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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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日至 2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4

非正式协商小组的结果
总干事的报告

成员国两个非正式协商小组活动的报告：工发组织成员的自愿捐款，贸易能力建设，并提供有关资
料，说明设立关于外地代表问题的新的非正式磋商小组的情况。

导言
1. 理事会在 IDB.26/Dec.10 号决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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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构成的努力，并
在自愿捐款和分摊会费缴付两方面扩大工发组织
的资源基础。总干事设立了常驻代表团非正式小
组。总干事还设立了一个小组，帮助它执行贸易和
市场准入促进倡议。此外，为支持履行在权力下放
和外地代表方面的法定授权，设立了外地代表问题
非正式咨询组。

一. 自愿捐款和工发组织成员资格
2. 在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问题
是，如何在确保更稳定地筹措来自自愿捐款的财政
资源，增加利用发展基金的机会并进而增加用于发
展目的的资源的可预测性方面，加强本组织应付发
展挑战的能力。其他问题包括追缴分摊会费欠款和
工发组织的会员资格。为全面审查这些问题，2003
年 6 月设立了一个非正式协商小组，由 T. P.
Sreenivasan 先生（印度）和 C. Moreno 先生（意大
利）担任主席。还请该小组处理理事会
IDB.26/Dec.10 号决定所涉事项，该决定请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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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03 年 7 月 31 日和 10 月 7 日分别举行的头
两次会议，审议了与财政资源和成员资格有关的一
系列问题。议程项目的第一部分侧重自愿捐款，第
二部分侧重成员资格。会议涉及与这两个问题有关
的一系列具体事项。在 2003 年 10 月 7 日第二次会
议上，协商小组特别讨论了如何采取措施，恢复成
员国的兴趣，扩大工发组织成员，加强与国际金融
机构的合作，并讨论了一项目的是在债务减免机制
与技术合作和贸易能力建设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
建议。在该次会议上，人们建议应采取更为积极的
方针，吸收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等国
家的兴趣，并请它们针对自其退出以来工发组织发
生的许多积极变化，重新考虑它们在工发组织的成
员资格。在 2003 年 11 月 7 日第三次会议上，还进
一步探讨了促使前成员返回工发组织的债务转换
建议和冲突后时期活动，讨论了涉及促进措施的一
项工作计划（在维也纳、纽约和华盛顿的联系）
。
为此，协商小组两主席于 2004 年 1 月初派出了一
个考察团前往美国（纽约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其主要目标有三个：
(a) 与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政治对话，说服美
国就工发组织问题进行政策审查，包括是否可能重
新考虑其成员资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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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鼓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考虑其在工发组
织中的成员资格；

先生（联合王国）共同担任主席，在 2003 年 5 月
至 10 月期间举行了三次会议。

(c) 促进加强工发组织与国际金融机构，主要
是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美洲开发银行的合
作，以及与联合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

6. 该协商小组的活动推动成员国加强了对工发
组织贸易能力建设活动和与其他国际组织、尤其是
世贸组织合作的支持。向参加者通报了工发组织与
贸易有关的举措，世贸组织坎昆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以及工发组织—世贸组织合作的前景。

4. 在 2004 年 2 月 6 日第四次会议上，两主席向
协商小组介绍了美国一行的结果，并于 2004 年 2
月 3 日分发了一份情况简介。协商小组根据所提供
的情况，对考察团的结果给予了极大支持，并提出
了后续行动建议，主要包括：
(a) 保持两主席访问期间与美国国务院建立
的接触，推动美国针对工发组织的危机后工业恢复
和重建新倡议和其他方案，重新审查其对工发组织
的政策；
(b) 继续与访问期间会晤的美国参众两院议
员保持联系，审查是否可能组织后续访问；
(c) 继续保持两主席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
维也纳的常驻代表建立的初步接触，以向这些国家
派出考察团；
(d) 继续就加入工发组织问题保持与太平洋
和加勒比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常驻代表以及与
新加坡和其他非成员国的外交对话；

7. 在协商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总干事提交了一份
关于工发组织作用以及贸易能力建设方面多边制
度的文件，该文件强调，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技术管制和技术标准是比关税更严重的壁垒。文件
承认，在这一领域存在技术援助差距，工发组织目
前的任务和经验使它有能力在弥合这一差距方面
发挥重大作用。
8. 2003 年 9 月 23 日荷兰外交部国际合作总署协
调主任 Otto Genee 先生的情况介绍证实了这些结
论。Otto Genee 先生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试图
满足国际商定的技术标准方面遇到困难。他表示，
工发组织可发挥独特作用，帮助这些国家克服其中
一些困难。

(e) 吸引小岛屿国家实施工发组织在可再生
能源领域的区域方案；

9. 前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总干事和欧洲竞争
政策专员 Peter D. Sutherland 先生，2003 年 10 月
15 日向协商小组介绍了世贸组织的前景，特别强
调了坎昆部长级会议的成果。他强调了工发组织–
世贸组织合作对消除贸易的技术壁垒的重要性。

(f) 邀请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代表来
维也纳，深入讨论两主席向这两个组织代表提出的
问题；

10. 据设想，协商小组将继续开展工作，特别是监
测在工发组织与世贸组织 2003 年 9 月 10 日在坎昆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项目执行取得的进展。

(g) 继续与开发计划署深入讨论建立定期协
商的问题，以就计划活动分享信息；

11. 理事会还不妨注意，总干事还设立了一个特设
工作组，由 A. T. Moleah 先生（南非）主持，作为
利益攸关者的一个支持小组，加强工发组织在非洲
贸易能力建设领域的干预行动。特别工作组举行了
一系列会议，会上，有关方面介绍了在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和北非执行各种工发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方案
的情况。在特别工作组的指导下，在 200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非洲工业部长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期间
举行了一次与棉花–纺织品–成衣价值链有关的贸
易能力建设问题特别会议。

(h) 邀请美洲开发银行的代表来维也纳，审查
是否有可能开展工发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的联合
区域方案。
行政司执行主任办公室将与各技术处和工发组织
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联络处合作，促进预期的后续活
动。

二. 贸易能力建设
5. 在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总干事向理事会
通报了他建议设立非正式协商小组，由感兴趣的成
员国的代表组成，就实施贸易和市场准入促进举措
向他提供咨询和帮助。该小组于 2003 年 3 月设立，
由 J. Paulinich Velarde 先生（秘鲁）和 Peter Jenkins

三. 外地代表
12. 长期以来，外地代表问题始终是工发组织各理
事机构通过的任务授权主题。最近，工发大会在其
GC.10/Res.2 号决议中，请总干事推进将权力下放
至外地的进程，进一步加强本组织的外地业务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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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精简。此外，在 GC.10/Res.2 号决议中，工
发大会请总干事在定于 2004 年第一季度进行的外
地业务审查之后，向理事会提出关于权力下放的补
充建议。
13. 为协助总干事就如何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推进权力下放进程作出知情的决定，将邀请成员国

参加由 Y. Zhang 先生（中国）和 H. Honsowitz 先
生（德国）共同担任主席的非正式咨询小组。

四. 要求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4. 理事会似宜对本文件中所载信息给予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