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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一五四届会议
2016 年 5 月 30 日 － 6 月 3 日 ， 罗 马

财政委员会第一六一届会议
（ 2016 年 5 月 16－ 20 日 ） 报 告

内容提要
在 2016 年首次例会上，财委审议了本组织财政状况及其职权范围内的其他
事项。在此份第一六一届会议报告中，财委：
1) 向理事会提出以下具体建议：(i) 敦促成员及时、全额缴纳分摊会费（第
8 段）；(ii) 赞同总干事延长审计委员会成员任期的建议（第 30 段）；以
及(iii) 职业道德委员会的未来走向（第 38 段）。
2) 向 理 事 会通 报 其做 出 的批 准 2014－ 15 两 年度最 终预 算章间 转 拨的决 定
（第 14 段）。
3) 提 请 理事会注 意 财委就本组织的财政状况、预算事项、人力资源、监督
及其他事项向秘书处提出的指导意见。
4) 向理事会着重说明改进财委自身工作的举措。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提请理事会：
通 过 财委有关延长审计委员会成员任期以 及职业道德委员会未 来走向的
建议；
b) 注意到财委有关 2014－15 两年度最终预算章间转拨的决定；
c) 赞 同 财委就其职权范围内其他所有事项向 秘书处提出的指导意 见，及其
改进自身工作方式的举措。
a)

本文件可通过此页 QR 二维码快速读取；粮农组织采用 QR 码
旨在尽量减轻环境影响并倡导以更为环保的方式开展交流。
其他文件可访问：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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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件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财政委员会秘书
David McSherry
电话：+39 06570 5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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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财委兹向理事会提交其第一六一届会议报告，内容如下。

2.

除主席 Khalid Mehboob 先生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以下成员代表：
•
•
•
•
•
•
•
•
•
•
•

Carlos Alberto Amaral 先生（安哥拉）
Matthew Worrell 先生（澳大利亚）
Antonio Otávio Sá Ricarte 先生（巴西）
谢建民先生（中国）
Khaled M.S.H.Eltaweel 先生（埃及）
Crisantos Obama Ondo 先生（赤道几内亚）
Heiner Thofern 先生（德国）
Lupino jr. Lazaro 先生（菲律宾）
Vladimir V. Kuznets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Abla Malik Osman Malik 女士（苏丹）
Natalie E. Brown 女士（美国）
主席向财委通报以下情况：

3.
•
•
•

Cathrine Stephenson 女士（澳大利亚）被指定取代 Matthew Worrell 先生参加
本届会议部分活动；
谢建民先生（中国）被指定取代牛盾先生参加本届会议；
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退出财政委员会成员资格。该国所空出席位的补选将 在
即将召开的理事会第一五四届会议进行。
替补代表简历可从领导机构和法定机构网站下载：

4.

http://www.fao.org/unfao/govbodies/gsbhome/finance-committee/substitute-representatives/en/
此外，来自以下成员的无发言权观察员列席了财委第一六一届会议：

5.
•
•
•
•
•
•
•
•
•
•
•
•
•
•

塞浦路斯
比利时
喀麦隆
多米尼加共和国
欧洲联盟
芬兰
法国
加纳
意大利
荷兰
圣马力诺
泰国
英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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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财政状况
本组织财政状况
6.

财委审议了 FC 161/2 号文件：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组织财政状况》

和 2016 年现金流量预测，包括本组织流动资金、未缴纳分摊会费的状况、短期和
长期投资、职工相关负债、技术合作计划支出和未付余额、普通基金的赤字和自
愿捐款。
7.

财委还收到了有关本组织截至 2016 年 5 月 10 日的本年度分摊会费和拖欠

会费的最新情况报告。
8.

财委：
a) 注意到现金流量最新预报信息表明，根据成员以往缴费模式和正常计划
现金水平，本组织流动资金能够满足 2016 年底之前的业务需要；
b) 认识到本组织现金流持续健康有赖于及时缴纳分摊会费，敦促所有成员
国及时、全额缴纳分摊会费；
c) 注意到主要由于未做出资金安排的职工相关负债，普通基金赤字从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 8.622 亿美元增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9.222 亿美元；
d) 注意到职工相关负债供资不足仍然是本组织的一项关切，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正在对该共同事项进行审议；
e) 鼓励秘书处继续保持技术合作计划的支出率，以确保全面实施大会所批
准的技术合作计划拨款；
f) 注意到所提供的投资业绩信息，包括欧元对美元贬值的影响，此问题将
由财委在《2015 年投资报告》议题下进一步详细审议。

2015 年投资报告
9.

财委审议了 FC 161/3 号文件《2015 年投资报告》。

10.

财委：
g) 注意到短期投资组合业绩相当好，鼓励秘书处继续采用谨慎的短期投资
组合方法
h) 对长期投资组合与基准相比总体结果表示赞赏，尤其在 2015 年市场条
件不利、不稳定的情况下；
i)

赞扬做出健全治理安排，包括外部投资咨询委员会提供的高级别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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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职工相关负债精算估值
11.

财委审议了 FC 161/4 号文件《2015 年职工相关负债精算估值》，包括外部

精算得出的年度精算结果和当前财政状况，以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对本组织
与职工相关负债的会计处理和供资状况。
12.

财委：
a) 注意到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职工相关负债总额达 11.247 亿美元，比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减少 2.657 亿美元，主要由于贴现率提高、假设医疗
趋势率下降、年底欧元兑美元汇率变动；
b) 忆及财委以往讨论强调资金没有落实的离职后医疗保险负债问题复杂，
是关系到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c) 鼓励秘书处继续参与联合国共同系统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d) 要求财委在 2016 年秋季下届会议上提供关于联合国大会对财务和预算
网络离职后医疗保险问题工作组报告进行审议之后所做决定的最新情况，
及秘书处为控制离职后医疗保险计划费用而做出努力的最新情况。

预算事项
关于 2014－15 两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与
计划和预算转拨的年度报告
13.

财委审议了 FC 161/5 号文件《关于 2014－15 两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与计划和

预算转拨的年度报告》。
14.

财委：
a) 注意到根据本组织未审计账目编制的 2014－15 年最终预算执行结果，
以及未用余额 560 万美元将转入 2016－17 年，按照大会第 6/2015 号决
议授权，用于承担与巩固转型变革有关的一次性额外开支；
b) 忆及按照《财务条例》，技术合作计划（第 7 章）、资本支出（第 13 章）、
安保支出（第 14 章）中任何未用余额都将结转至 2016－17 两年度；
c) 批准如文件表 2（附件 I）所示，从第 1、4、6、9 和 11 章，向第 2 章
（320 万美元）、第 3 章（120 万美元）、第 5 章（890 万美元）、第 8 章
（910 万美元）、第 10 章（660 万美元）的最终预算转拨。

粮农组织费用回收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15.

财委审议了 FC 161/6 号文件《粮农组织费用回收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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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委：
a) 注意到粮农组织费用回收政策初步实施工作进展，包括为支持政策全面
实施而需要对预算编制、会计、财务报告流程进行复杂变动方面的进展；
b) 赞赏并鼓励正在做出努力，与外部资源伙伴通报、交流相关过渡和实施
措施，包括在一些选定项目上应用新政策；
c) 注意到并支持做出安排对该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并每年向财政委员会
报告。

设立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的建议
17.

财委审议了 FC 161/7 号文件《设立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的建议》。

18.

财委：
a) 欢迎总干事提出倡议，就设立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与财政委员会进行
磋商并对该建议表示支持；
b) 注意到总干事有权批准设立所提议基金；
c) 注意到按《财务条例》第 6.7 条所设特别基金的预算外性质，认识到特别
基金将使本组织能够与全球基金和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区域开发银行）
积极接洽，以满足成员不断增加的技术援助需求；
d) 获知设立发展融资活动特别基金的最初目标金额为 1000 万美元，同时
注意到将来可对此进行审议；
e) 期待听取有关该基金状况和使用相关信息，并将其作为秘书处向财政委
员会定期报告的一部分内容。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
19.

财委审议了 FC 161/8 号文件《人力资源管理》及相关补充信息。

20.

财委期待 今后及时收到内容充分的人力资源相关文件，便于就人力资源 事

务开展知情讨论。
21.

财委 赞赏粮农组织最近几年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和创新，

注意到这些成绩和创新为成功开展转型变革进程奠定了基础。
22.

此外，财 委鼓励秘书处继续努力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以下领域的工作：

1) 职员遴选和任命，包括在权力下放办事处；
2) 准专业官员计划和初级专业人员计划；
3) 绩效管理、学习、发展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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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力资源规划；
5) 精简、增效。
23.

财委要求 秘书处特别注意招聘时限、公平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衡问题， 以

及对职位空缺率居高不下所表示的关切。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向联大提出的建议和决定
（包括薪金表和津贴调整）
24.

财委审议了 FC 161/9 号文件《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向联大提出的建议和

决定（包括薪金表和津贴调整）》，文件介绍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近期动态、
专业和更高职类工作人员及一般服务人员的服务条件变动情况。
25.

财委：
a) 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对专业和更高职类薪酬福利方案所做调整
及联合国大会（联大）所通过的决议；
b) 注意到根据《职工条例》第 301.12.2.条，总干事有权对《职工条例》做
必要修改，以实施经联大批准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提建议；
c) 鼓励秘书处向财政委员会提供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有关规定离职
年龄结论对粮农组织适用性方面的最新情况。

监 督
监察长 2015 年度报告
26.

财委审议了 FC 161/10 号文件《监察长 2015 年度报告》。

27.

财委：
a) 赞赏报告质量以及对涉及监察长办公室职能范围内所有负责问题的分析；
b) 欢迎监察长提出的监察长办公室独立性的保证声明；
c) 欢迎并鼓励监察长办公室与管理层通力合作，就内部监控问题达成共识；
d) 敦促管理层优先落实未实施建议，尤其有关权力下放办事处的建议和长
期未实施的高风险建议；
e) 强调在共享服务中心发现的问题，敦促管理层通过共享服务中心转型进
程继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f) 注意到粮农组织针对监察长办公室调查所得出负面结果而采取的行动，
特别是对参与粮农组织活动且被发现有欺诈行为的第三方采用了供应商
制裁程序，该程序在 2015 年全面实施；
g) 欢迎总干事确认报告所提建议并决定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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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审计委员会向总干事提交的 2015 年度报告
28.

财委审议了 FC 161/11 号文件《粮农组织审计委员会向总干事提交的 2015 年

度报告》。
29.

财委：
a) 注意到粮农组织《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度报告》；
b) 认可粮农组织审计委员会在其职责领域内根据其《职责范围》提供独立
保证和建议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c) 对报告表示欢迎，文中提出了对监察长办公室运作的正面结论，以及对
粮农组织内部监控体系、风险管理和治理方面的相关建议；
d) 对粮农组织审计委员会在其职责领域内提出的建议表示满意，特别是有
关监察长办公室空缺职位的填补问题；
e) 注意到总干事赞同报告所提建议。

粮农组织审计委员会成员
30.

财委审议了 FC 161/12 号文件《粮农组织审计委员会成员》。

31.

财委：
a) 对文件进行了审议，文中说明总干事建议延长 Lesedi Lesetedi 女士和
Juan Manuel Portal Martinez 先生在审计委员会的任期，继续连任三年，
直至任职满六年。延长任期事宜将由总干事决定并在理事会批准之日起
生效；
b) 支持总干事提出的建议，并同意提交理事会批准；
c) 鼓励秘书处加快进程，确定审计委员会新成员人选。

任命监察长
32.

财委审议了 FC 161/13 号文件《任命监察长》。

33.

财委：
a) 注意到 FC 161/13 号文件所包含信息，支持任命 Thierry Rajaobelina 先生
担任监察长；
b) 对离任监察长 John Fitzsimon 先生所做工作表示感谢。

外聘审计员所提建议实施进展报告
34.

财委审议了 FC 161/14 号文件《外聘审计员所提建议实施进展报告》。

10

35.

CL 154/4

财委：
a) 注意到外聘审计员各项建议的实施情况；
b) 欢迎在终结外聘审计员各项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敦促秘书处继续努力
落实其余尚未实施的建议，尤其有关加强权力下放办事处内部监控的建
议和较长时间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建议；
c) 要求秘书处与外聘审计员一起努力，针对已建立建议落实工作监督和监
测机制、但仍在权力下放办事处发现未予以实施的问题，就终结这些建
议达成一致。

职业道德委员会－2015 年度报告
36.

财委审议了 FC 161/15.1 号文件《职业道德委员会 2015 年度报告》。

37.

财委：
a) 注意到粮农组织《职业道德委员会 2015 年度报告》并赞同报告所提建
议，特别是有关针对职业道德问题加强教育和培训计划；
b) 鼓励粮农组织继续监测系统的实效和现有程序，以防范、缓解与私营部
门缔结伙伴关系方面的利益冲突。

职业道德委员会工作审查
38.

财委审议了 FC 161/15.2 号文件《职业道德委员会工作审查》。

39.

财委：
a) 忆及职业道德委员会在试运行基础上设立，自 2012 年 1 月起为期四年；
章法委、财政委员会和理事会负责对职业道德委员会工作进行审查，以
便在期满时，对该委员会的未来走向做出决定；
b) 注意到 FC 161/15.2 号文件介绍了对职业道德委员会自 2011 年开始至
2015 年 8 月最后一届会议期间所开展工作的审查情况，以便财政委员会、
章法委和理事会能够就职业道德委员会的未来作出决定；
c) 向职业道德委员会成员表示赞赏，感谢他们所完成的对粮农组织极为有
益的工作以及为秘书处和全体成员提供的协助；
d) 注意到章法委第一〇二届会议 1就此所开展的讨论并赞同会议所提建议：
i)

职业道德委员会已完成其使命，没有理由继续运行或延长期限；其
经办事项可纳入审计委员会职责范围，审计委向财政委员会提交年
度报告；

ii) 职业道德官员继续向领导机构汇报职业道德办公室的活动情况，或
可在财委审议审计委员会报告时，进行上述汇报。
1

（CL 154/2 号文件第 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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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内部监控框架
40.

财委审议了 FC 161/16 号文件《粮农组织内部监控框架》，该文件介绍了粮农

组织在其问责政策和内部监控框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41.

财委：
a) 欢迎粮农组织采取措施加强《工作计划和预算》实施工作问责结构，具体
通过加强战略计划实施工作；制定绩效标准评估所取得成绩并监测计划
小组进展情况；设置运营状况监测一览表提供定量定性信息，使管理人员
能够对照绩效标准评估进展情况；
b) 注意到粮农组织 2016 年批准的“内部监控框架”以公认且广泛采用的
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 2内部监管模式为基础；
c) 赞扬秘书处计划在今后 18 个月采取有效措施确立这些进程并提供实证，
以利于在 2017 年底编制《内部监控声明》附在财务报表之后，这些措施
还将反映出职责分离。

改进财政委员会工作方法和效率
财政委员会工作方法
42.

财委注意到持续审查其工作方法、以实现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的重要性。

43.

因此，财委：
a) 赞赏在本届会议第一天就举行计财委联席会议，要求秘书处考虑今后照
此召开会议；
b) 鼓励秘书处认识到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考虑有助于减少各届会议
打印文件数量的备选方案；
c) 忆及确保成员在每届会议之前至少两周收到质量一致的各语言版本所有
文件的重要性，最好尽可能提前，便于成员充分研究、准备。

其他事项
第一六二届会议日期和地点
44.

2

财委获悉第一六二届会议定于 2016 年 5 月 23－25 日在罗马举行。

内部监控－综合框架；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COSO）；2013 年通过《监控系统指南》修改；

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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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关于 2014－15 两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与
计划和预算转拨的年度报告

内容提要
 2015 年 11 月，财政委员会审议了 2014－15 两年度计划和预算转拨。
财政委员会注意到大会核准的 10.056 亿美元净拨款据预报结余 500 万
美元，授权根据预报向第 2、3、5、8 和 10 章转拨预算，期待在 2016 年
5 月的会议上收到最终报告。
 本报告提交根据本组织未审计账目编制的2014－15 年最终预算执行结果。
2014－15 年最终开支占 10.056 亿美元两年度拨款的 99.4%。未用余额
560 万美元将转入 2016－17 年，按照大会第 6/2015 号决议授权，用于
承担与巩固转型变革有关的一次性额外开支。
 所有章节转拨均符合原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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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大会第 7/2013 号决议批准了 10.056 亿美元的 2014－15 年预算拨款以及须按照

大会指导意见再进行调整的工作计划。大会还授权总干事，尽管有《财务条例》
第 4.2 条的规定，将 2012－13 年拨款的任何未用余额，用于承担与巩固转型变革
相关的一次性额外支出 3。
2.

在 2013 年 12 月的第一四八届会议上，理事会批准了《2014－15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调整》 4，注意到可能会因工作规划的结果以及两年度内应用最有效、高效
的执行方式而进行进一步的预算转拨，但将按照《财务条例》第 4.5 条规定处理。
3.

《财务条例》第 4.1 条授权总干事在粮农组织大会表决批准的预算拨款额度内

承付各项费用。根据《财务条例》第 4.6 条，总干事负责管理拨款，以确保有足够
的资金来满足两年度内各项开支。《财务条例》第 4.5(a)条要求向财政委员会报告
各司之间的转拨情况，《财务条例》第 4.5(b)条要求由财政委员会批准各章之间的
转拨。
4.

理事会在其第一四九届会议上注意到，财政委员会于 2014 年 5 月批准了在

编制两年度工作计划时预报的 2014－15 年预算拨款的章节分配，以及向第 5、6、8
和 10 章的预算转拨 5。理事会在其第一五一届会议上注意到，财政委员会于 2015
年 3 月授权根据预报向第 2、5、8 和 10 章转拨预算 6。
5.

理事会在其第一五三届会议上注意到，财政委员会于 2015 年 11 月授权根据

预报再次向第 3 章转拨预算，并注意到预报的 2014－15 两年度拨款中未使用的
500 万美元将转入 2016－17 年，按照大会第 6/2015 号决议 7授权，用于承担与巩
固转型变革有关的一次性额外开支。
6.

本报告提交 2014－15 年净拨款的最终预算执行结果供讨论和批准。

两年度总体执行情况
7.

表 1 总结了 2014－15 年拨款的总体预算执行情况。执行结果系根据本组织

未审计账目中的实际支出编制，并根据《2014－1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确定的
1.30 美元兑换 1 欧元的预算汇率做了调整。按照粮农组织《财务条例》规定，技术
合作计划（第 7 章）、资本支出（第 13 章）和安保支出（第 14 章）中任何未用
余额将被转移到下一个财政周期使用，因此其预算显示为全额用尽。

3

大会第 7/2013 号决议第 2 段

4

CL 148/3 和 CL 148/REP 第 7－8 段

5

FC 154/9、CL 149/4 第 21c)段和 CL 149/REP 第 18d)段

6

FC 157/8、CL 151/3 第 18 段和 CL 151/REP 第 11d)段

7

FC 160/7、CL 153/7 第 18－19 段和 CL 153/REP 第 13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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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4－15 年正常计划执行概况（千美元）
千美元
2014－15 年净拨款（CR 7/2013）

1,005,649

按预算汇率计算的 2014－15 年净支出

1,000,082

将转入 2016－17 年用于承担与巩固转型变革有关的一次性额外
开支的 2014－15 年净拨款余额

5,567

2012－13 年净拨款未用余额结转（CR 7/2013）

9,434

2012－13 年结转额资助的按预算汇率计算的 2014－15 年净支出

9,417

2012－13 年结转额结余
8.

17

如表 1 所示，本组织 2014－15 年净拨款开支总额为 1,000,082,000 美元。此外，

按照大会第7/2013 号决议结转至2014－15 年，用于承担与巩固转型变革有关的一次性
额外开支的2012－13年净拨款未用余额为9,434,000美元，本组织使用了9,417,000美元。
9.

2014－15 年 10.056 亿美元的净拨款结余 560 万美元（使用了 99.4%）。该

未用余额将转入 2016－17 年，按照大会第 6/2015 号决议授权，用于承担与巩固转型
变革有关的一次性额外开支。

章间预算转拨
10.

2014－15 两年度拨款的最终章间预算拨款如表 2 所列。所有转拨均符合财政

委员会 2015 年 11 月授权的限度范围。如原先预期 8，由于最终欧元支出百分比与
预报的有差异，各章预算出现一些变动。主要计划性变动与 2015 年 11 月的预报
相比总结如下。
11.

第 1 章（战略目标 1）的额外开支为原先列入第 6 章（技术质量、知识和服务）

预算、利用多学科基金供资的活动。第 2 章（战略目标 2）增加的开支主要是由于
正常计划用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的开支所做的技术性调整，这项开支原先
列入第 4 章（战略目标 4）的计划。
12.

预算第 5 章（战略目标 5）和第 8 章（外联活动）的开支小于原先的预期，

原因是总部若干司和粮农组织联络处的承付项目年底没有实现，而第 9 章（信息
技术）在其他一些权力下放地点的开支高于原先的预报。
13.

第 13 章（资本支出）产生了 1 540 万美元余额，将在资本支出基金名下结转

用于今后的几个两年度。2014－15 年的支出水平反映了该两年度内无重大信息技术
项目（即长周期项目）的客观情况。此外，如《2016－17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

8

FC 160/7 第 12 段

16

CL 154/4

所报告的 9，2014－15 两年度的创新降低了对信息技术投资的需要，这也在 2016
－17 两年度资本支出拨款下降中得到反映。
14.

第 14 章（安保支出）产生了 1 040 万美元余额，将在安保支出基金名下结转

用于今后的几个两年度。2014－15 年支出水平反映了正在执行的综合服务合理化
过程，将总部安保服务与副总干事（运作）办公室的实地安保处整合，并努力确保
利用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为所有安保相关支出提供适当资金。
15.

根据《财务条例》第 4.5(b)条，请财委批准如表 2(g)栏所示的从预算第 1、4、

6、9 和11 章，向第2 章（320 万美元）、第 3 章（120 万美元）、第5 章（890 万美元）、
第 8 章（910 万美元）、第 10 章（660 万美元）的所需转拨。根据《财务条例》
规定，技术合作计划（第 7 章）、资本支出（第 13 章）和安保支出（第 14 章）的
任何未用余额将被转移到下一个财政周期使用，因此其预算显示为全额用尽。

9

C 2015/3 第 2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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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4－15 年各章预算执行情况（千美元）
章

战略或职能目标

调整后的

2015 年 11 月

2014－15 年净拨款

拨款

章间

《2014－15 年

预报的净支出

供资的最终净支出

余额

预算转拨

工作计划和预算》

FC 160/7

（按预算汇率计算） *

(d)

(e)

(f=c-e)

(g)

11,953

(7,250)

（CL 148/3）

(a)

(b)
努力消除饥饿、

1

(c)
94,617

80,628

82,664

198,681

201,029

201,831 (3,150)

3,200

62,142

63,136

63,281 (1,139)

1,150

115,217

109,060

37,905

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可持续增加并改善农业、

2

林业、渔业产品及服务
3

减少农村贫困

4

推动建设更加包容、

107,192

8,025

(8,000)

47,526

46,720 (8,815)

8,850

54,746

47,636

45,881

8,865

134,721

134,721

134,721

0

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
增强生计抵御威胁和

5

危机的能力
6

技术质量、知识和服务

7

技术合作计划

8

外联活动

64,712

75,625

73,738 (9,026)

9,050

9

信息技术

35,501

33,081

34,876

625

(600)

10

粮农组织治理、监督和指导

80,213

86,642

86,768 (6,555)

6,600

11

实现高效有效管理

81,691

76,661

77,507

4,184

12

应急费用

600

0

0

600

13

资本支出

21,886

21,886

21,886

0

14

安保支出

23,017

23,017

23,017

0

1,005,649

1,000,649

1,000,082

5,567

合 计

(8,850)

(4,150)

0

* (e)栏的净支出总额不包括利用 2012－13 年结转额，在 2014－15 年净拨款之外供资的 940 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