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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工作组第七十九届会议采取的行动 

 A. 关于审查贸发会议 2021 年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草案(拟议方案预算第

二部分)的议定结论 

(议程项目 3)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审议和讨论了 2021 年拟议方案计划和 2019 年方案执行情况， 

 1. 注意到 TD/B/WP(79)/INF.1 号文件所载贸发会议 2021 年拟议方案计划

和 2019 年方案执行情况，但不妨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会议的

成果进行必要的调整； 

 2.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充分考虑工作组第七十九届会议期间提供的意见和

建言以及 TD/B/WP(79)/INF.1 号文件，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贸发会议 2021 年

拟议方案预算的意见，供联合国大会及其附属机构随后审议； 

 3.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确保及时向处理方案和预算问题的实体转达成员国

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附属机构工作组第七十九届会议政府间审议期间表达的相关

意见； 

 4. 敦促贸发会议秘书长就今后的方案预算周期向贸发会议各司发出指

示，以确保贸发会议方案计划和业绩的一致性和更广泛的代表性，补充纽约相关

联合国实体发出的指示，并在工作组相关会议之前将这些指示告知成员国； 

 5. 请贸发会议秘书处就衡量研究和分析支柱下各项活动的影响寻求联合

国秘书处的指导，并通报对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模板的潜在改进； 

 6. 强调贸发会议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

会议之后充分执行赋予它的任务； 

 7. 向贸发会议秘书长回顾工作组第七十七届会议议定结论中所载的要

求，即在本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进程中附上辅助文件，以便对拟议的方案计划草

案进行全面审查，并严格遵守议定的最后期限； 

 8.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确保未来的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明确说明吸取的经

验教训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方案计划的考虑； 

 9. 表示关切的是，在成员国于 2018 年就该文件达成一致后，已议定的工

作组未来届会职权范围迟迟未能正式获得通过；并吁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积极支持

将成员国的请求与联合国预算进程的程序要求衔接起来； 

 10.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向贸发会议成员国提供文件，说明他向处理方案和

预算问题的联合国实体提交的关于贸发会议 2021 年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草案的

文件。 

闭幕全体会议 

202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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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工作组采取的其他行动 

 1. 审查贸发会议 2021 年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草案(拟议方案预算第二部分) 

(议程项目 3) 

1. 在 2020 年 1 月 22 日的闭幕全体会议上，工作组通过了关于这一议程项目的

议定结论。 

 2. 工作组第八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议程项目 4) 

2. 在闭幕全体会议上，工作组还批准了第八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见附件一)。 

 二. 主席的总结 

 A. 议事情况 

3. 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七十九届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

日内瓦举行。工作组在非正式会议上继续进行审议。 

 B. 开幕发言 

4.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作了发言。下列代表团的代表作了发言：厄瓜多尔(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巴拿马(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伊拉克(代表亚太

集团)；欧洲联盟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俄罗斯联邦；以及埃及。 

5. 副秘书长在开幕发言中指出，2021 年属于从两年期预算周期向年度预算周

期过渡的三年试验期，在三年试验期结束时，吸取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今后指明方

向。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秘书处在上一个预算周期密切联系成员国，公布了成

员国在行政和预算委员会(第五委员会)、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以及方案和

协调委员会审议期间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发表的意见，贸发会议打算对 2021 年

方案计划也这样做。 

6. 副秘书长强调，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文件的格式最近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包括在信息的列报方面，更多地依赖文本说明，而不是像 2020 年那样依赖图片

说明。其他变化意味着现在要求提供更多的战略信息。在秘书处定稿并印发了本

文件之后，直到 2020 年 1 月才收到关于格式的最终指示，于是进行了必要的调

整，并迅速向代表分发了最新版本的文件。 

7. 副秘书长强调，将审查 2021 年方案计划，并使其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第十五届会议的成果保持一致。然而，她强调，在 2020 年第五委员会审议之前

及时作出调整将具有挑战性。贸发会议已经向方案规划、预算和账户厅通报了这

一制约因素，目前正在进行讨论以便找到最佳解决办法，有两种备选方案在考虑

之中，即向 2020 年 11 月的届会或 2021 年 3 月的续会提交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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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审查贸发会议 2021 年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草案(拟议方案预算第二部分) 

(议程项目 3) 

8. 若干区域集团代表对贸发会议资源减少的趋势表示关切，强调贸发会议需要

充足、可预测和稳定的资源来完成其任务。一些区域集团的代表指出，资金应在

各次级方案和工作支柱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集中于某些领域，轻视其他领域。 

9. 鉴于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文件的格式发生变化，一些区域集团的代表也对工

作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有效监督表示保留意见。新做法是就每个次级方案突

出显示一项成果，这样呈现出来的图景不完整且分散，许多区域集团和代表团的

代表要求秘书处努力从所有三大工作支柱中选择范例，这样可以更有代表性地展

现每个次级方案的整体工作。 

10. 若干区域集团和代表团的代表表示关切的是，对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文件的

审查是否全面以及能否在不考虑相关资源影响的情况下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并在

这方面呼吁完成关于工作组职权范围的讨论。 

11. 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对文件格式的改变表示欢迎，特别是现在次级方案层面

也包含战略内容，秘书处的工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现在更加显而易

见。 

12. 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对为次级方案 1 选择的突出成果表示保留意见，因为次

级方案 1 似乎不是次级方案事务的核心，也不使用大部分资源，而且包含了目前

可能未达成共识的概念；提请注意在编制 2021 年工作计划过程中似乎没有提到

吸取的经验教训；鉴于贸发会议资源减少的趋势，对拟议增加的交付成果和活动

表示关切。 

13. 秘书处的一名代表指出，审议预算事项是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特权。此外，

联合国秘书长将最终确定所需资源，供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审议。在未知 2021 年

资源要素的情况下，2020 年的资源分配1 等其他背景信息提供了更全面的情况。 

 三. 组织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1) 

14. 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开幕全体会议上，工作组选举贾瓦德·阿明－曼苏尔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主席，选举尤纳·凯普特女士(拉脱维亚)为副主席兼

报告员。 

  

 1 A/74/6 (第 1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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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议程项目 2) 

15. 在同一次会议上，工作组通过了其临时议程(TD/B/WP/301)。议程内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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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方案计划和业绩信息草案(拟议方案预算第二部分)。 

4. 工作组第八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5. 其他事项。 

6. 通过工作组提交给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C. 工作组第八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议程项目 4) 

16. 在 2020 年 1 月 22 日的闭幕全体会议上，工作组还批准了第八十届会议的临

时议程(见附件一)。 

 D. 通过工作组提交给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议程项目 6) 

17. 在同次会议上，工作组授权副主席兼报告员在主席的指导下在会议结束后编

写第七十九届会议最后报告。 

  



TD/B/WP/302 

6 GE.20-01765 

附件一 

  工作组第八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技术合作战略。 

4. 工作组第八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5. 其他事项。 

6. 通过工作组提交给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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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出席情况2 

1. 下列战略框架和方案预算工作组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中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俄罗斯联邦 

2. 下列非工作组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2 本出席名单载列登记的与会者。与会者名单见 TD/B/WP(79)/INF.2。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哥伦比亚 

刚果 

克罗地亚 

古巴 

吉布提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危地马拉 

肯尼亚 

科威特 

黎巴嫩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摩洛哥 

莫桑比克 

尼泊尔 

新西兰 

尼日利亚 

阿曼 

巴拿马 

秘鲁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西班牙 

斯里兰卡 

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多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也门 

赞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