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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十四届会议
2011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7
工发组织与 2009 年最不发达国家维也纳
部长级宣言和行动计划有关的活动

工发组织为支助最不发达国家而开展的活动
总干事的报告
依照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维也纳部长级宣言和行动计划的 GC.13/Res.5 号决
议，本文件介绍该决议的实施情况、为支助最不发达国家而开展的活动和组
织的事件。将特别向大会通报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成果以
及定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的
筹备情况。

一. 导言
1. 2009 年 12 月在维也纳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联合举办了第三次工发组织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
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全球经济危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贸易的影响。
该次会议产生了《2009 年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行动计划》和《部长级宣言》，
这两项文书均得到大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注意（GC.13/Res.5 号决议）。《行动计
划》的总体目标是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用以发展经济的生产能力，目的是使这些
国家实现经济多样性，以加强粮食安全和生产能力，从而降低其对于外部冲击
的脆弱性。《最不发达国家行动计划》以及《非洲联盟加快非洲工业发展行动
计划》和《非洲农产企业和农产工业发展倡议》指导本组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支助，并形成《工发组织农产企业发展倡议》的三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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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实施 2010-2013 年中期方案框架（IDB.35/8/Add.1）方面特别考虑了《行
动计划》和《部长级宣言》。继续特别关注农产企业、贸易能力建设（包括标
准和计量）、中小企业发展、清洁生产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工发
组织 2010 年年度报告》（IDB.39/2，第 3 章）中作了进一步详述。该报告阐述
了工发组织如何继续实施关于减贫问题的方案，其中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

二. 为支助最不发达国家而采取的方案和倡议实例
3. 自《工发组织 2010 年年度报告》发行以来，已采取了一些重要方案和倡
议。在伊斯坦布尔会议期间宣布了一个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关键方案，即“非
洲农产企业和农产工业发展倡议：扩展最不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在价值链所有阶
段的政策拟定方面能力建设工作”。《非洲农产企业和农产工业发展倡议》是
要在非洲发展农业部门，该部门到 2020 年将包括具有高生产力和高赢利的农业
价值链，这些价值链能够有效地将中小型农业生产商与市场联系起来，供应具
有更高价值的粮食、纤维、饲料和燃料产品，帮助增加农民的收入，以可持续
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以及创造不断增长的和高质量的就业。《农产企业和农
产工业发展倡议》中所采用的发展模式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经济发展和扶贫问
题，而工发组织则发挥促进者的作用，从发展金融机构调集资源，以及最重要
的是，吸引私营部门发展。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木薯是一种为 70%农村人口提
供食品和收入的主要产品，是《农产企业和农产工业发展倡议》下指定的三种
产品之一，另两种产品是棕榈油和木材。打算改善对金沙萨的供应，并扩展在
首都周围三个省份的棕榈油和木薯供应。日本政府提供了 130 万美元，用于在
下刚果省的金佩塞建立一个试点粮食加工实施，作为方案的一部分。工发组织
希望从 2011 年年中起，参与该倡议的国家数目能够得到增加并且下游活动能够
得到进一步开发。
4. 在贸易能力建设领域，在欧洲联盟（欧盟）的支助下，在世界最贫穷国家
之一的海地启动了工发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一方案的目标是加强该国的出
口能力并提高其在区域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一举措的主要重点是设立一
个国家标准机构，帮助创建一个有助于重建进程的环境，鼓励出口，并协助保
护消费者免遭劣质进口品之害。2008 年，与贸易和工业部联手启动了该项目的
第一阶段，其金额为 440,000 欧元。工发组织建设了房地，培训了工作人员，并
同该国政府共同拟定了一项关于标准和质量的法律。对于预期在 2011 年底前启
动的项目第二阶段，欧盟最近指定了 600,000 欧元的用途。工发组织估计，需要
在 20 年里投资大约 1,500 万至 2,000 万欧元，用于建设有活力的国家质量基础
设施，使海地的企业家们能够达到国际市场要求。
5. 证明能源和获得能源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的重要作用的一个实例是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效区域中心，该中心设于佛得
角，由工发组织给予支助。该中心将在鼓励创建本区域能效市场方面发挥支柱
作用。西非经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效区域中心作为全球环境基金西非能源战略
方案的一部分，有意吸引投资者并挖掘本区域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工发组
织在实施全球环境基金的这一方案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该方案支助在 15 个西非
经共体国家以及布隆迪、乍得和毛里塔尼亚等国的一些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项
目。在该方案下，工发组织正在运行一些项目以在以下五个最不发达国家建立
微型电网：乍得、冈比亚、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该电网的建设将使
用小水电、太阳光电或生物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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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们认识到，增强妇女的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对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
续工业发展有着重要积极影响。工发组织在阿富汗和马里的方案瞄准将妇女纳
入增长和发展进程，从而为家庭、社区和最终为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乘数效
应。在马里，工发组织与妇女部、工业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合
作，在迪瓦拉、塞古和锡卡索这些地区设立了三个试点中心。这些试点中心受
到卢森堡政府和工发组织的资助。这一五年期项目将一直运行到 2013 年，金额
约为 100 万欧元。该项目涉及南部 100 个最贫困村庄的约 1,000 名妇女。2011
年 2 月，工发组织在阿富汗的楠格哈尔启动了一个项目，目标是要满足小农和
家庭农产工业特别是由在家工作的妇女所经营的家庭农产工业的需要。该项目
将侧重于向这些妇女提供必要的设备，用于开发其产品，并对其进行使这些产
品进入市场所需的企管技能方面的培训。约 1,800 人将直接受益，并会对该区域
的更多人产生连锁效应。楠格哈尔省的人口密度最高，贫困程度升高，最近于
2010 年年中发生的洪灾使得贫困程度恶化。

三.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
伊斯坦布尔
7.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
题会议（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是有助于改善最不发达国家境况的一
项重要活动。整个联合国系统、会员国（有 36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 96
位部长出席）、有关的国际和区域组织进行了密切合作，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
后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宣言》（A/CONF.219/L.1 号文件）1和《伊斯坦布尔行动
纲领》（A/CONF.219/3 号文件）2。《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代表了最不发达国
家和其发展伙伴之间共同商定的契约。该纲领提供了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的
全面路线图，并进一步强调需要在下一个十年即 2011-2020 年内对其社会经济环
境进行结构改革。更为雄心勃勃的是，《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确立了一套
“下一个十年使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减少一半”这一目标。
8.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高度优先重视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的结构改革。该
纲领包括八个发展优先事项，并强调需要提高生产能力，这被认为是一个发展
乘数。《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所载的核心要素除其他外包括私营部门举措、
贸易、投资、技术和南南合作。这些关键发展优先事项构成工发组织在最不发
达国家开展的业务的核心要素。
9. 在整个 2010 年，在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召开之前，工发组织出席
了各种会前活动。总干事参加了在葡萄牙举行的一个关于为最不发达国家发展
调集财政资源的部长级会议。工发组织与土耳其当局合作，成功举办了数次讲
习班和会议，这些讲习班和会议对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审议作出了
有意义的贡献。具体而言，2011 年 2 月与土耳其科学和技术研究理事会联合举
办了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问题讲习班，帮助确定最不发达国家
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需要。
10. 在上述第四次会议期间，工发组织参加了三项附带活动：(a)加强最不发达
国家的生产能力和私营部门的作用；(b)同联合国贸易和生产能力小组联合举行
的一项活动；以及(c)由总干事主持的一项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在农产企业价值链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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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作为草案提供，载于 http://ldc4istanbul.org/uploads/IstanbulDecla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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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0 年十年期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载于 http://ldc4istanbul.org/uploads/IPo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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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的辩论会。

四. 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2011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
维也纳
11. 以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所建立的势头为基础，定于 2011 年 11 月
在维也纳举行的主题为“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前进道路”的第四
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将推出具体建议和行动促进有效实施《伊斯坦布尔
行动纲领》。工发组织打算拟定一项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工发组织战略，以及
一份综合方案框架文件和数项专题倡议，作为具体可交付的成果。
12. 关于南南合作，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上宣布了一些重要倡议，在
这些倡议基础上，工发组织将建立其未来技术合作方案，因为这些贡献将为它
们提供重要支助：
(a) 土耳其是第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东道国，该国政府打算从 2012
年起每年拨出 2 亿美元用于最不发达国家项目和方案；
(b) 将在土耳其设立一个专门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科学、技术和创新
中心，打算使该中心成为一个技术库，用以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获得重要技术并
制定技术转让方案。将由土耳其科学和技术研究理事会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工发组织合作，对这一预算总额为 500 万美元的倡
议进行协调；
(c) 将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
划署）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合作设立最不发达国家国际农业
中心，以支助各种全球倡议，如非洲农产企业和农产工业发展倡议；
(d) 土耳其政府还宣布其承诺到 2020 年将其在农业、农产企业、基础设
施、制造业、能源、水、采掘工业和旅游业等领域的财政捐助从目前的 20 亿美
元增加到 120 亿美元。设立投资促进机构以进一步加强最不发达国家中的技术
支助也是土耳其政府所做承诺的一部分。

五. 需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13. 大会似宜注意到本文件所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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