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116/DEC 

 

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16 届会议上做出的决定 
 

2022 年 6 月 7 日，沙特阿拉伯，吉达 

 
通过议程 ....................................................................... 2 

当前国际旅游业趋势 .............................................................. 3 

总体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 4 

本组织财务状况报告 .............................................................. 5 

人力资源报告.................................................................... 7 

世旅组织秘书长关于设立未来旅游业重新设计工作队的建议的介绍 ...................... 8 

世旅组织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地区办事处的现状报告 .................................... 9 

设立世旅组织地区办事处的法律和业务框架 ......................................... 10 

附属成员委员会主席的通讯 ....................................................... 11 

附属成员申请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 12 

执行委员会第 117 届和 118 届会议的地点和日期 ..................................... 13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1 (CXVI) 

通过议程 

(CE/116/prov.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通过了拟议的议程。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2(CXVI) 

秘书长的报告 
当前国际旅游业趋势 
(CE/116/3(a)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审查了关于当前国际旅游业趋势的报告，  

 
1. 欢迎秘书长提供的报告和最新信息，以及世旅组织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监测报告

和开发的工具；和  

2. 要求秘书长继续监测趋势和恢复情况，并向各成员提供相应的最新信息。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3(CXVI) 

 
秘书长的报告 

总体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CE/116/3(b) rev.2 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总体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开展的所有活动；  
 
2. 核准《旅游业气候行动格拉斯哥宣言》，这是世旅组织于 2021 年 11 月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第 26 届缔约方会议（COP26）上发起的一项自愿承诺，旨在加快旅游业的气候

行动，并鼓励所有世旅组织成员国推广该宣言；  
 
3. 核准秘书长和旅游在线教育委员会（CTOE）的提案，将与 IE 大学关于在线学习平

台的协议延长至 2031 年 12 月 31 日 ；和  
 

特别审读了内部监督事务办公室（内监办）关于内部管控的附件 VI，  
 

4. 支持秘书长在内部管控方面的努力，并要求他与内监办进一步合作，加强本组织的

问责制框架。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4(CXVI) 

 
秘书长的报告 

本组织财务状况报告 

(CE/116/3(c) rev.1 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该报告,   
 
I.     世旅组织 2022 年 3 月 31 日终止期间的财务报告  
 

1. 赞赏地注意到这些文件及其附件中所载的全面信息；  

2.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终止期间的财务报告以及该文件及其附件中提

供的信息，并批准了本文件中提出的以下内容：  

(a)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经常预算订正拨款，  

(b) 2022 年 3 月 31 日秘书长提出的 2021 财政年度经常预算收支计划，  

(c)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期间与世旅组织的共同筹资项目和捐助方的捐助；  

3. 还满意地注意到提交了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世旅组织临时财务状况表

和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期间的世旅组织财务绩效表；  

4. 感谢为履行其财政义务作出必要努力的成员，敦促尚未履行其财务义务的成员采取

必要步骤缴纳其 2022 年的会费，并提醒成员在《财务条例》第 7(2)条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其

会费；  

5. 感激地欢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主动采取必要的程序，部分或全部履行其财务义务，

摆脱《章程》所附《财务细则》第 13 段规定的约束，并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本

文件发布之日起不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  

6. 注意到根据附件 1.D.4 所示的 A/RES/736(XXIV)号决议摘录第 6 段，自 2022 年 4 月

1日起，《章程》第 34条和/或《章程》所附《财务细则》第 13段的规定再次适用于乍得、

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和瓦努阿图这几个正式成员；  

7. 核准正式成员乌干达以及附属成员探险旅行和贸易协会向执行委员会本届会议提交

的付款计划，以提交给大会第 25 届会议批准；  

8. 要求秘书长向大会下届会议通报各成员遵守所达成的协议的情况，以便视情况维持

大会给予它们的对第 13 段规定的临时豁免，或在它们未履行其承诺时对它们重新适用这些

规定；  

9. 支持秘书长采取积极主动的办法结清本年度和拖欠的会费，以便为本组织的工作计

划作出贡献，特别是考虑到对本组织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以其有限的资源协助旅游部门

从国际事件对该部门的影响造成的挑战中恢复过来。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II.    世旅组织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的年度财务报告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注意到，由于特殊情况， 2022-2023 年期间的外部审计员，即对 2021 年和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终止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外部审计的外部审计员，是在 2022 年 3 月 26 日通过默许程序

选出的(A/RES-PS/1(2022))， 
10. 注意到，在起草本报告时，世旅组织 2021年 12月 31日终止年度的财务报表仍在外

部审计过程中； 

11. 要求秘书长在外部审计结束后向执行委员会提交本组织 2021年 12月 31日终止年度

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以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年度的外部审计员意见和秘书长的财务

报告；  

12. 感谢秘书长为发布符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与其他联合国组织一致的世旅

组织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年度的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所做的工作；和  

13. 对方案和预算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为瑞士和秘鲁）以及外部审计员（西班牙）

的工作表示感谢。  

III.   为简化程序而对采购规则的修改  
  

14. 决定批准秘书长提议的对《财务细则》DFR VI.33 (d)的修正，以更新采购门槛。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5(CXVI) 

 
秘书长的报告 
人力资源报告 

(CE/116/3(d) rev.2 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审查了该报告，  
 

1. 注意到所提供的关于本组织人力资源的信息；  

2. 对为本组织服务的人员目前所做的工作及其对工作计划的贡献表示满意，特别是考

虑到本组织资源有限而对其需求却不断增加以及 COVID-19 大流行所带来的特殊情况；  

3. 对世旅组织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对工作人员的管理以及为确保所有人员的健康

和福祉所采取的举措表示满意；  

4. 注意到所提供的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ICSC）生活费用调查和国际公务员

协联（FICSA）费用分摊提案的信息；  

5. 为了本组织的利益并考虑到联合国在此问题上的政策，批准对《工作人员细则》第

14 条第（4）款之二(a)项的例外；  

6. 鼓励成员国向本组织提交关于资助初级专业人员的具体建议；和  

7. 鼓励成员国向本组织派遣借调官员，特别是考虑到本组织资源有限而对其需求却不

断增加，并确保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利雅得的中东地区办事处增加人力资源；和 

8.  感谢道德操守干事关于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期间所开展活动的报

告。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6(CXVI) 

 

秘书长的报告 
世旅组织秘书长关于设立未来旅游业重新设计工作队的建议的介绍 

(A/RES/741(XXIV)号决议) 
 

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共同提案国，即沙特阿拉伯王国和西班牙，没有向秘书长提交关于拟议的工作队的

任务、组成或工作方式的正式函件，以便传发给执行委员会， 

2. 听取了秘书长的介绍， 

3. 决定推迟到下届会议审议和评估关于设立未来旅游业重新设计工作队的提议；和 

4. 要求任何提案，包括工作队的任务、组成和/或工作方式，从一开始就与秘书处协商，以确

保其与本组织的法律框架相一致。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7(CXVI) 
 

 
世旅组织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地区办事处的现状报告 

                                                  (CE/116/4(a) 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审查了关于世旅组织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地区办事处现状的报告，  
 

1. 注意到关于世旅组织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地区办事处现状的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和  
  

2. 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与利雅得地区办事处人员配置有关的工作表示满意，特别是考虑

到本组织资源有限而对其要求不断增加。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8(CXVI) 
 

 
设立世旅组织地区办事处的法律和业务框架 

                                              (CE/116/4(b) 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审查了关于设立世旅组织地区办事处的法律和业务框架的报告，  
 

1. 非常满意地注意到本组织秘书处根据大会的要求对法律和业务框架进行了完善，并

感谢秘书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系统和重点突出的方法；  
  

2. 要求秘书处与执委会成员进一步协商，以便为世旅组织地区和专题办事处编写一份

经修改的法律和业务框架，提交给执委会下届会议；和 
  
  

3. 要求秘书长定期报告关于设立地区/专题办事处的任何进展。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9(CXVI) 
 
 

附属成员 
附属成员委员会主席的通讯 

                                       (CE/116/5(a) rev.1 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附属成员委员会主席的通讯，  
 

1. 感谢附属成员委员会主席的通讯；  

2. 祝贺附属成员委员会成员的四年任期；  

3. 欢迎附属成员提出的旨在恢复旅游业的倡议，并将纳入 2022 年工作计划；  

4. 强调加强附属成员委员会与附属成员事务委员会之间的机构合作的重要性；和  

5. 赞赏附属成员对更加可持续和有韧性的旅游业作出的承诺和准备。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10(CXVI) 
 
 

附属成员 
附属成员申请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CE/116/5(b) 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审查了其附属成员事务委员会（CMAM）的报告，该委员会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以虚拟形式举行会

议， 

1. 欢迎新的委员会并核准其关于附属成员状况的报告； 

2. 祝贺西班牙当选为 2022-2023 年期间的委员会主席，科特迪瓦当选为副主席； 

3. 赞扬委员会向执行委员会提交建议，以实现巩固本组织附属成员的目标，从而通过其附属成

员的贡献加强世旅组织提供服务和知识的能力； 

4. 决定在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批准之前，暂时接纳附件 I 所列的 15 个候选者为附属成员；和  

5. 要求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交附件 I 中所列的候选者，供其批准。 



 

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CE/DEC/11(CXVI) 
 

执行委员会第 117 届和 118 届会议的地点和日期 
 (CE/116/6 号文件) 

执行委员会， 

考虑到为选择届会地点而通过的准则(CE/94/3(III)(d) Rev.1)， 

认识到摩洛哥王国和危地马拉分别提交的主办其第 117 届会议的候选申请， 

注意到危地马拉撤回了候选申请而支持摩洛哥王国的候选申请， 

1. 决定在摩洛哥举行其第 117 届会议，日期待秘书处和东道国商定；  

已获悉多米尼加共和国已提交主办其第 118 届会议的候选申请； 

听闻毛里求斯有兴趣主办其第 118 届会议；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2. 决定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其第 118 届会议，日期待秘书处和东道国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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