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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大会 
第十六届会议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8 
工发组织与《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利马 
部长级宣言》的实施有关的活动 
 

 

工发组织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助活动 
 
总干事的报告 

 

 本文件遵照关于《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利马部长级宣言》的 GC.15/Res.6 号决

议，介绍该决议的执行情况、为支助最不发达国家而已经开展的活动和组织的活

动。 

 
一、 导言 

 
1. 工发组织支援最不发达国家1行动战略基于直接源自《伊斯坦布尔行动纲

领》的三维度办法，这三个维度为：(a)将初级商品转变为产品；(b)增强社区的

能力；(c)促进跨境价值链发展的区域工业基础设施。工发组织的这项战略提供

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将促进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工业发展并最终促进实现

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的结构性转变。 

__________________ 

 1 最不发达国家完整名单可查阅：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cdp/ldc/ldc_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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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发组织提供的专业知识覆盖了各种服务，从建设贸易能力到创造创收活

动，从发展农业企业和农产工业、扶持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更清洁的生产方式到

倡导环境保护，不一而足。此外，工发组织坚定地重申其 2013 年 12 月经由

《利马宣言》通过的承诺，即凭借自身关于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的任务，支

持最不发达国家逐步发展（GC.15/Res.1）。工发组织还特别通过倡导可持续发

展目标 9：“建设有复原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产业化，并推

动创新”，巩固了自身作为一个关键的专门机构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在

消除贫穷和回应最不发达国家特有的结构性转变需要方面的独特地位。 

3. 工发组织各项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方案是根据各国的发展计划和框架所载国

家具体发展优先事项和需要拟定和执行的。 

4. 而且，工发组织的技术合作活动也对主流的跨部门方案问题给予了应有的

重视。因而，工发组织通过确保妇女更多地参与各个工业部门，促进了性别平

等。除传统的南北合作之外，本组织还加强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关键作

用。事实上，自从在中国和印度创立南南合作中心以来，工发组织已经以解决

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为侧重点，在促进其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5. 下述报告简要介绍了工发组织旨在实现最不发达国家结构转变和发展的活

动。 
 

二、 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制定国家伙伴关系方案和国别方案 
 

6. 为提供系统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工业化挑战，工发组织正与其成员

国、私营部门及发展方面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共同执行其关于包容及

可持续工业发展的任务。工发组织为成员国制作了一套独特的援助方案：国家

伙伴关系方案。该方案不是固定不变的模板，而是因地制宜的多利益方伙伴关

系准则，每个受惠国保持对整个进程的自主权，确定本国的需要和所需的支

助，从而确保工发组织技术合作的成功执行。 

7. 在这方面，选定了两个最不发达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试行这一

因地制宜的新业务模式。每项国家伙伴关系方案都符合受惠国的国家工业优先

事项和发展计划，并纳入其国家资源调集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全国协调和资

金调集机制对国家伙伴关系方案进行管理和实施，从而扩大技术合作伙伴关系

并最大限度利用追加资源。 

8. 这一新办法是对工发组织跨学科的一系列服务进行部署的机会，这些服务

包括大型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对中小型企业的支助活动，以及技能培养计划。

此外，为确保环境可持续性，国家伙伴关系方案框架将工发组织的大量经验纳

入绿色工业、节约资源的清洁生产系统和废物管理，以及工业能效和可再生能

源办法。国家伙伴关系方案还具有严格的监督和报告机制，成员国及合作伙伴

可借助这些机制更好地衡量这项创新办法产生的具体好处。 

9. 总干事报告“执行利马宣言：努力实现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GC.16/7）
介绍了工发组织通过国家伙伴关系方案实行伙伴关系办法的更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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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另外，继 2011 年核可工发组织 2012-2020 年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和行动

计划之后，工发组织为非洲的 14 个最不发达国家制定了国别方案，这些国家

有：布基纳法索、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冈比亚、几内亚、莱索托、莫桑比

克、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

比亚。目前正在拟定安哥拉、贝宁、布隆迪、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毛里

塔尼亚和卢旺达的国别方案。此外，在亚洲的 11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10 个

国家从工发组织 2012-2014 年的技术合作服务中受益，这些国家有：阿富汗、孟

加拉国、不丹、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尼泊尔、东帝汶、图瓦卢

和瓦努阿图。这些国别方案和项目旨在协助执行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以及工发

组织 2012-2020 年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并使其成为主流。 

 
三、农业企业发展、贸易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发展 
 

价值链发展：确保质量和可持续性 
 
11. 工发组织正理顺农业和非农业价值链，为小规模生产者特别是妇女和青年

生产者创造额外收入，从而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高竞争力。例如，工发组织当

下正在布隆迪实施一项数额为 300 万美元的项目，这个咖啡部门的项目是由挪

威开发合作署和欧洲投资基金供资并与工发组织合作实施的。到目前为止，已

有 80 名检验员接受了 ISO/IEC 17020 标准和市场监督方面的培训；超过 100 名

行政人员对标准化和规章制度有了敏锐的认识；加工单位的 110 名行政人员接

受了关于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培训。工发组织正向马拉维（700 万美元）、塞拉利

昂（760,000 美元）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350 万美元）以及亚洲的最不发达

国家例如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提供类似的援助。正在拥有众多

最不发达国家的若干区域（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实施质

量基础设施方案。 
 
从农场到餐桌——供应链中的集群和联络网 
 
12. 工发组织正在协助农场和中小型企业提高生产能力和遵守国际市场要求，

以使其能够加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这项援助是通过开展

能力建设和培训来提供的。而且，工发组织与国际贸易中心开展合作，引进了

该中心的改进工作与标准方案，以建立让购买者放心的产品追溯系统，确保所

涉产业持续进入关键的出口市场，特别是欧洲联盟（欧盟）市场。孟加拉国的

改进渔业质量项目是此类项目之一，其金额达到 313,525,000 欧元，可实现对整

个渔业供应链的全程追溯，同时还改进了测试、检验和卫生方面的做法，以便

为出口消费者和本地消费者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在埃塞俄比亚和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也制定了类似项目。 
 
产业升级方案 
 
13. 产业升级和现代化方案旨在推动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提供便利。这一点是通过提高地方中小型生产企业产生附加



 

4 V.15-06628 
 

GC.16/12     

值和创造出口与就业的能力并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而实现的。产业升级和现代

化方案的各个项目旨在建立国家的机构能力以及技术和企业支持基础设施。在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该方案对奶制品和食用油部门的 14 家公司开展了行业诊

断，对 50 名国家级专家进行了产业升级方法培训。另外，有 5 家奶制品公司接

受了辅导，以实施经项目培训的国家级专家制定的升级计划。贝宁、哥伦比亚

和塞内加尔也在实施产业升级和现代化方案，并分别得到了欧洲投资基金、欧

盟和法国开发署的支助。 
 
四、创收活动、私营部门支助和增强社区的能力 
 

14. 工发组织促进创造可持续的创收活动和体面就业，并特别针对最不发达国家

的青年和妇女。这项技术援助是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的，例如企管人才培养；职

业培训；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发展支助；经过变通的筹资计划。在缅甸，工发

组织与欧盟和意大利发展合作署共同制定了一个 3,473,327 欧元的项目，目的是为

潜在的中小微型企业集群提供支助，具体办法包括实现集体效率；促进合作、联

系和联合举措；以及加强地方协会和机构。到目前为止，已举办 27 次培训班；全

国超过 800 名公职人员接受了培训；300 名中小微型企业的代表参加了关于集群

和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培训，其中包括 12 个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15. 在青年人的职业培训以及创业精神和技能培养方面，工发组织为安哥拉、

几内亚、莫桑比克、卢旺达等国家提供了援助，在这些国家的中学和职业学校

开设了创业务实课程，其间尤为重视性别均衡问题。在莫桑比克，创业务实课

程已被纳入正规的国家教育战略。目前有 331 家学校正在实施该课程；1,654 名

教师接受了相关培训；有 496,400 名学生修读，127,800 名学生毕业（女学生占

45%）。 
 

五、能源与环境 
 

可再生能源微型电网用于生产 
 
16. 工发组织开展了机构能力建设、技术培训和知识交流，以增加获得生产用

途电力的途径。工发组织的干预措施还鼓励和倡导创建公私伙伴关系。在柬埔

寨，工发组织在 6 个偏远村庄建立了光伏电池充电站，取代柴油发电机为 1,073
户家庭供电，将充电成本降低了 32%。还安装了太阳能干燥技术装置以改善鱼

干的生产，此举显著提高了当地企业的能力。已建成一个 150 千瓦的稻壳气化

炉，不仅可额外连接 300 户家庭（300 人），每年还能减少 900 吨二氧化碳排

放。在孟加拉国、柬埔寨、冈比亚、利比里亚、苏丹和赞比亚也开展了类似的

项目。 

 
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框架 
 
17. 由于缺乏获得现代能源服务的途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工业发展受到极大阻碍。因此，工发组织正与奥地利政府、太平洋共同体秘书



 

V.15-06628 5 
 

 GC.16/12 

处及太平洋电力协会共同实施一个项目，以支助促进工业应用可再生能源的能

力建设活动和联网活动。借助该项目，创建了所罗门群岛太阳能供电社区中

心，运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改善了当地 15 个社区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

为确保把知识保留下来，对当地企业家开展了培训。该项目每年可有效减少 460
公斤二氧化碳排放。此外，还制定并批准了太平洋电力企业共同体战略计划，

其宗旨是在优先干预领域为相关决策者提供指导。区域可持续能源中心已在西

非经共体投入使用，目前正在东非共同体、太平洋和加勒比区域以及南部非洲

发展共同体推广。 
 

六、 工业能力建设、政策支助和统计数据 
 

18. 工发组织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量身定制的咨询服务，协助其制定自身的工

业政策计划和战略。“工业政策能力建设支助方案”旨在协助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等国家拟定和实施循证的工业政策和战略。到目前为止，来自若干关键机

构的 54 人已接受培训。此外，在坦桑尼亚的大陆和桑给巴尔岛设立了两个永久

性的工业情报机构，以协助政府的活动。 

19. 工发组织为坦桑尼亚提供的另一项协助是培训其国家统计部门收集、汇编

和传播全球工业统计数据，促成 2013 年发布第一次工业竞争力报告。目前正在

拟定涵盖 2014 年的第二次报告。现下正将该项目复制并向所有东非共同体国家

推广。此外，工发组织接到请求向布基纳法索、马拉维、尼日尔、赞比亚以及

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等国提供类似的援助。 
 

七、冲突后建设和平与恢复 
 

20. 工发组织正在制定符合客户需求的项目，目的是让受影响人群融入生产活

动，促进相关的经济复苏。因此，工发组织特别强调建立和加强当地人的能力

和变革能力，尤其是青年和妇女的能力。在利比里亚，工发组织正与采矿和建

筑设备制造商小松株式会社及日本政府合作，制定一项 140 万美元的项目促进

青年在采矿、建筑和农业部门就业。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一所培训学校，该校

是西非第一所操作员培训学校，可提供操作安全、柴油发动机维修、冷却系统

和重型机械操作等方面的模块化培训系统。截至 2014 年底，该项目已培训 148
名柴油发动机技师和 84 名机器操作人员。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和南苏丹

实施类似项目。 
 

八、需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21. 大会不妨注意到本文件所载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