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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十五届会议
2013 年 12 月 2 日至 6 日，利马
临时议程项目 17
工发组织与最不发达国家维也纳部长级
宣言和行动计划以及与中等收入国家间
合作有关的活动

工发组织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活动
总干事的报告
本文件遵行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维也纳部长级宣言的 GC.14/Res.6 号决
议，介绍了该决议的执行情况、为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而已经开展的活动和组
织的活动。尤其要向大会报告定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利马举
行的第五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的最新情况。

一.

导言
1. 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五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通过了
工发组织 2012-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和执行计划，并且作为部长级行动计
划的一部分而得到 2011 年 11 月 28 日大会第十四届会议的注意。自 2007 年以
来，工发组织已经成功组织了连续四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和若干讲习
班。这些分别是在维也纳和国外主办的（卢旺达基加利；布基纳法索瓦加杜
古；柬埔寨暹粒；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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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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发组织 2012-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和执行计划反映了工发组织对最
不发达国家 2011-2020 十年伊斯坦布尔行动方案1所载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议程持
有的承诺和作出的具体贡献，伊斯坦布尔行动方案经由联合国 2011 年 6 月 17
日第 65/280 号决议而得到联大的核可，该方案吁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承诺执
行行动方案，其中载有在下述领域所列举的发展优先事项2：生产能力；农业、
粮食安全和乡村发展；贸易；商品；人文与社会发展；多重危机及其他新出现
的挑战;为发展目的调动财政资源和开展能力建设；以及各级的善治。重点是通
过增强贫困边缘化群体的能力而在各级推行平等并除其他外确保两性平等、包
容并且公平的经济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所述最不发达国家目标明确
的行动侧重于发展工作关键优先事项，这些事项是工发组织在最不发达国家所
开展的行动的核心要素。
3. 工发组织最发达国家战略围绕具体解决办法有机展开，这些解决办法将促
成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工业发展并最终促成实现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的结构
性转变。预计工发组织在该战略下的行动将能够使各国通过生产能力而推动可
持续的创造收入和就业。工发组织最不发达国家战略的执行取决于拟订并发展
国家和区域方案与项目，同时铭记三个核心支柱：(a)将初级商品转化为产品；
(b)侧重于社区；以及(c)价值链开发的区域方面。
4. 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并在对资源调动前景日渐关注之时，强烈建
议在南南多边合作框架内利用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
非）及其他新兴捐助方的互补性和日益增长的潜力。这些国家是工业化系经济
发展先决条件这一共识的生动例证。这些国家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
经从 1989 年的 15%增加到 2010 年的 25%。
5. 因此，即将举行的第五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全体会议将有助于对私
营部门和中小型企业发展、生产能力建设、贸易和就业等领域内所可利用的各
种潜力和机制善加利用，以便努力执行工发组织 2012-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战
略和执行计划。具体地说，本届会议将：
(a) 鼓励新兴和传统捐助国拟订支持有效执行工发组织 2015 年及其后各年
最不发达国家执行战略的相关战略；
(b) 推进南南合作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
(c) 争取各国参与执行工发组织 2012-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和执行计
划。
与妇女和青年有关的互为交织的问题已经载于大会议程。大会预期将为启动最
不发达国家信托基金提供一个平台，该信托基金将有助于在最不发达国家部署
工发组织的活动。
6. 除了核可工发组织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外，工发组织非洲方案和最不发达国
家协调员已经组织了若干国别方案拟订考察活动，目的是在维也纳最不发达国
家部长级会议上落实 2011 年 11 月所作的高级别管理承诺。迄今为止，在各不
同阶段上涵盖了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以下 11 个非洲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
乍得、赤道几内亚、几内亚、莱索托、莫桑比克、尼日尔、多哥、乌干达和赞
比亚。已经起草了支持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国家以及在由南
__________________

2

1

A/CONF/219/3/Rev.1。

2

见 A/CONF/219/3/Rev.1，第 43 段。

V.13-87322

GC.15/8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非和南部非洲共同体及东非共同体所设立的三边地区执
行最不发达国家战略的相关项目文件。该举措预期将在亚太地区加以推广。
7.

以下是工发组织在下述领域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相关项目的若干实例：
(a) 农用企业和农用工业加快发展举措；
(b) 贸易能力建设和投资方案；
(c) 私营部门发展；
(d) 将能源用于生产的相关项目；
(e) 环境问题。

二.

农用企业和农用工业加快发展举措
8. 在粮食危机一再发生而各种农产品需求居高不下的当今全球经济背景下，
农用工业和农用企业似乎是推动最不发达国家包容性增长的可靠引擎。工发组
织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力求通过提高初级商品的附加值而将最不发达国家基于资
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这对通过生产能力促进可持续增加收入和就业
并从而实现经济的转变至关重要。农用企业和农用工业加快发展举措是为最不
发达国家拟订的国别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农用企业和农用工业加快发展举措
在全球开展其活动，包括在非洲、中东和拉美最不发达国家（以下图表列举了
拥有选定价值链的国家）。
表
设有进行中农用企业和农用工业加快发展举措方案的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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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选定价值链

阿富汗

小麦制粉

布基纳法索

芝麻，红肉

布隆迪

油棕，水果和蔬菜，鱼，蜂蜜，乳制品（暂定）

科摩罗

香草，依兰依兰精油

几内亚

乳木果油

海地

块茎（番薯藤和甜薯）

利比里亚

稻米，木材，橡胶木，水果和蔬菜，鱼

马达加斯加

人工糖

卢旺达

牲畜

尼日尔

红肉，豇豆

塞拉利昂

生姜，腰果

南苏丹

谷物产品

苏丹

皮革（兽皮）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红肉，腰果

乌干达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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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贸易能力建设和投资方案
9.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乌
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投资促进机构的能力建设。2001 年设立
了非洲投资促进机构联络网，目的是通过培训和建立与投资与技术促进办事处
之间的网络联系而向该地区各投资促进机构提供能力建设。该方案力求引进相
关工具和方法，支持非洲投资促进机构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工作纳入私营部门
总体发展的主流。迄今为止，通过该方案展开了广泛的投资调查，向投资促进
机构提供了各种培训并建立了数据监测平台。
1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贸易和出口能力。工发组织执行了有关“加强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可持续的旅游业、清洁生产和出口能力”的一个项目，目的是
增加出口量并提高产品质量。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在有机农业和手工业部门
与旅游业和出口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加强有机农业和手工业部门。首要
目标是，使得这些产品能够在区域市场上展开竞争。除其他结果外，该项目提
供了有关粮食安全、证书、职业安全和健康的培训，并且增设了关于产品检验
的实验室。
11. 更好的工作和标准方案。更好的工作和标准方案的目的是，通过遵循关于
出口安全和质量要求的国际准则和惯例，加强选定产品的国别质量基础设施。
在这方面，它将通过利用全球市场机会而提高竞争力（例如布隆迪和苏丹）。
12. 集群发展和出口联营企业方案。工发组织拟订了关于集群和网络发展的全
面做法，目的是通过生产活动提高工业竞争力并减轻贫困。而且，工发组织通
过为进入国别、区域和国际市场提供更多机会而协助中小型企业拓展其出口联
盟（例如塞内加尔）。

四.

私营部门的发展
13. 关于非洲药物生产计划的举措。2010 年 10 月，德国同意捐款 120 万欧元帮
助扩大以非洲和亚洲为重点的若干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并
使其实现升级换代，以便在当地生产基本的通用药物。工发组织与非洲联盟委
员会合作，拟订了加快执行非洲药物生产计划的全面运营计划。该计划力求推
动开发尤其侧重于在非洲国家内部独立生产加强公共保健型药品的医药工业。
14. 在创新型行业开展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创造就业并减轻贫困的创新型创
业。该项目将重点针对作为主要受益者的年轻人和妇女（例如不丹和莫桑比
克）。
15. 青年就业方案。创业教学大纲的方案力求通过加强年轻人寻找经济机会的
能力并开发其他商业技能而促进发挥年轻人的创业才能（例如安哥拉）。与青
年创业有关的即将开展的举措正在筹备之中。

五.

将能源用于生产的相关项目
16. 利用可再生能源为孤立的微型电网进行的发电。将能源进一步用于生产是
工发组织 2011-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工发组织已经成
功地在非洲农村地区架设了可再生能源微型电网（水电厂和太阳能电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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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乍得、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地区，工发组织支持开发水力发电微型电网，目
的是向社区和小型企业提供可再生能源。就赞比亚而言，在西瓦·恩甘杜省建立
了 100 千瓦的一个水利发电厂，并且架设了为卢阿普拉社区提供能源的一个 60
千瓦太阳能微型电网。该太阳能工厂向 617 个家庭和地方机构提供了能源。已
计划执行试点生物质气化项目，将可给恩多拉地方社区带来 25 千瓦电。在乍
得，4 所太阳能微型电网正在建设之中，目的是向 1,250 个家庭和地方企业提供
电力。在乌干达，工发组织提供了技术援助，对四个潜在的水利发电厂场址进
行了可行性研究，并向乌干达政府提供了场址评价和建议。主要目的是，建立
一个延续性法律和政策框架，为今后开发最不发达国家丰富的可再生资源提供
一个有利的环境。

六.

环境问题
17. 通过基于生态系统的区域行动努力解决几内亚海流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生
物资源枯竭和海洋地区退化问题。该项目的目标是，恢复和维持已经枯竭的捕
鱼业，复原已退化生境，并减少陆地和基于船舶的污染，为在几内亚湾可持续
地利用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建立一个区域管理框架。
18. 把资源效率和清洁生产纳入主流。工发组织与各个国家清洁生产中心合
作，正在执行力求提高选定价值链能源效率和清洁生产的项目。该项目属于加
快非洲工业发展方案的供应链管理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环境绩效评估和进一
步建立清洁生产国别专业人才（例如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

五.

需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19. 大会不妨注意到本文件所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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