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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2017年 5月 15日至 19日，曼谷 

临时议程  项目 3(a) 

审查与经社会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包括

各区域机构的工作：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

发展筹资 

 

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报告* * 

内容提要 

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减贫中心）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28日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 

理事会审查并核可了减贫中心自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以来开展的活动以

及取得的成果、2016年中心的行政及财务状况报告、及其在 2017 年及以后的

拟议工作重点，包括审议中心今后的备选方案。 

理事会赞赏中心 2016 年开展的工作，包括其支持本区域落实《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的工作重点。理事会确认，减贫中

心正在开展应对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一些最新的重大发展挑战的工作是具有

相关性的、重要的。 

在行政方面，理事会指出，2016 年继续面临财政和人力资源相关的挑

战，并且预计在 2017 年及以后挑战将更加严峻。虽然 2017 年中心将通过成

员国提供财政捐助和额外的实物捐助而维持其核心活动，但除非提供新的、

额外的预算外资源，减贫中心可能没有财政或人力资源能力来维持其在 2017

年以后的实质性业务。 

理事会建议，减贫中心在成员国增加其年度财政捐助的情况下，应当继

续开展其业务。同时，理事会请减贫中心开始对中心未来可能采用的其他备

选方案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例如，减贫中心可以成为联合国系统之外的政府

间组织。理事会同意在 2017 年 12 月举行的理事会下一届会议上审查最新的

财务状况，而且如果通过新的、额外的预算外资源没有满足财务需要，则可

审议关于减贫中心未来的决定。 

经社会不妨审议上述问题并提供恰当的指导。 

                                                 

*
 E/ESCAP/73/L.1。 

**
 本文件延迟散发，是因为需要开展广泛的内部和外部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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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请经社会采取行动或予以关注的事项 

1. 经社会不妨核可理事会的建议：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减贫中心）

可通过成员国、特别是东道国政府增加年度财政捐款继续其运作（在关于向

理事会提交报告的秘书处说明中称为备选方案 1），
1
  基于以下理解： 

                                                 

1
  E/ESCAP/CAPSA/GC(13)/2，第 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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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理事会所有成员应至少充分落实之前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和 22 日

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办的理事会第八届会议所通过的理事会建议，即发展中

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每年的自愿捐款增加到 30 000 美元，最不发达国家增加

到 7 000美元，其他成员国也应考虑增加对中心的捐助； 

(b) 理事会所有成员鼓励东道国增加对减贫中心的财务支助，包括通

过提供实物捐助； 

(c) 理事会所有成员都应考虑通过借调、提供捐助方项目和其他实物

捐助，为减贫中心提供更多支助； 

(d)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减贫中心

应加强努力，确保获得额外的预算外支助项目，瞄准多边捐助方以及亚太经

社会的非理事会成员国； 

(e) 在使各自国家的农业研究中心和组织参与其中的协作研究和联合

能力建设活动方面，理事会成员国应当在为今后提供实物捐助寻找更多机会

方面提供协助。 

2. 经社会不妨赞同理事会的请求，即在 2017 年年底之前中心应当开展有关

减贫中心如何成为联合国系统之外的政府间组织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分析

（在为理事会提交报告的秘书处说明中称为备选案文 2）。
1
 

3. 经社会不妨确认，如果减贫中心要有效履行其在《2030 年议程》背景下

为成员国提供支持的授权，理事会注意到估计每年需要 1 011 350 美元的核

心运营成本。经社会不妨鼓励理事会在 2017 年 12 月的下一届理事会会议上

审查最新的财务状况，并且如果预算外资源无法满足上述财务概算，可以考

虑一项关于减贫中心未来的决定。 

4. 正如关于向理事会提交报告的秘书处说明中所介绍的那样，理事会核可

自第十二届会议以来中心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果、2016 年财政报表以及

2017年工作计划。 

二． 讨论摘要 

A． 关于中心自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以来所开展的活动及取得成果的 

报告 

（议程项目 4） 

5. 理事会收到了“关于向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理事会提交报告的秘书

处说明”（E/ESCAP/CAPSA/GC（13）/2，第三节）。 

6. 主席介绍了议程项目，减贫中心主任作了概要介绍，涉及三个主要的活

动领域，即：(a)由生计和粮食保障信托基金（生计基金）支持的“缅甸旱区

改善生计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发展方案”；(b)侧重于《2030 年议程》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的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c)知识共享和网络联系。 

7. 以下理事会成员的代表作了发言：柬埔寨、斐济、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斯里兰卡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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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理事会审查了中心自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以来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

果。理事会赞赏中心 2016 年开展的工作，包括支持本区域落实《2030 年议

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的工作重点。 

9. 理事会确认，减贫中心正在开展的、应对最新的发展挑战的工作是具有

相关性的、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本区域落实《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情况。理事会确认，《2030 年议程》与减贫中心的核心任务是一致

的。 

10. 理事会建议，减贫中心应加强其对于可持续农业现状和趋势的前沿研究

给予的关注，以加强各国业已开展的研究工作。理事会建议，作为其对

《2030 年议程》的响应，减贫中心可以监测和评估本区域可持续农业的现

状，并且重视在国家一级提供针对成员国具体问题的政策咨询。 

B. 关于中心行政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议程项目 5） 

11. 理事会收到“关于向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理事会提交报告的秘书处

说明”（E/ESCAP/CAPSA/GC（13）/2，第四节）。 

12. 主席介绍了议程项目，减贫中心主任作了概要介绍。 

13. 以下理事会成员的代表作了发言：斐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14. 理事会指出，尽管 2016 年理事会成员的自愿捐助有所增长，但通过成员

国提供的机构支助中心的年度收入始终低于年度开支。因此，可以利用亚太

经社会的经常预算、捐助方的项目捐款以及储备金，以弥补资金缺口。 

15. 理事会还指出，过去几年间中心的专业人员资源不断减少，这种损耗对

中心提供有利于成员国的实质性产出的能力产生影响。 

C． 2017 年及以后中心的拟议工作重点、包括审查中心今后的备选方案 

（议程项目 6） 

16. 理事会收到了“关于向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理事会提交报告的秘书

处说明”（E/ESCAP/CAPSA/GC（13）/2，第五节）。 

17. 主席介绍了议程项目，减贫中心主任作了概要介绍。 

18. 审议工作主要是通过由副执行秘书主持的圆桌讨论进行的。 

19. 以下理事会成员的代表作了发言：柬埔寨、斐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 

2017年计划 

20. 理事会指出，根据各个战略性文件，包括 2016-2017 年减贫中心两年期

活动计划，并且根据现有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情况，中心在 2017 年的活动将继

续包括 2016 年所涵盖的三个主要方面，即：(a)由生计和粮食保障信托基金

（生计基金）支持的“缅甸旱区改善生计农村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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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侧重于《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c)知

识共享和网络联系。 

21. 理事会确定了中心可以加强其工作的方式，包括： 

(a) 关注涉及农业问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的综合议程，例如抵

御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复原力、农业可持续性与粮食保障之间的协同作

用、城市农业； 

(b) 关注相关政策研究，从而使决策者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对

农业的共同惠益给予关注； 

(c) 研究和审查亚太区域可持续农业的现状； 

(d) 为支持落实国家可持续农业优先事项提供量身定制的咨询服务。 

22. 理事会还建议中心采取以下额外措施加强其工作： 

(a) 继续加强与成员国之间的沟通，以保持相关性并对需求作出回

应； 

(b) 继续加强与相关组织间的伙伴关系和协作，重点是充分利用比较

优势和避免工作重复； 

(c) 努力展示各个国家从减贫中心活动中获得具体收益的证据。 

23. 马来西亚代表介绍了将于 2017 年 7 月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绿色讲习班”

的计划，作为该国为减贫中心提供的拟议实物捐助。讲习班的主题是技术转

让。马来西亚政府将承担所有当地费用，而减贫中心将为与会者和减贫中心

邀请的专家支付差旅费。 

24. 印度尼西亚代表介绍了将共同实施的协作研究计划，作为该国为减贫中

心提供的拟议实物捐助，包括以旱地耕作和农业保险计划为重点的研究方

案。协作研究应采取多学科方式，邀请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多个研

究机构参与。 

25. 理事会对马来西亚提出的方案表示赞赏，并鼓励对此加以落实。理事会

注意到印度尼西亚的提案，并要求进一步阐明这份提案，包括有关如何反映

出在上文第 20 段所强调指出的拟议的研究重点，以及实物支助如何有助于落

实减贫中心规定的核心活动，从而支持其财政可持续性。若干成员国表达其

对参与这些活动的兴趣。 

2018年及以后的计划 

26. 理事会指出，中心可能缺乏充足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以便在 2017 年 12 月

以后继续实施其实质性业务。 

27. 理事会注意到由秘书处介绍的、有关减贫中心未来的三个备选方案，

即： 

(a) 备选方案 1：减贫中心可以通过加强成员国、特别是东道国政府的

年度财政捐款，继续开展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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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备选方案 2：减贫中心可以成为联合国系统之外的政府间组织； 

(c) 备选方案 3：减贫中心可以终止其作为国际中心的运作。 

28. 理事会注意到如果减贫中心要有效履行其在《2030 年议程》背景下为成

员国提供支持的授权，估计每年需要 1 011 350美元的核心运营成本。 

29. 理事会提出有关备选方案 1的建议，基于以下理解： 

(a) 理事会所有成员应至少充分落实之前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和 22 日

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的理事会第八届会议所通过的建议，即发展中国家和

中等收入国家的自愿捐款应增至 30 000 美元，最不发达国家增至 7 000 美

元，其他成员国也应考虑增加对中心的捐助； 

(b) 理事会所有成员鼓励东道国增加其为减贫中心提供的财政支助，

包括通过提供实物捐助； 

(c) 理事会所有成员都应考虑通过借调、提供捐助方项目和其他实物

捐助，为减贫中心提供更多支助； 

(d) 秘书处和减贫中心应加强努力，确保获得额外的预算外支助项

目，瞄准多边捐助方以及亚太经社会的非理事会成员国； 

(e) 在使各自国家的农业研究中心和组织参与协作研究和联合能力建

设活动方面，理事会成员国应当在为今后提供实物支助寻找更多机会方面提

供协助。 

30. 同时，理事会请中心对备选方案 2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供理事会在 2017

年年底之前审议。 

31. 理事会获悉，如果在此之前没有获得必要的预算外资金，中心可能不得

不在 2017年 12月之后暂停其实质性活动。 

D． 理事会下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议程项目 7） 

32. 理事会初步商定，理事会下一届会议将于 2017 年 12 月在曼谷举行。将

稍后确定确切日期。 

E.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8） 

33. 没有提请理事会关注任何其他事项。 

F. 通过报告 

（议程项目 9） 

34. 理事会于 2017年 2月 28日通过本报告。 

35. 主席、副主席和副执行秘书致闭幕词，感谢所有与会者为讨论所作的积

极贡献，并感谢东道国给予的组织支持和热情款待。主席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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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的组织 

A． 会议的开幕、会期和组织 

36. 减贫中心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

行，这次会议是由印度尼西亚政府主办的。 

37. 副执行秘书在欢迎词中强调指出，农业可以在帮助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30 年议程》强调指出农业具有为实现多个目标和具

体目标作出贡献的潜力，不仅局限于粮食生产的相关功能，从而为减贫中心

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支持各国落实《2030 年议程》。他指出，抓住这

一机遇需要重新调整中心的机构基础，他还请理事会作出重要决定，从而确

保中心具有财政可持续性并明确其未来的发展道路。 

38. 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农业研究与发展局执行秘书 Muhammad Prama Yufdy 先

生作为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东道国的代表重申了减贫中心的重要性，并指

出，只有通过成员国的全力支持，中心才可以发挥其作用并履行其授权。 

39. 斐济农业部常务秘书 Jitendra Singh 先生代表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主席

Inia Batikoto Seruiratu 先生作了发言，他提醒所有成员充分落实理事会第

十二届会议的建议以增加其为减贫中心提供的自愿性捐助非常重要。他还强

调，由于减贫中心是本区域在可持续农业、粮食保障和农村发展领域的政策

研究、能力建设、知识共享和网络联系的中心，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对中心

服务具有巨大需求。 

B． 出席情况 

40. 理事会下列成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柬埔寨、斐济、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 

41. 以下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亚洲开发银行。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42. 理事会选出以下主席团成员： 

主席： Jitendra Singh先生（斐济） 

副主席： Hasil Sembiring先生（印度尼西亚） 

D. 议程 

43. 理事会通过以下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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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中心自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以来所开展的活动及取得成果的报

告。 

5． 关于中心行政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6. 2017 年及以后中心的拟议工作重点，包括审查中心今后的备选方

案。 

7. 理事会下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8． 其他事项。 

9.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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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2017 两年期活动计划*  

2016年 12 月的最新修订版 

已制订两年期活动计划，从而补充和加强中心 2016-2018 年业务计划框

架纲要，该计划获得 2016 年 2 月在曼谷举行的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核可。

它反映了从成员国收集的建议：(a)通过使成员国参与提出关于方案活动的意

见，应当努力继续确保减贫中心的工作对于满足成员国的需求是相关的，并

且提升其相关性；(b)理事会建议㈠ 自然灾害和农业，㈡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

产的影响，以及支助成员国审评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 1 和目标 2 的

执行情况，将其作为减贫中心今后的工作领域供其审议。它还考虑到成员国

在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上提供的指导，例如(a)就具有气候复原力农业相关

的问题促进研究和总结研究成果，(b)加强地方政府采取政策以提高农业可持

续性的能力，(c)发展区域合作，以加速实现技术创新和转让，(d)对政策建

议和良好做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向理事会成员分发本文件的初稿，并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不断对此进行

修订。根据现有的资源情况，落实计划开展的活动。 

 

工作领域 计划开展的活动 

区域合作 

(a) 加强区域合作和宣传，

从而将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纳入农业创新、农村生计和

粮食保障的相关政策、战略

和框架 

 

 亚太经社会的经社会届会（2016/2017） 

 减贫中心理事会（2016/2017） 

 关于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的信息服务和数据库 

（2016/2017） 

o 网站运行和维护 

o 扩充在线功能 

 《帕拉维加论坛》：一年三期 

 电子简报（科学监督）和电子短讯（政策监督）：每月

一期 

 网络联系 

                                                 

*
 本附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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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计划开展的活动 

分析性研究 

(b) 加强成员国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的循证决策，从而将

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纳入农

业创新、农村生计和粮食保

障的相关政策、战略和框架 

 

 关于识别利益攸关方的生计基金案例研究/政策摘要以

及关于促进具有气候复原力农业的政策、机构和流程 

 生计基金政策文件 

 采取旨在支持创新促进具有抗灾能力的农业政策 

 对可持续农产品和农业产品进行计量 

 审查在可持续农业政策方面的进展情况 

能力建设 

(c) 加强能力，从而对于将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纳入

农业创新、农村生计和粮食

保障的相关政策、战略和框

架的做法加以落实 

 

 关于缅甸具有气候复原力农业问题的多利益攸关方对话 

（2016年举办两场对话会） 

 关于参与式乡村评估以促进缅甸具有气候复原力农业问

题的培训（2016年举办三场培训） 

 关于沟通、宣传和网络联系以促进缅甸具有气候复原力

农业问题的培训（2016年） 

 政策讲习班：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实

现向可持续农业转型—对政策进展情况进行战略性实施

和监测（2016年11月获得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支

持/2017年） 

 关于支持促进可持续农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政策工具的讲

习班（2017年） 

 关于采取旨在支持创新促进具有抗灾能力农业政策的区

域对话（2017年2月：延期） 

 关于通过政府研究机构开展技术转让以实现农业部门可

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讲习班（2017年7月由马来西亚提

供） 

结合：实地项目 

㈠ 关于缅甸旱区改善生计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方案（2016年） 

㈡ 加强落实将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纳入农业创新、农村生计和粮食保障的相关政策、

战略和框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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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方面的重点 

（1） 缅甸旱区改善生计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方案（2016 年 1 月至    

12月） 

通过不断提供预算外资金，减贫中心将在 2016 年继续实施“缅甸旱区改

善生计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方案”（生计基金）项目，其重点是通过实

施分析性研究和能力建设活动促进缅甸旱区具有气候复原力的农业。 

分析性产出 

 关于旱区可持续农业相关政策、机构和流程的案例研究和政策摘要

（2016 年 6 月至 8月） 

 关于利益攸关方规划加强知识管理和高效资源利用，从而促进旱区具

有气候复原力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案例研究和政策摘要（2016 年 6 月

至 8 月） 

 两份政策文件 

能力建设产出 

 关于缅甸具有气候复原力农业问题的两场多利益攸关方对话（2016 年

5月和 11月） 

 关于参与式乡村评估以促进缅甸具有气候复原力农业问题的三个培训

班（2016年 8月） 

 关于沟通、宣传和网络联系以促进缅甸具有气候复原力农业问题的培

训（2016年 7月至 8月） 

 

（2） 加强农业创新以促进加强抵御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能力（2016 年 6

月至 2017年 5月） 

正在开展协商以制订一个新的研究方案，并可能获得来自日本—亚太经

社会合作基金的资金。根据 2016 年 2 月在曼谷举行的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的

建议，这项活动满足了成员国的新需求，并且获得 2016 年 8 月在斐济举办的

关于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复原力农业问题的能力建设讲习班所提出

的意见而予以实施。这项活动的目的在于协助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包括最

脆弱的国家）加强国家研究和能力建设，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力求发展更

可持续和更具抗灾能力的农业。为此目的，它将启动相关政策方针和举措的

范围确定、总结和分析性研究，以便启动此种技术创新。分析性研究将为各

个国家农业研究所以及研究和开发中心之间的区域对话提供意见，并且将充

当进一步开发知识产品的基础，以便通过强化减贫中心网络而进行传播，作

为知识交流、培训和南南技术合作的主要区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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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组成部分 

 最后敲定研究方案，并查明重点领域和推动专家的参与（2016 年 6

月至 8月） 

 相关政策方针和举措的范围确定、总结和分析性研究（2016 年 9 月

至 12月） 

 政府、国家农业研究所以及研究和开发中心之间的区域对话（2017

年 2 月：延期） 

 制订政策建议－知识产品（2017 年 1月至 5月） 

 通过强化减贫中心网络以传播信息，作为知识交流、培训和南南技

术合作的主要区域机制（2017 年 5月） 

 

（3） 对可持续农业的现状开展区域审查：测量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的政策进展情况（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 

这项工作履行减贫中心关于研究和分析有关改善农村人口经济地位的趋

势和机会的规定职能，并加强对创新型政策选项和良好做法进行目标明确的

宣传，而且满足本区域在落实有关可持续农业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情况方面开展跟进和审查的新需求（特别是具体目标 2.4）。通过利用来自经

常预算的资源和减贫中心机构捐助预算，将启动这些活动。将尽可能实现成

员国专家的参与（包括印度尼西亚）以及与伙伴机构之间的协作。 

工作的组成部分 

 文献综述，内部研究（2016年 6月至 8月） 

 专家磋商（2016年 9月） 

 参与关于指标 2.4.1的机构间专家组专题小组 

 关于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实现向可持续农业转型

的政策讲习班——对政策进展情况进行战略性实施和监测（2016 年

11月将获得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支持） 

 编写关于可持续农业现状问题的原型报告（2016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 

 关于测量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力

求实现可持续农业方面的政策进展情况的持续区域磋商（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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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 2016 年 12 月 31日终了年度财政报表 

（以美元计算） 

 
2016 2015 

收入 

  捐款 707 842 669 902 

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储备金账户的转款 - - 

利息收入 8 900 3 770 

年底的汇兑差额 (2 962) 2 962 

总收入 713 780 676 634 

减去：开支 749 746 865 576 

减去开支后的净收入 (35 966) (188 942) 

截至 1月 1日的资金结余 732 374 921 316 

退还捐助方款项 - - 

截至 12月 31 日的资金结余 696 407 73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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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按项目构成

分列的财政报表 

（以美元计算） 

 
联合捐款能

力开发项目 

–体制支助 

由欧洲联盟供资

的项目:亚洲知

识转让网络
a
 

缅甸旱区改善生

计农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综合方案
b
 

总计 

收入     

捐款 311 154 - 396 688 707 842 

利息收入 2 727 1 513 4 661 8 900 

年底的汇兑差额 - (2 962) - (2 962) 

总收入 313 880 (1 449) 401 349 713 780 

减去：开支 242 862 1 407 505 478 749 746 

减去开支后的净收入 71 018 (2 856) (104 129) (35 966) 

截至 2016年 1月 1日的资金结余 209 129 182 256 340 988 732 374 

退还捐助方款项 - - - - 

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的资金结余 280 147 179 401 236 859 696 407 

 
简称：亚洲知识转让网络，关于南亚和东南亚可持续农业技术与改进市场联系知识转

让网络。 

a 
本项目由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减贫中心）牵头并由减贫中心、亚洲及太平

洋技术转让中心以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贸易、投资与创新司联

合实施。 

b 
本项目由减贫中心牵头并由减贫中心、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以及可持续农

业机械化中心联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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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可持续农业促进减贫中心在 2016 年期间收到的体制支助现金捐款 

（以美元计算） 

国家/地区 2016 2015 

孟加拉国 7 000 1 000 

柬埔寨 2 000 2 000 

斐济 150 000 - 

印度尼西亚 57 154 57 381 

中国澳门 3 000 3 000 

马来西亚 10 000 10 027 

缅甸 1 000 1 000 

巴布亚新几内亚 - - 

菲律宾 21 000 - 

大韩民国 20 000 20 000 

斯里兰卡 30 000 - 

泰国 10 000 10 000 

总计 311 154 104 408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