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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2004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3(a)

南南合作
秘书处的进度报告
依照 GC.10/Res.4 号决议报告南南合作方面的最近动态和采取的步骤。

导言
1. 在国际社会为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
既定发展目标所作的努力中，人们普遍认识到发
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作用。正如大会
GC.10/Res.4 号决议所述，南南合作并不是南北合
作的替代而是互补。
2. 自大会 GC.10/Res.4 号决议通过以来，工发组
织在南南合作方面的活动获得了新的势头，因为
该决议确认南南合作对于本组织的重要性。目前
工发组织的相关活动把重点放在了投资促进和可
再生能源上，特别着重于农村能源项目。
3. 《2003 年年度报告》(IDB.28/2，第四章 G 节）
提供了有关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对于工发
组织中的南南合作活动的重要性的背景资料。

一. 方式
A.

三角合作

4. 自 2003 年 12 月 10 日至 19 日在摩洛哥马拉
喀什举行的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以来，77 国集团
把重点放在了三角合作的价值上。这一侧重点特

别涉及在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财政支助下为有
益于发展中国家而利用新兴经济体的专门知识和
机构。下文各段介绍这种合作方式的实例。
亚非投资和技术促进中心
5. 亚洲与非洲合作的概念是 1998 年非洲发展
问题东京国际会议所设想的结果。自那时以来，
工发组织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一直在支助亚非
投资和技术促进中心，以促进从亚洲向非洲进行
投资和技术转让。该中心是一个伙伴关系网络，
其中，各种方案在非洲投资促进机构与亚洲企业
协会和外向型投资促进机构之间得到实施，以亚
非投资和技术促进中心作为中枢。因此，亚非投
资和技术促进中心不仅激励和支持其非洲伙伴在
亚洲宣传其投资机会，而且激励和支持其亚洲伙
伴增进对非洲提供的机会的认识并将其一般利益
转化成趋向于投资的具体行动。亚非投资和技术
促进中心方案相应地包括从亚洲角度主动采取行
动，审视非洲的投资机会，在网上宣传投资项目
概况和部门分析，在亚洲主要城市举行投资研讨
会，举办讲习班（例如除武器以外的任何物品、
非洲增长机会法、普遍优惠制、清洁发展机制下
的碳扣抵额）
，到非洲进行实情调查和经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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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一对一商务牵线搭桥会谈，以及开展后续委
托方案。
6. 截至 2004 年 7 月底，该项目已产生重要影响，
并仍在进一步发展中：
•

亚非投资和技术促进中心已涵盖八个非
洲国家和五个亚洲国家，另有两个亚洲
国家正在加入中；

•

为 230 多位亚洲工商人士组织了到非洲
的投资考察，已举行 1,000 多次一对一会
谈，讨论贸易和投资事宜；

•

亚洲和非洲的 2,200 多位工商人士举行
了会谈，讨论贸易和投资事宜；

•

迄今为止在六个亚洲国家为 907 位工商
人士组织了 24 次投资研讨会，以宣传非
洲的投资机会；

•

对亚非投资和技术促进中心网站所作的
旨在查询资料的访问有 196,500 多次；

•

在亚洲宣传了 465 项以上的投资项目概
况和 45 项部门分析。

西非经货联盟质量认证和验证、标准化和
促进区域制度

可再生能源（中国）
9 . 设在中国杭州的国际小水电中心 2004 年继
续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开展广泛的南南合作方案。
最重要的活动是 2004 年 4 月在中国举行了第二次
工发组织/国际小水电中心发展中国家间小水电
合作研讨会，来自 12 个非洲国家的 22 名代表、
两个阿拉伯国家的三名代表、五个亚洲国家的 29
名代表以及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一名代表参加了
研讨会。南南合作的其他方面包括对非洲工程师
进行小水电的各个方面的培训。中心的高级工作
人员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苏丹进行了技
术咨询考察，并已计划进行其他考察。
生物质（印度）
10 . 工发组织继续促进转让印度科学研究所班加
罗尔研究中心开发的生物质气化技术。2004 年采
取了具体步骤设立下述两个项目的示范试点单
位：在赞比亚卡萨马的一个可再生能源园区（预
计 2004 年 12 月前安装）以及在古巴 Cocodrilo 的
一个生物质气化系统（预计 2005 年第一季度安
装）。来自古巴和赞比亚的专家在印度科学研究所
接受了培训。
低成本住房（中国、印度）

7. 除了由欧洲联盟资助的与西非经货联盟的成
功质量方案之外，工发组织目前还正在同西非经
货联盟的八个国家联合制定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次区域试点方案，以使西非面对 2008 年 1 月 1 日
前同欧洲联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所带来的影响。这一工业升级方案将从塞内
加尔开始，法国开发署已于 2004 年在该国为工发
组织拨出了 100 多万美元，供实施这一方案。预
计欧盟以后会为将这一方案推广到西非经货联盟
的其他国家提供融资。工发组织将在西非实施这
些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活动，会为此利用突尼斯
和其他北非国家取得的经验，这些国家目前将为
西非的这一方案提供专家。这是三角合作的一个
令人感兴趣的实例。
B.

11 . 工发组织继续推广和转让中国和印度的经
验、专门知识和制造业技术，包括在选定非洲国
家进行低成本住房替代材料生产方面的投资促进
和能力建设。
C.

加强南南合作促进机构

印度国际制造业技术促进中心
12 . 工发组织同印度政府合作建立了这一中心，
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其在制造业、生产力、
质量和竞争力方面的技术能力，方法是推进制造
业技术发展、促进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以及建立
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南方技术转让
中国深圳国际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中心

8 . 工发组织继续通过主要是由南方供资的方案
和项目转让南方开发的特定技术。迄今为止，中
国和印度的机构在表示希望提供其技术方面非常
积极。

13 . 工发组织同中国政府和深圳能源集团合作建
立了深圳国际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中心，以解决
欠发达国家对与能源和环境有关的技术的开发、
转让和传播的关切，其中包括技术外包、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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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培训和信息网系统。中心将发挥有用的平台
的作用，以促进技术转让和合作伙伴关系、政策
对话、经验交流、信息传播以及南南国家之间和
南北国家之间的技术商务联系。
中国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中心
14. 工发组织协助中国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中心
努力在下列领域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
作：(a)通过开发一个关于实用技术和产品以及系
统服务的数据库提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
技术合作信息网；(b)开发一个远距离教育/学习系
统以提供特定技术领域的信息和培训；(c)调查和
研究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展示方案的制定情况
并拟定进一步行动的建议。
中国国际材料技术促进中心
15. 工发组织同中国政府和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
密切合作建立了国际材料技术促进中心，以便为
新材料领域的新技术和革新提供一个跳板，以弥
补市场需求、工业对新技术的需求及现有技术基
础之间的缺口。该中心将协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其
在工业中具有跨部门影响力的材料部门的技术表
现，以及促进为可持续工业发展进行国际合作和
技术转让。
中国在线
16. UNIDO Exchange（“工发组织交流”）是“中
国在线”项目中完全实质性的技术伙伴，前者是
在工发组织外地办事处和北京投资与技术促进处
的合作下同中国当局和有关国际公司一道开展
的。该项目将能够在中国的中小企业与非洲、亚
洲和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中小企业之
间建立被定为目标的南南伙伴关系。
17. 关于未来，自非洲生产能力倡议通过以来，
已建立了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南南合作框架。
非洲生产能力倡议是工发组织的一项倡议，是同
非洲工业部长会议、非洲私营部门、非洲区域经
济共同体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秘书处合作拟定
的，于 2004 年 7 月 7 月获得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核
准，成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关于可持续工业发
展的组成部分。同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所位于的
这一大陆开展南南合作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
可在非洲各分区域之间开展合作，以及在非洲各

区域经济共同体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集团之间
开展合作。

二.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8. 根据大会 GC.10/Res.4 号决议，工发组织还加
强了其与一些国际机构和联合国机构进行南南合
作方面的工作安排。
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 UNIDO Exchange 是通过南南合作促进投资
的一个机制，通过其国际门户促进建立经贸伙伴
关系。该交流机制正在成为一个工业知识存放中
心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诚实中间人。在这一框架
内，以及根据开发计划署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
会议特别股的请求，工发组织设计和实施了一个
称作 TICAD Exchange（
“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
会议交流”）的非洲与亚洲之间区域间联网机制。
该网络有助于按既定目标宣传非洲的提议和对在
亚洲开展合作的请求，以及亚洲的提议和对在非
洲开展合作的请求。同时，TICAD Exchange 可通
过其与全球联网平台 UNIDO Exchange 的固有联
系在全球范围宣传非洲和亚洲的公司。
B.

其他组织

20. 最近鉴于认识到对这一重要的南南倡议所作
的贡献，已请工发组织在亚非商会的技术性和实
质性运行方面提供支助，该商会将成为一个促进
非洲和亚洲的企业家之间互动交流的主要机构框
架和区域间中间支助机构。
21. 进一步加强了同其他组织的合作，其中包括
在日内瓦的南方中心、77 国集团秘书处、77 国集
团发展中国家工商会、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全球
化、自由化和可持续民生发展全球方案以及
Perez-Guerrero 信托基金。
22. 工发组织于 2004 年 6 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国
际可再生能源会议期间同上述组织进行了讨论，
以便实施一个技术需求评估联合方案，作为对
2002 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发起的工
发组织倡议的一个后续行动。

三. 需请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3. 理事会似宜注意到本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