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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账目的核对年账目的核对年账目的核对年账目的核对 

（根据第（根据第（根据第（根据第 53/42(C)和（和（和（和（D））））号决定采取的行动）号决定采取的行动）号决定采取的行动）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1. 执行委员会在第五十三次会议上审议了 UNEP/OzL.Pro/ExCom/53/65号文件，内载

2006年账户的核对结果。 

2. 秘书处在该文件内指出，环境规划署需要解释在其财务报表中报告但在其进度报告

内没有报告的支出 105 494美元。秘书处还指出，各执行机构在财务报表内报告项目支助

费用的方式与进度报告内所用的方式不同。因此决定，为了便于今后的对账工作，司库应

当审视各执行机构在进度报告和财务报表内报告方案支助费用的方式，并向执行委员会第

五十四次会议报告。 

3. 本文件第一部分载列环境规划署对委员会发觉在财务报表和进度报告内所报支出相

差 105 494美元一事作出的反馈。第二部分载列从执行机构收到的关于其在核定项目的方

案支助费用项下发生的支出时所用的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一系列结论和建议，供执行委

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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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的报告的报告的报告的报告    

4. 环境规划署告知秘书处，环境规划署试图说明在财务报表和进度报告内所报支出为

何相差 105,494美元，但因肯尼亚的困难局势而未果。直接负责行政和财务工作的工作人

员辞职，也影响了有关报告的及时提交。  

5. 同时，环境规划署审查了其进度报告和财务报表，并已经确定需要在某些领域做进

一步工作，以正确弄清出现差异的原因。该机构报告说，它已经查清，在拨款报告内记录

的方案支助费用（即内罗毕办事处记录的为环境规划署项目核定的数目）有误。此外，虽

然预计因注销债务而产生的贷项会与方案支助费用收费率成比例，但是因债务的清偿而产

生的某些贷项并非总是与正确的方案支助费用收费率有关。   

6. 因此, 环境规划署表示，环境规划署需要更多时间说明这些差异并确定需采取的正

确行动。在这方面，环境规划署要求向第五十五次会议报告它的调查结果和需要采取的纠

正措施。 

第二部分：核定项目方案支助费用项下支出的报告方法第二部分：核定项目方案支助费用项下支出的报告方法第二部分：核定项目方案支助费用项下支出的报告方法第二部分：核定项目方案支助费用项下支出的报告方法    

7. 根据第 53/42(d)号决定, 秘书处向各机构提供了问题单，请其按问题说明： 

(a) 在财务报表和进度报告内报告所收取和使用的方案支助费用的方法是否相

同；  

(b) 核定项目下收取的方案支助费用的入账，与其他信托基金项目活动以及执行

机构双边援助方案和核心单位收益的入账如何分开； 

(c) 是否建议所有执行机构在两份报告内采用一种标准的方法报告方案支助费

用，以便利对账工作。 

环境规划署 

8. 环境规划署答复说，环境规划署在进度报告和财务报表内报告的方案支助费用，依

据的是环境规划署/内罗毕办事处账户内记录的信托基金每月实际支出（付款额加上未清

偿债务）。自 2001年 7 月以来，该机构一直使用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综管系统），因此

可以列报每个项目和支出用途项下的实际方案支助费用。对各项目或信托基金收取的方案

支助费用，记入环境规划署的“方案支助费用特别账户”。   

9. 环境规划署正在通过 IML 信托基金执行多边基金项目。与所有其他信托基金一

样，该基金的方案支助费用是按照基金账目内记录的实际支出（付款加未清债务）确定

的。在综管系统记录拨款时，必须通过供资文件列明方案支助费用收费率。每个月底分批

盘查一次，根据所记录的支出自动计算方案支助费用。收取的数额在基金总分类账内记作

支出，同时在环境规划署“方案支助费用特别账户”内记作收入。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选

择总分类账内的数额，作为基金总支出的一部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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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年编制的预算提案，以行政人员的形式使用方案支助费用。环境规划署表示，由

于在进度报告和财务报表两个系统内输入方案支助费用时会有人为的差错，因此两个系统

的方案支助费用数额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进度报告和财务报表数字进行核对。 

开发计划署  

11.  在第五十三次会议上，开发计划署在进度报告中报告说，它在 2006年和以往数年

内执行项目方面赚取的方案支助费用为 5,135,559 美元。该机构解释说，虽然这一数额视

为已赚取的收入，并在进度报告内予以报告，但根据 2006年财务报表，这笔收入尚未支

付。 这笔资金将在 2007年和其后的期间用来支付行政费用，因为开发计划署规定，支助

费用在方案执行情后才视为已经赚取，在此之前不付款。  

12. 开发计划署表示，该机构对多边基金收取的所有费用和核心单位资金，作为单独的

信托基金账户费用入账，不与该机构的一般行政收入混合入账。  

13. 开发计划署的支出政策将债务视为债务发生年度的支出。在未来一个期间偿付债务

时，对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原承付额相应较少，以此抵消付款额。一项债务

的注销，将使项目预算额相应增加，有关支助费用额也相应增加。  

14. 开发计划署告知，有必要进行内部对账，这将便利与多边基金司库的对账工作。在

账户核对单内，列明存在的差异，并说明如何处理这些差异。账户核对单还利用决算，以

便在最后对账时予以反映。 

15. 开发计划署可以查阅每年实际赚取和花费的方案支助费用的资料。所使用的资金在

每年提交多边基金都核心单位预算文件内报告。由于方案支助费用单独记账，因此该机构

可以监测从该基金赚取的方案支助费用。   

世界银行 

16. 世界银行证实，其所用程序与开发计划署相同，因为该机构对多边基金活动的收费

和核心单位资金单设信托基金账户，不与其他行政收入混合记账。实际支助费用支出由世

界银行内部通过该银行的财务管理/核算系统（SAP）处理。核心单位预算通过核心单位

所用的一个信托基金，与项目资金完全分开。 

17. 同样，项目管理资金（即项目支助费用）分流至世界银行的各区域，即项目管理小

组，与项目资金分开监管。为各国执行项目而提供的项目资金，单独存入子信托基金。  

18. 在财务报表中，支助费用支出作为“行政开支”类列报。这一类别合并了世界银行

会计系统内关于各区域和核心单位行政开支的数据。其中还包括项目编制支出。这些支出

须接受年度外部审计。   

19. 世界银行在反馈意见中表示，世界银行集团与执行委员会签署的协议条款规定，世

界银行将依照其规则和程序管理和执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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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组织 

20.  工发组织在答复中表示，其行政费用以及方案支助费用的支付只有在项目执行

（资金的支付和（或）承付）时才确认为支出。 所赚取的支助费用是根据两项报告内的

支出确定的。工发组织在其进度报告中提供了关于项目支出的资料，并单独列报所赚取的

方案支助费用。关于核心单位费用的资料，是以一份不同的报告单独提交秘书处的。在财

务报表中, 工发组织的支出包括项目支助费用和核心单位资金。  

21. 工发组织对账户进行了内部核对，以此便利与秘书处和司库进行的年度对账工作。  
初步对账是根据临时账目进行的。随后在执行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之前，根据决算进行一

次最后对账。发现的差异向执行委员会报告，而执行委员会在每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

账户的核对问题。  

22. 工发组织证实，它可以查阅关于每年赚取的方案支助费用资料。该机构在“基金”

一级设有一个账户，并未单独开设支助费用收入账户。所赚取的方案支助费用设有数据

库。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调查结果和结论摘要调查结果和结论摘要调查结果和结论摘要调查结果和结论摘要：：：：        

 开发计划署 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 世界银行 
在进度报告/财务

报表中报告方案

支助费用 
 
 

方案支助费用在

进度报告中作为

承付款*列报，在

财务报表中作为

实际付款列报  

方案支助费用在

财务报表和进度

报告中均作为承

付款列报。在账

户核对工作中没

有任何出入   

方案支助费用在财

务报表和进度报告

中均作为承付款列

报。在账户核对工

作中没有任何出入 

方案支助费用在进

度报告中最为承付

款*列报， 在财务报

表中作为实际付款

列报 

《蒙特利尔议定

书》活动单设信

托基金 

是 是 不是工发组织普通

基金  
是 

单设方案支助费

用账户 
是 – 核心单位用

途，与机构收入

用途分开 

是 不是 是 -核心单位用途，

与机构收入用途分

开 
单设核心单位账

户  
不是 不适用 不是 是 

查阅方案支助费

用收益和用途 
是 是 – 以人员支助

形式返还 
是 是 

分项报告方案支

助费用和核心单

位用途  

定期 
报告核心单位用

途，但无需报告

方案支助费用用

途 

无规定。定期报

告战略行动方

案，但无需报告

方案支助费用用

途   

定期报告核心单位

用途，但无需报告

方案支助费用用途 

定期报告核心单位

用途，但无需报告

方案支助费用用途 

* 虽然方案支助费用视为已赚取收益并在进度报告中列报，但尚未实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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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执行机构在财务报表和进度报告中报告方案支助费用支出时所用的方法看来有所不

同。虽然在进度报告中报告方案支助费用是三个机构都采用的标准做法，但在财务报告中

报告的做法不同。环境规划署和工发组织在财务报表中所用的方法是不提供使用方案支助

费用收益实际付款额的资料，而世界银行和开发计划署提供此种资料。这是由于执行机构

的核算制度不同，因此把在财务报表中报告方案支助费用的做法标准化可能无法做到。 

24. 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做法是，核定项目项下赚取的方案支助费用

与其他信托基金项目活动分开，而工发组织不采用这种做法。在不单独执行多边基金活动

的情况下，可能比较难以监测方案支助费用收益和用途。可能也比较难以评估行政费用是

否充足。 

25.  世界银行和开发计划署将核心单位资金与机构收费分开，而工发组织不这样做。

工发组织的做法是将核心单位和机构收费项下的支出混合列报。将机构收费账户与核心单

位账户分开，可以更好地评估核心单位资金的数额是否适当，还可以确定核定的方案支助

费用水平是否适当。 

26.  最后，鉴于正在进行行政费用研究，本文件不处理双边活动的方案支助费用在执

行机构的财务账目中如何入账的问题，以及此种费用是否与为执行机构核准的项目分开处

理的问题。目前双边活动收入和支出，包括相关的方案支助费用数额，不在财务报表内列

报，以此作为关于共同词汇和程序研讨会的一项后续行动。在 2005年账户核对工作中，

执行机构财务报表内与双边活动有关的一些差错，已经列为经常性的核对项目。有双边项

目活动的执行机构，应当单设账户记录此种活动，以避免需要长期核对的项目。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27. 谨提议执行委员会： 

(a) 注意到 UNEP/OzL.Pro/ExCom/54/55号文件； 

(b) 注意到环境规划署要求向第五十五次会议报告关于财务报表和进度报告所记

录的支出相差 105,494美元的调查结果，并说明需要采取何种纠正措施； 

(c) 注意到将在行政费用研究方面做进一步工作，以处理该机构收费和核心单位

资金是否充足的问题以及在双边活动项下方案支助费用的入账问题； 

(d) 建议负责行政费用研究的顾问考虑到本文件； 

(e) 注意到在财务报表内如何报告方案支助费用方面目前没有任何标准方法； 

(f) 注意到四个机构中有三个为《蒙特利尔议定书》活动单设信托基金；以及 

(g) 注意到三个机构中有两个为核心单位费用单设账户，并为机构收费单设账

户。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