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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工作组第七十四届会议通过的议定结论 

  根据贸发会议第十四届大会的结果审查联合国 2018-2019 年拟议战略

框架的贸发会议部分 

(议程项目 4) 

  审查贸发会议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概算草案中的方案叙述部分 

(议程项目 5) 

  根据贸发会议第十四届大会的结果审查贸发会议 2016-2017 两年期方

案叙述 

(议程项目 6)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确认应根据《内罗毕共识》和其他既定任务执行贸发会议两年期方案规划和

方案预算， 

 注意到《内罗毕宣言》， 

1.  同意 TD/B/WP(74)/CRP.2/Rev.1 号文件所载拟议的贸发会议 2018-2019 两年

期方案规划，但例外是需要对次级方案 1 加以重新调整；TD/B/WP(74)/CRP.3/ 

Rev.1 号文件所载贸发会议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概算草案的方案叙述部分；和

TD/B/WP(74)/CRP.4/Rev.1 号文件所载第 12 款――“贸易与发展”下经修订的

2016-2017 两年期产出清单， 

2.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充分考虑各代表团在工作组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提供的意

见和资料以及 TD/B/WP(74)/CRP.2/Rev.1 和 TD/B/WP(74)/CRP.3/Rev.1 号文件，

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经修订的贸发会议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规划草案和贸发

会议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概算，并随后由联合国大会及其附属机构进行审议； 

3.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充分考虑 TD/B/WP(74)/CRP.4/Rev.1 号文件，并为落实经

修订的产出作出安排； 

4.  建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审议重新调整次级方案 1 问题； 

5.  请秘书处确保及时向处理方案和预算问题的机构转达各成员国在工作组(作为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附属机构)第七十四届会议政府间审议期间表达的有关意

见； 

6.  决定启动一个进程，着手订正秘书处的预期成就和成果指标以及贸发会议两

年期方案规划中业绩计量标准和指标，以便在工作组下届会议讨论两年期方案规

划时更好地支持两年期方案规划和方案预算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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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意到文件迟交和贸发会议两年期方案规划中没有执行《内罗毕共识》的解

释性说明； 

8.  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举行非正式磋商，以最后完成工作组今后届会的职权范

围。 

 二. 主席的总结 

 A. 议事情况 

1.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七十四届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在日内瓦举行。 

 B. 开幕发言 

2.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致开幕词。以下国家代表团的代表随后作了发言：阿根廷

(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纳米比亚(代表非洲集团)、巴哈马(代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集团)、斯洛伐克(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爱沙尼亚(代表 D 组)、日

本(代表 JUSSCANNZ 集团)、孟加拉国(代表最不发达国家)、埃及、肯尼亚、尼

日利亚、摩洛哥、巴西、巴勒斯坦国、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 

 C. 非正式会议 

3.  工作组继续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审议。 

 D. 工作组采取的行动 

 1. 讨论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活动的新供资机制 

(议程项目 3) 

4.  工作组审议了文件“贸发会议所收到的尚待落实技术合作请求的供资机制概

念说明”(TD/B/WP(74)/CRP.1)。这份概念说明提议设立一个机制，协助缩小所

收到的技术合作请求数量与现有资金之间的缺口。主要建议如下：编制经常性项

目建议，由秘书处每两个月送交捐助者；每半年组织一次捐助方与受援方协调会

议，就具体方案(模式 1)或受益国(模式 2)进行磋商；更新网上援助请求数据库；

在中期高级别活动中对这一机制进行审查。 

5.  一些区域集团的代表强调秘书处应发挥积极协调作用，以更好地考虑捐助方

与受援方的需求和规划周期。若干代表和代表团强调，需要更详细地讨论贸发会

议高级管理层选定方案的标准。此外，一些代表还谈到了更新援助请求数据库的

重要性，以及更详细地说明建议所涉预算问题。此外，一些代表和代表团建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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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会议之前或之后直接举行半年一次的会议。一个代表团就秘书处巩固会议

产出问题强调改进报告的必要性。 

6.  秘书处指出，这一机制的细节需要修订，以更加注重模式 1, 把它作为更可

行的方法。关于与预算相关的问题，基本活动将完全由现有资源供资，重点是非

正式会议(与工作组等现有会议同时举行)，不再从其他实质性的技术合作活动挪

用更多资源。捐助方与受援方协调会议的产出将成为起草充分和具体项目文件以

及捐助方与受援方详细后续行动的依据，以便将资金来源和援助请求结合在一

起。此外，具体产品和/或方案的请求数量将是主要选择标准，并将与捐助方与

受援方协商讨论进一步的标准。此外，还将更新和调整作为重要信息来源的网上

援助请求数据库，以更好地反映最新和有效的请求，并将与请求有关的信函副本

列入数据库。最近和未来的项目和(或)请求在项目设计、财务和一般报告以及监

测等方面将受益于基于成果的管理框架。会上分发了关于供资机制的

TD/B/WP(74)/ CRP.1 号文件(经修订)，其中包含所讨论的问题和评论。文件通过

之前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7.  工作组请秘书处继续与各区域集团协商，以期尽快就新的供资机制达成协商

一致意见。 

 2. 议定结论 

(议程项目 4、5 和 6) 

8.  工作组审议了文件“拟议的贸发会议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规划草案”

(TD/B/WP(74)/CRP.2)、“2018-2019 两年期方案概算草案中的方案说明部分”

(TD/B/WP(74)/CRP.3)和“第 12 款――“贸易与发展”下经修订的 2016-2017 两

年期产出清单”(TD/B/WP(74)/CRP.4)。 

9.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概述了工作组第七十四届会议的审议范围及其与联合国秘

书处整个预算进程的关系。他阐述了主要的新内容和审议文件中拟议作出的调

整。 

10.  一些区域集团和代表团的代表强调，必须忠实地将《内罗毕共识》的任务

及其他有关任务转化为贸发会议的工作方案。许多代表团提到了《内罗毕共识》

强调的一些重要和具体工作领域――包括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将性别观点纳入主

流、筹集发展资金、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和电子商务以及数字经济。他们认为应将

这些领域纳入贸发会议的工作方案。 

11.  工作组通过了议定结论，涉及拟议的贸发会议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规划、

贸发会议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方案叙述部分和经修订的 2016-2017 两年

期产出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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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组织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1) 

12.  在 2016 年 11 月 28 日的开幕全体会议上，工作组选举 Tehmina Janjua 女士

(巴基斯坦)为主席，选举 Taavo Lumiste 先生(爱沙尼亚)为副主席兼报告员。 

 B.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议程项目 2) 

13.  在同次会议上，工作组通过了临时议程(TD/B/WP/282)。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讨论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活动的新供资机制 

 4. 根据贸发会议第十四届大会的结果审查联合国 2018-2019 年拟议战略框

架的贸发会议部分 

 5. 审查贸发会议 2018-2019 两年期方案概算草案的方案叙述部分 

 6. 根据贸发会议第十四届大会的结果审查贸发会议 2016-2017 两年期方案

叙述 

 7. 工作组第七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8. 其他事项 

 9. 通过工作组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C. 工作组第七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议程项目 7) 

14.  在 2015 年 12 月 2 日的闭幕全体会议上，工作组通过了第七十五届会议临

时议程(见附件一)。 

 D. 通过工作组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议程项目 9) 

15.  在同次会议上，工作组授权报告员完成其第七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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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组第七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及其供资情况 

 4. 评价贸发会议的活动： 

  (a) 评价贸发会议的活动：概述 

  (b) 对次级方案 4：“技术和物流”的外部评价 

 5. 工作组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6. 其他事项 

 7. 通过工作组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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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出席情况1
 

1.  下列工作组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1
 本出席名单仅包含登记的与会者。全部与会者名单见 TD/B/WP(74)/INF.1。 

奥地利 

白俄罗斯 

巴西 

爱沙尼亚 

法国 

塞内加尔 

乌干达 

津巴布韦

2.  下列贸发会议成员国但非工作组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阿尔及利亚 

巴哈马 

孟加拉国 

比利时 

不丹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布隆迪 

柬埔寨 

智利 

刚果 

吉布提 

厄瓜多尔 

希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墨西哥 

纳米比亚 

阿曼 

巴基斯坦 

波兰 

斯洛伐克 

索马里 

瑞典 

多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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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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 

 欧洲联盟 

5.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