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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2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临时议程和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专家会议报告 

(a) 多年期专家会议报告： 

(一) 运输、贸易物流和贸易便利化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二和第三

届会议 

(二) 初级商品与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七届会议 

(三) 贸易、服务和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 

(四) 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合作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二届会议 

(五) 加强各级扶持性环境，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多年期专

家会议第二届会议 

(b) 一年期专家会议报告： 

(一) 获取金融服务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汇款对发展的影响――在经济

上扶持妇女和青年问题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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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融入方案及其对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和增长的影响问题专

家会议 

(c)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4. 贸易发展政策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 

5. 按照现行的区域贸易协议拟定国家政策 

6. 促进和加强三大支柱之间协同作用的进展报告 

7. 其他事项 

8. 通过委员会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二. 临时议程说明 

1.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定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2 日举行。按照

《阿克拉协议》第 201 段的规定，委员会的职责是就一个或两个选定的问题开展

政策对话，审议专家会议的报告，管理并提请核准其所负责的专家会议的工作方

案，以及促进和加强三大支柱之间的协同作用。 

2.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届执行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核可了贸易和发

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实质性议程项目。委员会本届会议将讨论贸易发展政策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按照现行的区域贸易协议拟定国家政策等问题。

会议将审查并通过专家会议的报告。此外，委员会将审议秘书处开展的与促进和

加强了三大支柱之间协同作用有关的活动。 

3.  按照《阿克拉协议》第 190 段的规定，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应当设法产生更加

面向行动的结果，并找到贸易和发展问题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按照《阿克拉

协议》第 203 段的规定，委员会届会的结果将为在预定会期内由政策对话产生的

议定结论和向秘书处提出的建议。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4.  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各主要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8 条，委员会在考虑到需

要确保公平地域分配的前提下，从其成员代表中选出主席一名、副主席五名和报

告员一名。根据议事规则第 19 条，委员会主席团由七名成员组成：在大会 1995 

(XIX)号决议经修订的附件提到的名单中，从 A 和 C 合并名单中选出四名，从名

单 B 中选出两名，从名单 D 中选出一名。 

5.  因此，根据轮换周期，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主席团的组成如下：主席来自名单

C；报告员来自名单 A(非洲)；两名副主席来自 A 和 C 合并名单；两名副主席来

自名单 B, 一名副主席来自名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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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6.  本议程根据《阿克拉协议》和《多哈授权》拟订。工作方案将在会前分发。 

文件  

TD/B/C.I/36 临时议程和说明 

  项目 3 

专家会议的报告 

 (a) 多年期专家会议报告 

7.  委员会将在项目 3(a)之下审查和讨论以下多年期专家会议的结果： 

 (一) 运输、贸易物流和贸易便利化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二和第三届会议 

文件  

TD/B/C.I/MEM.7/6 运输、贸易物流和贸易便利化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二

届会议报告 

TD/B/C.I/MEM.7/9 运输、贸易物流和贸易便利化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

届会议报告 

 (二) 初级商品与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七届会议 

文件  

TD/B/C.I/MEM.2/31 初级商品与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七届会议报告 

 (三) 贸易、服务和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 

文件  

TD/B/C.I/MEM.4/9 贸易、服务和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三届会议报告 

 (四) 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合作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二届会议 

文件  

TD/B/C.I/MEM.6/6 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合作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二届会议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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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加强各级扶持性环境，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第二

届会议 

文件  

TD/B/C.I/MEM.5/6 加强各级扶持性环境，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多

年期专家会议第二届会议报告 

 (b) 一年期专家会议报告 

8.  委员会将在议程项目 3(b)下审查和讨论以下一年期专家会议的结果。 

 (一) 获取金融服务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汇款对发展的影响――在经济上扶持妇

女和青年问题专家会议 

文件  

TD/B/C.I/EM.6/3 获取金融服务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汇款对发展的影

响――在经济上扶持妇女和青年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 

 (二) 社会融入方案及其对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和增长的影响问题专家会议 

文件  

TD/B/C.I/EM.7/3 社会融入方案及其对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和增长的影响

问题专家会议的报告 

 (c)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9.  委员会将在议程项目 3(c)下审查和讨论竞争法和竞争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

第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文件  

TD/B/C.I/CLP/34 竞争法和竞争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十四届会议的报

告 

  项目 4 

贸易发展政策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 

10.  在本议程项目下，2015 年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将结合第三次发展

融资问题国际会议当前的筹备进程以及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进程，

审议：(a) 成员国根据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将贸易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系起来的可能框架；(b) 在成员国最佳利用贸易实现三方面(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设计的政策组合形式；(c) 区域和全球层面有助于采取国

家层面的行动，形成最优政策组合的理想的政策环境和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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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TD/B/C.I/37 贸易发展政策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按照

现行的区域贸易协议拟定国家政策 

  项目 5 

按照现行的区域贸易协议拟定国家政策 

11.  在本议程项目之下，委员会将审查区域贸易协议可能对拟定国家发展政策

产生的影响。关于实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目标的区域合作，如可持续利用自然

资源等等目标，都需要有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政府间合作，而这些安排往往是在

自愿的基础上运作的。另一方面，以区域贸易协议为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对成员

国来说是可以依法实施的。因此，区域贸易协议的某些义务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设计和执行各种政策的能力。在这方面将强调区域贸

易协议的趋势以及这些协议能否解决国家和区域层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等问

题。  

文件  

TD/B/C.I/37 贸易发展政策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按照

现行的区域贸易协议拟定国家政策 

  项目 6 

促进和加强三大支柱之间协同作用的进展报告 

12.  在本议程项目之下，秘书处将报告在本委员会工作所涉领域在促进和加强

贸发会议工作的三大支柱之间的协同作用方面取得的进展。商品和服务贸易及初

级商品司、技术和物流司以及初级商品特别股将介绍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取得

的进展情况。 

文件  

TD/B/C.I/CRP.7 关于三大支柱在运输和贸易便利化以及司际能力建设方

面促进和加强协同作用的进展报告* 

TD/B/C.I/CRP.8 关于与执行《多哈授权》和《阿克拉协议》初级商品方

面的规定有关的活动的进展报告 

  

 * 该文件最后的正式标题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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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7 

其他事项 

13.  在本议程项目之下，委员会似可审议并提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核准委员会

下届会议的实质性议题。 

  项目 8 

通过委员会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14.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报告将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