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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
2004 年 3 月 25 日至 2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2

临时议程说明
项目 3.

会议开幕
根据议事规则第 23.2 条(UNIDO/3/Rev.1)，理
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将由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
R.González Aninat 先生阁下(智利)宣布开幕。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根据议事规则第 23.1 条，理事会应在每年第
一届常会开始时从其成员代表中选出主席一名、
副主席三名和报告员一名。规则第 23.3 条规定，
主席、三名副主席和报告员的职位应按议事规则
附录 A 的规定，以每五年为一周期按公平地域原
则轮流担任。因此，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应从《章
程》附件一表 A 所列理事会成员中选出。三名副
主席应分别从表 A 所列亚洲国家以及表 B 和表 D
所列国家的理事会成员中选出。报告员应从表 C
所列国家的理事会成员代表中选出。
项目 2.

通过议程

IDB.28/1 号文件所载的第二十八届会议临时
议程——该议程以 IDB.27/Dec.13 号决定通过的
临时议程为基础，并作了修订，以反映大会的任
务——已提交理事会供通过。理事会将收到：
•

临时议程(IDB.28/1)

•

临时议程说明(IDB.28/1/Add.1)

•

文件一览表(IDB.28/CRP.1)

总干事关于 2003 年本组织活动情况的
年度报告

根据《章程》第 11.6 条，总干事应编制关于
本组织活动情况的年度报告。大会在其
GC.4/Res.2 号 决 议 中 请 总 干 事 按 照 理 事 会
IDB.7/Dec.11 号决定将方案执行情况报告并入未
来的年度报告。应理事会 IDB.23/Dec.12 号决定中
的请求，年度报告包括由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产
生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资料。因此，
《2003 年年
度报告》涵盖关于工发组织对最不发达国家——
重点是非洲——的支助、工发组织的全球论坛职
能以及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的资料。
《章程》第 9.4(d)条规定，理事会应请成员提
供各自与本组织工作有关的活动的资料。理事会
IDB.1/Dec.29 号决定请成员国在审查关于本组织
活动的年度报告时将其与本组织工作有关的活动
通报理事会。成员国似宜在其代表就本项目所作
的口头发言中包括这类资料。这类发言将反映在
理事会简要记录中。
理事会将收到：
•

项目 4.

2003 年年度报告（包括方案执行情况报
告）（IDB.28/2 和 Add.1）
非正式协商小组的结果

理事会在 IDB.26/Dec.10 决定中，特别请总干
事与感兴趣的成员国进行密切和定期非正式协
商，协助其与非成员国进行协商，以期扩大本组
织的成员国数目。为支持加强工发组织的构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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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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也为了扩大工发组织在自愿捐款和分摊会
费缴款方面的资源基础，总干事设立了常驻代表
团非正式协商小组。如 IDB.27/17 号文件第七段所
报告的，总干事还设立了一个非正式协商小组，
就执行便利贸易和市场准入的举措向其提供咨询
意见和协助。
理事会将收到：
•

项目 5.

非正式协商小组。总干事的报告
（IDB.28/7）
2004-2007 年中期方案纲要，包括：

5(a) “改进工发组织的方案执行情况”战略
指导方针的实施
5(b) 南南合作
5(c) 工发组织在摆脱危机情形后的国家的活
动
5(d) 权力下放
大会第十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谈到了
2004-2007 年中期方案纲要，以及上述分项目。在
关于 2004-2007 年中期方案纲要的第 GC.10/Res.2
号决议中，大会请总干事在 2004-2007 年期间执
行技术援助和研究方案时考虑到“改进工发组织
的方案执行情况”的战略指导方针和 GC.10/14 号
文件。大会还请总干事定期向工发理事会报告该
决议的执行情况。

•

项目 6.

权力下放和外地代表。总干事的
（IDB.28/6）
工发组织的财务状况

最近向各理事机构提交的报告涉及财务状况
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有关资料将在提交本届会议
的文件中作出修订：
•

项目 7.

工发组织的财务状况。总干事的报告
（IDB.28/10）
向单一货币计算法的过渡

理事会在其第二十六届和二十七届会议上，
分别审议了向单一货币计算法过渡问题的
IDB.26/4 号和 IDB.27/9 号文件。在 IDB.26/Dec.6
号决定中，理事会请总干事就 IDB.26/4 号文件查
明的执行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并定期向成员国通
报进一步的动态。在第 IDB.27/Dec.5 号决定中，
理事会请总干事向成员国通报由结算两年期帐目
以及同时用美元和欧元管理技术合作项目所导致
的进一步事态发展。
理事会将收到：
•

项目 8.

向单一货币计算法的过渡。总干事的报
告（IDB.28/9）
联合检查组的活动

关于南南合作的第 GC.10/Res.4 号决议和关
于工发组织在摆脱危机情形后的国家的活动的
GC.10/Res.6 号决议还要求向工发理事会第二十
八届和二十九届会议提交进度报告。

根据联 合 检查组 建 议的试 行 办 法
（IDB.24/Dec.11 号决定），理事会将收到以下文
件：

权力下放是 GC.10/Res.2 号决议所涉主题之
一，其中第七段鼓励总干事推进将权力下放至外
地的进程，进一步加强工发组织的外地业务并作
合理的精简。同时，在 GC.10/Res.10 号决议(d)段
中，大会请总干事在外地业务审查之后，向工发
理事会提出关于权力下放的补充建议。

项目 9.

理事会将收到：
•

2004-2007 年中期方案纲要执行情况（包
括战略指导方针的实施）
。总干事的报告
（IDB.28/3）

•

南南合作。（IDB.28/2，第四章 G）

•

工发组织在摆脱危机情形后的国家的活
动。总干事的报告（IDB.28/5）

•

联合检查组与工发组织有关的活动。总
干事的报告（IDB.28/4）
全球生物技术论坛

理事会在其第二十六届会议上，请总干事向
理事会 2004 年第一届会议报告论坛的关键成果，
报告应侧重于那些与工发组织的任务明确相关的
方 面 （ IDB.26/Dec.8 ， 第 (f) 段 ）。 理 事 会 在 其
IDB.27/Dec.8 号决定中重申了该一决定。随后，
大会在关于全球生物技术论坛的 GC.10/Res.7 号
决议中，期待在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讨论该
论坛内属工发组织任务授权范畴的部分，大会还
强调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应就工发组织内如何
进一步落实该论坛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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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将收到：
•

全球生物技术论坛。总干事的报告
（IDB.28/8）

项目 10. 国际科学和高技术中心
在 GC.10/7/Add.1 号文件中，意大利政府向大
会提交了国际科学和高技术中心章程草案。大会
注意到所提供的资料，批准了 GC.10/7/Add.1 号文
件附件三中所载关于该中心章程的梗概，授权工
业发展理事会最后批准该章程（GC.10/Dec.19）
。
在同一项决定中，大会决定批准第四条（财务）
、
第十条（方案和预算）和第十四条（解散），但章
程需经最后批准。大会将第一至第三条、第五至
第九条、第十一至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交由工发
理事会予以最后审定和通过。
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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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在 GC.1/Dec.41 号决定中确定了工发组
织与《章程》第 19.1 条所提及的组织建立关系的
指导方针。根据这些指导方针，总干事应(a)向理
事会提交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订立的协定草
案供其核准；(b)在理事会成员中分发有关表示愿
意同工发组织缔结协定的政府间组织和政府组
织的资料，在同有关组织缔结适当关系协定之前
寻求理事会的核准；(c)在理事会成员中分发有关
争取咨商地位的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及其他
组织的资料，然后由理事会根据大会确定的指导
方针决定是否给予有关组织以咨商地位。

理事会将收到要求对其作出决定的组织的有
关信息。
项目 12. 第二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会期
根据议事规则第 10.2 条，总干事应向理事会
每届常会提出下一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将在下述
会议室文件中提出第二十九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

第二十九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会期。总干
事的说明(IDB.28/CRP.2)

项目 13. 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会期和地点
大会在其第十届会议上赞赏地注意到哥伦比
亚向工发组织主动提出的于 2005 年在卡塔赫纳德
印地亚斯主办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善意建议
（GC.10/Res.11）。大会请总干事尤其就大会第十
一届会议在卡塔赫纳德印地亚斯举行所涉财务事
项与哥伦比亚政府进行必要的磋商，并向理事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提交有关这些磋商的结果的报
告，供其作出决定。
理事会将收到：
•

大会的会期和地点。总干事的报告
（IDB.28/11）

项目 14. 通过报告
根据议事规则第 71 条，理事会的报告草稿应
由报告员编写和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