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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大会 

内罗毕 

2016 年 7 月 17 日至 22 日 

临时议程项目 6
 

通过议程 

  临时议程和说明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 2015 年 9 月 14 日至 25 日举行的第六十二届会议(TD/B/ 

61/11)上通过了贸发十四大的实质性议程项目(项目 8)及其分主题。 

2.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的闭幕全体会议上还批准了贸发十四大

的临时议程草案。 

3.  临时议程载于本文件第一章。秘书处依照惯例编写的说明载于第二章。 

4.  关于组织事项，秘书处将印发一份本文件的增编(TD/501/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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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四届大会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 

3. 设立会期机构 

4. 选举副主席和报告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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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议程 

7. 一般性辩论 

8. 从决定到行动：走向包容性和公平的全球经济环境，促进贸易和发展 

(a) 多边主义促进贸易和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b) 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促进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

长，实现共同繁荣； 

(c) 在贸发会议任务授权范围内，推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合作，以在各

个层面建立经济抗御能力，应对贸易和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d) 在贸易和发展方面推动切实执行和跟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及全球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相关成果。 

9. 其他事项 

(a) 贸发大会对联大第 1995(XIX)号决议附件所载国家名单的定期审查；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贸发大会的报告； 

(c) 贸发大会采取的行动所涉经费问题。 

10.  通过本届贸发大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二. 临时议程说明 

  开幕式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四届大会将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星期天下午在内

罗毕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开幕式。开幕式前将分发一份详细的日程表。 



TD/501 

GE.16-09081 3 

  项目 1 

贸发大会开幕 

6.  贸发大会议事规则载于 TD/63/Rev.2 号文件。 

7.  贸发十四大将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在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开

幕全体会议。 

8.  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规定：“每届贸发大会开幕时，在本届会议主席

尚未选出以前，由上届大会主席所属代表团的团长主持会议。” 

  项目 2 

选举主席 

9.  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 17 条规定，贸发大会从其成员中选举一位主席。 

10.  按照惯例，东道国(肯尼亚)代表团团长将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 

  项目 3 

设立会期机构 

11.  根据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 62 条，贸发大会可设立一个主要委员会(全体委员

会)，审议由全体会议提交的具体实质性项目并就此提出报告。根据第 63 条，主

要委员会可为行使职能设立必要的附属机构。 

12.  根据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 65 条，主要委员会应选举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

和一名报告员。根据第 17 条，主要委员会主席在大会副主席选举之前选出，并

根据第 22 条将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项目 4 

选举副主席和报告员 

13.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2 条，贸发大会主席团由 35 人组成，其中包括贸发

大会主席和副主席、全体委员会主席和大会报告员。因此，大会需选出 32 位副

主席。 

14.  为确保公平地域分配，贸发大会不妨决定主席团的组成如下：非洲成员七

名、亚洲成员七名、拉丁美洲成员七名、B 组成员九名、D 组成员四名、中国一

名。按照以往惯例，区域协调员和附属机构主席应全面参与主席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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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5 

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15.  议事规则第 14 条规定：“每届贸发大会开始，应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委

员会由贸发大会根据主席建议，任命九个会议成员组成。委员会应选举自己的主

席团。委员会应审查各代表全权证书，向贸发大会提出报告。” 

16.  依照以往的惯例，贸发大会似可决定，全权证书委员会由担任联合国大会

最近一届(第七十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委员的九个成员国组成。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7.  根据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全权证书委员会应审查各代表的全权证书

并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13 条规定，代表的全权证书以及副代表和顾问名单应尽

可能在贸发大会既定开幕日前至少一星期递交贸发会议秘书长。全权证书应由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颁发。 

  项目 6 

通过议程 

18.  如本文件开头的说明所述，2015 年 9 月 14 日至 25 日举行的贸易和发展理

事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已核准了临时议程的实质项目(项目 8)及其分主题。 

19.  关于贸发大会工作安排的建议将作为本文件的一份增编分发 (TD/501/ 

Add.1)。 

  项目 7 

一般性辩论 

20.  一般性辩论定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在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辛巴

厅开始，并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结束。以电子方式提交秘书处的发言稿将

按秘书处所收到的语文文本上传到贸发大会的网址上。* 关于发言代表名单的情

况已经以说明的形式提供。 

21.  根据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 39 条和联大批准的指导原则，请各位代表发言最

长不超过七分钟。为此，各代表团不妨考虑提供发言稿全文，并在一般性辩论的

发言中集中阐述要点。 

  

 
* http://unctad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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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8 

从决定到行动：走向包容性和公平的全球经济环境，促进贸易和发展 

1 (a) 多边主义促进贸易和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b) 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促进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共

同繁荣 

 (c) 在贸发会议任务授权范围内，推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合作，以在各个层面建

立经济抗御能力，应对贸易和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d) 在贸易和发展方面推动切实执行和跟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全球

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相关成果 

22.  在本项目下，贸发大会预期会收到由 2015 年 9 月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

二届会议设立并由理事会主席主持的贸发十四大筹备委员会编写的一份会前案

文。该案文经设在日内瓦的贸发十四大筹备委员会最后定稿之后，将由理事会特

别会议转交贸发大会。 

23.  在本项目下，贸发大会还将举行以下八场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全体或部

分主题和分主题。这些高级别会议为：(a)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机遇和

挑战；(b) 实现经济转型，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c) 培养脆弱经济的抗御

能力；(d) 支持公共政策，建设充满活力和包容的市场；(e) 促进实现共同繁荣

的全球环境；(f) 以创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趋动力；(g) 促进非洲的结构转型；

(h) “青年论坛”部长级会议。 

24.  此外，贸发大会还将收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转交的关于筹备期间举行的民

间社会听证会的两份报告。 

25.  贸发大会也会收到贸发会议秘书长提交的文件(UNCTAD(XIV)/1/Rev.1)以及

成员国或成员国集团提交的其他文件。关于文件情况的详细说明将在稍后阶段提

供。 

  项目 9 

其他事项 

 (a) 贸发大会对联大第 1995(XIX)号决议附件所载国家名单的定期审查(XIX) 

2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成员名单载于 TD/B/ 

INF.228 号文件。 

27.  经修订的联大第 1995(XIX)号决议第 6 段指出：“贸发大会应根据贸发会议

成员的变动以及其他因素，定期审查”该决议附件中所载的国家名单。上次是

2012 年的贸发十三大审查了这份名单。贸发大会将被告知任何应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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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贸发大会的报告 

28.  根据联大第 1995(XIX)号决议第 22 段，将提请贸发大会注意自贸发十三大

以来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29.  贸发大会不妨注意自贸发十三大以来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历届会议的报告。 

 (c) 贸发大会采取的行动所涉经费问题 

30.  若有必要，秘书处将按议事规则第 32 条，对贸发大会拟议采取的行动所涉

经费问题作出估计。 

  项目 10 

通过本届贸发大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31.  按照以往惯例，贸发大会将向联大提出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