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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初级商品与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 

第十三届会议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临时议程和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动态、挑战和机遇。 

4. 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的途径。 

5. 通过会议报告。 

 二. 临时议程说明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1. 建议初级商品与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选举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兼报告员。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2. 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七十一届执行会议关于正式批准多年期专家会议和

单年期专家会议议题的决定，1 多年期专家会议第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载于上文

第一章。会议将有三天时间完成工作，即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这三天

会议的暂定时间表载于本文件附件。详细活动安排最迟将在会前一周印发。 

  

 1 TD/B/EX(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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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TD/B/C.I/MEM.2/52 临时议程和说明 

  项目 3 

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动态、挑战和机遇 

3. 多年期专家会议的目的是监测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动态、挑战和机遇，同时

适当关注与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初级商品部门。关于这些议题的

讨论将包括以下各方的发言：各国专家及有关国际组织和初级商品机构的专家，

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代表。这一讨论将有助于从发展的角度让贸发会议

成员国了解关键初级商品部门和市场的重要动态。 

4. 为方便讨论，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了一份题为“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动态、

挑战和机遇”的说明。该说明回顾了主要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动态，并分析了影响

2020 和 2021 年初级商品价格走势的各种因素。总体而言，价格波动是由于供应、

需求、库存变化、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疫情和冲突等各种因素所致。该说明探讨了

与初级商品市场的大幅度价格变化有关的一些政策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可帮助依赖

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减轻初级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

增长的建议。 

5. 作为本议程项目审议工作的一部分，将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举办初级商品日

活动，并将举行以下两场会议：竹子，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磷酸盐，下午 3 时至

5 时 30 分。 

6. 第一场会议将探讨竹价值链中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不同方面，包括原竹

增值机会；发展中国家在竹子下游加工方面面临的挑战；竹子作为建筑材料的

优点；以及竹子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为了了解情况以便拟订发展竹子部门

的政策选择，将分享不同的经验和教训。互动式小组讨论将包括来自竹子生产国

和进口国的与会者，其中包括成员国的政府官员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利益

攸关方。 

7. 第二场会议将讨论磷酸盐与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同方面。会议将首先审查磷酸

盐生产和消费的前景，然后讨论与发展中国家磷酸盐工业有关的一些关键问题，

例如非洲磷酸盐生产国农民在获得肥料方面面临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提高磷酸盐

产量的挑战；以及磷酸盐在绿色能源转换中的潜在作用。互动式小组讨论将包括

来自磷酸盐生产国和肥料获得机会有限的国家的与会者，其中包括成员国的政府

官员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利益攸关方。 

文件 

TD/B/C.I/MEM.2/54 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动态、挑战和机遇 



TD/B/C.I/MEM.2/52 

GE.22-11370 3 

  项目 4 

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的途径 

8. 多年期专家会议第十三届会议将根据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

成功经验，探讨成功的多样化战略的关键要素。 

9. 为便利讨论，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了一份说明，题为“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

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的途径”。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摆脱商品依赖陷阱，实现

经济多样化。该说明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分析了成功的多样化战略的关键要素。

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合作是成功的多样化战略的要素之一。

此外，本说明还强调了经济多样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即关税升级，当加工产品的

进口关税高于作为这些产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初级商品的进口关税时，即为关税升级。

关税升级在制造业中比在农业中更为普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制度

都有的一个特点。2 制造业的关税升级可能是工业化缺乏的一个促成因素，并对

出口多样化构成障碍。关税峰值往往集中在食品等农产品上，也会限制出口多样化

的范围。 

文件 

TD/B/C.I/MEM.2/53 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多样化的途径 

  项目 6 

通过届会报告 

10. 本届多年期专家会议的报告将提交贸易和发展委员会下届会议。本届会议

不妨授权副主席兼报告员在主席领导下于会议结束后编写最后报告。 

 

 

专家意见：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动态、挑战和机遇 

 鼓励成员国提名的专家提交简短的论文(约 5 页)，作为对多年期专家会议

工作的投入。论文应在会议召开前提交贸发会议秘书处，将以收到的格式和语文

在会上分发。论文应取材于有关专家的经验，可讨论以下一个或多个问题： 

 (a) 近年来初级商品市场价格趋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趋势使依赖初级

商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b) 初级商品贸易如何对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c) 何种机制能使初级商品加强贸易并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d) 为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有

哪些政策选择？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2 贸发会议，2022 年，《2021 年贸易政策的主要统计数据和趋势》(日内瓦)。 



TD/B/C.I/MEM.2/52 

4 GE.22-11370 

Janvier Nkurunziza 

Chief, Commodity Research and Analysis Section, Commodities Branch 

UNCTAD 

E.9018,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Tel: 41 22 917 4546 

Email: janvier.nkurunziza@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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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初级商品与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十三届会议： 

暂定时间表 

 10 月 10 日星期一 10 月 11 日星期二 10 月 12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开幕全体会议 

开幕发言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项目 3. 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

动态、挑战和机遇 

• 粮食和农业初级商品 

• 矿物、矿石和金属 

• 能源：原油、天然气、

煤炭和可再生能源 

项目 4. 依赖初级商品

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

多样化的途径。 

项目 3, 续： 

竹子专题会 

下午 3 时至 

5 时 30 分 

项目 3(续) 项目 4(续) 项目3, 续： 

磷酸盐专题会 

下午 5时30分至

6 时 

项目 3(续) 项目 4(续) 闭幕全体会议 

项目 6. 通过会议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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