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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8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16
与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和
其他组织有关的事项

关于政府间组织的资料
总干事的说明

本文件提供有关三个非政府组织即海合会标准化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和西非卫生组织的资料，这些组织表示希望与工发组织订立适当的关
系协定。

1.

根据大会在其关于关系协定的 GC.1/Dec.41 号决定中所发布的指导方针第 8 段，

本文件在附件中提供了有关海合会标准化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和西非卫生组织的资料，这些组织表示希望与工发组织订立适当的关系协定。
需经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

理事会不妨授权总干事遵照大会 GC.1/Dec.41 号决定附件第 9 段并根据本文件

附件所载资料，与海合会标准化组织、经合组织和西非卫生组织订立适当的关系协
定。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未作印发。敬请各位代表自带文件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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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合会标准化组织
历史背景
海合会标准化组织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最高理事会在阿曼举
行的第二十二届会议上（2001 年 12 月 30 日至 31 日）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设立的，
它于 2004 年 5 月开始履行职责。
宗旨
海合会标准化组织的任务是通过统一各种标准化活动，协助海合会各国实现其《宪
章》和海合会《经济协定》中所载的各项目标。海合会标准化组织与其成员国的标
准化机构合作与协调,关注实施和遵约情况，以发展生产和服务部门；推动海合会内
部贸易；保护消费者、环境和公共健康；推动海合会经济及其竞争力；并满足海湾
关税同盟和海湾共同市场的要求。
成员
海合会标准化组织目前有七个成员：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组织结构
•

由工业和发展部部长或城市和环境部部长组成的理事会；

•

技术理事会；

•

总秘书处。

资金筹措
海合会标准化组织的年度预算由其成员国平等资助。
与工发组织的合作
海合会标准化组织提议依托工发组织各项目，特别是能力建设方案和中小型企业研
究方面的成功成果。合作的范围可以包括政策工具制定、差距分析、良好的管制做
法和影响、能源效率、标准化培训以及相互关心的其他领域。
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关系
海合会标准化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和食品法典
（
“粮食守则”
）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2/6

V.18-07161

IDB.46/24

总部地址
PO Box 85245
Olaya Street, Al Ghadeer
Riyadh 11691
Saudi Arabia
Tel.: +966 11 274 6655
Fax: +966 11 275 3310
Email: csc@gso.org.sa
秘书长：Saud Al-Khusaibi 先生
工发组织事务联络官：
市场和国际关系主管 Zaki M. Al-Rubaei 先生
Email: zaki@gso.org.sa
Tel.: +966 11 274 6655/+966 560783344
高级国际关系主管 Ghada Aljohany 女士
Email: galjohany@gso.org.sa
Tel.: +966 11 274 6655, ext.: 61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历史背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是 1948 年建立的，目的是实施由美国资助的重
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大陆的马歇尔计划。该组织于 1961 年 9 月 30 日正式诞生，
当时于 1960 年 3 月 14 日签署的《公约》生效。世界各地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经常相
互探讨以查明问题，讨论和分析问题，并推广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当今，经合组
织聚集了 39 个国家，占世界贸易和投资的 80%，因此在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方面发挥了枢纽作用。
宗旨
经合组织提供了一个论坛，使各国政府可以共同努力分享经验和寻求解决共同问题
的办法。特别是，它与各国政府合作探讨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变革的动力；衡量
生产力和贸易和投资的全球流动、分析和比较数据与预测今后趋势；就从农业和税
收到化学品安全等一系列事务制定国际标准。
当今，经合组织的重点是协助各国政府：
•

恢复对市场和使市场以运作的机制的信心；

•

重建健康的公共资金，以此作为今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

•

通过创新、环境友好型“绿色增长”战略和新兴经济发展来推动和支持新的
增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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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所有年龄的人都能发展技能，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富有成效和满意地工作。

•

成员
目前经合组织有 36 个成员：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
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
萄牙、大韩民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欧盟委员会代表可会同成员参加讨论经合
组织工作。
组织结构
•

理事会；

•

各专门委员会；

•

秘书处。

资金筹措
经合组织的资金由其成员国提供。各国摊款是根据一个考虑到各成员国经济规模的
公式来计算的。各国也可以作出自愿捐款，在财政上支持经合组织工作方案的产出。
与工发组织的合作
经合组织和工发组织之间合作的潜在领域包括：
(a) 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做法，包括数字转型方面的技术和做法；
(b) 工业化趋势和政策，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c) 工业化经济体和工业化中经济体的社会包容，包括性别和青年问题；
(d) 竞争力、投资和创新，包括技能开发和创业精神；
(e) 循环经济和其他与工业有关的环境问题。
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关系
经合组织与以下组织建立了关系：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粮
农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
能机构）和许多联合国机构。此外，经合组织是 20 国集团的现行伙伴。
总部地址
2, Rue André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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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Tel.: +33 1 45 24 82 00
Fax: +33 1 45 24 85 00
Email: webmaster@oecd.org
秘书长：Angel Gurrí
a 先生
工发组织事务联络官：
办公厅主任兼筹备官员 Gabriela Ramos 女士

西非卫生组织
历史背景
西非卫生组织是根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15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通过的一项议定书于 1987 年 7 月 9 日建立的，作为协调西非经共体区域卫
生问题的专门机构。
宗旨
西非卫生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其基本议定书中所述目标，例如：
•

促进医疗专家和医疗辅助人员的培训，并于必要时支持未来医科毕业生的培
训；

•

收集和传播技术信息、流行病信息和其他与成员国卫生研究和培训有关的信
息；

•

协助成员国建立技术信息中心；

•

促进和协调在该区域建立疫苗生产、药品生产和质量控制的实验室；

•

支持加强成员国的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

西非卫生组织《2016-2020 年战略计划》旨在通过制定和支持综合卫生政策和方案，
大幅度提高该区域卫生系统管理和卫生保健的质量。2018 年 5 月，13 个优先方案
重新调整为五个关键卫生领域，其中包括医药、英才中心和质量标准。
成员
西非卫生组织有 15 个成员国：贝宁、布基那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
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
利昂和多哥。
组织结构
西非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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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国区域一体化、财政和规划部部长组成的西非经共体部长理事会作出决
定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机构核准；

•

由西非经共体 15 个卫生部长组成的大会负责处理技术一级的卫生问题。

资金筹措
西非卫生组织的财政资源来自于西非经共体委员会从成员国收取的西非经共体共
同体税（40%）和财政和发展伙伴提供的资金（60%）
。
与工发组织的合作
西非卫生组织一直与工发组织合作展开以下活动：
•

核证西非经共体《2014-2020 年区域医药计划》
（2014 年 4 月）
；

•

区域良好制造路线图倡议启动讲习班（2017 年 2 月）；

•

对于 15 个西非经共体成员国的国别访问，为建立国家工作组奠定了基础
（2017 年）
；

•

对区域内大约 75 个医药公司进行基线评估（2017 年）；

•

对受评估的制造商进行“纠正和预防行动”培训（2017 年）；

•

介绍已完成工作的第二次区域讲习班（2017 年 12 月）。

西非卫生组织准备继续与工发组织合作，实施路线图并解决该区域工业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所面临的许多薄弱环节。
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关系
西非卫生组织与以下组织合作并保持关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世界卫
生组织（世卫组织）
、世界银行、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盟）
、非洲开发
银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美援署。
总部地址
175, Avenue Ouezzin Coulibaly
BP153 Bobo-Dioulasso 01
Burkina Faso
Fax: +226 20975772
Tel: +226 20970100 / 20975775
Email: wahooas@wahooas.org
总干事：Stanley Okolo 博士
工发组织事务联络官：
公共卫生和研究主任 Carlos Brito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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