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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
2004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7

向单一货币计算法的过渡
总干事的报告
按照方案预算委员会第 2003/6 号结论和理事会 IDB.27/Dec.5 号决定，提供资料，介绍尤其是两年期帐
目结算后的进一步发展动态以及以美元和欧元分列的技术合作项目管理情况。

导言
1. 秘书处定期向理事会机构通报为从 20022003 年财政期起采用单一货币编制预算、分摊会
费、记帐和报告所采取的步骤。最近，大会在其
第十届会议上收到了 IDB.27/9-PBC.19/9 号文件，
以及工业发展理事会 IDB.27/Dec.6 号决定。
2. 方案预算委员会结论（2003/6）和理事会决
定（IDB.27/Dec.5）都请总干事向成员国通报尤其是
两年期帐目结算后的进一步发展动态以及以美元
和欧元分列的技术合作项目管理情况。
一. 经验和采取的行动
3. 如 IDB.26/4- PBC.18/5 号文件所述，秘书处期
望在编制 2002-2003 两年期决算期间更清楚地了
解所遇到的问题和为纠正这些问题需要采取的行
动。2002-2003 两年期决算表明，已完成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财政资源的使
用。这些帐目提供了关于经常预算和业务预算以
及靠预算外资源供资的技术合作活动的信息，与
单一货币制度有关的信息载于下列各段。

经常预算和业务预算
4. 2002-2003 两年期，经常预算继续有一定数额
的美元支出。如以前所报告的，这一点是不可避
免的，因为某些类型的支出或者基于美元比额和
费率（例如工作人员的某些权利，或本组织向联
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付款）
，或者是通过
以美元开立的开发计划署清结帐户结算的。在后
者中，最主要的支出涉及外地办事处借助开发计
划署开展财会业务导致的支出。在上述模式之外
的支出类别下，秘书处作了专门努力，减少非欧
元支出。
5. 在该两年期内，汇率的走势对经常预算有利，
已将盈余转入储备帐户（见下文）。
6. 另一方面，由于汇率波动导致购买力降低，
业务预算受到影响。业务预算的收入受技术合作
支出左右，是以美元计算的。然而，业务预算中
的大部分支出以欧元进行，导致在这个两年期内
损失 1,173,000 欧元。因此，在两年期结束时，业
务预算储备略有亏损，尽管据报告，技术合作的
交付有所增加，同时，相对于最初的概算，资源
使用大大减少。有鉴于此，秘书处将探讨是否有
可能弥补这些损失。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仅作少量印发。敬请各位代表自带所发文件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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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常预算汇率波动建立的特别帐户
7. 大会授权设立一项储备金，保护经常预算不
受以美元计算的支出类别汇率波动的影响
（GC.8/Dec.16(d)）。这些支出类别即是以往以美
元编制预算、表明两种货币分算法确定分摊额中
美元部分的那些类别。
8. 特别帐户的初期余额为零。在 2002-2003 两
年期结束时，作为编制财务报表工作的一部分，
秘书处确定了由于整个两年期汇率有利而拟转入
特别帐户的金额。

·

200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收入支出
和储备金与资金余额变化合并报表（财
务报表的说明—附件二，表 1）同时用
欧元和美元编制；

·

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和
储备金与资金余额合并报表（财务报表
的说明—附件二，表 2）同时用欧元和
美元编制；

·

在上述报表中，所有非欧元项目用以下
方法换算成欧元：

9. 在确定两年期内的汇率收益时，采用了以往
报告并经大会 GC.8/Dec.16 号决定批准的方法。
先就那些具体的美元开支项目确定了实际的美元
支出额，然后利用编制预算时采取的汇率与实际
汇率之间的差额，计算转入特别帐户的收益。
10. 据 财 务 报 表 报 告 ， 该 帐 户 的 期 终 余 额 为
1,840,776 欧元。
同时用美元和欧元管理的技术合作活动
11. 2003 年期间，对财务执行情况控制系统作了
升级。在 2003 年的升级之后，多种货币预算的新
特点显示出来。工发组织在其项目管理周期中采
用了欧元，使任何项目都可以美元或欧元计算。
对再建项目的资金来源作了审查，已澄清它们是
基于美元还是基于欧元的项目。由开发计划署供
资的全球环境设施和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
金仍然以美元为基础。因此，相应的项目仍然保
持在美元轨道。确定项目基于欧元的依据是缴款
货币，包括技术合作经常方案，连同要求工发组
织以欧元报告的那些项目。
12. 关于确定以欧元为基础的现行项目，已使用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汇率，将截至 2003 年底的美
元资金余额转为欧元。为重建欧元项目的购买力，
正在研究采取何种办法从欧元现金和投资余额中
积累但尚未分拨的汇率收益中拨付所需款项。
13. 2002-2003 年期间，所有的技术合作活动都是
用美元管理的，而经常预算和业务预算则是用欧
元管理。为了提供工发组织截至 2003 年底两年期
的合并报表，已采取下列行动（2002-2003 两年期
外部审计员的报告，1其中载有财务报表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
1

将通过方案预算委员会在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发
表。

·

·

2002 年初以美元计算的储备金和资
金余额按 1 美元=1.123 欧元的汇率
折算成欧元(GC.9/Dec.15)；

·

收入、支出和储备金与资金余额变
化按认定交易日期相等数额的欧元
报告，采用该日期的联合国业务汇
率，即适用的月汇率；

·

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
债、储备金和资金余额用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联合国业务汇率按
欧元重新估值（按照 GC.9/Dec.15
号决定）。

对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
储备金和资金余额重新估值所造成的损
失在收入与支出及储备金与资金余额变
化欧元合并报表中作为“储备金和资金
余额的其他调整”列示（财务报表的说
明—附件二，表 1）。就捐助者而言，这
些调整/重新估值没有影响，因为美元报
表提供了这些捐助者所提供资金状况和
利用这些资源所开展活动的正确资料。
因此，捐助者可以不管欧元报表。

14. 用美元报告的技术合作活动，要求将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非美元货币资产和负债按联
合国业务汇率重要估值。为谨慎起见，伴随产生
的任何未实现收益不记为这一时期的收入，而是
作为实现后应付的帐款。
15. 从欧元现金和投资余额重新估值中获取的收
益也列为应付捐助者但不予分配的帐款。考虑到
欧元的强势，2002-2003 年单列的总额达 770 万美
元。2004 年，这一数额将主要用于恢复用欧元支
出的项目的购买力，而此前将推行基于欧元的预
算编制方法，随后任何盈余都将用于分配。
16. 在该一阶段，以欧元资助技术合作活动的捐
助者可以不管美元报表，对这些捐助者来说，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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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报表可提供正确信息，说明它们所提供的资金
的状况以及使用这些资金开展的活动。
17. 在采用以欧元为基础的技术合作方案管理、
恢复购买力和 2002-2003 两年期帐目结算，以及
与外部审计员讨论后，将向理事机构通报进一步
的事态发展。
二. 要求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8. 工业发展理事会：

“(a) 注意到 IDB.27/9-PBC.19/9 号文件提供
的关于向单一货币计算法过渡的资料，特别是在
编写 2002-2003 两年期帐目方面；
“(b) 满意地注意到总干事为确保采用欧元
所采取的步骤；
“(c) 请总干事向成员国通报向单一货币制
度过渡以及同时用美元和欧元管理技术合作项目
所导致的进一步事态发展；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