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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十八届会议
2019 年 11 月 3 日至 7 日，阿布扎比
临时议程项目 19
工发组织与《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维也纳部长级
宣言》有关的活动

工发组织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活动
总干事的报告

根据关于《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维也纳部长级宣言》的 GC.17/Res.5 号决议，本
文件提供了关于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已开展的活动和为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而组织的
活动的信息。

一.

导言
1.

按联合国大会于 1971 年建立的最不发达国家分类，工发组织有 45 个成员国是

最不发达国家。因此，工发组织在制定其项目和方案时将重点放在最不发达国家面
临的具体发展挑战上，并考虑到 2016-2025 年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以及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在实现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方面的关键作用。
2.

在《伊斯坦布尔行动计划》
（2011-2020 年）于 2011 年 6 月获得通过之后，工

发组织是首批将《伊斯坦布尔行动计划》纳入其服务主流的机构之一。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工发组织 2012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源于《伊斯坦布尔行动计划》，其战略目的
是：(a)将商品转化为产品；(b)以社区为对象；和(c)从全球角度思考和在区域范围采
取行动促进价值链发展，大力重视农业商务，农业商务被视为包容性增长的引擎，
因此对许多最不发达国家至关重要。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仅作少量印发。敬请各位代表自带所发文件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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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工发组织重申其承诺，通过 2013 年《利

马宣言》通过的其所负有的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任务（GC.15/Res.1），支持最不
发达国家毕业。
4.

2019 年 7 月，工发组织发起了一个题为“审查和巩固成果：在《2011-2020 年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背景下的《工发组织 2012-2020 年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战
略》
”的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对工发组织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执行结
果进行全面审查和巩固来应对监测和报告方面的挑战，以评估工发组织对执行《伊
斯坦布尔行动计划》的贡献。该项目还将帮助本组织在 2021 年第五次联合国最不
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背景下制定 2020 年以后本组织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战略行动。

二.

通过全球论坛活动和技术合作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
5.

工发组织在最不发达国家取得的具体成果体现在独立的技术合作项目、国家伙

伴关系方案方法和国家方案中。工发组织还组织全球论坛活动，并提供咨询服务，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走上结构转型和毕业之路。9 个最不发达国家1正在实施国家方
案，另有 10 个国家2正在制定国家方案。
6.

截至 2019 年 8 月，工发组织在最不发达国家总共有 167 个方案和项目正在执

行，要么作为独立活动，要么作为国家伙伴关系方案/国家方案的一部分。工发组织
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项目组合的区域分布涵盖非洲（71.3%）、亚洲和太平洋
（16.8%）和阿拉伯区域（12.0%）。工发组织还执行涵盖最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和区
域间项目。
7.

国家伙伴关系方案方法旨在启动长期发展进程，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目标 9 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鉴于迄今取得的成功和成员国不断
增加的需求，并根据 2017 年《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宣言》所提要求，工发组织继
续通过国家伙伴关系方案模式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援。在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
尔两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阶段取得成功之后，工发组织将该方案扩大到所有五个
地理区域，目前有 10 个国家伙伴关系方案3处于不同的执行水平。截至 2019 年，
工发组织的伙伴关系方案组合已扩大到包括柬埔寨、卢旺达和赞比亚。
8.

2019 年 11 月 2 日，第八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将在阿布扎比召开。该活

动将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合作举办。在“加快最不发达国家工业
化：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创新方法”的主题下，该次会议将审议工业化的最佳做法和
案例研究，以供复制和推广。通过考虑从最佳做法案例研究中吸取的经验教训，部
长级会议的成果将为编制下一份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奠定重要基础，该纲领将在
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期间制定。
9.

2019 年 4 月，工发组织通过报告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机构间

协商小组自 2018 年 9 月上几次会议以来的进展情况，
为该小组的会议作出了贡献。
这些会议还讨论了将在 2021 年第五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上确定的下一份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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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卢旺达、瓦努阿图和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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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苏丹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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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科特迪瓦、埃及、埃塞俄比亚、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秘鲁、卢旺达、塞内加尔和赞
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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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的筹备工作。工发组织代表团成员还作为专题主讲人参加了专题会议，重申本
组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持续支援，并提出《最不发达国家行动计划（2012-2020 年）》
作为对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议程的具体贡献。
10. 在国家一级，在工发组织的 47 个驻地办事处中，17 个设在最不发达国家，占
34%。2018 年，工发组织通过其驻地办事处或作为一个非驻地机构，为 43 个最不
发达国家持续执行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作出了贡献。因此，工发组
织在这些联发援框架中确定了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和目标 9 相关目标，确保联发
援框架的支柱与工发组织的框架保持一致。
11. 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中，工发组织于 2018 年在 22 个国家（其中 8 个是最不发
达国家）担任国家工作队/联发援框架专题工作组的领导/共同领导。各个专题工作
组分别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环境保障。工发组织还在 29 个国家中与联合国
其他实体持续执行 33 个联合方案，其中 11 个方案涵盖 9 个最不发达国家。
12. 在塞内加尔，通过国家伙伴关系方案为加姆尼亚久园区的开发和管理提供了咨
询服务，包括为制定其营商模式和投资奖励一揽子计划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完成与
园区管理和行政有关的法律、监管和体制方面的工作。在工发组织的支持下，加姆
尼亚久园区于 2018 年开始运作，最初创造了 1,000 个新的就业岗位，预计到 2019
年底还会增加 4,000 个。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工发组织在埃塞俄比亚实施
了一个价值 261,545 美元的项目，该项目题为“通过太阳能供水卫生系统改善公共
卫生”，由日本政府提供资金。该项目利用农村地区的创新技术建立了一个太阳能
慢速过滤系统来生产清洁水。
13. 2018 年 11 月 22 日，欧洲投资银行（欧投行）和工发组织在埃塞俄比亚共同主
办了以非洲可持续工业化为主题的欧投行非洲日。工发组织总干事和欧投行主席与
埃塞俄比亚总统一起宣布高级别活动开幕。关键讨论要点侧重于为年轻人和妇女创
造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创业领域。
14. 柬埔寨和工发组织正在执行 2018-2023 年的国家伙伴关系方案。国家伙伴关系
方案完全符合该国政府的愿景，即到 2025 年将柬埔寨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
变为技能驱动型产业并使其现代化。“CAPFISH 捕获－收获后渔业发展”项目于
2019 年启动，得到了欧洲联盟的财政支持。其估计预算为 5 年内 1,600 万美元。进
一步的关键干预措施将是一个由中国支持的产业多样化项目，以及一个由柬埔寨政
府资助的西哈努克维尔总体计划制定项目。
15. 在缅甸国家方案框架内有五个正在进行的方案，预算总额为 5,075,134 美元。
干预措施的领域是：(a)促进工业能效，重点是促进执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活动；(b)就含氢氯氟烃的淘汰管理计划提供技术合作；(c)加强
贸易和生产能力；(d)鼓励发展创业精神；及(e)在国家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16. 工发组织正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一道，利用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的资金，
在苏丹实施一个升级苏丹芝麻籽价值链的项目。2018 年 10 月开始实施三年期项目。
该项目的目的是提高苏丹芝麻籽价值链的能力，以符合食品安全和植物检疫要求，
并执行良好农业做法守则、标准和条例。
17. 同样在苏丹，工发组织正在提供技术援助，通过发展农业价值链和便利获得金
融服务，促进卡萨拉州的包容性经济增长。迄今为止，该项目已向 674 名小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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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支持，使其从小额信贷机构获得资金，用于购买成套农业技术。在这些小农中，
42%是妇女，40%以前从未接触过金融机构。该项目还为目标地区的 546 人提供了
关于可持续农业做法的培训，
使 200 名受训人员能够在 2019 年种植季节找到工作。
18. 2019 年，开始实施“通过提高选定价值链的生产率和贸易合规性来提高塞拉利
昂的竞争力”项目。启动阶段基于两个目标：(a)改善木薯、可可和棕榈油价值链的
业绩、增长和对工业、区域贸易和出口的贡献；及(b)改善国家一级的营商环境。
19. 工发组织正在协助 17 个最不发达国家4筹备批准和执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资金来自全球环境基金和瑞士政府。工发组织还在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区域制定
一个区域方案。
20. 工发组织目前还在七个最不发达国家5执行关于废物管理的区域项目，方法是
在选定的优先示范点采用最佳可用技术和最佳环境做法，以促进尽量减少露天焚
烧废物释放的无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从而使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全球和地方惠益
最大化。
21. 2018 年，工发组织成功完成了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关于加强非洲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化学品管理的能力和技术援助的区域方案。该方案支持在 22 个非洲最不发
达国家的纺织、皮革和塑料以及机油回收次级部门采用最佳可用技术和最佳环境做
法。该方案加强了修复受污染场地的机构，并通过促进生物植物替代品，支持逐步
淘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农药的农业使用。
22.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日本政府资助的一个项目在利比里亚实施。该项
目通过提供技术和职业培训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稳定，特别注重大巴萨县的社区中
受跨国公司特许项目影响的失业青年。向 123 名受益者提供了基本的木工工具包和
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开始生产性活动。另外 147 名受益人接受了中级木
工和高级木工的培训和认证。
23. 从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工发组织通过“联合国一体化”基金调动了最
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资源，总额为 3,234,070 美元，用于四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项目：
几内亚（692,718 美元）
、索马里（1,813,479 美元）
、苏丹（14,057 美元）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713,816 美元）
。
24. 2018 年 7 月，工发组织支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筹备其自愿国家审查。工发
组织与该国的工业和商业部开展了合作，并为开展与执行目标 9 有关的国家制造业
调查提供了技术援助。该项调查的工业数据也包括在《国际工业统计年鉴》中，该
年鉴与工发组织的工业分析平台相联系。

三.

需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25. 大会不妨注意到本文件所载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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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科摩罗、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尼泊尔、尼日尔、卢旺
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多哥和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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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五个国家（莱索托、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
亚）和亚洲的两个国家（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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