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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联合国全面审查《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 

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会议 

2020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4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事规则。 

4.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5.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6. 《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和《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

原则和规则》的执行情况。 

7. 加强数字经济中的消费者保护和竞争。 

8. 消费者保护主管机构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国际执法合作。 

9. 《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F 节下的国际合作：

通过指导政策和程序。 

10. 改善全世界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好数据促进好政策。 

11. 竞争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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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打击跨境卡特尔。 

13. 消费者保护以及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审查。 

14.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秘鲁。 

15.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自愿同行审评：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16. 其他事项。 

17. 通过会议报告。 

 二. 说明 

1. 在 2019 年 12 月 19 日第 52 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根据第二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在贸发会议的主持下召开第八次联合国全面审查《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

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会议。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在 2019 年

7 月 10 日至 12 日举行的第十八届会议上作为会议筹备机构行事，核可了临时

议程。1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在 2019 年 7 月 8 日和 9 日举行的

第四届会议上也作为会议筹备机构行事。2 

  项目 1 

会议开幕 

2. 会议将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3 时由贸发会议秘书长或其代表主持

开幕。 

  项目 2 

选举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 

3. 会议暂行议事规则第 7 条规定，会议应在充分顾及公平地区分配的原则下，

选出一名主席、多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会议主席团应由主席、四名副主席和

报告员组成。 

  项目 3 

通过议事规则 

4. 前七次会议通过的会议暂行议事规则载于 TD/RBP/CONF.7/9 号文件。 

文件  

TD/RBP/CONF.7/9 会议暂行议事规则 

  

 1 TD/B/C.I/CLP/55。 

 2 TD/B/C.I/CPL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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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5.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十八届会议核可了第一章所载的临时议程

案文。 

6. 本次会议有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即 2020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建议将 10 月

19 日第一次会议专门用于讨论程序事项，即临时议程项目 1 至项目 5(a)，以及

用于举行高级别会议、进行互动辩论和致开幕词。此外，建议将 10 月 23 日最后

一次会议专门用于讨论项目 5(b)至项目 8。余下会议将专门用于讨论涉及实质事

项的项目 6 和举行非正式磋商。拟议工作方案载于附件。 

7. 会议期间，将从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及下午 3 时至 6 时提供口译服务。 

8. 会议期间，应提供适当的时间和设施用于举行区域集团会议。 

文件 
 

TD/RBP/CONF.9/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 

  项目 5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9. 暂行议事规则第 5 条规定，应在会议开始时任命一个全权证书委员会，负责

审查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向会议报告。 

  项目 6 

《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和《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

的公平原则和规则》的执行情况 

10. 大会在 2015 年 12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消费者保护的决议中通过了订正的

《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请贸发会议秘书处就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和经验

教训交流信息。3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

书处编写一份报告，介绍该准则的执行情况，特别是介绍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

和体制框架以及该政府间专家组 2016-2020 年的工作方案。 

11.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十八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一份

报告，介绍《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的执行

情况。 

12. 将请各国政府在此议程项目下发表意见。与会者的书面意见将刊载于会议网站。 

13. 会议将重点审评成员国在执行《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和《管制限制性商

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方面的经验，并听取来自世界各地的

区域经济组织的经验。 

  

 3 A/RES/7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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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TD/RBP/CONF.9/2 《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的执行情况 

TD/RBP/CONF.9/3 《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 

和规则》的执行情况 

  项目 7-13 

加强数字经济中的消费者保护和竞争 

消费者保护主管机构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国际执法合作 

《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F 节下的

国际合作：通过指导政策和程序 

改善全世界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好数据促进好政策 

竞争中立 

打击跨境卡特尔 

消费者保护以及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审查 

14. 会议将举行非正式磋商，就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

见。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十八届会议和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

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关于加强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和消费者

保护的报告和研究报告；以及关于执行《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

公平原则和规则》F 节下国际措施的指导政策和程序。4 请各国政府事先向贸发

会议秘书处提交各自发言的简短说明，以便提供给与会者。 

15.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十八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处在会议期间

为关于竞争中立和打击跨境卡特尔这两个专题的磋商提供便利。消费者保护法律

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处为关于消费者保护主管机构在

电子商务方面的国际执法合作和改善全世界的消费者产品安全这两个专题的磋商

提供便利。此外，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十八届会议和消费者保护法

律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从成员国收到的资料，

编写一份关于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活动的最新审查报告，供会议审议。 

16.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决定延长电子商务领域消费

者保护工作组的任务和消费品安全工作组的任务，并请这两个工作组向会议报告

其继续开展的工作。 

文件  

TD/RBP/CONF.9/4 加强数字经济中的消费者保护和竞争 

TD/RBP/CONF.9/5 《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

规则》F 节下的国际合作：通过指导政策和程序 

TD/RBP/CONF.9/6 消费者保护以及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方面的能力建设和

技术援助审查 

  

 4 见 TD/B/C.I/CLP/55，第一章，第 14 段，以及第 6 段和 TD/B/CLP/55/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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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4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秘鲁 

17.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一份

报告，介绍会议期间对秘鲁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进行自愿同行审评的情况。 

18. 请希望参加同行审评的代表在会议之前通知贸发会议秘书处，以便能及时确

定同行审评的计划，并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间为磋商做准备。 

文件  

TD/RBP/CONF.9/7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秘鲁 

(概述) 

UNCTAD/DITC/CPLP/2020/1 秘鲁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 

  项目 15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自愿同行审评：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19.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十八届会议决定，贸发会议应在会议期间

对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竞争法和竞争政策进行自愿同行审评。 

20. 请希望参加同行审评的代表在会议之前通知贸发会议秘书处，以便能及时确

定同行审评的计划，并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间为磋商做准备。 

文件 
 

TD/RBP/CONF.9/8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自愿同行审评：西非经济货币 

联盟(概述) 

UNCTAD/DITC/CLP/2020/2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竞争政策事后审评筹备报告 

  项目 16 

其他事项 

  贸发会议《竞争法范本》 

21.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十八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从成员

国收到的材料，订正《竞争法范本》第三章和第四章并更新其评注。 

22. 除其他事项外，会议应讨论并通过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十九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及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文件 
 

TD/RBP/CONF.9/L.1 订正的《竞争法范本》第三章 

TD/RBP/CONF.9/L.2 订正的《竞争法范本》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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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7 

通过会议报告 

23. 暂行议事规则第 52 条规定，大会可建议大会通过对《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

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的修改。第 52 条还规定，会议应通过会议

报告。会议的最后报告将通过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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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临时工作方案 

10 月 19 日，星期一 10 月 20 日，星期二 10 月 21 日，星期三 10 月 22 日，星期四 10 月 23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下午 1 时 上午10时－下午4时30分 上午 10 时－下午 1 时 上午10时－下午12时30分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自愿

同行审评：西非经济

货币联盟 

加强数字经济中的消

费者保护和竞争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政策

自愿同行审评：秘鲁 

竞争中立 

下午 3 时－4 时 下午 3 时－4 时 30 分  下午 3 时－4 时 30 分 下午 12 时 30 分－1 时 

开幕全体会议 

会议开幕 

选举主席和其他主席团

成员 

通过议事规则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

工作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

证书：任命全权证书

委员会 

改善全世界的消费者

产品安全：好数据促进

好政策 

 打击跨境卡特尔 其他事项 

贸发会议《竞争法范本》 

(第 2 部分，评注―― 

订正的第三章和第四章) 

    下午 3 时 

一般性发言 

高级别会议：在冠状

病毒病(COVID-19)之后

的世界里不让任何人

掉队：竞争和消费者

保护政策的贡献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政

府间专家组第十九届

会议临时议程及消费者

保护法律和政策政府间

专家组第五届会议临时

议程 

下午 4 时－5 时 下午 4 时 30 分－6 时 下午 4 时 30 分－6 时 下午 4 时 30 分－6 时 下午 4 时 

《管制限制性商业惯

例的一套多边协议的

公平原则和规则》的

执行情况 

消费者保护主管机构

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国际

执法合作 

消费者保护以及竞争

法和竞争政策方面的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审查 

《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

的一套多边协议的公

平原则和规则》F 节下

的国际合作：通过指导

政策和程序* 

闭幕全体会议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通过会议报告 

下午 5 时－6 时    

《联合国消费者保护

准则》的执行情况 

   

 

     

  

 * TD/B/CLP/55/Ad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