10 (Directs als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work with IFAD to further 
modify the MoU to enable its timely termination once the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has 
been concluded), the MoU including the present amendment thereto may be terminated at 
the initiative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r the President of the Fund with prior written 
notice of at least one month. 

 
 
 
 
 
 
 
 
 
 
 
 
 
 
 
 
 
 

  
1 Amendment to the MoU, dated 02.04.2012, as requested by the last COP in decision 6/COP.10, 

specifically paragraphs 8 throug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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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English only] 

  Overview of optional one-time costs of moving the GM by location* 
 
Optional costs  III. Bonn IV. Geneva V. New York VI. Washington, DC  

(USD) 
    

E. Relocation of Professional staff (extra-budgetary) 
Relocation grant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Assignment grant 49,621 67,801 63,897 60,108 
Travel 9,000 6,000 24,000 24,000 
E. Subtotal  88,621 103,801 117,897 114,108 
F. Relocation of General Service staff (core)** 

Relocation grant 55,000 55,000 55,000 55,000 
Assignment grant 71,187 95,641 90,594 87,627 
Travel 13,500 9,000 36,000 36,000 
F. Subtotal 139,687 159,641 181,594 178,627 
G. Relocation of General Service staff (extra-budgetary)** 

Relocation grant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Assignment grant 11,991 15,231 14,961 14,511 
Travel 1,500 1,000 4,000 4,000 
G. Subtotal  23,491 26,231 28,961 28,511 
H. Programme support costs 

(13%), USD 
32,734 37,657 42,699 41,762 

Grand total in USD (E+F+G+H) 284,533 327,330 371,150 363,008 
Grand total in EUR (E+F+G+H) 219,881 252,953 286,817 280,524 
Total Ranking 
(least to most expensive) 

2 3 5 4 

*   The option of retaining the GM in Rome assumes the ranking of one (1), as no staff related relocation costs would be accrued. 
** The relocation of General Service staff i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HRM). 
E.  Assumption of two professional level GM staff funded through extra-budgetary sources. 
F. Assumption of four general service level GM staff funded through the UNCCD core-budget. 
G. Assumption of one general service level GM staff funded through extra-budgetary sources. 
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ncial rules of the COP and standar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rate of 13 per cent is charged 

to the estimated costs presented in this document for programme support services, or overheads. These support services 
include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taff that provide services in procur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vel. 

Grand total: Exchange rate used is the average rate between the USD and EUR for the biennium (1 USD: 0.773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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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English only] 

  Ranking of the potential housing options for the GM, according to 

relevant selection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NOTE: Indicators are formulated in the positive, so that a positive answer corresponds with 
more points and a higher ranking. Thus, when indicator points are totalled, the highest total 
equates to best ranking, 1. Each of the six potential housing options is ranked in order from 
1 to 6, 1 being the most advantageous option with the most benefits, and 6 the one with the 
least benefits and highest cos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especially those not 
subject to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could also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a stakeholder 
survey. 

Summary table of rankings 

Global Mechanism  

Housing selection  

 
 

TOTAL RANKING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6 = least benefits and highest cost) 

A B C D E F 
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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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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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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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K 

W 
A 
S 
H. 
D. 
C. 

 Cost effectiveness 2 3 1 5 6 4 
 mandate and functions of the Global Mechnism 1 3 2 3 3 2 
 Operations and Synergies 3 4 1 2 4 4 
 Governance 2 3 1 3 3 2 
 TOTAL 8 13 5 13 16 12 

 Overall Ranking 2 4 1 4 5 3 

 Report of the COP 9 Bureau 3 5 1 4 4 2 

 Recommendations of the Joint Inspection Unit 2 3 1 4 3 2 

 The Strategy 2 4 1 3 4 2 

 TOTAL (additional criteria) 7 12 3 11 11 6 

 Overall Ranking (additional criteria) 3 5 1 4 4 2 

 

Table with a breakdown of rankings according to indicator 

Global Mechanism (GM) 

Housing selection  

 

CRITERIA / OBJECTIVES 

INDICATOR  
(No / Unknown = 0, Yes = 1,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RANKING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6 = least benefits and highest cost) 

A B C D E F 
I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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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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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H. 
D. 
C. 

1. Cost effectiveness, economic feasibility  RANKING  
1.1 One-time costs for relocation (see table 1) RANKING (see table 1) 1 2 3 4 6 5 
1.2 Ongoing living costs for GM staff (table 2) RANKING (see table 2) 4 4 1 5 3 2 
1.3 Ongoing/annual operational costs for GM 

offices (table 3) 
RANKING (see table 3) 2 2 1 3 5 4 

 Cost, Ranking Total 7 8 5 12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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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Mechanism (GM) 

Housing selection  

 

CRITERIA / OBJECTIVES 

INDICATOR  
(No / Unknown = 0, Yes = 1,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RANKING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6 = least benefits and highest cost) 

A B C D E F 
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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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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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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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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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 RANKING 2 3 1 5 6 4 

2. Facilitation of the GM’s mandate and functions (as per the Convention)  INDICATORS  

2.1 Increas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existing financial mechanisms (Art. 21, 
paragraph 4) 

Access to financial mechanisms:  
(yes = 1, no / unknown = 0) 
a. Is the proposed housing entity a financial 

mechanism (included in GM’s inventory)? 

1 0 0 0 0 1 

b. Is a bilateral financial mechanism located in 
the same compound or same city? 1 1 1 0 0 1 

c. Is a multilateral financial mechanism 
located in the same compound or city? 1 0 1 1 1 1 

2.2 Promote actions leading to the mobilization 
and channelling of substantial financial 

resources, including for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on a grant basis, and/or on 
concessional or other terms (Art. 21, para. 4) 

Is there an existing offer of financial resources 
or support from the housing entity and/or 
financial mechanisms? (yes=1, no=0) 

1 1 1 1 0 0 

(if yes: amount/value) - - - - - - 
2.3 Function (a) identifies and draws up an 

inventory of relevant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programm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implement the Convention (Art. 21, para.5) 

Are existing cooperation programmes of the 
housing entity available to implement the 
Convention? (yes=1, no=0) 

1 0 1 1 1 1 

(if yes: list of programmes) - - - - - - 
2.4 Function (b) provides advice, on request, to 

Parties on innovative methods of financing 

and sources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on 
improving the coordination of cooperation 
activit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rt. 21, para.5)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provide innovative 
methods of financing and sources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yes=1, no=0) 

1 0 0 0 0 1 

(if yes: list of methods/sources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 - - - - - 

2.5 Function (c) provides interested Parties and 
relevant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ith information 

on available sources of funds and on funding 
patter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coordination 
among them (Art. 21, para. 5)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available sources of funds and 
on funding patterns? (yes=1, no=0) 

1 0 1 0 0 1 

Is the housing entity identified as a relevant 
intergovernmental 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g. which has previously been 
provided with such information (yes=1, no=0) 

1 1 1 0 1 1 

2.6 Function (d) reports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activities (Art. 21, para. 5)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report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yes=1, no=0) 0 0 1 0 0 0 

(if no: to which governing body do they 
report?) - - - - - - 

(NOTE: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GM’s Mandate, Total (indicators) 8 3 7 3 3 7 

 GM’s Mandate, RANKING 1 3 2 3 3 2 

3. Operational Modalities and Synergies (in compliance with decision 6/COP.10)  INDICATORS  

3.1 New and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to GM’s 
progress in mobilizing and channelling of 
substantial financial resources at all level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under the authority, 
guidance and orientation of the COP 
(6/COP.10, preamble clause)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offer a new and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GM at all level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under the authority, guidance 
and orientation of the COP?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3.2 Ensure accountabilit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transparency and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in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by the 
Convention’s institutions and bod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its 10-
year strategic plan (6/COP.10, preamble clause) 

Can the housing entity ensure accountabilit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transparency and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in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by the Convention’s institutions and 
bodies?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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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Mechanism (GM) 

Housing selection  

 

CRITERIA / OBJECTIVES 

INDICATOR  
(No / Unknown = 0, Yes = 1,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RANKING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6 = least benefits and highest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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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void duplication and overlapping in 
activities to promote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 Global Mechanism and the 
permanent secretariat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using the Convention resources efficiently 
(6/COP.10, preamble clause; compare to COP9 
Bureau Evaluation of the GM, 
ICCD/COP(10)/4)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the GM and 
secretariat’s ability to avoid duplication and 
overlapping in activities to promote 
complementarities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using the 
Convention resources efficiently?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3.4 ES to appoint, through the UN recruitment 
process, and to delegate operational 

authority to the GM Managing Director 
(6/COP.10, para. 6, 7)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the 
Executive Secretary’s ability to appoint and 
delegate authority to the GM Managing 
Director?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1 1 0 

3. 5 E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GM Managing 
Director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senior staff, to 
(6/COP.10, para. 4):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 - - - - - 

 (a) Develop inter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CCD 
secretariat and the Global Mechanism;  

(a)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 to 
play a role in the inter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M?  

0 0 1 0 0 0 

 (b) Coordinate and facilitate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of workplans and 
programmes as per the deci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b)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 to 
play a role in the coordinate and facilitation of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of workplans and 
programmes (as per COP decision)? 

0 0 1 1 1 1 

 (c)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joint corporate 
identity with joi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 to 
play a role in the GM’s corporate identity, joi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0 0 1 0 0 0 

 (d) Undertake streamlining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for cost 
efficiency;  

(d)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treamlining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1 0 1 1 0 1 

 (e) Coordinate the required reporting to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hrough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e)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 to 
play a role in the coordination of required 
reporting to the COP and CRIC? 

0 0 1 0 0 0 

3.6 ES to ensu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GM 
accounts and staff under one UNCCD regime 
administered by UNOG under UN rules and 
regulations (6/COP.10, para. 5)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 to 
administer GM accounts and staff? (yes=1, 
no=0) 

0 0 1 1 0 0 

3.7 Provision of logis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other than administration of GM 
accounts and staff (6/COP.10, para. 9 (1)) 

Is the housing entity able to provide all 
necessary logis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nd has it expressed willingness to do 
so? (yes=1, no/unknown =0) 

1 1 1 1 0 0 

3.8 Provision of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o GM 
staff (6/COP.10, para. 9 (2))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old a Headquarters 
Agreement and is able and willing to extend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o GM staff? (yes=1, 
no/unknown=0) 

1 1 1 1 0 0 

3.9 Timeframe for implementation to enable 
timely termination (of the current housing 
arrangement) once the new housing 
arrangement has been concluded (6/COP.10,  
para. 10) 

Is a timeframe for implementation of a 
housing arrangement in place to allow for 
termination of the current MoU prior to 
COP11? (yes=1, no/unknown=0) 

1 0 1 0 0 0 

(NOTE: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Operations and Synergies, Total (indicators) 4 2 13 6 2 2 

 Operations and Synergies, RANKING 3 4 1 2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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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Mechanism (GM) 

Housing selection  

 

CRITERIA / OBJECTIVES 

INDICATOR  
(No / Unknown = 0, Yes = 1,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RANKING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6 = least benefits and highest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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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overnance Efficiencies (in compliance with decision 6/COP.10)  INDICATORS  

4.1 Function under the authority and guidance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nd be 

accountable to it (Art. 21, para.4; decision 
6/COP.10, preamble clause and para. 2)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d role 
in the GM’s accountability to the COP?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1 

4.2 UNCCD secretariat’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leg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GM (decision 
6/COP.10, para. 1)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d role 
in the ability of the UNCCD secretariat to take 
on the accountability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GM?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0 1 0 0 0 

4.3 Executive Secretary to ensure GM’s 
accountability and reporting to the COP 
under its mandate (decision 6/COP.10, para. 2)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have a mandated role 
to ensure COP oversight (i.e., review and 
guidance over GM staff and accounts, 
management and auditing of GM accounts)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4.4 Executive Secretary (ES) to assume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including 
coordinating reporting on, inter alia, 
accounting, performa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GM to the COP (6/COP.10, para. 3) 

Can the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the ES’s 
ability to assume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M, including reporting?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4.5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GM institutional and 
managerial challenges recurrently identified 
by the various external assessments 

undertaken, including the 2009 Joint Inspection 
Unit report and the report by the COP9 Bureau 
(Decision 6/COP.10, preamble clause)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present a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GM institutional and 
managerial challenges recurrently identified by 
the various external assessments undertaken?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See below criteria for more details.) 

0 0 1 0 0 0 

(NOTE: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Governance, Total (indicators) 1 0 5 0 0 1 

 Governance, RANKING 2 3 1 3 3 2 

5. 
Criteria established in the COP9 Bureau’s Report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GM  
(ICCD/COP(10)/4) 

 INDICATORS  

5.1 In a position to clearly contribute, by its 
mandate and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within the 
UNCCD architecture, to addressing in a 
systemic manner the issues of governance, 

reporting and accountability of the GM 
(ICCD/COP(10)/4, para. 63) 

Is the housing institution in a position to 
clearly contribute, by its mandate and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within the UNCCD 
architecture, to addressing in a systemic 
manner the issues of governance, reporting and 
accountability of the GM?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1, 3.2, 4;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5.2 Facilitates full implementation of a Delivering 

as One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and close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bodies of the Convention 
(para. 63 (c))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le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elivering as One policy, 
in terms of “one leader, one programme, one 
budget and, where appropriate, one off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and close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bodies of the Convention? (yes=1, no=0; NOTE: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5.3 The housing institutions should put an end to 
the dual supporting structure which has 
resulted in serious institutional dissonance, 
inefficiency, in effectiveness and the removal of 
the GM from the oversight and direction of the 
COP and improve corporation and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put an end to the dual 
supporting structure and improve corp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Convention bodies, in 
particular the GM and the Permanent 
Secretariat?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3, 3.5; for 

0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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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among Convention bodies, in 
particular the GM and the Permanent 
Secretariat, single line of accountability to the 
COP and improved reporting (para. 63 (d))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5.4 The housing institutions should ensure 

economy of scale in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brought about through 
un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s a whole, which could result in 
long-term savings (para. 63 (e)) 

Does the housing institutions ensure economy 
of scale in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brought about through un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5, 3.6, 3.7;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5.5 Greater use of economy of scale in managing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 (consolidated financial and HR 
administration); more efficient us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me savings in transactions 
costs (communication, IT, HR, etc.) (para. 63 
(f))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provide advantages in 
greater use of economy of scale in managing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 
(consolidated financial and HR 
administration); more efficient us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me savings in transactions 
costs (communication, IT, HR, etc.)?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6, 3.7;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1 0 0 

5.6 The housing institutions should improve use of 
resources mobilised for implementation, in 
the new context of the GEF serving as a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UNCCD (para. 63 
(g)) 

Does the housing institution help to improve 
use of resources mobilised for implementation, 
in the new context of the GEF serving as a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UNCCD?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2.1, 2.2;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0 1 0 0 1 

5.7 The housing institutions should enhance 
future resource mobilisation for the 
convention arising from greater stakeholder 
confidence in the Convention bodies to act 
cohesively and collectively (para. 63 (h)) 

Does the housing institution help to enhance 
future resource mobilisation for the 
convention?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2.1, 
2.2;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0 1 0 0 1 

5.8 The housing institutions should minimize the 
cost to the convention in terms of a loss of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the 
convention institutions, which cannot be easily 
quantified (para. 63 (i)) 

Does the housing institution minimize the cost 
to the convention and help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the 
Convention?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1, 
2.1, 2.2;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1 

(NOTE: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COP9 Bureau’s Report, Total (indicators) 2 0 8 1 1 3 

 COP9 Bureau’s Report, RANKING 3 5 1 4 4 2 

6. Criteria established in the JIU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JIU/REP/2009/4)  INDICATORS  

6.1 The GM and the UNCCD secretariat should 
submit a report to the COP containing a total 
work programme and the total cost estimate 
involved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future biennium 
and medium-term work programme and plan so 
that the COP can exercise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over the mobilization, allocation 
and use of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and core 

resources for the entire activities of the 
UNCCD bodies, the GM and the secretariat. 
(JIU recommendation 1, p. 15).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ongoing 
cooperation in implementing the joint work 
programme of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M,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ir costed two-year 
work programmes as well as the mobilization, 
allocation and use of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and core resources for the entire activities of 
the UNCCD bodies?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 4;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6.2 The COP should revisit the current 
arrangements governing the reporting and 
accountability lines of the GM to the 
Convention to eliminate the side effects that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le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ecretariat), and avoid alienation of the 
GM in respect of the COP and its governance 

0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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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hampered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nd that have led to an 
increasing alienation process of this 

financing mechanism in respect of the COP 
and its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structure. 
(JIU recommendation 4, p. 21). 

and oversight structure?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 4;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6.3 The COP should effectively guide the GM in 
defining a programme of work that avoids 

duplication and overlapping with the 
mandates of other organizations, or with 
other subsidiary bodies or institutions of the 

Convention, so as to promote enhanced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effectiveness by 
involving other sister organizations, in 
particular the members of the Facilitation 
Committee (JIU recommendation 5, p. 23). 
 
NOTE: Facilitation Committee members 
include UNCCD, IFAD, UNDP, World Bank / 
GEF, FAO, CGIAR,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and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 

Would the housing entity led directly to the 
GM’s achieving its (joint) programme of work 
(together with the Secretariat) while avoiding 
duplication and overlapping with the housing 
entity’s own mandate and that of other 
organizations, or with other subsidiary bodies 
or institutions of the Convention?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0 1 0 0 1 

Is the housing entity a “sister organizations” or 
member of the Facilitation Committee, and 
able to promote enhanced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effectiveness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or with other subsidiary bodies 
or institutions of the Convention?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1 1 0 1 1 

(NOTE: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JIU Recommendations, Total (indicators) 2 1 4 0 1 2 

 JIU Recommendations, RANKING 2 3 1 4 3 2 

7. 
Criteria established in the 10-year strategic plan and framework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2008–2018) (Decision 3/COP.8)  INDICATORS  

7.1 Mindful that the Convention, its secretariat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nd supporting bodies, 
including the Global Mechanism (GM), and the 
Convention’s financial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should 
cooperate and coordinate their activities 
(Decision 3/COP.8, preamble).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of the GM, its 
secretariat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nd 
supporting bodies, and the GEF?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 

0 0 1 0 0 1 

7.2 GM to promote actions leading to the 
mobi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resources needed by affected countries Parties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through The Strategy, maintaining 
a geographical balance so that countries with 
less capacity can also benefit from these new 
and additional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resources (section D., paragraph 19) 

Das the housing entity lend to the GM’s 
mandate with consideration of maintaining a 
geographical balance?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2) 

0 0 0 0 0 0 

7.3 Directs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the GM,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mandate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in order to ensure consistency 

and complementarity in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from headquarters to country 
level (section F., paragraph 24). 

Can the housing entity ensure consistency and 
complementarity in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M and Secretariat?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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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the GM to include 
indicators of successful cooperation in their 
RBM-based joint work programme with the 
obj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nergistic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M (section F., paragraph 
26; also see ICCD/COP(10)/11 and 
ICCD/COP(10)/31/ Add.1, Annex V,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work 
programme).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the GM’s 
fulfilment of operational objectives 5 
(financing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2, 3;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0 1 0 0 1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the GM’s 
supporting role of operational objectives 1 
1 (advocacy, awareness raising and education) 
and 2 (policy framework)?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2, 3;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1 1 1 1 1 

7.5 The COP to monitor the effectiveness and 

added-value of the GM’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th IFAD in line with JIU 
recommendations. (paragraph 18 (a)(ii))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offer services that are 
more effective or provide more added-value 
than those currently offered by IFAD?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0 1 1 0 0 

7.6 The GM revises its consolidated strategy and 
enhanced approach (CSEA) in order to 
prioritize its role in mobilizing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programmatic investments…: 
a. The GM engages with donors, the private 

sect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institutions… 

Is the proposed housing entity a donor, private 
sect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institution?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2, 6.3;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1 1 1 1 1 1 

b. The GM advises and assists affected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investment 
frameworks  

Would the proposed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advice and assistance to affected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investment frameworks? (yes=1, 
no=0) 

1 0 1 0 0 0 

c. The GM explores new sources of finance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 including 
the private sector, market-based 
mechanisms, trade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CSOs, and other financing 
mechanisms…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represent a new source 
of finance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2, 6.3;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0 0 0 1 

d. The GM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sub)regional financing platforms to 
improve effectiveness, harmonization and 
alignment among donor institutions. 

(paragraph 18 (a)(ii)) 

Would the proposed housing entity facilitate 
GM’s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b)regional financing platforms among 
donor institutions? (yes=1, no=0) 

1 0 1 0 0 1 

7.7 In order to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s, responsibiliti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and those of the GM as per JIU 
recommendation, and to ensure the consistent 
and complementary delivery of services along 
the lines of the strategic plan,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M shall strengthen their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from 

headquarters to country level (section E. 
Secretariat/Global Mechanism coordination, 
paragraph 21, 22). 

Does the housing entity lend to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M strengthening their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from headquarters to country level? 
(yes=1, no=0; NOTE: See criteria 3, 5, 6; for 
qualitative arguments, see full report.) 

0 0 1 0 0 0 

(NOTE: highest total for indicators equates to ranking = 1 

= most advantageous/benefits, least expensive) 
The Strategy, Total (indicators) 6 2 9 3 2 6 

 The Strategy, RANKING 2 4 1 3 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