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22-00370(C) 130122 190122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七十一届执行会议 

2022 年 2 月 10 日和 11 日以及 

16 日至 1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经修订的临时议程和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2. 全球化世界中的相互依存和发展战略。 

3. 投资促进发展：投资于可持续复苏。 

4. 《2021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从

50 年的经验中吸取教益》。 

5.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6. 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各附属机构有关的事项  

 (a)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报告； 

 (b)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政府间专家组临时议程； 

 (c)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临时议程； 

 (d)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三十八届会议报告。 

7. 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小组的报告。 

8. 体制、组织、行政和相关事项： 

 (a) 《布里奇顿协定》的后续行动和贯彻落实 

 (b)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 

 (c) 审查会议日历。 

9.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0. 其他事项。 

11.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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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临时议程说明 

  项目 1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议程 

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七十一届执行会议经修订的临时议程通过 2021 年 12 月

2 日终止的一项默许程序得到核可。这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载于上文第一章。 

  项目 2 

全球化世界中的相互依存和发展战略 

2.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该议程项目下的审议将为审议《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

告：从复苏到复原力――发展层面》提供机会。 

3.《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将研讨冠状病毒病(新冠肺炎)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

机之后的复苏和复原力问题的发展层面。新冠疫情表明，各国包括最富裕国家在

内对意外冲击毫无准备。疫情还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为应对这些冲击

而可利用的财政和货币空间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该报告对 2021 年世界经济复苏

情况进行分析，迄今为止，这种复苏从地域、收入和部门等方面来看并不均衡。

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国际支持，其中许多国家面临着不断加剧的卫生危

机，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在艰难应对日益加重的债务负担，而且面临着失去的

十年的前景。该报告还对以适应气候变化为形式的长期复原力进行分析，并建议

通过注重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将适应挑战与发展挑战联系在一起。这转而意味着采

取综合政策方针应对多种挑战，提供政策空间以使这些政策适应具体国情，还意

味着扩大多边支持以调动资源，投入所需的新的资金。 

文件  

UNCTAD/TDR/2021 和概述 《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从复苏到复原力――

发展层面》 

  项目 3 

投资促进发展：投资于可持续复苏 

4. 新冠危机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影响了收入，加剧了不平等。作为全球经济

增长和发展的引擎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受到疫情的影响，工业和基础设施项

目吸引的绿地投资受到重大冲击――而绿地投资是最具生产力的投资。随着政策

应对举措的推进和疫苗接种计划的推出――尽管世界各地推出的速度不同，人们

的注意力正在转向复苏的优先事项。现在，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的重点都是重启经

济，使其变得更加可持续，更能抵御未来冲击。为了重建得更好，关键是要确保

许多国家政府正在执行的大规模复苏方案促进对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投资，从

而使所有国家特别是最弱势国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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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将在《世界投资报告 2021: 投资于可持续复苏》所载贸发会议最新研究

和政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这份报告审查了复苏阶段的投资优先事项，明确了随

着复苏投资计划的推出将会出现的具体挑战，并提出了一个政策行动框架，即贸

发会议投资于可持续复苏政策框架，以应对这些挑战。该报告还分析了世界各地

投资趋势及国家和国际政策方面的最新发展。应联合国大会的请求，该报告还讨

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包括从资本市场和可持续金融的角度讨论，目的

是审评全球进展并提出可能的行动方案。 

6. 此外，会议还将提供一次机会，使秘书处能够据以通报国际投资趋势和前景

及国际投资政策方面的最新动态。 

文件  

UNCTAD/WIR/2021 和概述 《世界投资报告 2021: 投资于可持续复苏》 

  项目 4 

2021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中的最不发达国家――

从 50 年的经验中吸取教益 

7. 在本项目之下，理事会将审议《2021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新冠疫情之后

的世界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从 50 年的经验中吸取教益》。过去 50 年来，多数

最不发达国家都一直在努力克服使最不发达国家类别于 1971 年得到设立的发展

挑战。1990 年代中期以来，最不发达国家取得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但即使是这

样的增长也总的来说不足以消除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形成的长期的收入差

异。新冠危机和正在出现的全球双速复苏可能使许多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出现逆

转，而气候变化造成的日益严重的不利影响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将最不发达

国家的生产能力发展置于核心位置，是提高这些国家应对危机和从危机中复苏的

能力的必要条件。尽管最不发达国家在政策中将经济转型和多样化置于优先位

置，但关键在于它们缺乏逐步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的必要手

段。为消除最不发达国家的极端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1)，平均每

年大约需要投资 4,850 亿美元，而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翻一番(《可

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9.2)，估计需要投入 10,510 亿美元。后一个数字相当于

最不发达国家目前投资的三倍以上，因此远远超出这些国家的现有资源数额。 

文件  

UNCTAD/LDC/2021 和概述 《2021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新冠疫情之后的世

界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从 50 年的经验中吸取教

益》 

  项目 5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8. 与往年一样，贸发会议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分析了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上的主要问题和最近的动态。该报告主要述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对抗的代价以

及兼并西岸大片地区的威胁引发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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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份报告强调，在新冠冲击发生之前，总体政治经济环境一直在恶化。持续

的负面力量以及占领国在法律上兼并西岸大片地区的威胁引发的严重财政危机，

加剧了疫情造成的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疫情加上其他不利动态，造成了自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该机构肩负的任务超出了其财力

和政策空间范围。2021 年及其后的复苏取决于占领带来的制约因素的消除和捐

助方支助的规模。最后，报告向理事会介绍了贸发会议最近为巴勒斯坦人民开展

的技术合作活动的最新情况。 

文件  

TD/B/EX(71)/2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巴勒斯

坦被占领土经济动态 

  项目 6 

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各附属机构有关的事项 

 (a)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报告 

10. 将向理事会提交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第八十二和八十三届会议报告供

其审议。 

文件  

TD/B/WP/312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第八十二届会议报告 

TD/B/WP/314 方案计划和方案业绩工作组第八十三届会议报告 

 (b) 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政府间专家组临时议程 

11. 预计，将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议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政府间专家组下届会

议临时议程草案。 

会期文件 

 (c)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临时议程 

12. 预计，将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议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下届会议临时

议程草案。 

会期文件 

 (d)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三十八届会议报告 

13. 在这个议程项目之下，将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议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

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文件  

TD/B/C.II/ISAR/99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三十八

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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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7 

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小组的报告 

14.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将审议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小组第五十五届会议报告。 

  项目 8 

体制、组织、行政和相关事项： 

 (a) 《布里奇顿协定》的后续行动和贯彻落实 

15. 根据贸发会议秘书长的请求，理事会将收到一项关于《布里奇顿协定》的执

行包括振兴贸发会议政府间机构的拟议的计划。 

 (b) 为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 

16. 贸发会议秘书处收到两份请求列入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7 条规定的名单的申

请。已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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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审查会议日历 

17. 理事会将收到 2022 年会议日历。 

  项目 9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8. 预计，将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议理事会下届常会临时议程草案。 

会期文件 

  项目 10 

其他事项 

  项目 11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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