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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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政府组织要求取得咨商地位的申请 
 

总干事的说明 
 

 

 

 

1. 根据工发组织《章程》第 19.1(b)条的规定以
及工发组织与政府间组织、政府组织、非政府组

织及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的指导方针（GC.1/Dec.41
号决定），特别是其附件第 17 段，现将本文件附
件中有关三个要求取得工发组织咨商地位的非政

府组织的资料印发理事会成员。关于这些非政府

组织的更详细的资料可向秘书处索取。 

 

2. 《指导方针》附件第 17段规定，理事会应制
定适当的程序，审查非政府组织要求取得咨商地

位的申请。为了方便并加快工作，理事会似宜遵

循以往会议确立的惯例，请理事会主席团审查本

文件附件所载这三个非政府组织的申请及有关资

料，并向理事会提出建议，供理事会本届会议审

议。

 

 提供关于下列申请取得工发组织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资料：绿洲开放城市基金会、国际贸易

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和国际投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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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政府组织要求取得咨商地位的申请 
 

  页次 

绿洲开放城市基金会 ....................................................................................................................  2 

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  3 

国际投资中心 ...............................................................................................................................  4 

 

 本文件所用名称及其材料的编排格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

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 
 

绿洲开放城市基金会 
 
历史背景 
 
 绿洲开放城市基金会创建于 1989年，其宗旨
是倡导将开放城市作为协调环境、社会团结、经

济增长和人人享有服务等公民社会各种文化价值

观的场所的概念。绿洲开放城市基金会拟订了各

种方案、项目并开展各项活动，以改善生活质量，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经济增长及对环境的

保护。 
 
章程 

 有 
 
理事机关和行政部门的结构 
 
 • 大会 

 • 行政理事会 

 • 财政理事会 

 • 咨商理事会 

 • 荣誉理事会 

 • 执行主任 
 
与工发组织的工作有关的活动 
 
 绿洲开放城市基金会侧重于可持续的地区性

发展和尤其在农村市县和地区开展的教育方案。

它为此在下述领域执行了各种项目和方案： 

• 农业发展：“生物城”（Biopolis）是绿洲
开放城市基金会最为重要的项目之一，

该项目是旨在振兴巴拉那州的地方发展

举措。Biopolis正在发展可持续的农业和
食品加工业，并利用地方资源生产有销

路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将该地区树立为

一个高质量的品牌，以促进产品和服务。

而且，已拟订了能够联合各活动部门及

当地力量的总体战略； 

• 地域的加强与发展：这方面的重要举措

有瓜拉克萨巴试验区、亚马孙方案、全

国再循环联合会、开放城市验证及《巴

西利亚农村市县可持续性宣言》； 

• 环境与研究：长时期生态研究和碳分离

研究的项目，以生态系统为目标； 

• 教育：绿洲开放城市基金在社区自主领

域开展了活动并执行了促进公民和儿童

发展的教育方案。它设立了未来大学，

提供针对教师的研究生科目和技术专业

课程； 

• 健康与安全：设立了健康银行向贫穷社

区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务。 
 
与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关系 
 
 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教科文组织、粮农

组织。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与之建立关系的有：葡美发展基金会、麻省

理工学院、佛罗里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罗马

大学、两年一次的国际环境通信会议国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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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资格 
 
 安哥拉、巴西、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个人与非

政府组织。成员向公司开放。 
 
总部地址 
 
 总会： 
  Fagundes Varela 41 
  Jardim social Curitiba - Paraná 
  CEP 82510-970 
  Curitiba PR  
  Brazil 
 
 邮政地址: 
  C.P. 4019 
  CEP 82501-970 
  Curitiba PR  
  Brazil 
 
 电话：+ 55-41-30272828 
 传真：+55-41-3621616 
 电子邮件： foca@foca.org.br 
 网址： www.foca.org.br 
 

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历史背景 
 
 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创建于 1996年，
其目的是促进对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

深入理解。 

 它促进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贸易政策制定

和参与式决策的目标。它推动非政府组织对贸易

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以及这方面的活动，努

力使国际决策者和贸易官员了解非政府组织在贸

易、发展和环境领域的活动。 
 
章程 
 
 有 
 
理事机关和行政部门的结构 
 

• 理事会 

• 利害悠关者论坛 
 

与工发组织工作有关的活动 
 
 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认为工业活动是

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因为此类活动

为这些国家将其活动从开发自然资源提升为创造

附加值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因此，国际贸易与可

持续发展中心： 

• 为决策者和系统外非决策者之间的互动

提供方便，促使贸易政策进一步支持可

持续发展。开展这一工作的方式有：非

正式会议、非正式情况介绍会、虚拟对

话、政策对话和大型会议； 

• 通过下述方式与各个国际机构进行合

作：协作性报告、积极传播这些机构的

成果并报告其活动情况、立足研究的举

措和联合开展政策性对话； 

• 组织研究、文件编制和支助服务方案，

其中包括能力建设和有关贸易与可持续

发展的培训。该方案有助于开展合作研

究并推动在讨论和决策论坛中从贸易和

可持续的角度来看问题。该方案还提供

了将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贸易问题的报

告； 

• 开展针对具体部门并纳入各方案基本成

份的项目； 

• 出版月刊和周刊、书籍和传送新闻并提

供分析的专题文件。 
 

与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关系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贸发会议、

知识产权组织、世贸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野

生动植物品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危物种公

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公约）。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与之建立关系的有贸易知识网络、弗拉蒂知

识产权与发展问题举措、日内瓦环境网、贸易与

环境问题共同行动、Gruppo Zapallar。 
 
成员资格 
 
 创始成员：消费者团结和信任学会（印度）、

Fundacion Futuro Latinamericano（厄瓜多尔）、国
际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所（加拿大）、瑞士发展组

织联盟（瑞士）、世界养护联盟（瑞士）。 
 
总部地址 
 
 总部：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ouse 
  13 Chemin des Anémones 



IDB.28/12 
Page 4 

 

  1219 Châtelaine 
  Geneva 
  Switzerland 
 
 邮政地址：  
  13 Chemin des Anémones 
  CH-1219 Geneva 
  Switzerland 
 
 电话：+41-22-917-8492 
 传真：+41-22-917-8093 
 电子邮件： ictsd@ictsd.ch 
 网址：www.ictsd.org 
 

国际投资中心 
 
历史背景 
 
 国际投资中心作为一个国际非盈利、非政府

组织于 2001年 2月 5日注册成立。根据其章程，
其总体目标和宗旨是：在互利的基础上促成可持

续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发展中小型企业并推

进国际商业、农用工业、保护人权、发展教育和

增进国际谅解、青年就业、及支持联合国的活动。 
 
章程 
 
 有 
 
理事机关和行政部门的结构 
 

• 董事会 
• 主席 
• 董事 
 

与工发组织工作有关的活动 
 
 国际投资中心的目的是增加俄罗斯联邦内外

的内向性投资和外向性投资。因此，国际投资中

心： 

• 开展研究与教育活动、组织举办研讨会

和展览会、商务考察团与合作研究； 

• 提供有关地方和联邦法规、海关和税务

条例、运输服务等的咨询意见； 

• 与地方企业界人士、地方行政当局和政

界领袖级人士接洽； 

• 开展市场研究和广告宣传； 

• 提供英语和俄语的双向笔译服务； 

• 组织商务观光； 

• 参加国际展览会； 

• 提供可靠的信息服务。 
 
与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关系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经社理事会（特别

咨商地位）、贸发会议/世贸组织贸易网点方案、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莫斯科东部区域间商会、农业合作联盟、农

业合作发展国际/国际海外合作援助自愿者组织、
伦巴第商会、米兰商会、威尼托商会。 
 
成员资格 
 
 意大利、印度、尼泊尔、俄罗斯联邦、乌克

兰和美国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见上文）。 
 
总部地址 
 
 总部： 
  12 Trefoleva, 2nd floor  
  Yaroslavl 
  150000 Russia   
 
 邮政地址：     
  Central Post Office 
  P.O.Box 29 
  Yaroslavl 
  150000 Russia 
 
 电话：+7-0852-728623, -307895 
 传真：+7-0852-725298  
 电子邮件：E-mail：sth@yaroslavl.ru   
 网址：www.iic.yar.ru, www.sth.yaroslavl.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