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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根据联大 1964 年 12 月 30 日第 1995(XIX)号决议和 2009 年 1 月 28 日第

63/204 号决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于 2021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

在布里奇顿和日内瓦以混合(线上和线下)形式举行。2020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和 4 月

6 日举行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九届执行会议批准了贸发大会的主题。贸易

和发展理事会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和 3 日、9 月 7 日至 9 日和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

举行了第六十七届会议，并于 2020 年 10 月 2 日批准了贸发大会临时议程。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九届执行会议设立了第十五届贸发大会筹备委员会，

由理事会主席迈克尔·加菲先生(爱尔兰)担任主席，以便审议会前谈判案文。

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费德里科·比列加斯·贝尔特兰先生

(阿根廷)接任理事会主席，因此也接任了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2 日举行的第六十八届会议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以及筹备委员

会主席的职务由马伊穆娜·基本加·塔里希女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接任。在

2021 年 9 月 6 日至 8 日和 17 日举行的第三十二届特别会议上，理事会批准了筹备

委员会的建议，即将理事会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下午核可的 TD(XV)/PC/1 号文件

所载谈判案文转交贸发大会。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 日举行的会前活动包括：全球商品论坛，青年论

坛，民间社会论坛，性别与发展论坛以及创意产业和贸易数字化(数字化)论坛的

会议。2021 年 10 月 3 日下午在布里奇顿举行了开幕文化活动；2021 年 10 月 4 日

举行了贸发大会开幕全体会议和开幕仪式(见第三章)。2021 年 10 月 4 日至 7 日，

就与贸发大会主题相关的议题举行了八次高级别活动(见第二章)。此外，77 国

集团和中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部长级会议与

贸发大会同时举行。在 2021 年 10 月 7 日的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通过了

《斯佩茨敦精神》和《布里奇顿协定》。1 会议期间，贸发大会举行了 12 次

全体会议，即第 296 次至第 307 次会议。 

 一. 贸发大会采取的行动 

 A. 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 

1. 在 2021 年 10 月 7 日第 307 次(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通过了《斯佩茨敦

精神》和《布里奇顿协定》(分别见 TD/541/Add.1 和 TD/541/Add.2)。 

 B. 其他事项 

2. 同样在 2021 年 10 月 7 日第 307 次(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注意到各集

团和部门会议转交的宣言如下：TD/522 号文件所载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交贸发十

五大的部长级宣言，TD/523 号文件所载青年论坛宣言，TD/524 号文件所载民间

社会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发表的宣言，TD/525 号文件所载

  

 1 贸发大会官方网站(https://unctad15.org/)载有贸发大会所有相关材料，包括会议安排、文件和

发言以及视频录像。 

https://unctad1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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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发达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的部长宣言，TD/526 号

文件所载内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的部长宣言，

TD/527 号文件所载出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的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集团的部长级宣言，TD/INF.71 号文件所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

大会上的首届性别与发展论坛，《布里奇顿宣言》2，以及TD/INF.72号文件所载

《布里奇顿协议》：创意产业和贸易数字化论坛。3 

 二. 主席的总结 

 A. 开幕全体会议致辞 

3. 肯尼亚总统作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四届大会主席，在开幕全体会议

上第一个致辞。他表示，他有信心贸发会议第十五届大会将是富有成效并具有变

革性的一次大会，同时指出，作为主办这类活动的最小的国家，巴巴多斯是南方

全球领导力的典范。贸发会议新任秘书长加入该机构时正值世界处于十字路口之

际。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行动将对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中复苏的可持续性产

生持久影响。因此，需要贸发会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助。肯尼亚承诺将支持贸

发会议秘书长领导该机构向前迈进。回顾自 1964 年以来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贸发

大会，他注意到 2016 年贸发大会成果文件《内罗毕共识》和《内罗毕宣言》的

四大支柱：贸易和发展的多边主义、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通过生产能力实

现结构转型和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履行这些文件中的承诺方

面，有两个支柱取得的进展尤为明显。首先，关于贸易和发展的多边主义，已经

建立了重要的伙伴关系，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这将加强较小经济体的议价能

力。第二，关于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贸发会议与成员国进行了密切合作，

共享知识，并为能力建设提供了支助。 

4. 第十五届贸发大会的主题是“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其宗

旨是确保贸易为所有人服务，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COVID-19 大流行造成了前

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混乱，加剧了许多国家的脆弱性，扩大了不平等。执行《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停滞不前或出现倒退，数百万人失去生命和生计，许多人重

新陷入极端贫困。随着经济活动收缩，税收减少，同时债务负担增加，许多国家

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的财政空间也受到严重限制。贸易关系紧张和经济民族主

义抬头，导致多边贸易体系也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疫苗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多

边体系存在缺陷，不平衡的复苏暴露了疫情前便存在的缺陷。各区域和各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存在巨大差异，各种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也存在巨大差异。因

此，贸发大会将提供一个平台，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所提供的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

向共同繁荣的框架内，通过成果文件使发展回归正轨。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多边体系，加强对疫情的防范和应对能力，以建立一个

强大的全球卫生架构。团结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政府或多边机构能够独

力应对这些威胁。 

  

 2 以联合国所有语文发布的正式文本作为 TD/539 号文件印发。 

 3 以联合国所有语文发布的正式文本作为 TD/540 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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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巴巴多斯总理在开幕全体会议上发言时回忆，巴巴多斯承担主办四年一次贸

发大会的责任，是因为贸发会议成立的目的就是让发展中国家有发声的机会，并

为它们提供保护。巴巴多斯政府相信，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责任参与处理全球事

务，解决将边缘化人群排斥在外的难题，通过贸发大会和宣传活动让所有发展中

国家拥有发言权，并能够在国家一级制定必要的政策倡议和立法框架。 

6. 当前的形势导致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都在努力应对损害其

经济和社会维持能力的因素，而此刻它们都需要公平和公正方面的支持和保证。

联合国秘书长取得成功所需的政治意愿有待凝聚。人们期望，这次贸发大会和其

他重要的国际活动，如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次部长

级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确保在长期存在的问题方面能够向前推进。虽然这并

不容易，但人们希望，有望达成的《布里奇顿协定》成果和《斯佩茨敦精神》将

有助于凝聚世界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取得一个有利于世界人民，特别是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且有利于地球的成果。 

7. 面对气候危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固有的脆弱性显而易见，给它们的社会和

经济造成了生存危机。增强雄心和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C 之

内的政治意愿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她希望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和呼吁以及政治

行动将实现至少 50%的资金用于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疫情还暴露了贸易领域特有

的脆弱性。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本应提供一个公平和平等的平台，但岛屿国

家仍然无法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其生产部门，特别是农业和制造业，已受重

创。岛屿国家对粮食安全有迫切需求，因为粮食安全可以确保其发展的可持续

性，而运输和物流的中断已经暴露了这一点。她希望贸发大会能让粮食安全问题

得到关注，特别是那些没有能力轻易掌控运输和物流的岛屿国家和内陆国家的粮

食安全问题。 

8. 实现多样化并加强生产能力，以建立经济复原力，利用日益壮大的数字经济

非常重要。然而，弥合数字鸿沟是联合国秘书长确定的对于解决世界不平等和脆

弱性这些根本问题所必须的六个领域之一。例如，在过去的 20 个月里，新冠肺炎

疫情导致有更多儿童无法入学。线上学习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在很多人无法上网

的情况下，线上学习便会变成悲剧。必须确保年轻人能上网、用电、获得可负担

的平板电脑和内容。否则，聪明的人和有能力的人都将没有机会，这会导致社会

不稳定。与此同时，2020 年，所有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都出现了两位数的急剧

下滑，经济衰退与它们可比的只有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因此，在深化和

推进经济多样化方面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特别是对那些依赖旅行和旅游业的

国家而言。 

9. 许多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进入资本市场机会有限的中等收入

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因债务困境而遭受苦难。新自由主义后华盛顿共识认为，

高债务不过是治理不善的结果。然而，高债务也是想让气候变化受害国为并非它

们造成的损害买单，而不考虑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国际制度的结果。因

此，《我们的共同议程》中的承诺令她感到欣喜，即承诺不会将国内生产总值作

为给予优惠融资或其他融资选择的唯一基础。高债务会随着气候危机日益增加，

导致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体现的发展挑战的财政空间有限或完全缺失。

这种情况迫使这些国家必须决定是将资源用于保护飓风等气候事件的受害者，还

是用于医疗保健系统。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小国的卫生系统已经面临严重

问题，正竭力提供从初级到三级的医疗保健。医疗成本甚至让发达国家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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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需要一个解决方案。需要建立一项国际机制，实现药剂和药品获取和成

本方面的公平。她指出，债务危机可能演化为金融危机，那将引发堪比 1929 年

危机的格外危险的局势。 

10. 联合国秘书长指出，贸发大会的重点是贸易、发展、投资、政策和技术讨

论，并回顾说，他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上敲响了警钟，呼吁世界领导人

采取行动应对一系列危机：贫困、不平等、冲突、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灾害、

不信任和分裂。COVID-19 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扰乱了贸易、制

造和运输这些经济的发动机。2020 年，数百万人陷入贫困，还有数百万人挨

饿，数百万儿童特别是女童仍然失学。人类发展指数出现二十年来的首次下降。

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失败的风险。我们需要实现大胆、可持续和包容的全球复

苏，惠及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为地球带来希望和治愈，为所有国家提供公平的

竞争环境以便它们为本国人民提供支助。实际上并非所有国家都得到全球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达到 5%至 6%之间这项经济大幅复苏的好消息。发达经济体将其国

内生产总值的近 28%投资于经济复苏；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一数字下降到 6.5%，

而最不发达国家的数字骤降至 1.8%，而且其国内生产总值也非常少。没有疫苗

公平，复苏就会停滞。富国的疫苗数量远远超出人口数量，与此同时 90%以上的

非洲人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世界都必须动员起来，支持一项全球疫苗接种

计划，为每个国家设定明确的目标，加大疫苗生产，并在 2022 年上半年为所有

国家 70%的人口接种疫苗。 

11. 会议主题“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抓住了挑战的核心问题。

如果不解决四大挑战，共同繁荣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第一个重大挑战是解决

债务困扰，以便各国有能力开展重建。虽然国际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

措，但需要在支持方面取得质的飞跃。因此，他提出了一项紧急的债务危机四点

行动计划，呼吁：(a) 将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切实而非象征性地重新分配给有需

要的脆弱国家，包括中等收入国家；(b) 暂停偿债至 2022 年，应面向所有有需要

的国家，包括中等收入国家；(c) 通过围绕改革国际债务结构，包括债务重组或

削减的全面战略，有效减免债务，让公共和私营债权人都参与进来，特别面向中

等收入国家，以帮助它们避开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并研究创新的债务工具，如

债务掉期、回购和交换；(d) 填补资金缺口，为此联合公共和私营部门开发创新

的融资工具，使私人投资加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并增加多边开发银行的援

助，以降低风险，将资本吸引到银行可担保、能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中。债务危

机行动计划有助于避免政府被迫在偿还债务和为人民服务之间做出选择。 

12. 第二个主要挑战是实现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可持续和平等的复苏，否则将无法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需要帮助，以便在教育、全民社会保护、医疗保

健和体面工作方面进行大胆投资。必须将人民置于利润之上，包括通过公平的税

收负担和杜绝逃税、洗钱和非法资金流动。二十国集团成员、联合国系统和国际

金融机构需要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贯彻落实最近在建立全球企业税框架

方面取得的进展。第三个主要挑战是重新点燃贸易和投资的引擎，并确保它们惠

及最贫穷的国家。在目前的状态下，全球贸易体系继续让最贫穷的国家处于非常

不利的地位。它们是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和壁垒、不可预测的商品价格、过时的

基础设施和运输系统以及无法获得数字工具的受害者。需要开放和公平的规则来

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帮助，来实现其基础

设施和贸易流动的现代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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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四个主要挑战是建立全球绿色经济。现代化，特别是运输全球 80%商品的

航运业的现代化，以及自动化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以减少瓶颈，帮助运输业去

碳化。必须支持朝向以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绿色经济的转型。绿色和有

弹性的复苏意味着需要致力于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实施更有力度的

2030 年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计划，不再新建煤电厂，逐步取消对化石燃料和污染

行业的补贴，给碳排放定价，引导资金回流到学校、医院，并用于社会保护和创

造就业机会。这还意味着需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向绿色经济转型，履行发达国家每

年至少提供 1,000 亿美元用于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承诺。对于巴巴多斯这样处于

气候危机最前线的国家，当务之急是适应和建设复原力。适应行动仍然是气候方

程中被忽视的那一半，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中的比重仅为 25%。受气候

变化影响最大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2019 年获得的发展中国家适应资金不到 2%。

他再次呼吁捐助方和多边开发银行将至少 50%的气候支持用于适应行动和复原

力。为每个成年人接种疫苗和投资保护地球上最脆弱人群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手

段是存在的。是时候选择这样做了。可以借由贸发大会上的讨论，来探索避免重

复错误的新方法，并在消除阻碍可持续增长和共同繁荣的不平等方面取得进展。 

14. 贸发会议秘书长回顾说，在 57 年前通过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一届大

会《最后文件》第一段中，各国决心“‘促成更广泛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及更高的

生活水平’；寻求创建一个更加完善和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从而消除世界

各地区的贫富之分，实现共同繁荣；并设法利用世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以便消

除各地的贫困”。4 该声明中的原则和理念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多边主义和

贸发大会的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其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15. 她感谢巴巴多斯总理领导和组织了贸发会议历史上第一次半线上会议，这是

在加勒比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她回顾说，解决气候变化

的紧迫性是一个生存问题，不仅要采取减缓行动，也要采取适应行动。贸发会议

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服务作出承诺，并将采取具体举措，以取得切实成果。 

16. 疫情远未结束。许多发展中区域面临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而且在消除

贫困、不平等、粮食不安全和性别不平等方面来之不易的进展出现逆转。当前的

复苏呈现出差异，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有所增长，疫苗接种率也有所增长，比

发展中国家高出许多倍。获得疫苗和财政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

发达国家已经讨论了第三剂疫苗，而最不发达国家只有 2%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不得不将 2021 年的疫苗接种目标降低

25%。该机制获赠的许多疫苗都有失效日期，这给疫苗的有效分发和管理造成了

困难。 

17. 除此之外，还有贸易体系的中断，贸易体系受到日益增加的单边政策的

影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复苏能力。同样，获得财政资源的情况也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创造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违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来应对这

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必须应对巨大而有区别的债务负担，财政空余有限，因此花

费的资金仅相当于足以应对卫生、社会经济和气候危机多重需求所需资金的一小

  

 4 联合国，1964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最后文件和报告，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64.II.B11,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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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如果不立即采取国际行动，它们或许将被迫再次采取紧缩措施，而这将进

一步阻碍它们的复苏前景。虽然最近发行的特别提款权、二十国集团的暂停偿债

倡议和主要国家对知识产权豁免的支持是好消息，但与七国集团国家为本国复苏

花费近 10 万亿美元相比，6,5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七国

集团还获得了 40%的特别提款权。相比之下，人口总数要多出 1 亿的最不发达

国家只获得了总数的 2.3%。1980 年代初，拉丁美洲面临债务危机时没有迅速采

取行动，因此已经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18. 她强调说，没有什么是超出人类能动性范围之外的，解决问题亦或是让问题

恶化都是人类的责任。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发展不是发展；疫情之前的“旧常

态”只是进步的幻影。不平等和贫困加剧的复苏，以及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的技术

进步，都不是复苏。这将导致社会变得不满和缺乏信任，并可能更加脆弱和暴

力。运转良好的国家为所有人提供保健、教育、社会保护和安全，这是一项基本

人权。许多问题源于提供服务太少的国家，而不是规模太大的国家。解决办法是

建立更好的市场和更好的国家。发展是复杂的，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需

要保持谦逊，认真倾听和履行承诺。国际合作体系需要变革。而这种变革变化需

要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公平、从实际出发和连贯的贸易、税收、债务和金融政策。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是仅有的国际商定的议程，它们要求全世界

团结起来，不仅要更好地重建，还要以与过去不同的方式重建。 

19. 贸发大会可以做的有很多：确保贸易和物流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更不

容易受到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单边限制，从而使贸易更加公平；弥合数字鸿沟，

这种鸿沟在封锁期间给那些无法工作和无法继续上学的人造成了歧视性影响，同

时也要意识到不断扩大的“数据鸿沟”的复杂性；扭转投资流量的大规模撤退，

长久以来投资一直流向成熟的、现有的和已经富有的公司和市场，现在应引导它

们转而流向发展中国家，流向中小企业、年轻人的创新想法以及资助可持续发展

和气候复原力；为下一个商品周期做准备，将初级商品与新的供应链挂钩，以实

现更绿色的未来，减少对初级商品的依赖，实现多样化和生产性的经济结构；将

发展中世界的声音带到谈判桌上，特别是内陆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岛屿国家的

声音，保证代表性的多样性，同时采取新的国际支助措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宣

布的债务危机四点行动计划。如果本届贸发大会取得成功，这将不是第一次。贸

发会议在其历史上曾多次直面挑战，为多边体系提供了“普遍优惠制”、《国际

糖协定》、“商品综合方案”，以及建立特别提款权的提议和将特别提款权与发

展融资联系起来的提议、建立最不发达国家类别以及将国民总收入的 0.7%用于

官方发展援助的提议。 

20. 她很高兴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作为贸发会议首任女秘书长承担起领导贸发会

议的任务。在下一届贸发大会上，贸发会议将庆祝其成立 60 周年，她希望届时

她已经成功落实本届贸发大会的各项协议，使该机构成为联合国发展系统和成员国

更具建设性的伙伴。贸发会议需要努力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体系，并实现贸发

会议的振兴，让贸发会议一如既往，成为为发展中国家代言的强有力的权威声

音，也成为寻求解决最具挑战性的威胁的各方可信赖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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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 

(议程项目 8) 

21. 2021 年 10 月 4 日至 7 日，以专题小组讨论的形式举行了八次高级别活动，

讨论与贸发大会主题相关的议题。三次世界领导人峰会对话涉及全球脆弱性、

不平等和建设更繁荣的发展道路。五次部长级圆桌会议分别涉及利用前沿技术促

进共同繁荣；促进生产转型，以增强疫情后世界的复原力；扩大发展筹资；重塑

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和实现区域一体化，建设一个有复原力、包容和可持续的

未来。5 

 1. 世界领导人峰会 

  关于全球脆弱性的对话――来自脆弱地区的呼吁 

22. 在对话期间，一位嘉宾指出，疫情暴露了供应链中现有的弱点，但也表明国

际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共同努力应对共同的挑战。有机会利用贸易将各国团结起

来，找到更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方案，从而同时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另一位嘉宾

强调，在全球冲突之后，贸易联系和机构往往在通过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和平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23. 关于气候变化，一位嘉宾指出，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受

到不成比例的影响，而应对气候相关影响的能力和责任主要在大型发达国家。该

嘉宾强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些最脆弱的社区，没有办法解决全球环境

问题。在这方面，许多嘉宾强调，发达国家需要立即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包括

终止化石燃料补贴、降低排放和兑现对全球气候基金的捐款承诺。 

24. 个别嘉宾强调迫切需要考虑债务融资；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要想从疫情和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就需要能够以更公平的条件获得

资金。嘉宾们强调，发达国家应考虑免除债务或进行债务重组，以帮助重债发展

中国家更好地实现经济复苏。此外，个别嘉宾指出，在疫情这样的危机期间，全

球供应链容易受到保护主义措施，这种应对措施只会加剧不平等，例如在获得医

疗设备或疫苗方面。因此，嘉宾们强调，需要遵守既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如世界

贸易组织倡导的规则，以便贸易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推动力，而不是障碍。 

25. 最后，许多嘉宾强调，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的手段都在现有技术能力范围

内。贸易应当在促进疫苗分发和帮助部署解决方案和技术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对于这两项挑战，都需要通过全球团结和多边主义来

展现政治意愿和提供资源。所有嘉宾都呼吁通过贸发大会和其他多边论坛促进在

这些方面采取紧急行动。 

  关于不平等的对话――COVID-19 危机是否真的会引发重大变革 

26. 在对话期间，几位嘉宾强调，疫情加剧了普遍存在的全球不平等。个别嘉宾

指出，数字鸿沟扩大了，一位嘉宾强调，疫情对某些群体的影响尤其大，需要

采取基于人权的方针，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应对这种差异化的影响。个别嘉宾

  

 5 高级别活动情况的全面概述载于 TD/531、TD/532、TD/533、TD/534、TD/535、TD/536、

TD/537 和 TD/538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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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包括粮食不安全的严峻挑战，这些国家在

疫情期间的经济萎缩速度约为全球速度的三倍。一位嘉宾引述贸发会议的估计

称，全世界有 1.2 亿人已跌入贫困线以下；投资已经开始复苏，但复苏投资有

80%以上是在发达国家，而不是针对可持续发展或气候变化适应行动。个别嘉宾

指出，可用于复苏的资源不对称，最不发达国家调动的直接和间接财政支持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2.6%，而发达国家为 15.8%。 

27. 许多嘉宾强调，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国际金融架构，并改进债务减免措施

和工具，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采取反周期措施提供财政空间。还有许多

嘉宾指出，需要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脆弱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提供大

幅、广泛的债务减免，以减轻偿债压力，二十国集团的暂缓偿债倡议应延长至

2021 年底以后。个别嘉宾强调需要更合适的发展衡量指标和确定可否获得优惠

融资的标准。一位嘉宾强调，需要使用多维脆弱性指数，为此，联合国需要加强

与相关区域机构的合作。 

28. 几位嘉宾指出，获得疫苗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个别嘉宾强调了技术转让

和消除基本产品贸易壁垒的必要性，包括需要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一位嘉宾指

出，疫苗应当是全球公共品，应当为全球疫苗接种计划提供支持。另一位嘉宾强

调需要全球层面的道德和战略领导以及集体行动，因为自我保护政策只能带来短

期缓解。此外，几位嘉宾指出，疫情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其大。一位嘉宾强

调，妇女应参与国家一级恢复计划的决策和实施，另一位嘉宾指出，需要一项促

进性别平等的恢复计划。一位嘉宾强调，需要普及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保护，

以解决经济、社会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并主张最低 25%的企业税率。最后，另一

位嘉宾强调，需要为企业提供支持，在更具再分配性的价值链中提供体面的工作

条件，并加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市场。 

29. 此外，一位嘉宾指出，当前危机的应对措施应当体现多边联系的力量，强调

在推进向可持续经济体系过渡的过程中，需要将气候适应行动、创新和发展这三

者结合起来。为应对气候脆弱性，一位嘉宾主张征收财富税和制定零排放目标，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投资于低碳部门，另一位嘉宾指出，各国政府应履行减少排

放和限制全球变暖的承诺。许多嘉宾强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已被边缘化；需要

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财政和机构能力。最后，个别嘉宾呼吁加大对气候基金

的支持，简化气候资金的获取。 

  关于建设更繁荣发展道路的对话――拿出与当前规模匹配的力度 

30. 在对话期间，几位嘉宾强调，疫苗获取方面的持续不公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同样

不均衡，发达经济体已经重新开放，而发展中国家继续遭受疫情最严重的影响。

因此，嘉宾们主张改进疫苗的分发，以便发展中国家不被落下。一位嘉宾强调，

立即为全球人口接种疫苗所花的费用，远低于不平等的疫苗接种对全球经济造成

的持续损失。 

31. 一位嘉宾指出，在一个全球问题上缺乏公平行动，直接影响了解决其他问题

的能力；例如，发展中国家，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因为缺乏疫苗

以及相关的边境限制而无法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

会议。几位嘉宾指出，在加快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贸易规则改革至关重要，包括

为了不阻碍更广泛的疫苗生产，放弃知识产权和赔偿条件；并强调需要执行世界

贸易组织的规则，以应对一些国家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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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许多嘉宾强调，需要在多边组织中增强区域代表性，加强南南合作，从而

扩大这些国家和区域的声音，使其更有分量。个别嘉宾指出，多边组织应更好地

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以便更广泛的共识能够带来更好的发展结果。一位嘉宾

强调，如果全球多边体系没有为所有各方发挥作用，那么也不会对任何一方有

效。此外，个别嘉宾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以及合法但未必道德的资金表

示严重关切，特别强调资金正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离岸避税地。最后，个别嘉宾

强调，迫切需要改革金融治理，包括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以抑制资金流入

避税地。 

33. 最后，几位嘉宾强调，过去的多边组织没有能力处理当前的问题。在这方

面，从孤立和不信任走向包容和团结，将是确保全球能够最好地从疫情中恢复并

共同面对未来挑战的关键。 

 2. 部长级圆桌会议 

  扩大发展筹资 

34. 在讨论期间，许多嘉宾指出，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虽然受到欢迎，但总

体上是不够的，覆盖面也不够大，因为它只涵盖双边官方债务，不涵盖多边机构

债务或私人债务。因此，符合倡议条件的最贫穷国家的大部分债务没有涵盖在

内。许多嘉宾强调，需要改革国际债务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债务重组过程中的

权力不平衡和信息不对称，还需要重新考虑为确保可持续性，债务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阈值；重新评价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是债务人与债权

人就债务重组进行谈判的基础；并重新审视大会关于主权债务重组进程的基本原

则的第 69/319 号决议。一位嘉宾强调了战后复苏的先例，即发行 50 年或 100 年

的长期债券，在今后区别对待绿色债务和与疫情有关的债务。 

35. 关于新的资金来源，嘉宾们注意到混合融资未能按预期交付，就如何最好地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分配的 6,500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中未使用的份额从发达

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意见，并指出以下两个主要渠道：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提议的复原力和可持续性信托；以及区域和国家开发银行。所有嘉宾都表示支

持这两个渠道，但许多嘉宾对信托基金的严格条件表示关切，该基金仅与气候变

化支出挂钩，可能会破坏特别提款权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将这种

流动性用在刀刃上的能力，包括教育和其他发展需求。许多嘉宾表示倾向于通过

开发银行获得特别提款权，因为开发银行拥有专门的区域和地方知识，但不是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最后贷款人。鉴于发达国家没有兑现每年 1,000 亿美元的

气候变化承诺，一位嘉宾表示支持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严格条件，并赞成每年为发

展中国家分配特别提款权，以支持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36. 此外，关于国内资源调动，一位嘉宾强调，发展中国家已经向跨国公司开放

了市场，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全球框架对在这些国家开展的经济活动征税，这些

国家无法从这些活动产生的收入中得到公平的份额；即将达成一项国际税收协

定，但是向发达国家倾斜。 

37. 最后，嘉宾们称赞贸发会议发挥了作用，提供技术和研究援助，加深对发展

筹资差距的认识，包括更高的成本和不利的获取条件，并就债务重组进程的改革

提供新的方法和亟需的发言权，以帮助债务国应对权力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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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塑全球和区域价值链 

38.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开幕词中强调，全球价值链在疫情后贸易和投资环境中的

预期变化将对包容、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复苏和增长产生深远影响。嘉宾们在讨

论中一致认为，复苏要具有包容性，就必须改善对较贫穷国家的疫苗供应。一位

嘉宾表示，全球规则应促进技术转让，使这些国家能够生产重要的药物。所有嘉

宾都提到了全球和区域合作；遵守多边贸易和投资规则；一致推动可持续投资；

并提到公私伙伴关系是从全球价值链重组中获得机会的重要途径，而增加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对促进公平复苏也很重要。个别嘉宾

指出，改善投资环境和治理对于发挥这些国家的潜力非常重要。一位嘉宾强调，

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一体化也可以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的复原力，政府可以通过提供

利于企业进行规划的稳定环境，帮助增强现有价值链的韧性。 

39. 关于日益增长的价值链区域化势头，一位嘉宾指出，这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增强自力更生和复原力的机会；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以降

低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帮助改善市场准入，缓解供应压力，在这方

面，物流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改善治理是关键。 

40. 所有嘉宾一致认为，疫情期间，全球价值链受到了压力。但个别嘉宾指出，

这也彰显了全球价值链的韧性。一位嘉宾指出，疫情期间，企业在应对供应和物

流障碍以及将生产转向重要商品方面的独创性显示了企业的灵活性及其对解决全

球挑战的潜在贡献；政策制定者需要营造一个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环境。此外，

对于制造业回流或全球价值链作用下降引起的关切，所有嘉宾都表示乐观。一位

嘉宾指出，即使有将制造能力返还给投资国的激励因素，经济学原理也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企业继续进行全球运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仍将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

重要途径。个别嘉宾强调了多边贸易和投资规则及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在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方面都取得多边层面上的进展对企业和投资者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

了贸发会议发挥的作用，包括政策分析、建立共识和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

以便切实执行。 

41.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所有嘉宾援引贸发会议的数据指出，疫情后复苏

计划的规模和分配将影响全球投资，并对支出分配不均表示关切。恢复性投资可

以促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投资，因为它主要针对相关部门，包括基础设

施、可再生能源和卫生系统，但这种投资对于填补发展中国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关的年度投资缺口几乎没有帮助。一位嘉宾指出，需要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

以减少将投资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经济体低风险项目的风险。在促进基础设

施投资的同时，需要促进工业投资，这对生产能力的增长同样重要，还需要增强

对外国投资的吸收能力，加强治理机制，并保障适当的社会和环境标准。 

42. 最后，嘉宾们指出，多边开发银行的融资不足以填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

的投资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公私伙伴关系不可或缺。一位嘉宾强调，吸引私人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激励措施必须能够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的评

估，才有意义；对外投资支持措施对企业的海外投资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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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区域一体化，建设一个有复原力、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 

43.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开幕词中强调了区域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重要性。不过，

她还强调，需要确保区域一体化能够促成更具复原力、包容和可持续的复苏，

特别是对于依赖贸易的小型、贫穷和脆弱经济体而言，这些经济体无法获得包括

疫苗接种在内的必需品。她强调，区域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补充，以

互利的方式协调紧急贸易和恢复措施。 

44. 讨论期间，一位嘉宾强调了区域一体化与合作对于避免又一个“失去的十

年”的作用。为了应对依赖疫苗进口、假药和缺乏基本药物等挑战，非洲联盟正

在采取一种多层次的方针。该嘉宾强调了为直接振兴非洲制药业而采取的措施，

以及通过区域经济共同体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加强整体经济复原力而采取的措

施。另一位嘉宾以加勒比地区为例，强调了区域一体化对促进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的四个领域。首先，区域一体化有助于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进行气候变化宣

传。第二，它有助于调动私营部门资金，特别是通过增长和复原力基金，例如在

巴巴多斯，这被视为一个区域投资市场。第三，它促成了运输网络，而运输网络

可能是加勒比地区在不违反现有贸易规则的情况下促进改善保健的关键。第四，

它促成了电信和技术领域的区域合作，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后，该嘉宾指出，

需要有一个监管框架来应对在线交易的增加、漫游费的提高和对大技术的监管。 

45. 另一位嘉宾谈到疫苗均等的重要性，指出小国和脆弱国家仅得到了全球现有

疫苗的 1.4%。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依赖旅游业，鉴于旅游业相关服务因疫情受到

严重影响，该嘉宾主张优先保证该领域的疫苗接种。此外，她指出了英联邦提供

的优势以及在疫苗采购、生产能力和采购数据库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最后，该

嘉宾强调，需要认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共同行动，构建区域化的结构和工具，

否则区域一体化不会有效。此外，另一位嘉宾指出，在疫情期间，对此类冲击缺

乏准备的情况已经暴露出来，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损失尤其严重。需要在

扩大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方面取得进展，这两类合作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

该嘉宾强调了印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并强调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亚自由贸易区

展示了区域合作的方向。最后，另一位嘉宾谈到了区域主义在消除跨境贸易的竞

争障碍方面的作用。她指出需要改革和更积极的竞争政策，以及更好地了解赢家

和输家。最后，该嘉宾强调，区域主义是贸易自由流动、促进规模经济和帮助发

展中国家发出集体呼声所必需的。 

46. 最后，所有嘉宾都强调加强合作和有效执行是加强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复原力

的关键。个别代表详细介绍了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得出的积极的国家发展经验，并

鼓励贸发会议将区域一体化和对话纳入其任务。 

  利用前沿技术促进共同繁荣 

47.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圆桌会议将有助于就政策在确保数

字转型带来不落下任何人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成果方面的作用达成共识。她呼吁进

行讨论，思考贸发十五大应发出怎样的政策和政治讯息，以便利用新技术和数

据，推动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并帮助减少不平等。在讨论中，所有嘉宾都对疫

情造成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表示关切，特别是在获得数字服务、疫苗和治疗方面

的不平等，这些由较发达国家主导。一位嘉宾强调，这些趋势如果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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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和不平等将继续加剧，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个别嘉宾介绍了

本国在确保数字转型带来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和努力，并提到了柬埔寨

《2021-2035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政策框架》和多米尼加共和国《2030年数字议程》。 

48. 所有嘉宾都强调了伙伴关系对于制定和实施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的重要

性。在这方面，一位嘉宾指出，虽然在国家一级，政府通过与企业和民间社会合

作可以获益匪浅，但在国际一级，需要通过各种国际机制和机构，包括通过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另一位嘉宾指出，发展中国家

需要加强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能力建设。个别嘉宾表示赞赏贸发会议在电子

商务法等领域以及通过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审评提供的支持，这些支持为一些

国家的政策框架奠定了基础。 

49. 关于伙伴关系，一位嘉宾强调了建立公平有效的筹资机制的重要性，它使企

业家能够建立具有包容性的数字生态系统，更重要的是，使妇女和青年能够利用

这些生态系统，该嘉宾还提请注意以下主要关切：为非洲企业家筹集的 30 亿美元

资金中，只有 6%惠及妇女，这些资金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如金融技

术。此外，嘉宾们一致认为，在为女企业家建立网络方面，要想使女数字企业家

获得成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50. 最后，嘉宾们一致认为，贸发十五大的成果需要全面和结构化，并侧重改善

获得投资机会以及支持政策分析和建立共识。个别嘉宾指出，应加强国家内部和

国家之间的合作。一位嘉宾指出，需要围绕在成员国建立适当的技能和能力寻求

共识，另一位嘉宾强调，应进一步探索为数字企业家建立更有活力的生态系统的

有效方式和方法，弥合技能、资金和机会方面的差距。 

  促进生产转型，以增强疫情后世界的复原力 

51. 在讨论中，所有嘉宾都表示，疫情对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

他脆弱经济体构成了重大冲击，减缓了增长，加剧了不平等。这些国家卫生系统

薄弱，财政空间有限，生产能力低下，限制了应对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

减轻危机影响的努力令疫情前就已经很高的债务水平雪上加霜。偿债成本高严重

制约了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参与亟需的气候

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的能力。如果不采取这些行动，气候变化可能会带来巨大的

代价，轻则因气候模式变化对经济造成冲击，重则危及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存亡。 

52. 嘉宾们讨论了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要怎样的经济政策和措

施，以管理不断增加的债务，并建设抵御冲击、包括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许多

嘉宾指出，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在疫情发生前就已经不可持续，遭受了疫情

带来的冲击后，其偿债负担加重，减少了可用于支持生产转型的资源。一些嘉宾

指出，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为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切实的债务减免，但

需要在 2021 年后扩大规模，并纳入私营部门债权人。一位嘉宾指出，该倡议只

会推迟许多经济体的债务困境。此外，一些嘉宾强调需要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限

和免除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分配特别提款权值得欢迎，但个别嘉宾指

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供中低收入国家使用。关于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以获

得潜在收入的建议，一位嘉宾强调，需扩大范围，以确保中低收入国家获得更多

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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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嘉宾们强调了支持复原力建设和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其他金融工具，包括例

如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下的风险保险、发行绿色和蓝色债券、债务－环境交

换机制、降低绿色产品的关税，以及便利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绿色气候基金。一些

嘉宾指出，需要加大对绿色复苏的国际支持。此外，所有嘉宾都强调，建设抵御

经济冲击和气候变化的能力也需要通过加强生产能力来促进脆弱经济体的生产转

型，并强调了以下方面对应对这一挑战的作用：产业政策，科学、技术和创新，

投资于研发，教育，以及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融资。一些嘉宾强调，需要弥合数

字鸿沟，促进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扩大合作，以吸引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外国

直接投资。最后，个别嘉宾指出，贸发会议的生产能力指数是确定生产能力建设

的差距和优先事项的有用工具。 

54. 最后，一些嘉宾强调，发达经济体应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以支持实现上述

目标，包括通过促贸援助倡议实现上述目标，另一些嘉宾则强调了全球团结对于

战胜疫情和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 

 C. 闭幕全体会议6 

55. 贸发大会主席向所有为成功缔结《布里奇顿协定》和《斯佩茨敦精神》以及

主办会议及其会前活动作出贡献的人员和机构深表感谢。她赞扬了在闭幕全体会

议上发表宣言的四个论坛，特别提到举办性别与发展论坛开创了历史，该论坛建

议在今后的四年一次的贸发大会上固定举办。她还指出在此次贸发大会各种重要

职位上妇女扮演的领导角色达到历史性水平。她指出，成功达成谈判后，旅程已

经开始。必须以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果断行动来配合成果文件的落实，并结合发

展中国家贸易和发展财富的复苏以及南北之间和南方国家之间合作精神的加强落

实成果文件。她强调，只有为着共同事业而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多边主义，以胜

任使命和适应 21 世纪现实的机构来振兴多边主义，才能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发展

挑战。不平等和脆弱性问题因 COVID-19 危机、接踵而至的债务危机以及气候危

机的共同作用而变得更加复杂，这需要社会各阶层发挥非凡的领导能力和勇气。

贸发会议在寻求解决贸易和发展问题时，应继续忠于其最初的宗旨，即为发展中

国家发声。 

56. 应该用新的公平贸易规则，包括针对互联网等尚未涉及的新领域的贸易规则

来应对新的贸易方式。需要制订方法来审查和规范在私有化的互联网上进行的贸

易，以应对目前尚无规范的算法操纵和不负责任的私营行为方。同样，还应当做

出明确努力，为当前或未来需要的疫苗和其他关键公共品创建一个全球信息交换

所。有能力购买疫苗的国家买不到疫苗，因为其他国家囤积了过多的疫苗，从而

影响了对疫情的控制。疫情清楚表明，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必须认识到贸易、金融和债务密不可分，有必要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系统，以便

国际商定和公正适用的规则能发挥作用。应该找到创造安全资产的创新方法，以便

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成本不会明显高于少数发达国家。还有必要审查 60%的债务对

国内生产总值财政锚定比率的硬性要求，因为全球温升幅度有可能超过 1.5 摄氏度；

因此，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以及充分的财政空间来使用这些资源开展适应行动。

贸发大会主席还强调了应优先考虑的三个主题领域：高运输成本、投资和创意

产业。 

  

 6 另见附件二的立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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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她表示，作为贸发大会主席，她致力于推进贸发会议的议程和作为发展中国

家声音的角色。改变现状并不容易，但由于地球和生活方式岌岌可危，国际社会

需要比上一代人更加努力。 

58. 贸发会议副秘书长回顾了2021年3月作出的举行线上贸发大会的艰难决定，

指出线上贸发大会的创新形式最终使所有成员都能参会。筹备进程开始得很早，

以确保贸发大会能够听取全球南方对当前形势下贸易和发展主要挑战的意见。尽

管筹备工作中遭遇后勤困难，但从 2021 年 4 月开始，各利益攸关方都已经动员

起来，并就紧迫的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包括发展筹资、债务、技术转让、数字

化、价值链、适应气候变化、生产能力和商品。举行的许多会前活动令人鼓舞，

包括全球初级商品论坛，民间社会论坛，青年论坛，性别和发展论坛以及创意产

业和贸易数字化论坛。在加拿大政府的慷慨捐助下，并通过与 16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办事处的出色合作，最弱势群体的参与得到了支持。筹备

委员会的线上谈判也是前所未有的，而全体委员会的主席之友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提供了支持。她向与会者和各利益攸关方表示感谢，指出《布里奇顿协定》提供

了一个强有力且清晰的路线图，相信贸发会议定能实现这个路线图。 

59. 贸发会议秘书长对筹备委员会和贸发大会本身在筹备、谈判过程中获得的慷

慨有效的支持表示感谢，这些支持达到了与实现成果的当前规模匹配的力度。她

特别感谢了由总理领导的巴巴多斯政府；全体委员会主席；主席之友；成员国的

国家元首、部长和大使；论坛组织者；担任代理秘书长的贸发会议副秘书长；和

贸发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转向混合形式就其包容性而言取得了成

功，确保了广泛的国家和利益攸关方的线下和线上参与，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副

秘书长、成员国国家元首和贸易及经济部长、联合国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负责

人、全球贸易和金融事务代表以及青年和民间社会组织。开会、讨论和商定共同

的行动计划是必要的。 

60. 自始至终，贸发大会的氛围都有助于达成协议；在许多重要的新领域，与会

者都积极寻求并达成了共识。这并不意味着就所有事情都达成了一致；有时大家

尊重彼此有不同的意见。在多样性中走向真正平等的过程，不是让所有人都感到

舒服，而是让所有人都感到有点不舒服；不舒服意味着没有人占上风，每个人都

感到了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负担。因此，决定是在所有意见都得到表达的情况

下做出的。成果文件是各国和各利益攸关方在深刻了解当前历史时刻的情况下，

集体努力寻求共识的结果。成果文件认识到，危机暴露并凸显了需要解决的现有

脆弱性和弱点，不平等正在加剧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不满，多年来在可持续发展

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能因疫情而受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发展差距可能会扩大

(TD/541/Add.2)。疫情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高度不平等和多边体系弱化的相

互作用使情况更加恶化。按照目前的轨迹，许多人都会掉队。让世界回到疫情前

发展模式的复苏是不够的；相反，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更好的常态。 

61. 贸发大会就下列议题加强和更新了一致意见：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将国民总收入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提倡建立一个世贸组织之下的普遍、基于规则、

开放、透明、可预测、包容、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特殊和差别

待遇，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的非互惠性优惠待遇，理解这些国家以及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脆弱性。商定的其他问题涉及：贸易

限制，如疫情期间和之前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物流，如目前运输价格的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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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贸易畅通和供应链运转，以确保重要的医疗和食品供应和设备的流动；打击

保护主义，支持所有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确保全球及时、公平地获得

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 COVID-19 疫苗、疗法、诊断和个人防护器具；弥合日

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数据流动和对数据使用的信任、安全和

信心。还就以下问题达成了一致：卫生事件、海事和工业事故、自然和人为灾害

以及人员流离失所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贸发会议在与非法贸易和非法资金流动

有关的问题上的作用；以及关于债务减免和税务合作的共识和共同传达的信息，

表明推进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布里奇顿协定》围绕着世界复苏所必需的四大

转变构建：通过多样化实现经济转型；培育更可持续和更具复原力的经济；改进

发展筹资方式；振兴多边主义。所有各方必须共同努力，继续对话，为贸发会议

所服务的人民寻求更好的政策和解决方案。必须寻求开展真正的普遍对话，因为

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它们的声音必须

被传递到全球舞台之上。通过共同努力就可以而且应当实现不同的复苏。 

62. 一名代表指出，关于《布里奇顿协定》第 99 段和第 127(g)段，贸发会议需

要更好地处理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发展以及目标国家人民福祉所造成的经济和社

会后果。他强调，发展需要得到有利环境的支持，在有利的环境中，法治应占主

导地位，公平、包容和非歧视的贸易关系能够蓬勃发展，从而能够获得技术、资

金和能力建设。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范围、频率和类型都在增加，目的在于引发

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革，这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并抑制发展。单方面

经济和金融制裁不仅危及自由和公平贸易的基本原则，而且由于凌驾于其他国家

的主权和特权之上在域外适用国内法，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些措施还侵

犯了受影响国家获取购买食品、药品和其他基本商品所需的外国资产的主权权

利；阻碍了这些国家获得充足的 COVID-19 治疗、疫苗和医疗设备供应，因而造

成了尤为严重的破坏。主要难民收容国保护流动中弱势人员的能力受到损害，

人道主义行动遭到破坏。大多数针对一国全体民众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影响的是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短时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使用单方面强制性贸易和

金融措施，主要是为了引发预期的政治变革，造成了经济、社会和人类苦难，并

影响实现发展目标，包括《2030 年议程》。贸发会议应利用其三大支柱来解决

金融和贸易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发展以及对受影响人口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和

其他人权的负面影响。 

63. 另一名代表进一步指出了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受影响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国家

的贸易和发展的负面影响。他的国家曾经并仍在遭受长达 60 年的经济、贸易和

金融封锁。这是对一国实施的最严厉和时间最长的封锁，是侵犯该国人民权利的

单方面强制性制裁制度，也是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些措施违反了

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封锁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按照目前的价格，该政

策实施近 60 年来造成的累计损失超过 1,478.53 亿美元。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之间，封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共实施了 243 项经济战措施，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实施的措施；此后情况一直未有改变。他在感谢主持人

和全体委员会主席之友所作努力的同时指出，已达成的一致意见并没有反映出非

法、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强制性措施泛滥的现实。他感到遗憾的是，一些国家集团

不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并请贸发会议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

因为这是其任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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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祝贺东道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秘书处和所有成员国举

行了一次成功和重要的贸发大会，特别是在目前充满挑战的情况下。在寻求促进

全球经济从 COVID-19 疫情中复苏之际，贸发大会上丰富而富有成效的交流揭示了

重要的贸易和发展挑战，以及如何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她欢迎《布里奇顿协定》，

该协定为贸发会议今后几年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关于贸易和发展的宝贵

政策分析。她提到了政治宣言《斯佩茨敦精神》，并指出她的理解是该文件是由

巴巴多斯起草的，反映了东道国的观点。她重申该集团致力于与贸发会议秘书长

和所有成员国合作，振兴贸发会议。 

65. 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介绍了该集团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

上通过的宣言(TD/522)，该宣言反映了全球南方的自主权。宣言强调，贸发会议

与该集团自诞生以来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该

区域集团还接受了关于改善其运作及其与合作伙伴，特别是贸发会议秘书处合作

的建议。然而，不平等和脆弱性继续阻碍着人类的发展，使贸发会议的贡献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COVID-19 大流行、疫苗获取上的不平等、单边主义、

外国占领、近期的自然灾害、海洋和工业事故、人口流离失所、生产能力薄弱、

结构转型不足、经济多样化步伐缓慢和粮食无保障凸显出无所作为造成的后果。

宣言审议了贸发大会的主题，特别是结构转型和生产能力、转变多边主义、转变

发展筹资方式和向更可持续的经济转型等领域。内罗毕的贸发大会重申必须从决

定走向行动；而世界目前需要从行动走向具体成果。自贸发会议第十四届大会以

来，根本性发展挑战依然存在，并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加剧。这些挑战包括不

平等、脆弱性、气候变化影响、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和人

为灾害、债务危机不断升级、竞争力缺乏、初级商品依赖、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

产模式、生产基础多样化程度下降、失业、粮食无保障、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短

缺、非法资金流动和造成这些流动背后的活动以及健康方面的冲击；这些挑战影

响贸易，阻碍国家和个人的发展和生计，侵犯他们的发展权。共识很重要，但还

需要就影响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确立发展话语。该集团期待继续加强贸发会议

政府间机制，特别是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谈判职能，并期待这些成果对联合国在

发展领域的广泛工作做出有意义和直接的贡献。他重申该集团致力于建设一个更

强大的贸发会议，并与伙伴合作。 

66. 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和一名代表团代表指出，贸发大会召开之际，许多成

员国仍未从疫情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贸发大会的成果将为发展中

国家未来四年及以后的复苏努力提供支持。该集团很高兴通过了一份成果文件，

虽然该文件还不完善，但包含了需要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内容。走向共同繁荣的

旅程看似艰巨，但并非不可逾越。该集团仍然致力于开展共同努力和参与帮助

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行动和讨论，并期望贸发大会为所有利益攸关方更坚定地

致力于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铺平道路。代表团代表对贸发会议执行

《布里奇顿协定》以确保没有一个人掉队的工作表示全力支持。 

67. 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指出，建设性的谈判精神促成了平衡的协商一致结

果。疫情提供了如何更有效合作的经验教训。《斯佩茨敦精神》和《布里奇顿协

定》不过是这种合作达到巅峰时的成果。《布里奇顿协定》并没有降低对包括性

别平等在内的人权之重要性的共同信念。该集团期待贸发会议在使妇女融入

地方、区域和全球经济方面继续开展良好工作。他欢迎贸发会议继续努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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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经济多样化、生产能力建设和促进有利的贸易投资环境，解决 COVID-19

进一步暴露的脆弱性，而缩小数字鸿沟是确保成功和包容各方的必要条件。

《布里奇顿协定》包括关于振兴政府间机制、成果管理制和将工作重点放在贸发

会议的相对优势上的坚定承诺。贸发会议积极影响全球贸易和发展议程的能力将

取决于成员国交付成果的共同承诺。贸发会议第十五届大会的成功还将取决于

如何将《布里奇顿公约》付诸实践。该集团全心全意支持贸发会议新任秘书长的

雄心，即振兴贸发会议，确保工作重点突出和具有建设性，与其他组织协调合作，

并与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国合作，实现共同的《2030 年议程》。 

68. 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对《布里奇顿公约》和《斯佩茨敦精神》的通过表示

满意，是所有各方的参与和展现出的灵活性让它们的通过成为可能。这些文件抓

住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关切、愿望和优先事项，涉及国际贸易、发展

融资、投资和技术相互促进的方方面面，以及这些领域如何受到疫情的影响和制定

有效对策的必要性。他还承认民间社会的作用和贡献。今后的工作是有困难的，

该集团期待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 

69. 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对在前所未有的形势下承办贸发大会的东道国表示感

谢。贸发大会取得了成功，通过了《布里奇顿协定》和《斯佩茨敦精神》，它们

将在近期内为构建广泛、统一的全球贸易和发展议程奠定基础。该集团热烈欢迎

贸发会议新任秘书长，并祝愿她成功执行贸发会议的最新任务。贸发大会上的谈

判体现了善意、灵活性和建设性精神。紧张的谈判过程即便没有帮助所有人更好

地理解彼此，至少也帮助他们更好地聆听彼此。在让真正包容、公平的多边主义

成为世界秩序不可分割之要素的共同漫长旅程开始之时，这是希望的源泉，只有

这样，会议的主题“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才有了真正的参考

意义。 

70. 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指出，东道国让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国团结起来，按照

成员国的利益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达成政府间协议，才取得了

《布里奇顿协定》和《斯佩茨敦精神》这样的成果。该集团将依靠团结来实现人

人共享的发展，克服政治分歧，以关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并

惠及所有经济体和社会，同时应对因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而面临的挑

战。复苏的道路是漫长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巴基斯坦

等身陷冲突的国家，以及面临自然灾害的国家而言。该集团期待着贸发会议提供

进一步的声援和技术支持。展望未来，贸发会议在巩固南北关系以及南南关系方

面可以发挥作用。该集团期待着《布里奇顿协定》的执行阶段，并期待着进一步

加强贸发会议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在贸易和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 

71. 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代表指出，该集团通过的部长宣言(TD/525)指出，最不发达

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来发展生产能力，它们首先需要新一代的国际支助

措施，其次它们需要研究、分析、能力建设方面的交流和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

支助。自联合国大会确定最不发达国家类别以来的 50 年间，贸发会议通过其三

大工作支柱不断提供支助。《布里奇顿协定》确认了贸发会议继续支持最不发达

国家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该集团希望贸发会议：在执行即将出台的

《2022-2031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扩大和加强

关于生产能力和结构转型的研究，进行政策分析，制定政策准则、框架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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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本组织工作人员和最不发达国家官员之间开展深入的政策对话；对最不发达

国家的生产能力水平进行系统评价、监测和诊断，并进行生产能力差距评估，作

为国内和国际决策的参考意见；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充分利用贸易、投资和官方发

展援助资金流，最大限度地扩大它们对发展的影响，并协助制定技术转让政策和

机制，以及建设这些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推动顺利毕业和平稳过渡；并就针对

最不发达国家的新一代国际支助措施进行深入的前瞻性政策分析。该集团期待与

贸发会议合作执行《布里奇顿协定》和《行动纲领》。 

72. 一位代表指出，国际社会在线上开会讨论紧迫的经济和发展挑战，并寻求就

最佳前进方式达成共识，这本身就是对多边主义力量的肯定。应该利用行动的势

头和意愿，从疫情中恢复，重建得更好，为所有人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绿色和繁

荣的世界。《布里奇顿协定》是贸发会议的新任务和新方向，它认识到必须从疫

情中恢复，重建得更好，同时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数字转型，增强妇女经济权

能，推进建设一个响应发展中国家的运作良好的贸发会议。还应赞扬巴巴多斯让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具体挑战，以及就气候变化采取合作行动的必要性得到了

关注，特别是在《气候条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召开前不久。他期待着

在执行新的任务和振兴贸发会议方面密切合作。 

 三. 组织、程序和其他事项 

 A. 贸发大会开幕 

(议程项目 1) 

7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贸发十五大)于 2021 年 10 月 3 日在

巴巴多斯举行开幕文化活动后，于 2021 年 10 月 4 日以线上形式举行了开幕全体

会议和开幕式。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先生7、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艾莫

尔·莫特利女士、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和贸发会议秘书长丽贝

卡·格林斯潘女士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 

(议程项目 2) 

74. 在 2021 年 10 月 4 日第 296 次(开幕)全体会议上，继当天结束的默许程序

后，贸发大会以鼓掌方式选举了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艾莫尔·莫特利女士为会议

主席。 

 C. 设立会期机构 

(议程项目 3) 

75. 在开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决定设立全体委员会，审议全体会议交由其审

议的具体实质性项目并提出报告(议程项目 8)。据回顾，根据议事规则第 63 条，

全体委员会可以设立履行其职能可能需要的起草小组。 

  

 7 视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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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选举副主席和报告员 

(议程项目 4) 

76. 也在开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决定主席团由 25 名成员组成，包括会议

主席、副主席、全体委员会主席和大会报告员。贸发大会还决定，主席团的组成

应确保公平的地域分配，即四名成员来自非洲，七名来自亚洲，五名来自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八名来自 B 组国家，一名来自中国。副主席的选举是通过 2021 年

10 月 4 日结束的默许程序决定的。因此，贸发大会宣布下列主席团成员当选： 

全体委员会主席： 

马伊穆娜·基本加·塔里希女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副主席： 

穆斯塔菲兹·拉赫曼先生 孟加拉国 

王受文先生 中国 

伊斯梅尔·巴加埃·哈马内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阿卜杜勒－卡里姆·哈希姆·穆斯塔法先生 伊拉克 

伦德格·普日布苏伦先生 蒙古 

哈利勒·哈什米先生 巴基斯坦 

埃文·加西亚先生 菲律宾 

龙武提·威拉布德先生 泰国 

萨洛蒙·埃埃特先生 喀麦隆 

穆罕默德·卡先生 冈比亚 

露西·恩杰里·基鲁图女士 肯尼亚 

基尔斯蒂·考皮女士 芬兰 

迈克尔·加菲先生 爱尔兰 

鲁伊·马西埃拉先生 葡萄牙 

李泰镐先生 大韩民国 

阿古斯丁·纳瓦罗·德比森特－赫利亚先生 西班牙 

马丁·茨宾登先生 瑞士 

罗伯特·库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费德里科·比列加斯·贝尔特兰先生 阿根廷 

阿尔弗雷多·苏埃斯库姆先生 巴拿马 

保拉·戈比－斯库恩女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埃克托尔·康斯坦特·罗萨莱斯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报告员： 

亚娜·布吕吉耶女士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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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按照以往的惯例，贸发大会决定，各区域集团协调员和附属机构主席将全面

参与主席团的工作。 

 E. 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议程项目 5)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78. 同样在开幕全体会议上，根据议事规则第 14 条，贸发大会还设立了全权证

书委员会，由九名成员组成。按照以往的惯例，委员会将由最近一届联大会议

(第七十六届会议)任命的担任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的九个国家组成。因此，全权

证书委员会的组成如下：巴哈马、不丹、智利、中国、纳米比亚、俄罗斯联邦、

塞拉利昂、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79. 在 2021 年 10 月 7 日第 307 次(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核准了 TD/528 号

文件所载的全权证书委员会报告。 

 F. 通过议程 

(议程项目 6) 

80. 在第 296 次(开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通过了 TD/520 号文件所载的第十五届

大会临时议程(见附件一)。 

 G. 一般性辩论 

(议程项目 7) 

81. 在第 297、第 299、第 301 和第 303 次全体会议上进行的一般性辩论中，有

103 个成员国、1 个政府间组织和 9 个区域集团作了发言或以它们的名义作了发言。

一般性辩论的发言稿和存档视频录像可查阅 https://unctad15.org/。 

 H. 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 

(议程项目 8) 

  全体委员会 

82. 全体委员会举行了两次正式全体会议和各种非正式会议和磋商，以继续完成

议程项目 8 下的谈判任务。全体委员会主席在 2021 年 10 月 7 日贸发大会闭幕

全体会议上报告说，委员会已就谈判案文达成共识，并在第二次正式全体会议上

予以通过。因此，主席建议将《布里奇顿协定》草案提交贸发大会全体会议正式

通过。 

https://unctad1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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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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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在2021年10月 7日第307次(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核可了TD/B/INF.250

号文件所载国家名单(见附件五)。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贸发大会的报告 

84. 同样在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注意到 TD/521 号文件所载贸易和发展

理事会提交贸发大会的报告。 

 (c) 贸发大会行动所涉经费问题 

85. 同样在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会议秘书长告知成员国，她认为结果文件不会

立即涉及经费问题。她将与贸发大会各司就调整实现《布里奇顿协定》所载协议

和承诺所需工作方案和活动进行磋商，包括评估如何组织这项工作以及所需的资

源。审议 2022 年拟议预算的最后阶段正在进行，将若需作出任何调整，将提议

在 2023 年方案计划和预算框架内进行。作为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筹备会

议的一项内容，将于 2021 年 11 月与成员协商制订考虑到《布里奇顿协定》所载

承诺的 2023 年工作计划。 

 J. 通过贸发大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议程项目 10) 

86. 在 2021 年 10 月 7 日第 307 次(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通过了提交联大的

报告，但有一项谅解是，即报告将在报告员的领导下完成，同时考虑到闭幕全体

会议的议事情况。《斯佩茨敦精神》和《布里奇顿协定》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分别载于 TD/541/Add.1 和 TD/541/Add.2)，并视为本报告的组成部分。 

 K. 向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87. 同样在闭幕全体会议上，贸发大会以鼓掌方式通过了 TD/529 号文件所载向

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表示的感谢。 

 L. 闭幕全体会议 

88. 同样在闭幕全体会议上，JUSSCANNZ 集团的代表欢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加入该集团。联合王国代表团对与该集团的密切关系表示赞赏，并表示

愿意今后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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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议程 

1. 贸发大会开幕。 

2. 选举主席。 

3. 设立会期机构。 

4. 选举副主席和报告员。 

5. 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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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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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发大会行动所涉经费问题。 

10. 通过贸发大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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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立场声明 

 本附件所载声明根据相应成员国的请求，按声明收到顺序全文载录。所有声明

未经编辑，原文照录。这些声明已于 2021 年 10 月 7 日转交成员国。 

 

[English only] 

 A. Holy See1  

  Explanatory Note of the Holy See on the adoption of the UNCTAD XV Political 

Declaration “The Spirit of Speighstown: From inequality and vulnerability to 

prosperity for all” 

The Holy See welcomes the Political Declaration adopted by the Member States of 

UNCTAD, during its 15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held virtually at Bridgetown (Barbados) 

from 4 to 7 October 2021, as a concrete sign of the political wil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mote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which is founded on the inherent and 

inalienable dignity of every human be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Holy See issues the current 

Explanatory Note regarding certain language contained in the Declaration: 

(1) The Holy See understands the concept of the common good as “the sum total 

of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allow people, either as groups or as individuals, to reach their 

fulfilment more fully and more easily. The common good does not consist in the simple 

sum of the particular goods of each subject of a social entity. Belonging to everyone and to 

each person, it is and remains ‘common’, because it is indivisible and because only together 

is it possible to attain it, increase it and safeguard its effectiveness, with regard also to the 

future. Just as the moral actions of an individual are accomplished in doing what is good, so 

too the actions of a society attain their full stature when they bring about the common good. 

The common good, in fact,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social and community dimension of the 

moral good”.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n. 164); 

(2) While agreeing with the objectives of the 2030 Agenda, namely, the 

commitment to “eradicating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and dimensions” (cf. UN Document N. 

A/70/1, preamble, para. 1) based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human person as the subject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ed pledge that “no one will be left 

behind” (cf. ibid, preamble, para. 2 and paras. 4, 48), the Holy See reiterates its position, and 

retains its re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relating to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expressed in the UN Documents N. A/68/970/Add.1, pp 22-23 and N. 

A/71/430. 

(3) The Holy See further notes that the 2030 Agenda represents a non-binding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and specifies that its support of the present UNCTAD Political 

Declaration does not imply a further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on the part of Member States 

to implement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 Submitted on 5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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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Hungary2 

  Note Verbale 

  No. 188/2021/HUMIS/GVA 

Geneva, 7 October 2021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Hungary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va presents its compliments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and has the honour to communicate the following 

position of Hungary regarding the negotiated outcome and the UNCTAD 15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to be adopted on the Closing Plenary of the Fifteen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to be held on 7 October 2021. 

Hungary welcomes the successful conference and underlines its support to the 

important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acknowledging the vital role international trade play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nd in successfully handl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owever, Hungary wishes to disassociate itself from paragraph 13 b) of the Political 

Declaration: Spirit of Speightstown, and furthermore, from paragraphs 30, 55 and 57 of the 

Bridgetown Covenant. Hungary does not support any fo1m of migration, since in the view 

of Hungary migration does not have any developmental effects. Furthermore, the view that 

all migrants are in a vulnerable situation is not shared by Hungary. Therefore, the parts of the 

Declaration and the Covenant that states otherwise are not applicable to Hungary.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Hungary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va expresses its wish that the position of Hungary is 

duly reflected in the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Hungary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va avails it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the assurances of its highest 

consideration. 

 

  

 2 Submitted on 7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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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活动列表 

[English only] 

  Pre-Conference events* 

COVID-19 and challenges for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7 April) 

High-level discussion on harnessing interregional integ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 May) 

Civil society pre-event: Frontier technologie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4 June) 

Trade and gender linkages: An analysis of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8 June) 

Harnessing the benefits of the ocean ec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9 June) 

UNCTAD pre-event: United Nations Trade Forum: Towards a Green and Inclusive Recovery 

(14–15 June) 

Trade and Development Board, sixty-eighth session (high-level segment) (Geneva,  

21 June) 

Launch of Train for Trade course on building port resilience against pandemics (22 June) 

Is industrial policy the key to building back better? (23 June) 

UNCTAD support for the decade of action through a revigorated multilateralism (12 July) 

Reclaim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14 July) 

Addressing unsustainable debt burde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emergency responses 

to systemic reforms (19 July) 

South–South sharing of experiences in macro-financial polic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23 July) 

Enhancing economic resilience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Perspective from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28 July) 

How can transformativ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stimulate Afric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st COVID-19? (29 July) 

High-level policy dialogue: South–South sharing of policy experienc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1 September)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2 September) 

Reclaim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Putting policymak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10 September) 

Global Commodities Forum 2021 (13–15 September) 

Youth Forum 2021 (16–18 September)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ransition: Wh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new global value chains landscape? (20 September)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Overcoming vulnerabilities in transpor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to ensure prosperity for all (20 September) 

  

 * Held in 2021; online, unless otherwise n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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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Cluster on Trade and Productive Capacity: Joining forces for 

a new path of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ry level (21 September) 

Civil Society Forum (22–24 September) 

Global Services Forum (22 September) 

Gender and Development Forum (26–28 September)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rade Digitalization Forum (Bridgetown and online, 29 and 30 

September, 1 October) 

High-level launch: UNCTAD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 (29 September)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Senior Officials (1 October) 

Fifteenth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1 October) 

  Conference events 

Opening cultural event: Barbados virtual concert and cultural exhibition (3 October) 

Opening ceremony and opening plenary meeting (4 October) 

World Leaders Summit: Dialogue on global vulnerabilities – Call from a vulnerable place 

(4 October) 

Committee of the Whole: Opening plenary, private sessions, closing plenary (4–7 October) 

General debate (5–6 October) 

World Leaders Summit: Dialogue on inequality – Is the COVID-19 crisis really a game 

changer? (5 October) 

World Leaders Summit: Dialogue on building a mor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path – 

Matching the scale of the moment (5 October) 

Ministerial round table: Scaling up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6 October) 

Ministerial round table: Reshaping global and regional value chains (6 October) 

Ministerial round table: Regional integration for a resil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future 

(6 October) 

Ministerial round table: Harnessing frontier technologies for shared prosperity (6 October) 

Ministerial round table: Supporting productive transformation for greater resilience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7 October) 

Closing plenary meeting: Adoption of th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and outcome (7 October) 

Closing ceremony (7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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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出席情况*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下列成员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 与会者名单见 TD(XV)/INF.1。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 

刚果民主共和国 

吉布提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圭亚那 

海地 

教廷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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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科威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蒙古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文尼亚 

南非 

南苏丹 

西班牙 

斯里兰卡 

巴勒斯坦国 

苏丹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东帝汶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2.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贸发大会： 

非洲进出口银行 

非洲联盟 

加勒比共同体 

加勒比开发银行 



TD/541 

GE.21-19826 31 

英联邦 

欧亚经济委员会 

欧洲联盟 

美洲开发银行 

国际关税局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伊斯兰开发银行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织 

伊斯兰合作组织 

南方中心 

地中海联盟 

3. 下列联合国机关、机构和方案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大会和会议管理部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秘书长办公厅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内部监督事务厅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4. 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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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贸易中心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万国邮政联盟 

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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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普通类 

21 世纪非洲协会 

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 

民间社会组织联盟 

国际消费者团结和信任协会 

国际消费者联会 

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 

消费者团结信托学会监管与竞争研究所 

国际妇女联盟 

国际商会 

发展行动国际联盟 

高等教育学位标准化国际网络 

国际海洋学院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国际工会联合会 

国际乐施会 

公共服务国际 

国际发展协会 

乌干达南部和东部非洲贸易信息和谈判研究所 

税收正义网――非洲 

第三世界网络 

“瑞士村”非政府组织 

世界青年大会 

特别类 

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 

获认可参加贸发大会 

加勒比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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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大会第 1995(XIX)号决议附件所载国家名单 

  名单 A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巴林 

孟加拉国 

贝宁 

不丹 

博茨瓦纳 

文莱达鲁萨兰国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中国 

科摩罗 

刚果 

科特迪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吉布提 

埃及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斯威士兰 

埃塞俄比亚 

斐济 

加蓬 

冈比亚 

加纳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以色列 

约旦 

肯尼亚 

科威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蒙古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尼泊尔 

尼日尔 

尼日利亚 

阿曼 

巴基斯坦 

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卡塔尔 

卢旺达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斯里兰卡 

苏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东帝汶 

多哥 

汤加 

突尼斯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瓦努阿图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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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 B

安道尔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塞浦路斯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教廷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列支敦士登 

卢森堡 

马耳他 

摩纳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葡萄牙 

大韩民国 

圣马力诺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32) 

  名单 C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伯利兹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牙买加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拉圭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33) 

  名单 D

阿尔巴尼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捷克 

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黑山 

北马其顿 

波兰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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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文件一览表* 

TD/520 临时议程和说明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TD/520/Add.1 贸发大会工作安排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TD/52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贸发大会的报告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TD/522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交贸发十五大的部长宣言： 

走出不平等和脆弱性，迈向共同繁荣 

TD/523 青年论坛宣言 

停下来：改变节奏 

TD/524 民间社会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发表的宣言 

TD/525 最不发达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的部长

宣言 

TD/526 内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的部

长宣言 

TD/527 出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集团的部长级宣言 

TD/528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TD/529 向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TD/530 第九届全球商品论坛，贸发十五大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概要 

TD/531 世界领导人峰会：关于全球脆弱性的对话――来自脆弱地区的呼吁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概要 

TD/532 世界领导人峰会：关于不平等的对话――COVID-19 危机是否真的

会引发重大变革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概要 

TD/533 世界领导人峰会：关于建设更繁荣发展道路的对话――拿出与当前

规模匹配的力度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概要 

  

 * 所列文件可在贸发大会网站(http://unctad15.org)查阅。 

http://unctad1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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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534 部长级圆桌会议：扩大发展筹资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摘要 

TD/535 部长级圆桌会议：重塑全球和区域价值链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摘要 

TD/536 部长级圆桌会议：实现区域一体化，建设一个有复原力、包容

和可持续的未来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摘要 

TD/537 部长级圆桌会议：利用前沿技术促进共同繁荣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摘要 

TD/538 部长级圆桌会议：促进生产转型，以增强疫情后世界的复原力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摘要 

TD/INF.7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的首届性别与发展论坛，

《布里奇顿宣言》 

TD/INF.72 布里奇顿协议 

创意经济和数字化论坛 

TD/539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上的首届性别与发展论坛，

《布里奇顿宣言》 

TD/540 布里奇顿协议 

产业和贸易数字化论坛 

TD/54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报告 

TD/541/Add.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报告，增编 1 

TD/541/Add.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报告，增编 2 

TD(XV)/INF.1 与会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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