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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1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临时议程和说明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载于下文第一章。第二章所载贸

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旨在提供临时议程项目的基本背景资料，并简要介绍有关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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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临时议程 

1. 程序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c) 通过全权证书报告。 

2. 高级别会议。 

3. 一般性辩论。 

4.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 

5. 非洲经济发展：发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潜在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 

6. 《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跨境数据流动与发展：数据为谁流动》。 

7. 贸发会议为支援非洲所开展的活动。 

8. 落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的成果。 

9.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10.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11. 技术合作战略。 

12. 贸发会议对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所作的贡献。 

13.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七十二届执行会议临时议程。 

14. 体制、组织、行政和相关事项： 

 (a) 根据《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段设立的咨询机构主席关于秘书处 2021–

2022 年课程实施情况及其相关影响的报告；任命咨询机构成员； 

 (b)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6 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c)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 

 (d) 审查会议日历； 

 (e) 审查大会第 1995 (XIX)号决议附件所载国家名单； 

 (f)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15. 其他事项。 

16.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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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临时议程的说明 

1. 2022 年 2 月 18 日，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七十一届执行会议闭幕全体会议

上，核准了理事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项目 1 

程序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载于 TD/B/16/Rev.4 和 Corr.1 号文件。 

3. 根据议事规则第 18 条和第 19 条，理事会主席团由 12 名成员组成，包括一

名主席、10 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其中四人来自经修正的大会第 1995(XIX)号

决议附件所述A组(非洲/亚洲)、四人来自B组、两人来自C组、两人来自D组。 

4. 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九届大会以来实行的轮换周期，理事会第六十

九届会议主席将由 D 组国家的一名代表担任，报告员将由 A 组(亚洲)国家的一名

代表担任。因此，10 名副主席分配如下：A 组(非洲/亚洲)三人；B 组四人；C 组

两人；D 组一人。 

 (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议程 

5. 会议临时议程载于上文第一章。 

  工作安排 

6. 理事会本届会议在安排上采纳了一些代表团的建议，以确保不在同一时间举

行两场会议。做出这一安排是为了确保各代表团，尤其是小规模的代表团，能切

实参加会议，也是为了尽可能高效地使用联合国现有的会议资源，特别是在这个

多变的时期。届时将提供详细日程，并可能视情况调整。 

 (c) 通过全权证书报告 

7. 根据议事规则第 17 条第 2 款，理事会主席团将审查全权证书，并向理事会

提出报告。 

  会期文件 

  项目 2 

高级别会议 

8.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七十一届执行会议同意在常会期间举行高级别会议。高

级别会议的议题将由理事会扩大主席团商定，但须经理事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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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3 

一般性辩论 

9. 一般性辩论预计在理事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第一周举行。提交秘书处的发言稿

将按秘书处收到的原文照发，并上传至贸发会议网站。 

10. 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39 条，可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将适

时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日程中提供有关时间限制的进一步细节。 

  项目 4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 

11. 贸发会议秘书长将在本议程项目下，向理事会重点介绍贸发会议的活动，并

酌情说明其他事项。 

  项目 5 

非洲经济发展：发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潜在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 

12. 在本项目下，理事会将审议《2021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发挥非洲大陆自

由贸易区的潜在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该报告旨在使非洲各国政府和发展伙伴

了解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可以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以及为何需要采取补充政

策，在非洲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实现自由贸易区的包容性。为释放非洲的出口潜

力，需要减少非洲内部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措施，提高生产能力，以促进区域贸

易。报告指出，区域生产能力、发展农业食品加工业的价值链和汽车工业是变革

性增长的潜在驱动力。报告还分析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生产、投资和

增长机会的预期收益如何才能具有包容性。报告使用了一系列数据源从多层面评

估包容性，既涉及收入和消费，也涉及平等的经济参与。为使非洲大陆自由贸易

区的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并具有包容性，在设计和实施中应考虑到非正式的贸易形

式和相关利益攸关方。 

文件  

UNCTAD/ALDC/AFRICA/2021 《2021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发挥非洲大陆

自由贸易区的潜在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 

TD/B/69/2 非洲经济发展：发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

潜在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 

概述 

  项目 6 

《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跨境数据流动与发展：数据为谁流动》 

13. 在本议程项目下，理事会将审议贸发会议《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跨境数

据流动与发展――数据为谁流动》。该报告从一个崭新的、纵观全局的角度审视

数字数据的跨境流动及其对发展的影响。报告研究了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的近期

趋势和全球发展，并回顾了国家、区域和多边层面现有的数据治理方法。报告呼

吁在所有国家的充分参与下制定创新办法，确保数据能够在必要时尽可能自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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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跨境流动，同时确保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公平的利益分配，并应对与人权和

安全有关的风险。 

文件  

UNCTAD/DER/2021 《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跨境数据流动与发

展：数据为谁流动》 

  项目 7 

贸发会议为支援非洲所开展的活动 

14. 在本议程项目下，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将审议关于贸发会议为支援非洲所开展

的活动报告。该报告每年编写并提交理事会届会。报告概述了贸发会议在非洲发

展方面正在开展的研究和分析工作，并总结了在贸发会议任务所涉各个部门开展

的具体活动，包括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 

文件  

TD/B/69/3 贸发会议为支援非洲所开展的活动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项目 8 

落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的成果 

15. 在本议程项目下，贸发会议秘书长将向理事会重点介绍在落实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第十五届大会成果方面取得的进展。 

  项目 9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16.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报告将提交理事会审议。 

文件  

TD/B/EDE/5/4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

届会议报告 

  项目 10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17.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报告将提交理事会审议。 

文件  

TD/B/EFD/5/3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五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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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1 

技术合作战略 

18. 在本议程项目下，将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议一项技术合作战略草案。根据

与区域集团及成员国的磋商，贸发会议秘书处将分发一份关于新技术合作战略的

会议室文件。 

文件  

TD/B/69/CRP.1 贸发会议技术合作战略草案 

  项目 12 

贸发会议对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会议和首脑会议

的成果所作的贡献 

19. 大会第 57/270 B 号决议强调，需要尽量利用联合国现行机制，审查联合国系

统内在发展的关键领域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在这方面，大会请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在其任务范围内，在相关议程项目下，为执行联合国重大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

果以及审查成果的执行进展作出贡献。 

20. 《布里奇顿协定》(TD/541/Add.2)第 5 段呼吁贸发会议“促进相关全球会议

成果的贯彻落实和后续行动，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

巴行动议程》，并酌情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以及

其他相关国际协定和成果”。 

21. 理事会将在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报告的基础上，对大会在第 57/270 B 号决

议第 27(a)段中向它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 

  项目 13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七十二届执行会议临时议程 

22. 将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议并核准其第七十二届执行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会期文件 

  项目 14 

体制、组织、行政和相关事项： 

 (a) 根据《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 段设立的咨询机构主席关于秘书处 2021–2022

年课程实施情况及其相关影响的报告；任命咨询机构成员 

23. 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466(XLVII)号决定，咨询机构主席将向理事会通报

咨询机构的活动以及《曼谷行动计划》第 166 段的执行情况。将请理事会根据区

域集团的建议任命 2022 年咨询机构成员。 

 (b)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6 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24. 贸发会议秘书处没有收到任何请求列入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6 条规定的名单

的申请。已经获得核准的政府间组织名单载于 TD/B/IGO/LIST/1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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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 

25. 贸发会议秘书处收到了两份请求列入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规定的名单的

申请。已经获得核准的非政府组织的最新名单载于 TD/B/NGO/LIST/27 号文件。 

文件  

TD/B(S-XXXII)/R.1 世健公益基金会的申请 

TD/B/EX(71)/R.1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申请 

 (d) 审查会议日历 

26. 理事会将收到 2022 年余下时间的会议日历和 2023 年的初步日历。 

  会期文件 

 (e) 审查大会第 1995 (XIX)号决议附件所载国家名单 

27. 理事会将酌情收到贸发会议和理事会最新成员名单。 

文件  

TD/B/INF.250 贸发会议成员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成员 

 (f) 理事会行动涉及的行政和经费问题 

28. 理事会将在届会期间获知它收到的任何提案涉及的行政和经费问题。 

  会期文件，视需要而定 

  项目 15 

其他事项 

  项目 16 

通过报告 

29.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将载有谈判达成的成果以及理事会可能决

定通过的其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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