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13-60131 (C) 180213 260213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 
2013年 4月 15日至 19日，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11 
第 6/COP.10号决定的执行进展 

  第 6/COP.10号决定的执行进展 

  全球机制的治理和体制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概要 

关于全球机制的治理和体制安排的第 6/COP.10 号决定引进了涉及《公约》
的行政、程序、法律、治理框架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针对全球机制和秘书处。

本报告是关于这项决定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提交给《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

会第十一届会议(审评委第十一届会议)的闭会期间会议审议。本报告概述了执行
秘书为落实第 6/COP.10号决定的规定而采取的各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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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第十届
缔约方会议)在其关于全球机制的治理和体制安排的第 6/COP.10 号决定中引进了
涉及行政、程序、法律、治理框架和全球机制的治理安排的一系列措施。这一决

定第 17 段请执行秘书编写执行本决定进展情况的报告并提交给《公约》执行情
况审评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审评委第十一届会议)的闭会期间会议。 

2.  在通过这项决定之前，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第九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向
第十届缔约方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评价全球机制现有和可能的报告、问责和体制

安排的报告(ICCD/COP(10)/4)，由第十届会议审议。在编写该报告时与全球机制
总裁和《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进行了协商，同时考虑到了其他感兴趣的相关实

体包括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东道国以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在内的意见。
编写该报告也是对联合国联合检查组 (联检组 )关于评估全球机制的报告
(JIU/REP/2009/4, 任务授权见于第 3/COP.8 号决定第 27 段)采取的后续行动。缔
约方会议考虑了第九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团报告以及其各个附件所载的更多参考资

料之后，通过了第 6/COP.10号决定。 

3.  作为评估的结果并由于“审议了关于执行第 6/COP.9 号决定的进展的报
告”，缔约方会议在第 6/10 号决定序言部分“认识到自全球机制成立以来，筹
集大量资金并以赠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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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在缔约方会议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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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及

2009 年联检组评估报告和第九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团报告时，同一决定序言部分
最后一段指出，缔约方会议决心“针对各种外部评估……所一再查明的全球机制

面对的体制和管理挑战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些挑战妨碍了向缔约方提供更好

的服务”。 

4.  第九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团报告(2011 年)和联检组评估报告(2009 年)都强调了
解决涉及全球机制的行政、法律和体制/办公场所安排以及《公约》各机构的管
理、治理、报告和问责等方面的问题的备选办法。提议的措施目的是“确保《公

约》各机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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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报告还承认“需避免各项活动之间的重复和重叠，促进全球机制与秘

书处之间的相辅相成，以加强合作与协调，有效使用《公约》资源”(比较第
6/COP.10号决定序言)。 

5.  缔约方会议作为《公约》的最高机构，负责作出必要的决定，促进《公约》
的有效实施，包括通过解决在执行《公约》时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程序和机构机制

(第 22和第 27 条)。缔约方会议因而在第 6/COP.10号决定第 15 段中，请执行秘
书作为《荒漠化公约》秘书处首长“作为紧急事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经与全

球机制总裁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协商，实施本决定中的治理安排，确保本决

定的行政、程序和法律各方面都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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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协商 

6.  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一结束，执行秘书即采取行动，执行第 6/COP.10 号决定
里的规定。与农发基金进行了多次协商，以便能够及时地落实缔约方所提出的要

求。这些协商活动包括： 

(a) 2011 年 11 月 16 日，《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和农发基金总裁以及两
个机构部分高级职员举行了视频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参照缔约方的期望，

就下列方面的问题达成共同谅解：确定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并确定与第 6/COP.10
号决定中的任务授权和规定有关的期限；预想的程序(指定负责的联络人，商定
可能的工作方式，与更多利益相关者例如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日内瓦联办)等建
立联系的程序，确立协调机制等等)；后续会议的议程及两个机构须提供的投
入； 

(b) 2011 年 11 月 29 日在农发基金罗马总部与《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和
日内瓦联办代表举行了会议。会议审查了需要立即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及随后各

自实施而需要采取的程序。另安排了进一步的双边会议和专题会议，以处理需

要在技术上和工作一级进行互动的具体问题。两个机构还确立了联络人名

单； 

(c) 秘书处于 2012 年 5 月参加了农发基金理事会会议。借在罗马开会的机
会，《荒漠化公约》办公厅主任与农发基金人力资源司司长一起同全球机制工作

人员见了面，讨论了执行第 6/COP.10号决定的问题。随后，执行秘书于 2012年
5 月 10 日向全球机制全体工作人员发了一份备忘录，请他们就任何现有的需要
解决的问题提供材料； 

(d) 《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与行政和财务协调员于 2012 年 6 月 1 日会见
了农发基金和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讨论了他们尚未得到解决的关切。在一次全

球机制全体工作人员出席的会议上，执行秘书表示打算在充分执行关于全球机

制治理和体制安排的第 6/COP.10 号决定的同时，将确保全球机制继续妥善提供
服务。他还说，秘书处在从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厅(人力厅)收到关于全球机制工
作人员合同之事的最后指导意见之前，执行秘书将继续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并且

会要求农发基金根据修订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的规定给予协助，在全球机制工
作人员合同的转换尚未完成时，以六个月为一期将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的合同予以

延长； 

(e) 通过农发基金和《荒漠化公约》秘书处高级职员之间的交流，继续进
行了协商。 

7.  下列几章详述了在执行第 6/COP.10号决定方面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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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球机制的问责和法律代表权 

8.  缔约方会议在其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 段里决定将全球机制的问责和法律
代表权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转移到《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该决定的第 2段重申
全球机制接受缔约方会议问责并依照其任务授权向缔约方会议报告工作。 

9.  全球机制的问责和法律代表权问题与农发基金与缔约方会议原先签署的备忘
录密切相关。例如 1997 年备忘录确立的“负责方式是由机制总裁向基金总裁负
责，再由基金总裁向缔约方会议负责。机制总裁将代表基金总裁向缔约方会议提

交报告”(经第 10/COP.3 号决定核可)。原先的办公场所备忘录所确立的这些及
其他程序成为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2010 年 2 月所作判决
的标的，该判决说，“[全球机制]总裁所作的行政决定从法律上说属于基金的决
定”(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 2867 号判决)。这就造成农发基金被迫为全球机制
工作人员的行动承担法律和财务责任，具体地说就是为全球机制总裁将全球机制

一名工作人员不当开除一事承担责任，那名工作人员随后被判获得 50 万美元的
金钱赔偿。 

10.  虽然过去曾由农发基金承担的赔偿责任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对全
球机制和农发基金的关系产生了沉重的影响，但这些问题不应当影响到修订的备

忘录和未来的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因此强调，修订

后的谅解备忘录不应含有任何涉及农发基金为了解决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

2867 号判决有关的未决法律要求而预扣全球机制资金的规定，该判决涉及与全
球机制工作人员有关的法律程序。相反，这一问题可由农发基金总裁与执行秘书

一道单独加以处理，以期在缔约方会议指导下找到这一法律和财务事项的解决之

道。 

11.  2012 年 5 月 3 日，农发基金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
的决议，该决议确认“任何现有的和未来可能有的赔偿责任都将通过恰当程序加

以解决”。另外还可指出的是，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对农发基金及其工作人员具有

管辖权，而联合国争议法庭有权听讯《荒漠化公约》现任和原任工作人员提起的

诉讼案件并作出判决。两个法庭都处理对行政决定提出的据称行政决定违反了工

作人员任用条件或工作合同的上诉案件。 

12.  为确保农发基金今后不再为全球机制承担问责、职责以及法律赔偿责任，
并为了能够充分执行第 6/COP.10号决定，遂有必要对 1997年备忘录作出修订，
以解决行政和程序上的前后不一致问题。这些前后不一致问题已经从修订的备忘

录中移掉，正如下文第七章“办公场所安排”所详细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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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执行秘书的总体管理责任 

 A. 内部规则和程序 

13.  在第十届缔约方会议结束之后，不仅与农发基金，而且与全球机制总裁进
行了协商。执行秘书和全球机制总裁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在全球机制位于罗
马农发基金总部内的办公室举行了会议。接着执行秘书向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进行

了通报。自那时以来举行了好几次后续会议，并向全球机制全体工作人员发了备

忘录，使他们了解执行第 6/COP.10号决定的情况。 

14.  根据第 6/COP.10 号决定第 4 段的规定，执行秘书和总裁于 2012 年 1 月 24
日商定了建立一个高级咨询小组(高级管理工作队(高管工作队))的规则和程序的
建议草案，作为附件附在本报告之后。按照设想，高管工作队将起到内部咨询工

具的作用，其目的是协助执行秘书承担起整体管理职责。高管工作队将向执行秘

书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确保第 6/COP.10 号决定得到及时执行，包括联合执行
缔约方会议其他有关决定；实施联合工作计划和方案；确立实施联合信息和传播

战略的联合性实体；为节省经费简化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协调由执行秘书向审

评委和缔约方会议提交必要报告的工作。 

15.  自高管工作队成立以来，《荒漠化公约》与全球机制高管工作队定期举行
视频会议。到目前为止，高管工作队分别于 2012年 2月 1日、2012年 7月 3日
和 2012 年 9 月 21 日举行了三次会议。计划在 2013 年另举行会议。迄今为止，
所讨论的项目和作出的决定涉及各个方面，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联合执行工作计

划和方案的协调与促进；联合性实体的建设和落实；为节省经费，简化财务管理

和行政管理；协调向科技委第三届特别会议和审评委第十一届会议提交必要报告

的工作，见下文第 33段详述。 

 B. 联合执行工作计划和方案 

16.  在通过第 6/COP.10 号决定之前，全球机制总裁负责编制全球机制的工作方
案和预算，由农发基金总裁审核与核准之后转交执行秘书，然后由执行秘书原样

转发给缔约方会议(根据经第 10/COP.3 号决定核可的 1997 年缔约方会议和农发
基金关于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的备忘录)。在第 6/COP.10 号决定第 4(b)段中，
缔约方会议请执行秘书在与全球机制总裁协商之后，并酌情在全球机制高级职员

支持下，协调并便利共同开展各项工作计划和方案。 

17.  第十届缔约方会议核可的 2012-2013年联合工作方案侧重于全球机制和秘书
处联合工作的四个主要方面：支持区域协调，行动方案协调，报告和审评程序，

实施共同筹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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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之后对联合工作方案这些联合活动方面所作的修订包
括： 

(a) 为每个方面的活动指定联络人，随后为每一项活动详细指定负责人； 

(b) 依照第十届缔约方会议有关决定的内容，审查并视需要调整计划的活
动：检查计划的活动是否得到缔约方会议决定的支持，并视需要增加/取消活
动； 

(c) 为各项活动确立详细的时间表和工作分配表； 

(d) 修订/编制相关的资源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计划。 

19.  支持区域协调。关于区域协调股，秘书处和全球机制都在作出努力，让区
域工作人员在区域协调股内工作。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协调股，执行秘书

已经要求全球机制负责人就全球机制代表设在区域协调股内的各种备选方案开展

工作。 

20.  行动方案协调。需要协调与国家行动方案协调相关的和与一体化资助战略/
一体化投资框架相关的计划和时间表。已经计划采取联合行动，以便制订面向受

影响国的一致做法和函件，使资源利用达到优化。 

21.  报告和审评程序。在修订标准财务附件和方案表、制订《战略》中的战略
目标 4所用模板和筹资最佳做法方面的格式时，尤其需要全球机制的参与。报告
和审评程序的其他合作方面是：确定筹资最佳做法基本数据库，进一步开发执行

情况业绩审评和评估制度(审评和评估制度)门户网站，特别是在公众界面和财务
信息方面。 

22.  实施共同筹资战略。全球机制和秘书处还考虑了采取联合做法与各基金会
和基金联系，并考虑联合进行出访活动。将更多地重视筹资活动，并且拟由全球

机制和秘书处联合进行。(另见下文 D节，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 

23.  为了在实施工作计划和方案方面进一步改善协调和资源使用效率，秘书处
和全球机制工作方案的内容以及联合工作方案的内容正在同时审议当中。 

 C. 实施联合信息和传播战略的联合性实体 

24.  联合工作方案中还包含这样的联合活动：向有关活动和论坛发送资料，宣
传资助可持续土地管理活动的重要意义；改善两个实体之间的协调、协作和沟

通。 

25.  《荒漠化公约》综合传播战略将是联合信息和传播战略的基础。《荒漠化
公约》战略是在秘书处传播工作团队和全球机制的同事积极合作之下制订的；其

目标是为成功地实施 10 年战略作出贡献。将对目前的综合传播战略进行审查，
以便纳入新的体制安排可能产生的任何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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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作为建立《荒漠化公约》联合性实体的第一步，秘书处和全球机制的传播
团队联合分析了两个实体的品牌和标志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向高管工作队提

交了建立联合性实体的建议。在高管工作队随后举行的会议上，共审议了五个备

选方案，并作出了最后决定。 

 D. 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 

27.  第 6/COP.10 号决定第 4(d)段要求为节省经费，简化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
关于预算规划，全球机制的预算拨款在在关于 2012-2013 两年期方案和预算的第
10/COP.10 号决定里已经订明。秘书处按季度监测核心资金和补充资金的状况；
为了提高透明，也为全球机制确立了这种做法。 

28.  为了向全球机制介绍秘书处和日内瓦联办所使用的财务工具，秘书处和全
球机制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和 18 日在波恩，在科技委和审评委召开主席团会议
之际，举行了一次会议。秘书处和全球机制正一道努力，开发一个模板，用于按

季度报告预算状况。已经商定，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将讨论进一步的细节，例如

如何将资金使用情况与注重效果的工作方案和资金分配联系在一起。 

29.  实施共同筹资战略将能使全球机制和《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作为单一的
《荒漠化公约》来联系捐助方。这种做法将要求更多地分享信息，包括建立一个

制度，分享提交的建议或跟踪与捐助方的联系情况。其他协作领域包括加强面向

捐助方的筹资平台，并制订联系各基金会和其他目标伙伴的更为有效的联合办

法。 

30.  关于作为第 6/COP.10 号决定所授权的行政重组组成部分的《公约》财务管
理更多变动情况，请见下文第五章，行政重组。 

 E. 由执行秘书提交报告 

31.  在通过第 6/COP.10 号决定之前，全球机制总裁须“代表基金总裁”向缔约
方会议每届常会提交关于全球机制活动的报告(根据经第 10/COP.3 号决定核可的
缔约方会议和农发基金 1997年备忘录)。此外，1997年备忘录要求全球机制总裁
在履行其职责时直接向农发基金总裁报告。 

32.  在修订谅解备忘录以消除这些前后不一致的同时，第 6/COP.10 号决定第
2、3 和 4(e)段澄清了执行秘书的职责是就“与《公约》执行有关的所有问题”
“承担起总体管理职责，包括就全球机制的帐户、业绩和活动等事宜，协调向缔

约方会议报告之事”，并“对向审评委和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工作进行协调”。 

33.  因此，向缔约方会议提交的所有文件将由执行秘书审核，全球机制将遵从
秘书处的审核程序和时间表。对于每一份文件，将指定一名联系人。文件规划将

按照联合国规则和有关期限来进行。文件预测也将包括全球机制的文件，将就编

制文件清单一事在适当时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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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行政重组 

34.  在第 6/COP.10 号决定第 5 段中，缔约方会议还请执行秘书“确保全球机制
所管理的所有帐户和工作人员均受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单一行政制度约束，并按

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规则》加以管理”。 

35.  据此，执行秘书发起了与农发基金总裁和全球机制总裁的协商，并就实施
行政和财务措施等问题，与日内瓦联办人事处和纽约人力厅开展了进一步的互

动。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执行秘书强调，在更新目前的行政管理制度，包括修订

办公场所备忘录时，需要确保向缔约方会议持续不断地提供必要的服务，同时还

需预料到联合国其他有关部门提供的进一步建议。 

 A. 财务管理 

36.  在通过第 6/COP.10 号决定之前，农发基金按照自己的规则和程序，包括按
照适用于管理基金的自有补充资金的规则和程序来接收、持有、发放和管理全球

机制的资金和帐户(根据经第 10/COP.3 号决定核可的缔约方会议和农发基金关于
全球机制办公场所安排的 1997 年备忘录)。因此，分配给全球机制的三个帐户将
要受日内瓦联办单一行政制度约束，并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规则》加以管理

(见第 6/COP.10号决定第 5段)。 

37.  在 2011 年 11 月底的会议上，农发基金同意向《荒漠化公约》提供另外的
文件，除其他外，涉及财务报告/审计、有争议的帐单和可能的负债、信托基金
和赠款的状况，包括捐助方报告要求、全球机制办公场所费用估计、财务报表的

编制等。双方还商定，帐户的转移须等农发基金年度审计工作完成后开始；在全

球机制帐户转移到日内瓦联办之前，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的工资名册、向供应商和

顾问的付款以及全球机制银行帐户的运作等，将继续由农发基金处理和管理。 

38.  为了准备将全球机制帐户转移至日内瓦联办，执行秘书于 2012 年 2 月 2 日
致函纽约联合国总部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帐务厅的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要

求设立一项新的信托基金，用以管理全球机制的自愿捐款。全球机制的核心预算

将在秘书处一般基金项下进行管理。对于自愿捐款，根据与农发基金的协商和关

于目前全球机制的两个自愿捐款帐户可合并为一个帐户的谅解，已经要求联合国

财务主任设立一项新的基金。到目前为止，尽管一再询问纽约的财务主任办公

室，但该信托基金仍未建立。后续询问都是经日内瓦联办进行的。 

39.  在审核全球机制和捐助方之间的协议方面，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一道工作及
时审查各项协议和备忘录。根据下放权力的要求，全球机制负责人可就全球机制

组织的活动，在执行秘书审批之后，与东道国政府和其他第三方签订协议。(另
见下文第五章 C节，下放权力。) 

40.  秘书处和农发基金财务部进行了密切合作，确保按照全球机制预定支出计
划，每月初能有足够的现金资源转移至农发基金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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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人力资源管理 

41.  秘书处自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全球机制在人力资
源方面的服务不至中断，包括 (一) 澄清适用于全球机制总裁和工作人员的联合
国要求的招聘程序；(二) 全球机制总裁的任命；(三) 全球机制工作人员。 

 1. 澄清适用于全球机制总裁和工作人员的联合国要求的招聘程序 

42.  在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之前，全球机制总裁的任命都受经缔约方会议第
10/COP.3 号决定核可的缔约方会议和农发基金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中的规定约
束。这些规定未曾设想让《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参与全球机制总裁的招聘，后

者仅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提名并由农发基金总裁任命。因此，在第

6/COP.10 号决定第 6 段中，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明确决定，“对全球机制总
裁的任命由执行秘书经过联合国的招聘程序来完成”。执行秘书因此按照按照第

6/COP.10 号决定执行部分第 6 段的规定和联合国规则和条例，启动了添补全球
机制总裁职位空缺所需要的行政步骤。为了启动招聘总裁的工作，向日内瓦联办

发送了修订的职务说明征求评估意见，并于 2012年 1月 26日致函纽约人力厅要
求在设想的招聘工作中提供协助。 

43.  除了全球机制总裁的任命，为了执行第 6/COP.10 号决定第 5 段的规定，将
通过《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向全球机制全体工作人员发放任命书，从而使“全球

机制所管理的所有帐户和工作人员均受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单一行政制度约束，

并按照联合国的财务条例和规则加以管理”。 

44.  由于将(农发基金签发的)全球机制合同转换为《荒漠化公约》合同的程序没
有在第 6/COP.10 号决定里明确规定，秘书处遂请人力厅将全球机制总裁的招聘
程序提出意见，并就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合同转换为《荒漠化公约》合同的程序给

予指导执行秘书 2012 年 1 月 26 日的信)。《荒漠化公约》行政和财务协调员与
人力厅人力资源政策处处长随后于 2012 年 3 月底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私人
性的后续会议。这次会议结束后，人力厅表示它须评估《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

秘书处之间的联系并且将咨询法律事务厅以准备关于此问题的意见。 

45.  尽管数次提醒人力厅此事紧急，但《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直到 2012 年 8 月
2 日才收到正式答复。这一答复提到了第 6/COP.10 号决定中涉及修订《荒漠化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农发基金谅解备忘录的几点内容。(备忘录自 2012 年 4 月以
来已经得到修订)。答复还说，缔约方会议除了作出第 6/COP.10 号决定以外，还
应明确决定，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应与《荒漠化公约》一起获得聘任合同。秘书处

于 2012 年 8 月 8 日答复人力厅，作出了另外的澄清，以便能够让人力厅更快地
审核并给出最后指导意见。在农发基金管理和人事服务部主任(在 2012 年 9 月 4
日的信中)提出请求后，秘书处派代表赴纽约，催促人力厅在将全球机制工作人
员合同转换为《荒漠化公约》合同的当前安排最后定准之前，尽快考虑延长全球

机制工作人员合同可用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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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2 年 9 月 7 日，人力厅致函秘书处，回复其要求就如何延长全球机制工
作人员合同一事提供指导意见的请求，回信说： 

(a) “联合国秘书处……没有管理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和其他资源的任务授
权。在大会没有明确授权联合国秘书处管理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和资源的情况下，

联合国秘书处只能管理大会所批准的体制联系范围内的工作人员和资源，即《荒

漠化公约》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资源”； 

(b) “为了使《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请求(第 6/COP.10 号决定)在与
《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现有体制联系之下产生效力，缔约方会议须就全球机制新

办公场所安排及可能与《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之事作出决定。此外，大

会须核准缔约方会议的这一决定。然而，缔约方会议尚未就这些问题作出最后的

决定。在缔约方会议决定将全球机制的工作人员和资源与《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融合之前，联合国秘书处按照目前的体制联系，无权管理全球机制的工作人员和

资源”；以及最后， 

(c) 人力厅提议“《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在缔约方会议作出有关决定
之前，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主席团就下列问题寻求指导意见：如何解释缔约

方会议执行秘书所具有的职权；在任命全球机制的工作人员方面应采取什么样的

措施”。 

47.  由于与执行秘书进行的协商，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主席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向联合国负责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致函作出如下澄清：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和

帐户转移到日内瓦联办一事与寻找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安排并由缔约方会议审

议，是与全球机制治理和体制安排不可分割的两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又具有独

立性。 

48.  上述函件还提请注意大会关于执行《荒漠化公约》的第 66/201 号决议，该
决议应视为大会明确给予联合国秘书处的管理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和资源的授权。

具体地说，在该决议执行部分第 3和第 4段中，大会“欢迎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
届会议的成果，并强调需要执行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并且“又欢迎公约缔约

方努力找出与全球机制的治理和体制安排有关的持久解决办法，以此作为已进行

的各次外部评估包括联合检查组 2009 年报告的后续行动，以便为缔约方会议提
供更好的服务”。 

49.  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在 2012 年 11 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会议上审议了
秘书处提交的关于执行第 6/COP.10 号决定的进展报告，注意到纽约联合国人力
厅所表达的立场，即不认为全球机制是联合国与《荒漠化公约》之间现有体制联

系的一部分。主席团还注意到，在这方面，人力厅还认为，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应

首先从《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获得任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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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这一背景下，同时考虑到农发基金总裁，最近表示的立场，即延长全球
机制工作人员(从 2012 年 10 月延长至 2013 年 3 月)将是他代表执行秘书所做的
最后一次这类行动，主席团注意到并支持执行秘书正在采取的措施，以便按照

《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给全球机制工作人员签发任命书，以期最晚在

2013年 3月之前完成这一过程，从而避免全球机制的运作出现任何中断。 

 2. 全球机制总裁的任命 

51.  第十届缔约方会议结束之后，在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举行的视频会上，执行
秘书由农发基金总裁告知，全球机制总裁的合同将于 2011年 11月到期。因这是
《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第一次收到全球机制总裁合同情况的信息，执行秘书强调

需要就确保服务连续性的紧急程序达成一致意见。然而，由于全球机制总裁合同

的情况、合同延长或续订的规定以及第 6/COP.10 号决定中的有关规定，执行秘
书无权在不遵守联合国招聘程序的情况下，延长全球机制总裁的合同。在 11 月
底的后续会议上，农发基金同意将全球机制总裁的合同最后延长六个月，至

2012年 5月 31日为止。农发基金向全球机制总裁发了这样的信函。 

52.  2012年 5月 25日，执行秘书在尚未收到人力厅回复意见的情况下，向当时
在任的全球机制总裁发了备忘录，告诉他需要为提交交接报告作必要的准备，并

需要将重要事项告知方案司司长，以确保全球机制能够继续运作。该备忘录还发

给了负责人力厅的助理秘书长和农发基金总裁。因秘书处没有从人力厅收到关于

现任全球机制总裁最后合同的任何指导意见，执行秘书遂任命全球机制位列第二

的高级官员即方案主任担任全球机制负责人，自 2012年 6月 1日起有效。 

 3. 全球机制的工作人员 

53.  在等待人力厅指导意见期间，为了确保全球机制在人力资源方面服务的连
续性，执行秘书向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征求意见，要求农发基金延长全球机制

工作人员的定期合同。自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以来，已经根据缔约方会议和农发基

金之间的原始备忘录规定的条件，两次要求进行这样的延长，每次延长六个月。

在提出这一要求之后，农发基金代表《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两次延长了全球机

制工作人员的合同，一次是从 2012 年 4 月 1 日延长至 9 月 30 日，另一次是从
2012年 10月 1日延长至 2013年 3月 31日。全球机制和秘书处为目前所有的职
位(核心职位和自愿捐款资助的职位)编写了职务说明。2011 年全体员工也采用了
农发基金员工考绩制度。 

54.  然而，自 2012 年 4 月对缔约方会议和农发基金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作出修订
以来，涉及农发基金在全球机制工作人员聘用事宜中的作用的规定已经被移掉。

因此，农发基金总裁表示，依据修订的备忘录对全球机制工作人员合同最后一次

延长(延长至 2013年 3月 31日)，将是他代表执行秘书做的最后一次这类行动。 

55.  延长全球机制短期工作人员和顾问合同一事是在执行秘书向全球机制总裁
下放业务权框架内处理的，详见下文第五章 C节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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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全球机制为每个职位确立了档案，包括职务说明和农发基金职位分类程序
的有关信息，并将这些提供给秘书处。秘书处向全球机制提供了《荒漠化公约》

采用的联合国考绩制度的信息，并且已经开始与农发基金讨论如何为全球机制工

作人员确定一个临时考绩制度，包括确立工作计划的审核程序。全球机制的员工

考绩制度将由全球机制负责人依照下放的权力来实施。 

57.  在编写本报告之日，已经按照联合国程序启动了全球机制职位的招聘程
序，这一程序将在 2013年 3月 31日之前完成。 

 C. 下放权力 

58.  在第 6/COP.10 号决定第 7 段中，缔约方会议还决定“执行秘书酌情并按照
联合国的规则和条例，向全球机制总裁下放下述业务权： 

(a) 管理分配给全球机制的方案和预算，包括订立服务合同、安排旅行及
出差事宜； 

(b) 为实施全球机制商定的工作计划和方案，采取总裁视为必要的任何行
动； 

(c) 就方案和自愿捐款与捐助方订立协议； 

(d) 为全球机制雇用人员。 

59.  根据这些规定，并依照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印发的行政指示(ST/AI/ 
2004/1)，执行秘书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向全球机制总裁下放了财务事项方面的
业务权。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这方面的权力已经转给全球机制负责人，直至
新的总裁得到任命为止。 

60.  上文第五章“行政重组”讨论了第 6/COP.10 号决定第 7 段(b)、(a)和(d)分
段分别提及的实施全球机制工作计划和方案、方案和预算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问

题。对于同一决定第 7 段(c)分段提及的捐助方协议，执行秘书保留了与东道国
政府和其他第三方签订涉及全球机制项目的全部权力，而全球机制总裁可在执行

秘书审核签字之后，就全球机制的活动签订协议(下放权力，2011 年 12 月 20
日)。新的协议必须由执行秘书签字，签过的协议原件由秘书处保存，复制本由
全球机制保存。 

61.  全球机制目前与捐助方签有好几项协议，协议有效期涉及 2012 年年中至
2014 年这段时间。这些捐助方的大多数已经确认，全球机制行政方面的变动不
会影响这些协议。全球机制也与其他捐助方进行了联系，告诉他们这些行政变动

是根据第 6/COP.10号决定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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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修订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2.  修订与农发基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被认为是执行第 6/COP.10 号决定的核心
要点，因为这代表着执行该决定的其他规定的前提条件。其他规定包括消除涉及

执行秘书的总体管理责任、全球机制的问责及法律代表权的矛盾之处以及行政重

组问题。 

63.  经第 10/COP.3 号决定核可的缔约方会议和农发基金关于全球机制办公场所
的 1997 年备忘录所包括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体制、行政、治理、问责以及报告方
面的安排，因而确定了全球机制与农发基金、缔约方会议、《荒漠化公约》秘书

处和公约其他机构的关系。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因此在第 6/COP.10 号决定序
言中注意到“……关于全球机制活动方式和行政运作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前后不一

致和矛盾导致全球机制缺乏监督、报告不足及问责问题”。缔约方会议注意到的

“前后不一致和矛盾”其中就包括“全球机制任命和招聘工作人员，对帐户进行

管理和审计，均须遵守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规则和条例，不受缔约方会议的直接

审查和指导”。 

64.  缔约方会议还注意到农发基金的信，信里说“目前约束农发基金和全球机
制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已经过时，需要重新拟订”，“一旦缔约方会议决定继续让

农发基金担任全球机制的东道主”，那么在未来的可能关系中，“不应给农发基

金带来任何费用和赔偿责任”(ICCD/COP(10)/INF.5)。 

65.  因此，在第 6/COP.10 号决定第 8 段中，缔约方会议决定“修订载于第
10/COP.3 号决定的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签订的关于全球机制活动方式和行政运
作的谅解备忘录”。缔约方会议主席于是在第十届缔约方会议结束之后并在

2011年 11月 1日期限之前立即正式致函农发基金告知缔约方会议的决定。 

66.  在第 6/COP.10 号决定第 9 段中，缔约方会议还指示并授权执行秘书，在缔
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主席团指导下并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主席协商，“修订并实

施缔约方会议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限定

于 (1) [决定]第 5 段所列之外的后勤和行政支持，(2) 通过意大利政府给予全球
机制工作人员以特权和豁免”。因此，全球机制的任何未来办公场所安排应在这

一背景下加以解释，并且应限于向全球机制工作人员提供特权和豁免以及后勤和

行政支持，但不包括帐户和员工管理。 

67.  为落实这些规定(第 6/COP.10 号决定第 8 和第 9 段)，执行秘书自 2011 年
11 月中旬开始了与农发基金总裁的协商。《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于 2011 年 12
月 5日向农发基金发送修订的备忘录草案第一稿之后，双方就下列事项达成了共
同谅解：(一) 须提到农发基金提供的服务的费用需要偿还；(二) 农发基金的理
解是，修订谅解备忘录意味着全球机制将搬离农发基金总部场地，最早在第十届

缔约方会议于 2012年 9月作出决定一年之后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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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农发基金最初提议在修订的备忘录里加上一条规定，设立一个全球机制资
金代管帐户“用于清偿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第 2867 号判决有关的未清偿
的索赔”。然而，根据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关于此事的意见(2012 年 7 月 11 日收
到)和下述共同谅解，即这类资金未经缔约方会议同意不可能释放并且这些资金
涉及与办公场所安排无关的问题因而应单独处理，这一条规定没有列入修订的备

忘录。 

69.  虽然农发基金最初提议全球机制在第十届缔约方会议结束后一年内将全球
机制搬迁，但随后很快就一致认为，第 6/COP.10 号决定没有给予执行秘书在缔
约方会议闭会期间处理搬迁问题的授权。具体地说，第 6/COP.10 号决定执行部
分第 10、第 11 和第 14 段清楚地表明，迁移之事只能在订立关于新办公场所的
安排并终止与农发基金签署的备忘录之后才能实施(第 10 段)。而这件事只能由
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根据执行秘书经与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主席团协商

(第 11 段)，就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的安排包括可能与《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
设一处(第 14 段)的问题提出的一项建议，通过最后决定。全球机制的迁移问题
在下文第七章“办公场所安排”和主席团就此事提交的报告里另有讨论。 

70.  在秘书处于 2012 年 1 月 24 日将另一版本的备忘录草案发给农发基金之
后，双方同意了修订稿，执行秘书和农发基金总裁于 2012 年 4 月 2 日签了字。
考虑到第 6/COP.10号决定中所列的各有关要点，修订的备忘录： 

(a) 将农发基金的作用和职责限定为提供行政和后勤支持，例如确保全球
机制工作人员享受权利和豁免； 

(b) 以第 6/COP.10 号决定的措词为基础拟订新的案文，以此更新谅解备忘
录的序言； 

(c) 删除按照第 6/COP.10号决定中的法律授权已经变得无关的几节内容； 

(d) 修订其他条款，使之与第 6/COP.10 号决定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包括提
及决定执行部分第 10段规定所要求的终止程序。 

 七. 办公场所安排 

71.  2009 年联检组评估全球机制的报告(JIU/REP/2009/4)曾提出或可将全球机制
迁移的意见，主席团在 2011 年随后提交第十届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ICCD/ 
COP(10)/4)里概述了进一步的备选方案。 

72.  因此，第 6/COP.10 号决定第 10 段指示执行秘书“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一
道努力，进一步修改谅解备忘录，以便一旦订立关于新办公场所的安排，就能及

时终止”。这一规定须结合执行部分第 11和第 14段来读，这两段请执行秘书经
与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协商，“开始一项工作，寻找全球机制的新办公场

所，包括考虑可能与《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同时考虑到费用、业务模

式和协同作用以及治理效率等信息，并最迟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将这些信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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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主席团”并指示执行秘书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

“就全球机制新办公场所的安排，包括可能与《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同设一处的

问题”提出一项建议，“由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通过最后决定”。 

73.  因此，秘书处在 2012 年 7月 1日之前向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团提交了题
为“为全球机制确定新的办公场所安排”的报告。在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团

2012 年 11 月会议之前和之后，该文件得到订正，考虑到了最新的信息以及从主
席团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收到的意见。按照第 6/COP.10号决定第 12段，秘书
处正组织在审评委第十一届会议期间对此事进行一次非正式讨论，将向缔约方会

议第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最后报告，由第十一届会议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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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English only]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Global Mechanism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SMTF) 

  An internal consultative mechanism 
Mandate and inter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Mandate and operational objectives 

The Conference of Parties of the UNCCD by its Decision6/COP.10, decided tha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UNCCD shall assume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including coordinating reporting on, inter alia, accounting, performa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nd requested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with the support of 
senior staff of the UNCCD Secretariat and the Global Mechanism and others as appropriate, 
to develop inter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CCD 
secretariat and the GM . 

Building upon the spirit and letter of Decision 6/COP.10, internal arrangement is hereby 
established as a further step to assi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 discharging his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over the performa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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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isions of the Conferences of Parties, as required 
by the Decision 6/COP.10. 

Accordingly, a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MTF) is 
hereby established as an internal consultative mechanism to advise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matters relat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6/COP.10, in 
particular, assuming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including coordinating reporting 
on, inter alia, accounting, performa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nctioning of the SMTF and its rules and procedures are founded 
upon the following core principles: 

The SMTF is an internal consultative mechanism which is set up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 pursuance of the mandate set out in Decision 6/COP.10.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SMTF is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ith the aim of assisting him/her in assuming and discharging the governance 
arrangement mandated in Decision 6/COP.10,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manner, in 
particular:  

(a)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GM, its accountability and 
coordinating its reporting;  

(b) Coordinate and facilitate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of workplans and 
programmes as per the decisions of the Conferences of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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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joint corporate identity with joi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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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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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set out in 
decision 6/COP.10 to ensur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and legal aspects of the 
Decision are implemented. 

It replaces all existing ad hoc mechanism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M, including the Task Force on the Joint Work programme. 

The SMTF shall function as an internal advisory body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all 
matters pertain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6/COP.10 as well as relevant COP 
decisions requiring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activities of the GM and the 
secretariat,  

The Inter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SMTF under which it shall operate are set out in 
Annex I to the present document and include those relating to Objectives and purposes, 
Collective mechanism, Scope of consultations, Review of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of 
Meetings of the STMP. 

At appendix II is a non-exhaustive list of focal areas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SMTF during 
the biennium 2012–2013, relating in particular, to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Decision ICCD/COP10/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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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Inter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SMTF 

  Rule 1: Objectives and purposes 

1. To assi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 ens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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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ramework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under 
the overall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2. To assist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 assuming overall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y 
while avoiding duplication and overlapping of activities and to promote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 Global Mechanism and the permanent secretariat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st efficiency while ensuring that Convention’s bodies act 
as one entity. 

  Rule 2: Consultative Mechanism 

3.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shall establish an internal informal consultative mechanis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ith the aim of assisting him/her in assuming and discharging the 
governance arrangement mandated in Decision 6/COP.10,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manner, 
in particular: 

(a)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GM, its accountability and 
coordinating its reporting on, inter alia, accounting, performa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to the Conference of Parties;  

(b) Coordinate and facilitate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of workplans and 
programmes as per the decisions of the Conferences of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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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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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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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set 
out in decision L.22 to ensur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and legal aspects of the 
Decision are implemented. 

4.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shall comprise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ho 
shall be its Chair,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and such other Senior 
Staff of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M who may be appointed to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by the Chair. The senior GM staff to be appointed to the Task Force shall be 
recommended by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The Chair can delegate 
his/her functions to a designated senior staff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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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Chair may invite further senior staff of the Secretariat or GM, or other 
conventions bodies, as they may consider relevant to the issues under discussion, to attend 
any meeting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6.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shall be held on a quarterly 
basis,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on the last Thursday of each quarter. 

7. Extra-ordinary meeting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may be convened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s appropriate. 

8.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shall appoint, from amongst the member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a Secretary who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and 
convening the meeting, includ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 agenda,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matter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9. The agenda and the related documents approved by the Chair shall be distributed by 
the Secretary to the designated member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Ad hoc 
documents and other such materials not so distributed may be considered at the meeting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hair. 

10. The meeting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shall be complemented by 
regular meetings .between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M 
and senior staff, as appropriate  

  Rule 3: Scope of Consultations 

11. The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shall comprise 
matters of direct relevance to and effe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s 
enhanced ability to assume overal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As such, it shall address policy, financial,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topics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L 22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COP and subsidiary bodies’ 
decisions in respect of matter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a)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of the COP, its subsidiary bodies and their 
respective Bureaux; 

(b) Development, follow-up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of 
work, including joint work programmes; 

(c)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to enhance efficiency and avoid 
duplication between the work of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lobal Mechanism; 

(d) Finance, accounting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e)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a joint corporate identity with joi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ITC; 

(f) Logis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g) Relations with Secretariats of other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art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CCD at 
meetings of other institutions, bodies or parti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h) Conference services and planning/reparations for COP, subsidiary bodies and 
other Convention’s or external meetings; 

(i) Capacity Building;  

(j)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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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The appropriate execution by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operational 
authority delegated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in furtherance of Paragraph 7 of Decision 
L22; 

(l) Other matter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e to accountabilit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transparency and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in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by the 
Global Mechanism and other Convention’s institutions and bod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L22 and the Convention. 

  Rule 4: Review of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of Task Force Meeting 

12.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may from time to time, convene further Meetings of the 
Task Force, to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taken at the meetings of the Task 
Force and take such further decisions as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ir expeditious 
implementation. 

13.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shall circulate, through the Secretary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ask Force, the annotated agenda and related document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Task Force, at least two weeks before such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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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Non-exhaustive list of focal areas for the immediate attention 
of the SMTF during the biennium 2012–2013 

 I. Legal aspects 

1. Revision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OP and IFAD. 

2. Status of consultations with IFAD. 

3. IFAD support to the Global Mechanism to be circumscribed to logis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nd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hrough the Government of 
Italy. 

4. Transfer of accountability and the leg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GM to the UNCCD 
secretariat. 

5. Review of type and volume of agreements signed by the GM to this date. 

6. Defining procedures and clearance mechanisms for signature of future agreements. 

 II.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aspects   

7. Financial management includ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the 
Global Mechanism’s finances and accounting from IFAD to UNOG. 

8. Ensuring that the staff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are under one single administrative 
reg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9.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10.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s. 

11. Asset management. 

1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3. Space allocation. 

 III. Coordin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of 
workplans and programmes 

14. Revision/Alignment of the JWP with COP decisions. 

15.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joint corporate identity with joi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16. Operationalization of a joint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y. 

17. Review of procedures & Identification of deadlines and foca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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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Reporting 

18. Reporting to the COP, CRIC and CST through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all 
matters, including accounting, performance and activities. 

19. Definition of reporting procedures and clearance mechanisms. 

20. Identification of documentation focal points. 

 V. Operational modalities of implementation 

21.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CCD secretariat and the Global Mechanism:  

(a) Presentation of the envisaged procedure;  

(b) Setting dead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22. Scope, procedures and clearance mechanisms related to the targeted delegation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operational authority to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as appropriat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7 of Decision L.22/COP.10, for:  

(a) Management of the programme and budget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b)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d workplans and programmes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c) Agreement with donors on programmes and voluntary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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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English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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