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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2017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副主席(爱沙尼亚)宣布理事会

第六十五届执行会议开幕。会议期间，理事会主要审议了关于非洲的议题以及与

贸发会议相关的其它议题。 

 一.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A. 贸发会议为支援非洲所开展的活动 

(议程项目 2)  

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注意到 TD/B/EX(65)/2 号文件所载秘书处关于贸发会议为

支援非洲所开展活动的报告。 

 B. 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 

(议程项目 5) 

2. 理事会核准了中非民间商会、21 世纪非洲协会、世界自由区组织和全印度

工 业 协 会 的 申 请 ( 分 别 载 于 TD/B/EX(65)/R.1 、 TD/B/EX(65)/R.3 、

TD/B/EX(65)/R.4 和 TD/B/EX(65)/R.5 号文件)，给予这几个组织贸发会议普通类

观察员地位；核准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申请(载于 TD/B/EX(65)/R.2 号文件)，

给予该组织贸发会议特别类观察员地位。 

 二. 主席的总结 

3. 讨论包括致开幕辞和介绍议程项目 2 之下贸发会议为支援非洲所开展活动的

报告(载于 TD/B/EX(65)/2 号文件) 

  开幕辞 

4. 贸发会议秘书长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五届执行会议致开幕辞。非洲、

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司司长介绍了议程项目。以下代表团的代表作了发言：

苏丹，代表非洲集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孟加拉

国，代表最不发达国家；巴西，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巴基斯坦，代

表亚太集团；欧洲联盟，代表欧洲联盟及成员国；中国；莱索托；突尼斯；津巴

布韦；赞比亚；埃及；南非。 

5.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开幕辞中指出，非洲 2016 年增长缓慢，2017 年预期会温

和复苏。但非洲已大步迈向教育和性别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他强调对于

非洲的承诺，指出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贸发会议非洲区域办事处有助于更好地服

务于成员国和非洲联盟，特别是协助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谈判、区域经济共同体

能力建设和接触泛非商会以探索如何支持非洲的制造业。他着重指出贸发会议针

对非法资金流动开展的工作，具体包括：“2016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非洲的

债务动态与发展融资”，其中有一章节论述非法资金流动；进出口伪报调研；衡

量非法资金流动机构间项目；岸上融资中心方面的工作；定于 2017 年 11 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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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务和非法资金流动问题会议。贸发会议秘书长还将前往卢旺达参加青年创业

者会议并会见非洲国家元首。 

6. 司长在发言中指出，贸发会议关于非洲的工作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和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步调一致。一些非洲国家中产阶级有所壮大，

撒哈拉以南非洲自 2000 年以来贫困率下降，这些都是积极进展，但同时工业化

在整个非洲显著衰退，青年失业在非洲仍是重大挑战。他还指出，“2017 年非

洲经济发展报告：旅游业促进转型和包容性增长”强调了旅游业解决非洲的可持

续发展难题的潜力。贸发会议秘书处概述了报告论述的专题领域，并强调了贸发

会议的工作在各国、分区域和整个非洲的影响。报告发表后，多个国家请贸发会

议提供旅游业方面的技术援助。 

7. 各代表团在一般发言中提出了若干问题。 

8. 多个区域集团和代表团的代表称赞 2016 年非洲技术合作活动资金较 2015 年

有所增加，表示赞赏发展伙伴提供支助。一个区域集团指出，需要向非洲、最不

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司划拨更多资金，一些代表指出需向关于非洲的工作分配更

多资金。 

9. 多个区域集团的代表称赞贸发会议非洲区域办事处为非洲联盟、区域经济共

同体和贸发会议成员国提供的支持。一个区域集团还请求就区域办事处的作用提

供详情。 

10. 多个代表团称赞贸发会议有一个全面的非洲工作方案。 

11. 一个代表团指出，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非洲有大量投资，并着重

提到吉布提、肯尼亚和多哥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一些能力建设举措。中方投资将

支持非洲发展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创造就业机会。 

12. 一个区域集团强调了欧洲联盟在非洲开展的移民、流动和科学方面的工作。

相关支持方案包括：欧洲联盟–非洲基础设施信托基金、非洲应急信托基金和非

洲投资基金. 

13. 一些区域集团和代表团对非法资金流动抬头及其对非洲发展的影响表示关

切。一些代表团建议针对非法资金流动问题向成员国提供进一步技术援助。秘书

处指出，贸发会议在非法资金流动方面的工作已列入 20 国集团议程。 

14. 多个代表团提及以技术转让促发展的重要性。 

15. 一个区域集团指出，本集团成员期待定于 2018 年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

特别方案司进行的外部评价。 

16. 一些区域集团的代表提及旅游业对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个区域集团指

出，2017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应列入执行会议议程。一些代表团指出，报告未

充分体现贸发会议责成开展的一项进出口伪报研究的结果以及在非洲所开展活动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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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情况 

  贸发会议为支援非洲所开展的活动 

17. 讨论中提出了以下重点问题： 

(a) 影响评估的重要性，以及非洲工作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对接； 

(b) 建设生产能力，以及为此需要与多方伙伴协作； 

(c) 非法资金流动方面需继续开展工作； 

(d) 需要进一步支持技术转让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这些促成结构转型的

重要因素； 

(e) 为最不发达国家大步走向毕业提供支持； 

(f) 贸易便利化对刺激增长的作用； 

(g) 研究分析要与热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相统一； 

(h) 考虑技术合作的新业务模式(伞形融资，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加紧合作)。 

  其他事项 

18. 一名代表对执行会议改期及会议持续时间表示关切。秘书处强调说已向贸易

和发展理事会主席和区域协调员表达了对会议延期的严重关切。这名代表还表示

关注召开增加值问题专家会议的请求能否得到满足。秘书处回顾道，贸发会议已

定于 2018 年第一季度召开增加值问题专家会议。 

19. 一些区域集团和代表团表示关切的是，《内罗毕共识》第二阶段(重振贸发

会议政府间机制)执行工作进度缓慢。一个区域集团请求提供重振进程路线图，

还有一名代表请求就该进程再进行磋商。秘书处指出实际上正在进行磋商。 

 三.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议程项目 1) 

20. 在 2017 年 7 月 17 日的开幕全体会议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通过了

TD/B/EX(65)/1 号文件所载会议临时议程。执行会议议程如下： 

1.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2. 贸发会议为支援非洲所开展的活动 

3. 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 

4. 其他事项 

5.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五届执行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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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五届执行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5) 

2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授权在副主席领导下于会议结束后完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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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出席情况 

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下列成员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尔及利亚 拉脱维亚 

阿根廷 莱索托 

奥地利 马达加斯加 

巴哈马 毛里求斯 

孟加拉国 墨西哥 

贝宁 莫桑比克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荷兰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尼日尔 

巴西 巴基斯坦 

文莱达鲁萨兰国 秘鲁 

保加利亚 菲律宾 

智利 波兰 

中国 俄罗斯联邦 

哥伦比亚 沙特阿拉伯 

刚果 塞尔维亚 

捷克 西班牙 

吉布提 泰国 

埃塞俄比亚 多哥 

加纳 突尼斯 

危地马拉 土耳其 

印度 乌干达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伊拉克 越南 

约旦 赞比亚 

科威特  津巴布韦 

 

  

  本出席名单包括登记的与会者。与会者名单见 TD/B/EX(65)/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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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贸发会议成员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教廷 

3. 下列非成员观察员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巴勒斯坦国 

4.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 

 欧洲联盟 

 伊斯兰合作组织 

5.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普通类 

 世界工程师 

 瑞士乡村非政府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