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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6 年 12 月 5 日至 9 日，日内瓦 

订正的临时议程项目 1(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订正的临时议程和说明*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载于以下第一章。第二章所载的

秘书处说明旨在提供临时议程项目基本背景资料，并简要介绍有关文件。 

 

 

  

  

 * 本文件此时印发，是为了应成员国的请求在其中增列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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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临时议程 

1. 程序性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c) 通过全权证书报告 

(d) 理事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2. 从发展角度看国际贸易体系的演变及其趋势 

3. 投资促进发展 

4. 贸发会议对执行和落实联合国重大会议及首脑会议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结果做

出的贡献 

5. 贸发会议对执行《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做出的贡

献：第五次进展报告 

6. 技术合作活动： 

(a) 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 

(b)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7. 贸发十四大后续活动中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8.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报告 

9. 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其他事项： 

(a) 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发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年

度报告 

(b) 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小组的报告 

10. 体制、组织、行政和相关事项： 

(a) 根据《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 段设立的咨询机构主席关于秘书处 2015-

2016 年课程实施情况及其相关影响的报告；以及任命 2017 年咨询机构

成员 

(b)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6 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c)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 

(d) 审查会议日历 

(e) 2017 年工作组成员 

(f) 审查大会第 1995 (XIX)号决议附件所载国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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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11. 其他事项 

12. 通过报告 

 二. 临时议程说明 

1.  2016 年 9 月 23 日举行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扩大主席团会议核准了理事会第

六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1
 

  项目 1 

程序性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载于 TD/B/16/Rev.4 和 Corr.1 号文件。 

3.  根据议事规则第 18 和第 19 条，理事会主席团由 12 名成员组成：主席、10

名副主席、报告员，即经修订的大会第 1995 (XIX)号决议附件中提到的 A 组(非

洲/亚洲)成员 4 名、B 组成员 4 名、C 组成员 2 名、D 组成员 2 名。 

4.  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九届大会以来实行的轮换周期，理事会第六十

三届会议主席将由 A 组(非洲)国家的 1 名代表担任，报告员将由 C 组国家的一名

代表担任。因此，10 名副主席将分配如下：A 组(非洲/亚洲)3 名；B 组 4 名；C

组 1 名；D 组 2 名。 

 (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议程 

5.  本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见以上第一章。 

  安排工作 

6.  本届理事会会议在安排上采纳了一些代表团提出的建议，确保不在同一时间

举行两场会议。作出这一安排是为了确保各代表团，尤其是小型代表团，能有效

参加会议，也是为了尽可能高效地使用联合国的会议资源。 

  

 
1
 应最不发达国家区域协调员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举行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扩大主席团会议上

提出的请求，并经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同意，议程项目 5 被增列至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

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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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通过全权证书报告 

7.  根据议事规则第 17 条第 2 款，理事会主席团将审查全权证书，并向理事会

提交报告。 

  会期文件 

 (d) 理事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8.  秘书处将拟订理事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理事会不妨将这一项目

提交理事会主席的磋商会审议。 

  项目 2 

从发展角度看国际贸易体系的演变及其趋势 

9.  贸发会议《内罗毕共识》第 38 段(m)项指出，贸发会议应“继续从发展角度

监测和评估国际贸易体系的演变及其趋势，特别关注国际贸易体系可能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做出的贡献”。 

10.  针对这一任务，将在本议程项目下首次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概述国际贸易

以及商品和服务贸易政策的近期趋势。理事会将讨论服务业在全球贸易中日益增

长的重要性、服务业抗御经济下滑的能力及其与日俱增的竞争力。理事会还将从

经济、社会福利和发展的角度讨论服务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日益

增长的重要性。此外，理事会将更仔细地研究世界贸易组织最近的服务业豁免，

并力争就是否可为最不发达国家设立永久性的服务贸易优惠制度启动讨论。 

11.  理事会还将讨论农业初级商品价值链问题以及市场集中化对农民和生产国

造成何种影响。此外，还将讨论市场集中化的特征以及价值在农业初级商品全球

价值链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分布情况。具体而言，理事会将审查可可行业中的上

述问题。在该行业中，小型分散农户尤其令人关切，因为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已十

分弱势，而充分融入了价值链的利益攸关方，包括交易商、加工商和巧克力产品

制造商，则持续损害他们的处境。因此，前者没有太多回旋余地，很难谈成切实

合理的产品价格，使其既能收回生产成本，又能获得体面生活所需的利润。这种

情况不仅在可可全球价值链中普遍存在，在咖啡、谷物和蔗糖等其他农业初级商

品全球价值链中也普遍存在。除非齐心协力采取行动，否则有可能损害种植企业

的可持续性。因此，理事会将讨论在价值链日益集中的情况下如何支持农业初级

商品价值链中的小型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农民的政策备选方案。这对于实现某些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至关重要。 

文件  

TD/B/63/4 从发展角度看国际贸易体系的演变及其趋势 

TD/B/63/2 农业初级商品价值链：市场集中化对农民和生产国的

影响――以可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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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3 

投资促进发展 

12.  私人投资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已是

共识。具体而言，私人投资可增强生产能力，创造就业机会和专门知识，促进多

样化，推动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私人投

资具有潜在催化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开展政策干预，以吸引更多投资。迄今为

止，大部分吸引投资的政策干预措施侧重于投资促进。因此，2010 年至 2015 年

期间，得到执行的旨在吸引投资的政策措施中大约有一半是为了宣传某一地点作

为投资目的地。在国际层面，绝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中没有包含投资便利化层

面，或即便有也微不足道。因此，吸引投资战略要想有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

际政策层面，投资促进都必须与投资便利化工作齐头并进。 

13.  为此，贸发会议制定了一项投资便利化全球行动菜单。菜单系根据本组织

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工作方面的经验、贸发会议可持续

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以及投资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计划制定而成。当前版本吸收了

从多方利益攸关方磋商和政府间进程中收到的反馈和学到的经验，包括世界各地

决策者的强烈支持，例如 2016 年 7 月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十四届大会期间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投资论坛和诸多其他论坛上得到的强烈支持。 

14.  本节会议将包括两个部分。在第一个小组讨论期间，将审查投资便利化全

球行动菜单(《2016 年世界投资报告》第三章更新而成)。小组成员将讨论投资便

利化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层面，包括如何填补政策空白。随后，第二个小组将介绍

投资便利化方面的最佳做法，并阐释投资便利化、商业联系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三

者之间的关联。两个小组介绍完毕之后，将在与会者和小组成员之间就这一主题

开展互动对话，分享国家、区域和区域间观点。 

文件  

UNCTAD/WIR/2016 和概述 2016 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者国籍――政策挑战 

TD/B/63/CRP.2 投资便利化全球行动菜单 

  项目 4 

贸发会议对执行和落实联合国重大会议及首脑会议在社会经济领域的

结果做出的贡献 

15.  大会第 57/270 B 号决议强调，需要尽量利用联合国现行机制，审查联合国

系统内在发展的关键领域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在这方面，大会请贸易和发展理

事会在其任务范围内和在有关议程项目下为执行联合国重大会议及首脑会议的结

果和审查结果的执行进展做出贡献。 

16.  《多哈授权》第 18 段和 18(n)段规定，“贸发会议应当继续在其任务范围

内通过三大支柱开展工作，拿出重要成果，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加强与其它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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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的协同作用，并且促进与这些组织工作的互补。在这方面，贸发会议应

当酌情贯彻落实关于发展问题的全球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相关结果”。 

17.  同样，《内罗毕共识》第 10 段规定，“贸发会议应当推动执行和落实相关

全球会议的成果，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还可酌情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以及其他相

关的国际协定和成果。” 

18.  理事会将以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一份说明为基础，对大会在第 57/270 B

号决议第 27(a)段中向它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 

文件  

TD/B/63/5 执行联合国重大会议及首脑会议的成果方面取得的进

展和贸发会议的贡献 

  项目 5 

贸发会议对执行《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做出

的贡献：第五次进展报告 

19.  如前几届会议一样，理事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将审议贸发会议在其任务和职

权领域内在执行《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伊斯坦布尔

行动纲领》)方面取得的进展。理事会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将以秘书处根据《伊

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第 153 和第 156 段编写的第五次进展报告为基础。该报告全

面介绍了贸发会议 2015 年对执行《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做出的贡献，并载有

初步结论和前进方向。 

文件  

TD/B/63/6 2011 年至 2015 年贸发会议在执行《2011-2020 十年期

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方面开展的活动：经验

教训和前进方向 

  项目 6 

技术合作活动： 

 (a) 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 

20.  理事会将审查 2015 年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以及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方面的动

态，特别是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能力建设问题和与理事会关于技术合作的第 478 

(L)号决定的执行进展相关的问题。在审议本项目时，理事会将收到定于 2016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举行的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七十三届会议结果文件和

2015 年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审查报告，作为辅助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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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TD/B/WP/279 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及其供资情况 

TD/B/WP/279/Add.1 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及其供资情况――附件

一：审查 2015 年开展的活动(只有英文本) 

TD/B/WP/279/Add.2  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及其供资情况――附件

二：统计表(只有英文本) 

TD/B/WP/281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七十三届会议报告 

 (b)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21.  贸发会议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与前些年一样，分析了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的近期经济动态。报告提请各方注意对加沙的持续封锁和日益恶化的社会

经济条件。报告强调，人均收入停滞不前，这主要是由于外国援助减少和以色列

扣留巴勒斯坦 2015 年的税收收入。此外，报告还强调了巴勒斯坦财政资源持续

向以色列流失、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生产商无法进口基本生产投入造成的不

利影响。报告分析了占领导致的高昂经济代价，并断言，倘若没有占领，巴勒斯

坦被占领土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是目前规模的两倍。报告呼吁建立一个评估此类

代价的联合国框架，并认为，这是使巴勒斯坦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实现中

东持久和平的重要步骤。最后，报告还就贸发会议近期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技

术合作活动以及秘书处在执行这些活动时面临的挑战，向理事会通报了最新情

况。 

文件  

TD/B/63/3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的经济动态 

  项目 7 

贸发十四大后续活动中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22.  秘书处将报告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四届大会上采取

的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理事会将讨论并审议如何最大程度地执行贸发会议第十

四届大会的成果。 

  项目 8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报告 

23.  将向理事会提交工作组第七十三和第七十四届会议报告供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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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TD/B/WP/281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七十三届会议报告 

TD/B/WP/283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七十四届会议报告 

  项目 9 

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其他事项： 

 (a) 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发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年度报告 

24.  根据大会第 2205(XXI)号决议，理事会将收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四

十九届会议报告。 

文件  

A/71/17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  

 (b) 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小组的报告 

25.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将审议贸易中心联合咨询小组第五十届会议报告。 

  项目 10 

体制、组织、行政和相关事项： 

 (a) 根据《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 段设立的咨询机构主席关于秘书处 2015-2016

年课程实施情况及其相关影响的报告；以及任命 2017 年咨询机构成员 

26.  根据理事会第 466 (XLVII)号决定，咨询机构主席将向理事会通报咨询机构

的活动情况以及《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 段的执行情况。将请理事会根据区域集

团的建议任命 2017 年咨询机构成员。 

文件  

TD/B/63/CRP.1 根据贸发十大《行动纲领》第 166 段设立的咨询机构

主席 2015-2016 年报告 

 (b)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6 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27.  贸发会议秘书处没有收到任何请求列入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6 条规定的名单

的申请。已经获得核准的政府间组织名单载于 TD/B/IGO/LIST/11 号文件。 

 (c)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 

28.  贸发会议秘书处没有收到任何请求列入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规定的名单

的申请。已经获得核准的非政府组织名单载于 TD/B/NGO/LIST/2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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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审查会议日历 

29.  理事会将收到 2017 年会议日历。 

  会期文件 

 (e) 2017 年工作组成员 

30.  将请理事会根据区域集团的提名核准 2017 年工作组成员。 

  会期文件 

 (f) 审查大会第 1995(XIX)号决议附件所载国家名单 

31.  理事会将酌情收到贸发会议和理事会最新成员名单。 

文件  

TD/B/INF.235 贸发会议成员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成员 

 (g)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32.  将在届会期间向理事会通报收到的任何建议所涉及的行政和经费问题。 

  会期文件，视需要而定 

  项目 11 

其他事项 

  项目 12 

通过报告 

33.  理事会报告将载入技术合作问题谈判结果、提交秘书处的谈判结果、主席

的总结和程序性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