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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投资、创新和创业促进生产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八

届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有现场和远程与会。 

 一. 主席的总结 

 A. 通过投资、创新和企业促进发展 

(议程项目 3) 

 1. 开幕发言 

1.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介绍了投资和企业促进发展方面的关键问题和新

出现的问题。他注意到，新的现实要求有新的投资和发展战略，并优先重视创业

精神。他指出，贸发会议正在开发新的工具，以协助成员国应对疫情并促进复

苏。四个大趋势将重塑国际贸易和投资格局：新工业革命、可持续性的要求、经

济民族主义抬头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的重组。对这些大趋势要求有新的发展战略，

特别是对最脆弱群体，因为他们受到的影响格外严重。 

2. 因此，将更新贸发会议《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以便通过促进基于区

域价值链的出口战略来促进复原力和联系；通过区域和次区域两级的基础设施现

代化开发新的生态系统；建设动态的生产能力；制定新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战

略，以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门。在国际一级至关重要的是，加快正在

进行的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贸发会议的“创业政策框架 2.0”将聚焦经济复苏，

针对最脆弱者实现包融性增长。 

3. 科学、技术和信息和通信技术处处长代表贸发会议技术和物流司司长强调，

科学、技术和创新对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至关重要；2019 年冠状病

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科学、技术和创新构成挑战。大流行病拉大了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差距。通过科学、技术和创新建立复

原力很重要，但需要通过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在政策领域，扩大对创新的范围和

理解对于开放、包容和社会创新是必要的。国际伙伴关系是获取技术和应对可持

续发展目标挑战的关键。 

 2. 讨论情况 

4. 一个三人专题讨论组主导了该议程项目下的讨论。专题讨论组的组成是：投

资、创新和创业促进生产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五届会议

副主席兼报告员、第六届会议副主席兼报告员以及第七届会议副主席兼报告员。 

5. 一位专题讨论组成员向专家们介绍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方面的工作。75 个

国家受益于贸发会议在该领域的政策咨询。她回顾了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五届会议

的创新特点，强调该届会议确定了贸发会议第三支柱增值的新标准。正如贸发会

议分析的那样，许多国家政府已采取措施应对 COVID-19，这可能会与老一代国

际投资协定中包含的扩张性义务产生摩擦。她欢迎贸发会议推出一个新工具，即

际投资协定改革加速器，以支持各国改革老一代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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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几位代表对贸发会议在该领域提供的援助表示赞赏。一些代表强调进一步改

革行动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大流行的情况下。他们呼吁加强这项工作，包括通过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会议的成果。 

7. 一些专题讨论组成员和几位代表强调 COVID-19 大流行对微型企业和中小企

业的影响，强调了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复苏的

重要性。在讨论中，专家们广泛强调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的政策行动：能力建设

的必要性，以及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弱势背景的企业家发展技能的必要性。

一些代表注意到拥有数字技术的公司更具复原力，他们建议对发展中国家初期的

创新企业家提供整体支持，并指出他们可以为社会和环境挑战创造解决方案。代

表们还指出，必须与生态系统中的利益攸关方协调，推出以弱势群体为重点的长

期国家创业战略。另一位代表强调在企业和人权框架方面的工作。 

8. 许多代表承认《贸发会议创业政策框架》，欢迎即将更新的版本，并对经营

技术方案表示赞赏。他们呼吁加强这项工作，包括通过贸发会议第十五届会议的

成果。 

9. 一位专题讨论组成员指出，要使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相关，政策的重点决不应仅限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必须欢迎旨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创新。政策举措需要增加利益攸关方的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目标》需要成为由创业精神(包括通过强大的性别要素)驱动的科学、技术和创新

政策的总框架。联合国机构间合作是聚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科学、技术

和创新的关键。 

10. 一位代表讨论了贸发会议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政策和能力建设工作在制

定本国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方面的作用。另一位代表解释说，大流行带来

的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了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另一位代表指出，贸发会议在疫

情期间继续开展科学、技术和创新工作，以支持《2030 年议程》，并鼓励继续

开展此类工作。另一位代表注意到贸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在该国国家科学、技术

和创新战略方面的工作，并鼓励贸发会议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和贸发会议第十五

届会议上接受科学、技术和创新议程。 

11. 一位代表讨论了全球响应促进妇女和青年创新创业，以取得可持续成果的必

要性。另一位代表指出，她的国家与贸发会议合作，制定了一项长期的国家创新

战略。体面的工作和创新是重要的目标。另一位代表表示，乌干达和其他最不发

达国家越来越有可能因 COVID-19 大流行而被落在后面。贸发会议对乌干达的科

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查和能力建设活动表示赞赏。这些活动需要成员国和捐助

机构的持续支持。另一位代表还指出，贸发会议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工作正在为

该国的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政策作出重要贡献。 

 二. 组织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1) 

12. 根据联合国大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第 74/544 号决定的规定，投资、创新和创

业促进生产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八届会议的主席团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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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通过默许程序进行。在 2020 年 9 月 21 日的开幕全体会议

上，当选主席确认选举劳尔·巴尔加斯·华雷斯先生(墨西哥)和萨拉·纳斯尔女

士(黎巴嫩)为多年期专家会议第八届会议的副主席兼报告员。 

 B. 通过议程 

(议程项目 2) 

13. 也在 2020 年 9 月 21 日的开幕全体会议上，多年期专家会议主席回顾说，第

八届会议临时议程(TD/B/C.II/MEM.4/22)是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经默许程序获得

通过。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通过投资、创新和企业促进发展。 

 4. 通过会议报告。 

 C. 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4) 

14. 也在 2020 年 9 月 21 日的闭幕全体会议上，投资、创新和创业促进生产能力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授权副主席兼报告员，根据主席的授权，

在会议结束后完成报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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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出席情况* 

1. 贸发会议下列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阿尔及利亚 马拉维 

安哥拉 毛里求斯 

奥地利 墨西哥 

阿塞拜疆 黑山 

孟加拉国 摩洛哥 

巴巴多斯 纳米比亚 

白俄罗斯 尼加拉瓜 

比利时 尼日利亚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阿曼 

喀麦隆 巴基斯坦 

中国 菲律宾 

刚果 俄罗斯联邦 

科特迪瓦 沙特阿拉伯 

捷克 塞舌尔 

多米尼加 南苏丹 

厄瓜多尔 西班牙 

埃塞俄比亚 巴勒斯坦国 

法国 苏丹 

冈比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德国 多哥 

危地马拉 突尼斯 

匈牙利 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乌干达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伊拉克 瓦努阿图 

意大利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科威特 赞比亚 

黎巴嫩 津巴布韦 

莱索托  

2. 以下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商品共同基金 

国际橡胶研究小组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织 

 

  

 * 本出席名单载列登记的与会者。与会者名单见 TD/B/C.II/MEM.4/IN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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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4. 以下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普通类 

文化倡议 

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监管与竞争研究所 

高等教育学位标准化国际网络 

喀麦隆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瑞士村”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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