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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 2005 年的预算
暂定议程议题 8.5
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
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
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资金分配
1.

在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上，曾商定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收到的首批美元 50 万

美元因用于支持出席植检临委和关于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区域研讨会以及对实
施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技术援助，额外资金用于植检能力评价和信息交流。国际植
保公约信托基金对各种活动的为有关资金分配（如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商议的那样
按百分比）见表 1（附后）。这就如何优化利用提供给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捐助
向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供指导。
2.

在其关于资金分配的决定中，植检临委未指出这种分配是适用于每年还是仅适

用于头 50 万美元。因此，秘书处就该规则的应用寻求委员会的进一步指导。此外，
欧盟(专门用于标准制定，包括为参加植检临委供资)和标准及贸易发展基金 (专门用
于实施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15 号)通过单独的信托基金向国际植保公约提供了专用资
金。这些基金的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单独信托基金的拨款被指定用于国际植保公约
信托基金内规定的相同活动。为了应付这些挑战，植检临委不妨考虑赋予国际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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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秘书处进一步的灵活性，使它能够在以后的年份向植检临委提交调整的预算计
划。

II.
II.
3.

2005 年的预算

迄今，仅加拿大和新西兰向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提供了捐助。表 2 中（附

后）中提供了 2005 年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估计的收入
4.

表 3(附后)提供了 2005 年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拟议美元拨款 (以植检临委第

六届会议商定的百分比为基础)。

III.
III. 2006
2006 年的预算
5.

植检临委的具体决定增加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工作费用，如增加标准委员

会的成员数，增加 4 个技术小组和增加标准委员会会议的次数，以处理更多的正在
审议的标准。此外，植检临委还收到了 7 个审查标准草案的区域研讨会的非常积极
的反馈意见。仅这些项目就增加额外支出 50 万美元以上。
6.

2006-2007 两年度粮农组织正常计划预算的水平将取决于 2005 年 11 月举行的粮

农组织大会的决定。然而， 2004-2005 年提供的粮农组织正常计划收到的拖欠会费的
资助将不再提供。这可能减少正常计划预算 45 万美元－80 万美元，取决于大会通过
的预算水平。这将尤其影响正常计划对发展中国家参加植检临委工作计划供资的贡
献。目前尚不能判断预算讨论的结果；因此难以确定 2006 年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
预算的理想水平。然而，考虑到目前的预算水平，如果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用于
保持现有活动水平，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预算至少应为 85 万－1,150 万美元。这
些资金应在 2005 年以前承诺和转拨，以便能够开展适当的预算制定过程。
7.

请植检临委：
1.

注意到预计 2005 年对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捐助。

2.

同意表 3 中指出的 2005 年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对各种活动的拟议拨
款。

3.

同意 秘书处在准备今后数年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预算供植检临委
通过时采取一些灵活性。

4.

就国际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关于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资金分配的决
定 提供 进一步指导。

5.

鼓励捐助者向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提供捐助。

6.

感谢加拿大政府 2005 年对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承诺提供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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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商定的百分比列出的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相应资金
分配

活动

按百分比列出的资金分配

(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
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
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
标准制定活动
参加植检林委的旅行

25%

参加标准委员会和专家工作组的旅行

5%

关于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区域研讨会

25 %

对实施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技术援助

15 %

不 超 过 植物检疫能力评价

17 %

30%

信息交流

10 %

一般运作支出

3%

合 计

100%

表 2: 2005 年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估计收入

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美元）
日期

活动

收入

2004 年 12 月 31

支出

余额
187,786

日
2005 年 2 月

加拿大捐助估计数 20
万美元

161,563

34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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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5 年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资金分配

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商定的
分配百分比

活动

金额（美
元）

25% 用于 参加 植检 临委 会议
的旅行

大约 24 个发展中国家的与
会者参与植检临委第七届
会议的旅行将得到资助

82,400

5% 用 于 参 加 标 准 委 员 会 和
专家工作组的旅行

这将大约为标准委员会的
4 名成员参加一次标准委
员会的会议供资

$16,500

25% 关于 国际 植检 措施 标准
草案的区域研讨会

这将为审查国际植检措施
标准草案的两次区域研讨
会供资

$82,400

15% 用于 帮助 实施 国际 植检
措施标准

这将帮助举行培训班，一
次是关于实际实施国际植
检 措 施标 准第 15 号，另
一次是关于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的培训

$49,400

17%用于植物检疫能力评价

这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大约
14 名与会者参加两个关于
通过利用植物检疫能力评
价的能力建设研讨会中的
一个研讨会和讨论今后利
用植物检疫能力评价进行
技术援助的一次会议提供
经费

$56,025

10% 用于信息交流

这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大约
8 名与会者参加国际植检
门户网站支持小组的会议
供资，并将为进一步开发
国际检疫门户网站的某些
网页供资

$32,950

3% 用于行政管理

这将为办事员支持安排国
际植保公约各种会议的与
会者的旅行供资

$9,900

支出总额
支出总额的 6%
合计（包括粮农组织管理费
用）

合计

$329,575
粮农组织管理费用

$19,774
$349,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