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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1(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和说明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载于下文第一节 载于第二节的秘

书处说明是为了提供有关临时议程项目的基本背景资料 以及简要描述有关的文件  

 与所有议程项目有关的文件清单将在会议开始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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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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全权证书审查报告 

(d) 理事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2. 高级别代表参加的会议 金融危机对贸易投资和发展的影响 区域展望 

3. 高级别中期审查 

4. 从贸易和发展角度看相互依存和全球经济问题 金融危机的原因 管理和预防 

5. 审查执行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纲领 的进展  

(a) 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机会和限制因素 

(b) 理事会对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审议举行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

会议的日期 会期和地点及其筹备进程作出贡献  

6. 贸发会议对执行 联合国 1990 年代支援非洲发展新议程 作出贡献 农业 贸

易和工业化前景 

7. 根据 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第 96 段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 

8. 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其他事项  

− 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发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年度报告 

9. 体制 组织 行政和有关事项  

(a) 审查会议日历 

(b)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10. 其他事项 

11. 通过报告  

    

*   主席团和协调员在 1998 年 7 月 9 日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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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临时议程说明 

项目 1 程序事项 

 理事会议事规则载于 TD/B/16/Rev.4 和 Corr.1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根据议事规则第 18 和第 19 条 理事会主席团由 12 名成员组成(主席 10 名副

主席 报告员) 即 经修订的大会第 1995(XIX)号决议附件提到的 A组(非洲/亚洲)

成员 4 名 B 组成员 4 名 C 组成员 2 名和 D 组成员 2 名  

 根据理事会主席职位轮换周期 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应由一个 A 组国家(亚洲)

的代表担任 而报告员则应由一个 B 组国家的代表担任 因此 10 名副主席应分配

如下 A 组(非洲/亚洲)成员 3 名 B 组成员 3 名 C 组成员 2 名 D 组成员 2 名  

(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议  程  

 本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载于上文第一节  

工作安排 

 为了顺应一些代表团以往提出的建议 本届理事会的会议没有两个是安排在同

一时间举行的 此外 会议的安排是为了确保各国代表团尤其是小的代表团的有效

参与 并确保会议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设立会期委员会 

 根据议事规则第 62 条 理事会可以设立两个会期委员会 根据议事规则第 13

条将议程项目分配给全体会议和会期委员会审议的建议见本文件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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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表 

 附件二载有为期两周的会议总时间表 不用说 会议时间表可视会议的进展情

况灵活调整 高级别会议的详细时间表将在以后分发  

 (c) 通过全权证书审查报告 

 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7 条第 2 款 理事会主席团应审查代表的全权证书 并

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会期文件  

(d) 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秘书处将拟订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理事会不妨将临时议程草

案交给主席团和协调员的磋商会议审议  

会期文件  

项目 2 高级别代表参加的会议 金融危机对贸易 投资和发展的影响 区域展望  

 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第 107(c)段说 为了履行其规定职责 贸易和

发展理事会将举行常会或执行会议 理事会的常会定为一期 将在秋季举行 为期

约 10 个工作日 在这一届会议上 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审议实质性政策项目 以期吸

引级别高的代表参加会议 应邀请与贸发会议工作有关的领域公营部门 私营部门 /

工商业界和学术界知名人士出席会议  

 第三次高级别会议将在理事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举行 第一次高级别会议由南非

贸易和工业部长亚历克 欧文先生主持 讨论了 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外国直接投资

和发展问题 第二次高级别会议由荷兰发展合作大臣扬 普龙克先生主持 讨论了

全球化 竞争 竞争力和发展 问题  

 今年讨论的问题将从当前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影响 特别是对发

展中国家发展前景的影响角度出发 并以世界各经济区域所受的不同影响为进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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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局部的金融动荡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扩散到其他国家

和区域的可能性 传播进程是复杂的 其影响将因有关的经济部门而异 迄今的迹

象表明 决定受到金融危机多大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是区域因素 这一因素将对涟波

效应起到 调解 作用 区域经济关系为可能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提供了选择 也

因为区域体制和安排允许采取集体对付政策  

 从区域角度讨论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进一步阐明全球化与区域主义之间的动态关

系这一较广泛的问题 可以说全球化日益通过区域性经济区和经济集团进行 而不

是将个别国家经济融入无差别的世界经济  

文   件  

  将分发一份议题文件  

项目 3.  高级别中期审查  

 米德兰特宣言 规定 为加强成员国对从本次大会开始的改革进程作出的政

治承诺 为保证承诺的履行 贸发九大主席应考虑在贸发十大之前两年召开一次高

级别特别审查会议 大家还记得大会在 1997 年 12 月第 52/182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中 又重申其对实施在南非米德兰特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九届大会

商定承诺的政治意志与责任 特别是题为 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的文件

并在这方面欢迎在 1998 年举行特别高级别中期审查会议 该会议将有助于 2000 年

在泰国举行的贸发会议第十届大会的筹备工作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 1998 年 2 月 16 日举行的第十六届执行会议上开始了中期

审查进程 为此 理事会授权理事会副主席 Benjelloun-Touimi 大使(摩洛哥)进行审

查 Benjelloun 大使向 1998 年 7 月 10 日举行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八届执行会

议报告了中期审查工作的结果  

 理事会第十八届执行会议核可并通过了中期审查的结果 (TD/B/EX(18)/L.2 和

Corr.1) 请成员国 贸发会议秘书处和有关组织充分执行其中所载的建议 并请贸

发会议秘书长立即开始执行这些建议 在每月磋商会议上提出定期进展报告 并将

结果转交高级别中期审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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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别中期审查将由南非贸易和工业部长亚历克 欧文先生主持 预期讨论将

集中于中期审查工作的后续活动 以便评估米德兰特以来的全球事态发展 对今后

两年的期望和贸发十大及其后的未来展望 对话重点应是可在贸发十大上讨论的问

题 以便拟订贸发十大的议程  

文   件  

  TD/B/EX(18)/4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八届执行会议的报告  

会期文件  

项目 4.   从贸易和发展角度看相互依存和全球经济问题 金融危机的原因 管理

和预防  

 本项目将借鉴东亚经验以及以前的金融危机经验 审查外部因素和国内因素对

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以及触发货币混乱和外债危机的作用 不仅将审查宏

观经济要素 包括不能维持的汇率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状况 而且将审查体制和管

制薄弱对产生过分的信贷膨胀 资产市场的高风险投资 流动负债和短期对外负债

大幅增长的作用 关于危机管理 将集中注意适当的国家和国际应付政策 包括解

决债务的体制框架 提供国际流动资金 政策条件限制 本项目也将包括国家一级

和全球一级为减少发生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和控制危机对实际经济的影响需要采取的

其他措施  

文    件  

  UNCTAD/TDR/1998  1998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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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  审查执行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纲领 的进展  

(a) 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 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机会和限制因素  

(b) 理事会对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审议举行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

题会议的日期 会期和地点及其筹备进程作出贡献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纲领 和大会第 45/206 号决议委托贸发会

议充当审查和评价 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及其全球一级后续工作的协调中心 促进

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TD/377)重申了这一授权 并在 107(c)段中规定 理事会

将在其年度会议上审查 行动纲领 执行方面的进展 为审议议程项目 5(a) 理事

会将收到 1998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报告 的主要主题是分析多边贸易体制的

各个方面如何影响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的机会和限制因素 报告 第

一部分有三章 将主要讨论最不发达国家最近的经济发展动态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

关的初级商品价格趋势 简要审查全球经济动态 动员私人资金在最不发达国家投

资 10 个小岛屿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特殊问题 报告 第二部分有五章 将集中

讨论贸易 投资和多边贸易体制 报告 将审查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的执行情况

探讨与贸易和环境有关的一些问题 审查最不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机会 分

析可能的未来多边投资协定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潜在成本和利益 分析拟议的世贸组

织金融服务协定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影响 报告 认明了多边协定中可作出有利于最

不发达国家的具体减让和规定的领域以及可能需要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

帮助它们融入全球经济的领域  

 关于项目 5(b) 大会在第 52/187 号决议中决定在 2001 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最

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会议的任务如下  评价 1990 年代 行动纲领 在国家一

级的成果  审查国际支助措施 尤其是在官方发展援助 债务 投资和贸易领域

的支助措施的实施情况  考虑拟订和通过适当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及措施 促进最

不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并使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 大会还决定在适当时候召集

一个政府筹备委员会 进行会议筹备工作 在召开筹备委员会会议之前 将举行三

个专家筹备会议  

 大会还决定贸发会议将作为会议筹备的联络中心 大会决定将题为 实施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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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外 考虑会议的日期 会期 地点 筹备进程以及由预算外资源为每个最不

发达国家的代表参加筹备委员会会议和会议本身提供经费等事项  

 上述大会决议是根据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的建议(第 442(XLIV)号建议)

作出的 理事会审议本项目之后提出的建议可便利大会就上述问题作出决定  

文    件  

  UNCTAD/LDC/1998  1998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和概述  

项目 6.   贸发会议对执行 联合国 1990 年代支援非洲发展新议程 作出贡献 农

业 贸易和工业化前景  

 在第 443(XLIV)号议定结论中 理事会同意贸发会议应密切监测非洲国家的债

务与其创造储蓄支持投资的能力之间的关系 还同意贸发会议应分析农业部门的进

一步发展和有关贸易的投资和鼓励措施问题 1998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第二部分

专用于 从比较观点看非洲发展 报告将审查非洲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在农业领域 报告将研究农业在非洲经济中的作用 结构和绩效 并审查农业部门

的政策 价格和生产 报告还分析贸易 工业和积累 最后将考虑政策挑战和体制

改革 鉴于 贸易和发展报告 第二部分将充分地论述本项目 因此将不另外提供

文件供审议本项目之用  

文   件  

UNCTAD/TDR/1998   1998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第二部分 

和概述 

项目 7 根据 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第 96 段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  

 遵照 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第 107(b)段 理事会将审查 1997 年开展的

技术合作活动 并审议贸发会议技术合作的发展情况 包括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和调

动资源方面的趋势 在这方面 理事会将得到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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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将于 1998 年 9 月 21 日至 28 日举行的第三十二届(第一期)会议上对 1997 年

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逐项方案加以审查  

 在 1998 年 2 月 16 日第十六届执行会议上 理事会注意到贸发会议的 1998-2000

年技术合作计划(TD/B/EX(16)/2)  

 秘书处提交理事会的报告将列入有关上述问题的资料 并就某些贸发会议技术

合作方案的部分成本回收和财务可自给性提出具体建议 还将提供有关贸发会议在

最不发达国家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的资料  

文   件  

TD/B/45/6   技术合作活动概览 
TD/B/WP/109 

TD/B/45/6/Add.1  附件一  审查 1997 年开展的活动(只有英文本) 
TD/B/WP/109/Add.1 

TD/B/45/6/Add.2  附件二  统计表格(只有英文本) 
TD/B/WP/109/Add.2 

项目 8 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其他事项 

   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发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年度报

告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于 1998 年 6 月 1 至 12 日在维也纳举

行 根据大会第 2205(XXI)号决议 会议的报告将提交理事会  

 大会第 2205(XXI)号决议还规定 理事会希望就报告提出的任何意见或建议应

提交大会 同样地 任何拟将新议题列入贸易法委员会工作范围内的建议也应提交

大会  

文    件 

TD/B/45/7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A/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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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9   体制 组织 行政和有关事项  

 (a)  审查会议日历  

 理事会将收到主席团和会议日历事务协调员核可的 1998 年余下时间会议日历

及 1999 年提示性日历 以及必要时建议的任何进一步调整的说明  

文    件 

TD/B/45/CRP.1  审查会议日历 

 (b)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理事会收到的任何提案所涉的行政和经费问题将在届会期间通知理事会  

会期文件 视需要而定 

项目 10  其他事项 

项目 11  通过报告 

 根据理事会第 259(XXV)号决定 理事会报告编为两卷 (a) 理事会提交大会的

报告 内载会议的决议和决定以及理事会决定转递大会的任何其他材料 (b) 理事

会议事经过的详细记述 这两卷构成理事会届会的正式记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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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议程项目分配 

全体会议  

1(a) 选举主席团成员  

1(b)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1(c) 通过全权证书审查报告  

1(d) 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2. 高级别代表参加的会议 金融危机对贸易 投资和发展的影响 区域展望  

3. 高级别中期审查  

4. 从贸易和发展角度看相互依存和全球经济问题 金融危机的原因 管理和预

防  

7. 根据 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第 96 段审查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 

8. 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发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年度报告  

9(a) 审查会议日历  

9(b)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10. 其他事项  

11. 通过报告  

第一会期委员会  

5. 审查执行 19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纲领 的进展  

(a) 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机会和限制因素 

(b) 理事会对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审议举行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

议的日期 会期和地点及其筹备进程作出贡献 

第二会期委员会  

6. 贸发会议对执行 联合国 1990 年代支援非洲发展新议程 作出贡献 农业 贸

易和工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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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1998 年 10 月 12 日至 23 日会议时间表 

第一周  

 

星期一  

12/10 

星期二  

13/10 

星期三  

14/10 

星期四  

15/10 

星期五  

16/10 

上午  

10 时  

全体会议  

(会议开幕) 

非正式会议  

(项目 4) 

全体会议  

(项目 7) 

第一会期委员会  

(项目 5) 

第一会期委员会  

(项目 5) 

下午  

3 时  

全体会议  

(项目 4) 

非正式会议  

(项目 4) 

全体会议  

(项目 8) 

第一会期委员会  

(项目 5) 

主席团  

 

 

第二周  星期一  

19/10 

星期二  

20/10 

星期三  

21/10 

星期四  

22/10 

星期五  

23/10 

上午  

10 时  

第二会期委员会  

(项目 6) 

第二会期委员会  

(项目 6) 

主席团  高级别代

表会议  

高级别会议  

(中期审查) 

下午  

3 时  

第九次讲座  第二会期委员会  

(项目 6) 

通过报告  

第一会期委员会  

第二会期委员会  

高级别代

表会议  

全体会议  

- 结束所有项目  

- 通过报告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