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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2004年 4月 28日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年度报告，报告所涉时期为 2003年 9月 5日至 2004年 4月 28日。 

 

第 一 章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决议 

60/1．上海宣言 

60/2．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区域行动倡议 

60/3．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项目执行工作 

60/4．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60/5．亚洲及太平洋二类作物开发扶贫中心 

60/6． 振兴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 

60/7．太平洋城市议程 

第 二 章 
经社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以来的工作（第二阶段） 

A．附属机构的活动 

2． 在审查期内，举行了下列附属机构会

议：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委员会，扶贫委员会，驾驭

全球化委员会和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特别

机关。 

3． 各次会议的日期、主席团名单和报告文

号见本报告附件二。这些机构的报告反映了讨论情

况，所达成的协议和作出的决定。 

 

 

 

 

 

 

 

 

B．其它活动 

4． 2003日历年发行的出版物、举行的会议
和提供的咨询服务的清单见本报告附件四。 

C．与其它联合国方案的关系 

5． 秘书处与联合国总部保持密切经常的
联系，并就共同关心的项目与有关部门以及与其它

区域委员会秘书处进行合作。 

 



第 三 章 

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

A．出席情况和工作安排 

6. 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于2004年 4月 22-28
日在中国上海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由

两部分组成。高官会议段于 2004 年 4 月 22-24

日举行，部长级会议段于 2004 年 4 月 26-28 日

举行。 

7. 下列各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阿富汗 荷兰 
亚美尼亚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 
阿塞拜疆 帕劳 
孟加拉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不丹 菲律宾 
文莱达鲁萨兰国 大韩民国 
柬埔寨 俄罗斯联邦 
中国 萨摩亚 
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 
新加坡 

斐济 所罗门群岛 
法国 斯里兰卡 
格鲁吉亚 塔吉克斯坦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东帝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汤加 

日本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 图瓦卢 
基里巴斯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吉尔吉斯斯坦 美利坚合众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 

马来西亚 瓦努阿图 
马尔代夫 越南 
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 
库克群岛 

蒙古 中国香港 
缅甸 中国澳门 
瑙鲁 纽埃 
尼泊尔  

 

8. 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3 条规则，下列代
表参加了会议：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

意大利、墨西哥、秘鲁、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南非、西班牙和瑞士。罗马教廷代表也参加了

会议。 

9. 以下各联合国机关的代表也列席会议：国
际贸易中心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属下的、联合国

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联合国治理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联合

国儿童基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类住区方案、联合国培

训研究所、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事处和联合国

人口基金。 

10. 参加会议的还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社
会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小岛

国高级代表办事处、法律事务厅、以及各区域

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的官员。 

11. 下列各专门机构的代表以咨商身份列席了
会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世界卫

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国际电信联盟、世界

气象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 

12. 以下各政府间组织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
议：亚太椰子共同体、亚洲清算联盟、亚洲开

发银行、亚洲生产力组织、亚洲再保险公司、

亚洲-太平洋电信共同体、科伦坡计划秘书处、

独立国家联合体、东亚和东南亚地理科学方案

协调委员会、经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国际

迁徙组织、湄公河委员会、太平洋岛屿论坛秘

书处、热带旋风小组、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

域合作联盟、南亚环境合作方案、台风委员会

秘书处。 

13. 以下各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以一般性咨商
身份列席会议：亚洲人口与发展问题议员论坛、

自由工会国际联合会、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

企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国际运动 ATD 第四世

界、国际雇员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议

会间联盟、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青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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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会联合会、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和世

界穆斯林大会；以下组织观察员以特别咨商身

份参加会议：Baha’i 国际共同体、防止吸毒非

政府组织国际联合会、泛太平洋和东南亚妇女

协会以及世界中小型企业协会；以及花名册上

的以下组织：国际铁路联盟。 

14. 列席会议的还有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亚
洲农村发展研究所、亚洲基督教联合会、国际

红十字与国际红新月协会联合会的代表。 

15. 文件 ESCAP(LX)/INF.1/Rev.2 载有与会者
的清单。 

16. 根据议事规则第 13 条，经社会选举李肇星
先生阁下(中国)为主席。 

17. 按照以往的做法，经社会决定选举以下各
代表团团长为副主席：Sayed Ali Jawed 先生阁

下(阿富汗), Aghvan Vardanian 先生阁下(亚美

尼亚), Shamsaddin Khanbabayev 先生阁下(阿

塞拜疆), Mirza Tasadduk Hussain Beg 先生阁

下(孟加拉国), Lyonpo Khandu Wangchuk 先生

阁下(不丹), Khy Tainglim 先生阁下(柬埔寨), 

沈 国 放 先 生 阁 下 ( 中 国 ), Salome 

Zouriabichvili 女士阁下(格鲁吉亚)，Dipak 

Chatterjee 先生阁下 (印度 ), N. Hassan 

Wirajuda 先生阁下(印度尼西亚), Hamid Reza 

Baradaran Shoraka 先生阁下(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 Masatoshi Abe 先 生 阁 下 ( 日 本 ), 

Kassymzhomart Tokaev先生阁下(哈萨克斯坦), 

Askar Aitmatov 先生阁下(吉尔吉斯斯坦), 

Somsavat Lengsavad先生阁下(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 Hamdun Hameed 阁下 (马尔代夫), 

Sebastian L. Anefal 阁下 (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 U Soe Tha 阁下(缅甸), Shankar Prasad 

Sharma 先生阁下(尼泊尔), Sir Rabbic L. 

Namaliu 爵士阁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 Choi 

Young-jin 先生阁下(大韩民国), Yuri V. 

Fedotov 先生阁下 (俄罗斯联邦), Faumuina 

Liuga 阁下 (萨摩亚), Lakshman Kadirgamar

先生阁下 (斯里兰卡), Sirodjidin Aslov 先生

阁下(塔吉克斯坦), Sorajak Kasemsuvan 先生

阁下(泰国), Ana Pessoa Pinto 女士阁下 (东

帝汶), Bokhodir Khalilov 先生阁下 (乌兹别

克斯坦), Moana Carcasses Kalosil 阁下 (瓦

努阿图)以及 Nguyen Dy Nien 先生阁下(越南)。 

18. 高级官员会议段分三个全体委员会开会。
第一全体委员会选举 Bayazid Mardukhi 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为主席，Bhoj Raj Ghimire

先生(尼泊尔)和 Somsak Triamjangarun 先生

(泰国)为副主席。第二全体委员会选举 Maria 

Lourdes Ramiro-Lopez 女士(菲律宾)为主席，

Shahed Aktar 先生阁下(孟加拉国)和 Noumea 

Simi 女士(萨摩亚) 为副主席。第三全体委员会

选举 Sok Siphana 先生阁下(柬埔寨)为主席，

Adi Litia Samanunu Q.T. Cakobau 女士阁下(斐

济)和 Susantyo Sutoyo 先生(印度尼西亚)为副

主席。 

19. 经社会还设立了以 Joseph Yun 先生(美利
坚合众国)为主席的决议草案工作组，审议会议

期间提交的各项决议草案。Selwyn Das先生 (马

来西亚) 和 Asim Arar 先生 (土耳其) 当选为

工作组的副组长。 

B．议程 

20. 委员会通过下列议程： 

1. 开幕式： 

(a) 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 

(a) 最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所涉 

影响； 

(b) 通过加强区域发展合作迎接全球

化时代的挑战。 

3. 区域一级的新出现问题和发展动态： 

(a) 扶贫； 

(b) 驾驭全球化； 

(c) 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4.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        
中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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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案规划与评估： 

(a) 2006-2007 年战略框架草案； 

(b) 2002-2003 年方案业绩报告； 

(c) 2004-2005 年方案修改建议； 

(d) 各区域机构的工作调整。 

6. 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和宣布
捐款意向。 

7.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
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8. 各区域政府间机关的报告。 

9. 经社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地点
和主题。 

10. 其它事项。 

11. 通过经社会报告。 

C．会议纪要 

21. 第五十九届会议代理主席 Moana Cacasses 
Kalosil 先生阁下(瓦努阿图)宣布第六十届会

议部长级会议段开幕。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宣

读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贺电并作了讲话。中国副

主席曾庆红先生阁下致开幕词。 

22. 开幕式后，举行了亚太走向 2020 年高级别
远景规划会议，取代以往在部长级会议段举办

的部长级圆桌会议。泰国前总理 Anand 

Panyarachun 先生阁下主持了高级别远景规划

会议第一阶段。下列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东

道国政府的代表作为小组成员出席了会议：钱

其琛先生阁下 ( 中国前副总理 ) ， Peter 

Kenilorea 爵士(所罗门群岛前总理)，Farooz 

Ahmad Khan Leghari(巴基斯坦前总统)，Fidel 

Valdez Ramos 先生阁下(菲律宾前总统)，Jenny 

Shipley 女士阁下(新西兰前总理)。亚太经社会

执行秘书在第二阶段主持了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的贺电 

23. 联合国秘书长在贺电中指出：半个多世纪

以来，亚太经社会为其成员国提供了完善的分

析和其它重要的服务。近年来，亚太经社会高

度重视千年发展目标。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的签署标志着在亚太经社会主持下一个阶段的

工作成功告竣，本区域长期以来的构想开花结

果。亚太经社会还在改革自身，以便跟上技术

的突飞猛进和全球形势的变化。秘书长还祝贺

亚太经社会及其工作人员为造福亚太区域人民

所作出的贡献。 

24. 在今后的岁月里，亚太经社会很可能成为
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推动力，本区域在迎接

这些挑战中已表现出韧性和包容性，克服 1990

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25. 秘书长指出：当务之急的是尤其要重视以
下三大挑战，即落实蒙特雷共识，环境可持续

性和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 

26. 蒙特雷共识为国家和区域为促进发展筹资
而努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亚太经社会区域是

世界上储蓄率和储备率最高的区域。应采取行

动使这些资源用于减少经济差距和促进发展。 

27. 关于环境可持续性，他指出经济上的强大
所带来的压力在本区域很明显，反映在森林的

不断缩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持续的烟雾，

荒漠化，当地和跨界空气污染以及人为灾难的

增加。这些指标表明为推动本区域的发展对自

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耗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应当

更为重视明确对环境的治理。 

28. 他表示关切的是亚太区域有 800 多万人患
成上了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一疾病若得到不控

制，就会摧毁千百万人的生命，同时给本区域

的卫生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将社会经济发展

急需的资源消耗殆尽。正如其它区域的经验表

明，动员全社会和政府各部委采取协调对策才

是控制这一疾病的出路。 

29. 近几十年来，亚太区域摆脱贫困的人数超
过了世界上其它任何地区。他敦促在经社会诞

生地上海举行会议的各成员国在这些成就之上

再接再厉，团结亚太人民走向发展与和平的大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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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致词 

30. 执行秘书欢迎与会者出席会议。他感谢中
国副主席宣布会议开幕。他还感谢中国政府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承办本次届会。 

31. 他指出亚太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是亚太区
域政府官员和领导人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聚

会。亚太经社会在 1947 年在上海诞生，当时称

为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32. 亚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在发生着迅
速的变化。在本区域在 21 世纪成为经济增长和

技术革新的中心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亚

太世纪”的说法。亚太经社会占世界人口三分

之二。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变成市场需求，获

得货物、服务、资本和技术的机会以及平等的

社会发展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然而，本区域幅员广大，千差万别，也将带来

相应规模的社会挑战。 

33. 他还坚信，经社会所进行的改革已经使它
做好准备，以更加平衡但有重点和有效的方式

来应对新的挑战。机构改革是一个过程，其本

身决不是目的。经社会将采取新的举措，不断

更新和振兴它的努力，以满足本区域的需求。 

34. 经社会本届会议的筹备工作，是三年来秘
书处和各成员国对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走向

2020 年发展的历史道路的改革、审评和更新进

程的一部分。筹备工作是在新世纪伊始所带来

的影响深远的变革中进行的，人们认识到，在

这场变革中，区域合作和整合是全世界寻求和

平、对等和繁荣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35. 经社会将在各成员国政府的支持下，继续
应对本区域新的经济挑战和新的社会需求。 

中国副主席的开幕词 

36. 中国副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
出席本届会议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37. 他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国家面貌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半个多世纪前的亚太地区，

在战后满目创痍，一片废墟。目前，这个地区

充满发展活力，已经变化得认不出来了。它已

经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38.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亚太
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需要共

同努力应对的严峻挑战。 

39. 他提到近年来本区域所面临的若干挑战。
首先是建立政治互信，维护和平稳定。应该遵

循《联合国宪章》，立足当今亚太地区和世界

的实际，设计出以和平共处、树立互信、互利、

平等、协作为特点的新安全观。 

40. 他强调说，应该倡导在互相尊重、和谐的
原则上的多边主义，求同存异。 

41. 他强调说，应该致力于加强相互协调，实
现共同发展。各国有权根据其国情发展的模式，

加强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相互协调和交流合

作， 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需要作出

努力，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之间、城镇和乡

村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实

现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42. 需要深化区域合作，向外部世界开放。区
域合作是维护亚太和平与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

途径。在加强区域合作的同时，必须向全世界

开放，广泛开展全球范围的合作。提倡和睦相

处与保持世界的多样化是一个交相辉映的过

程。 

43.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密
切相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25 年，国内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9.4%，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

康水平。2003 年，中国遭到非典疫情等各种灾

害和困难。经过艰苦的努力，该年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仍比上年增长 9.1%，达到 1.4 万亿美

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0 美元。 

44. 中国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对这条
道路最简明的解释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

决心走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来发展自己，又

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和平作

出贡献的道路。 “和为贵”，“和而不同”，

以及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行事，

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

强权欺压和蹂躏。它通过其历史，深知强权必

然黩武，称霸必失人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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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
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拥有将近 13 亿

人口、面临众多难题的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仅排名世界第 111 位。中国要发

展起来、振兴起来，要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

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奋斗。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

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将毫不动摇地坚持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但与此同时，在外交

政策中将坚持和平与合作，与全世界人民一道，

共同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46. 按照独立自主、趋利避害的原则参与经济
全球化，将有助于把中国的发展与地区的振兴、

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

事业结合在一起。 

47.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是一半以上世界人口居
住的家园。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不仅将造

福于本地区的人民，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促进亚太地区域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是中

国政府的既定目标。中国将继续奉行其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

与发展作出贡献。 

48. 他强调说，经社会作为联合国在亚太地区
唯一的政府间综合性经济社会组织，为促进本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推

动区域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以及应对各种全球和地区的各种

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经社会，支持

它的工作。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 

执行秘书的政策性发言 

49. 执行秘书首先对中国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承办经社会本届会议表示诚挚的谢意。执行

秘书告诉经社会，亚太发展中国家在 2003 年的

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球经济速度，也快于其它

地区发展中国家，并且，2004 年和以后的前景

也非常看好。但是，尽管本区域经济蓬勃发展，

贫困仍然是本区域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

战。因而，各国制定健全的扶贫政策，国际社

会继续全心全意地支助这样的国家努力，都是

至关重要的。 

50. 2000 年的研究专题：“加强区域发展合
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审查了本区域不

同形式的合作。得出的结论是，在贸易和运输

方面区域的合作应力求协调统一现有举措的分

散性，并且使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等由来已

久的提案能够开花结果。在信息技术和金融方

面，研究报告建议建设亚太信息社会，并且为

建立更有效的金融市场制订一个区域路线图。 

51. 秘书处将继续集中注意三个专题领域。在
扶贫专题下，关键重点在于帮助各政府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亚太经社会/开发计划署“支助亚

洲和太平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联合项目的第 2

阶段已开始执行。此外，改进贫困统计和监测

区域行动计划正在执行。与此同时，贫穷依然

严重的最不发达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正以经社会

的工作和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予以解

决。 

52. 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的全球契约，经社会
在本届会议成功的召开了亚太工商论坛首次会

议，也召开了亚太经社会商务咨询理事会的会

议。250 多位商界领袖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讨论

本区域的新的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建立可持续

的机构促进私人部门参与活动，以加强亚太经

社会的工作在本区域的影响。 

53. 执行秘书指出，在全球化领域里，经社会
将继续为各个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全面的贸易政

策方面提供技术援助，使它们能更有效地参加

多边的和区域的贸易体系。在环境领域里，亚

太经社会正在就战略上的干预进行工作，比如

为穷人提供基本服务，通过公私营伙伴关系来

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亚太经社会也在为定于

2005 年 3 月举行的第五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和

发展部长级会议进行筹备。 

54. 执行秘书通报经社会，亚洲公路网政府间
协定在 2003 年 11 月达成，并组织了从天津港

到乌兰巴托之间的一次集装箱编组专列的示范

性运行。此外，为了加强旨在解决发展中内陆

国和发展过境国的需要的现有的举措，秘书处

制订了亚洲行动计划，为在 2003 年 8 月达成的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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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一专题下，亚太经
社会通过了《上海执行战略：2002 年马德里老

龄化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和 1999 年亚洲及太平洋

老龄化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区域执行战略》。此

外，在“2003-201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 10

年”的第一年，在日本政府和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的支助下，秘书处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帮

助各成员国就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

国际公约制订统一的亚太立场。另外，亚太经

社会关于卫生和发展方面的工作，特别侧重于

采取一种区域战略，涉及范围包括：饥饿、艾

滋病、以及“非典”和禽流感等流行病的社会

经济影响。 

56. 执行秘书最后指出，在制订工作方案时，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将继续根据本区域不断变化

的情况，提出新的对策来应对新的形势和满足

新的需要。 

最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所涉影响 

57. 经社会收到文件“关于本区域当前经济形
势和相关政策问题的报告”（E/ESCAP/1304）

和“2004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

（ST/ESCAP/2312）。经社会称赞秘书处编写的

文件质量好、内容全面。 

58. 经社会注意到，尽管 2003 年有“非典”和
伊拉克战争，但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

比 2002 年更好。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再次有

强劲的增长，与 2002 年一样，本区域是世界上

增长最快的发展中经济群体。 

59. 增长主要是由本区域内部的力量带来的，
例如区域内贸易和强劲的内需。这些发展动态

给人们带来了乐观情绪以及对于未来的信心，

2004 年及其后的前景显示出这一趋势将会继

续。但是切不可产生自满情绪，因为能源价格

上涨带来的风险以及动荡的金融市场会给短期

前景带来消极影响。 

60. 本区域面临的最紧迫的长期挑战是贫困的
挑战，根除贫困必须给予最高度的优先。尽管

本区域一些国家一些年来经济相对强劲的增

长，贫困仍然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一些国家，

穷人生活的质量并没有得到与经济增长速度相

称的改善。有必要将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可持续

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因为发展包含盘根错节交

织在一起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经济增长是发展

的关键指标，为实现社会目标提供了财政手段，

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指标，也不是发展的唯一目

标。 

61. 经社会最高度地重视根除贫困和改善亚太
经社会区域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 8 亿人民

的生活质量这两项艰巨任务。经社会认识到，

根除贫困不仅只要求经济增长，而且还要求善

政，并且它还可受益于区域合作的加强，使各

国通过交流经验和良好做法互相学习。 

62. 经社会指出，国家努力是减少贫困的最适
当的手段，要根除贫困就需要有综合性的国家

战略。这类战略的重点必须是创造就业机会，

创造生产性资产，特别是通过发展中小型企业

传授技术和创业技能，并且有目标地提高穷人

的工资水平。经社会指出，中小企业在经济增

长以及向穷人提供基本的货物和服务方面可发

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也必

须作出努力，向穷人提供更广泛的教育便利条

件。 

63. 经社会对秘书处作出努力推动公私营伙伴
关系以及培养可以向穷人提供最基本服务的公

私营伙伴关系的样板表示赞赏。经社会还对荷

兰政府支持亚太经社会通过公私营伙伴关系促

进向穷人提供基本服务的第一项事业，即所谓

的“5P”项目表示赞赏。亚太经社会树立的样

板是全球化时代区域发展合作增值效应的又一

个范例。 

64. 经社会认识到人类安全的重要性，要通过
社区建设和人类发展来保护和提高每一个人的

能力，从而促进人类安全。 

65. 经社会注意到，全球化影响到所有人，无
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但每

个人受到的影响并不一样。经社会认识到本区

域人口的多数以及穷人的大多数仍然生活在农

村地区，他们往往没有从全球化得到好处。经

社会注意到城乡地区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因

而有必要将农村地区与城市中心连接起来，使

农村人口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并受益于全球

化。经社会得知，在小岛屿国家，首都与外岛

的交通费用仍然是获得服务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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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在促进
本区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1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扶贫领域的工作，其

重点是支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经社会赞赏地

注意到启动了亚太经社会-开发计划署促进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倡议第二阶段，并建议亚

太经社会加紧努力，要特别重视最不发达国家、

发展中内陆国和太平洋经济体的需要。 

67. 经社会注意到有几个国家在减少贫困、在
初级和中级教育中消除性别差距和减少儿童死

亡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又指出，在

实现千年宣言中提出的国际上商定的目标方面

前面还有重大的挑战，要求在国家和国际一级

作出共同努力。经社会欢迎马来西亚和泰国等

几个“千年发展目标超标”国家做了令人称道

的工作，与其它国家交流经验和专门知识，以

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步伐。经社会还满意

地注意到有几个国家已经开始了将千年发展目

标纳入其国家扶贫计划和方案的主流的进程。 

68. 由于确认经济指标并不总能够反映人民生
活的现实，也无法解释发展不足的原因，因此

经社会鼓励秘书处研究其它的衡量贫困的标准

方法，并协助设计出更有效的发展指标。经社

会还敦促秘书处在其工作中兼顾这些因素。 

69. 除了解决贫困的难题外，在多变的经济环
境中遵循完善的经济政策也给各政府带来很多

的国内短期问题。各国正在努力通过削减预算

赤字，并提出将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

低到可持续的水平的指标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

定。与此同时，正在逐步实现资本帐户收支平

衡的松绑。正在取得进展的其它政策举措包括

加强和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以及加强国内经

济的总体体制结构。 

70. 经社会注意到随着各国力争融入全球经济
体系，其扶贫努力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

化使许多国家的国内经济更易受外部冲击的影

响，而对市场的国际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在这

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发展水平，

竞争力有限和缺乏资本，就更易受到国际经济

趋势和发展动态的冲击。 

                                                 
1此处指《千年宣言》中所载的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 

71. 有些代表团指出：采取良好的政策和善政
是迎接全球化挑战的不可替代的条件。有人说，

各国处理其国内事务的方式，包括对人权的尊

重，法制和社会公平，均左右其人民从全球化

中获益的程度。其他代表团则指出，应对全球

化带来的挑战还涉及其它因素，其中包括增加

发展援助额、转让技术、改善贸易条件、准入

更多的市场和消除非关税壁垒。 

72. 经社会赞成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特别需要人
力和财政资本以及机构，这些均是使它们从全

球化中获益和保护穷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

而言，发达国家所提供的用于结构改革和体制

建设的技术援助是有助益的。 

73. 经社会强调亚太经社会应利用其相对优
势，并提高其能力，根据自身的专题任务利用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为各国提供援助。亚

太经社会尤其应加强与包括其它多边机关在内

的其它组织的协作和合作，以便利用分析和推

广有关的跨国家经验协助成员国实现进一步的

合作。 

74. 经社会确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各
级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方方面面的连贯性。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环境加速恶化给人类造成

严重威胁。经社会强调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是

解决环境挑战的有效机制。经社会确认包括亚

太经社会在内的各个区域委员会应发挥战略作

用，促进对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各自重大的联合

国会议的结果，如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等采取后续行动。 

75. 经社会确认秘书处为能源、水和环境等方
面发展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所作出的努力。经社

会强调应在本区域推进新的能源合作机制，以

促进能源多样化，确保未来的经济增长。 

76. 经社会注意到太平洋岛国所关切的问题，
即由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造成海平面上升威

胁其生存。经社会强调应进一步开展区域合作，

解决这些关切问题，并敦促秘书处将环境与气

候变化问题纳入其工作方案。 

77.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由于地处偏远以
及生产基础有限继续面临着这方面的制约和挑

战。尽管这些岛屿人口少，但迅速的城市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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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次区域带来重大的环境影响并给中央和地方

政府带来政策挑战。因此经社会欢迎发出呼吁，

支持太平洋城市议程；振兴太平洋业务中心；

以及设立咨询委员会来促进太平洋次区域的协

商并将重点放在发展优先事项上。在作出重大

决策时必须确保兼顾到发展中小岛国和最不发

达国家的脆弱性。经社会确认必须加强次区域

合作，尤其是将千年发展目标纳入国家政策和

规划进程中。 

78. 经社会确认亚太经社会在落实联合国中亚
经济体特别方案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该方案

包括合理利用能源和水的组成部分，该方案旨

在深化这些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合作，推进其经

济发展和将它们融入世界经济。经社会注意到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某些次区域存在着严重的缺

水和干旱问题，及其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要求秘书处应成员国请求进一步扩大本区域水

资源管理活动。经社会还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代表团的要求，即建立一个附属于联合国

的、亚洲及太平洋灾害管理中心，以及注意到

该国愿意就设立这一中心开展合作。 

79.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大韩民国政府提议主
持定于 2005年的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

级会议及其要求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对此

提供支持的请求。 

80. 经社会强调亚太区域在经济上取得令人瞩
目的增长的同时，在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

大进展。尽管如此，由于迅速的全球化产生了

一系列社会问题，或这些问题更为恶化。失业

和就业不足，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的这些问题仍

然是发展的障碍。为改善就业和创收机会导致

国际迁徙的增加，然而大部分迁徙都是非法的，

使移民处于脆弱的处境。贩卖人口，尤其是贩

卖妇女和儿童正在不断增加。经社会注意到与

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从全球化所带来的变

化中获益较少。 

81. 经社会呼吁在处理和遏制传染病的扩散方
面必须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经社会注意到艾

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是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日益严重的威胁，并敦促为抗击这一流行病

采取协调行动。 

82. 非典和禽流感最近的爆发进一步突出了在

以国际旅行和贸易为特点的全球化、现代化环

境里，传染病是如何迅速地给经济和社会稳定

带来影响。一些政府通报经社会，它们在区域

和区域间合作的宝贵支持下采取了措施，以遏

制和根除禽流感等传染病。经社会赞赏亚太经

社会一些成员所作出的贡献，如冲绳传染病倡

议(2000 年)，以及这些成员对全球防治艾滋病，

肺结核和疟疾基金所作出的贡献。 

83. 经社会注意到对本区域大多数国家而言，
糖尿病、高血压和癌症，包括与吸烟相关的癌

症等非传染病和伤残等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

原因，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因此经

社会建议亚太经社会象处理肺结核，登革热和

疟疾等较为人所知的疾病那样认真地对待这些

卫生与发展问题。 

84. 经社会建议亚太经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监测和防范目前和未来出现的卫生与发展方面

的挑战，包括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从而强化对应机制。卫生系统的有效运作是旨

在应对这些传染病爆发的机制的基础。经社会

强调区域和区域间合作对于管理卫生风险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敦促秘书处在其未来的工作方

案中将加强卫生系统作为优先事项，从而为本

区域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增长树立起坚固的“防

火墙”。 

85. 经社会欢迎世界卫生组织承诺全面支持并
与亚太经社会开展积极的技术合作，以加快努

力，实现《千年宣言》中所载的与卫生有关的

目标，若有可能的话通过亚太经社会与卫生组

织的举措将卫生方面的关切问题融入与驾驭全

球化和扶贫相关的战略和方案中。定于 2004 年

12 月 1-3 日在曼谷举行的卫生与发展小组委员

会的开幕会议将为财政、规划和卫生官员提供

重要的论坛，深入详细地讨论这样的举措。此

外，可以考虑举办一个亚太高级别卫生论坛，

从而推进为“健康的亚太 2020 年”开展区域合

作。 

86. 经社会强调有必要将性别问题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流。经社会强调在这方面，平等地

获得教育、就业和参与决策是特别重要的。 

87. 经社会强调本区域大多数国家正经历着人
口迅速老龄化，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收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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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生保健系统仍然不力。经社会呼吁秘书处

继续援助成员和准成员落实社会领域的全球和

区域行动计划，尤其是关于性别问题，人口老

龄化和残疾问题的行动计划。 

88. 经社会赞扬执行秘书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为
秘书处的振兴所作的贡献，以及将工作方案的

重点放在扶贫、驾驭全球化和解决新出现的社

会问题这三个专题领域上。 

89. 经社会欢迎《上海宣言》，并希望它能够
得到充分落实，从而确保本区域的经济及社会

发展。 

加强区域发展合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90. 经社会收到了第 E/ESCAP/1305 号以及题

为“加强区域发展合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

战”出版物(ST/ESCAP/2319)，它因反映在关于

“加强区域发展合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

战”的质量优秀的深入研究而赞扬秘书处。它

认识到，全球化使得诸如资本和技术以及生产

要素等资源得以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从而给各

国带来发展其经济的巨大机会。 

91. 然而，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未必会改善和
纠正各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长期存在的差距。

它提出了无数的挑战，特别是对发展中各国。

这些挑战包括工作岗位丧失、收入差距日益扩

大、数码鸿沟、环境加速恶化，以及跨国问题

增多。 

92. 经社会还注意到，全球化的利益存在着城
市偏向。因此，居住在本地区农村地区的绝大

多数人民没有平等地得益于全球化。经社会强

调，双边安排和区域安排的整合和协调，必须

不仅提高整个地区的城市的生活价值，也要提

高本地区农村的生活价值。 

93. 在国家一级，有效地驾驭全球化要求方便
经济增长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制度，支持对人民

的授权的有效社会政策，为弱势群体建立的社

会安全网络，以及良好的施政结构。 

94. 经社会认识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和达到
载于《千年宣言》中的各项国际商定的发展目

标不能只在国家一级做到。还将需要区域和全

球的共同努力来完全落实这么多的国际宣言和

行动方案。  

95. 经社会评述说，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
使得各国别无选择，只能尽最大力量驾驭它，

而不是与它抗争。在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a) 如何协助那些没有得益于全球化的国

家和弱势群体。 

96. 区域合作可以充当一种将各种力量综合起
来解决跨国公司问题的有效机制，协助那些无

法独自处理全球化的国家，以及比较平等地分

布全球化的利益和分担全球化的费用。它还将

改进各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策协调，

加强它们对风险的准备，以及帮助培植更加有

利于综合发展本地区的环境。 

97. 经社会感到，有效和协调的区域和次区域
协调对于解决居住着世界上三分之二穷人的亚

太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中心意义。它认识到，

经社会可以在协助各成员国增加各种形式的南

南合作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亚太经社会应该

编制旨在促进各次区域机构一体化的各种模

式，特别是在贸易、投资、金融、运输和旅游

等方面的一体化。 

98. 经社会指出在包括综合经济合伙关系在内
的亚太地区的各种区域合作努力方面所取得的

稳步进展。经社会评述说，这种进展所产生的

在诸如贸易、投资和人员交流等所有方面的相

互依存关系正在增加，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

展和稳定。经社会进一步指出，虽然全球化正

在取得进展，全球规模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增加，

但是对人类的威胁正在变得范围更广，程度更

深，并以恐怖主义和团伙犯罪、贩卖人口和非

法药物等形式出现。 

99. 经社会着重指出多边贸易系统的基本重要
性。它认为，一个普遍、公平、公开、可预测

的、基于规则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系统是驾驭

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注意到这样的

观点，即给予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精

确、有效和可操作的特殊及不同的待遇，是多

边贸易谈判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 

100. 经社会在向秘书处表示感谢的同时，请求
它继续向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技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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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以提高这些国家有效参与并受益于多边贸

易系统以及区域和多边贸易协议的能力。 

101. 经社会祝贺柬埔寨和尼泊尔加入世贸组
织，并且请求秘书处继续为尚未成为世贸组织

成员的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加入世贸组织提供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案。 

102. 经社会指出，区域内贸易的增长在本地区
经济体总的贸易增长额中占据相当大的一部

分。它指出，建立区域、次区域、次区域间和

双边经济合作以及一体化举措可以进一步促进

贸易。 

103. 经社会指出，这种举措可能进一步使一些
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在此同时，它请求秘书处

探索将这类安排用作建立多边贸易系统的构建

板块的方法。它请秘书处将制订一个综合性的

全区贸易合作框架置于高度优先地位。有人认

为，经社会应该方便各种次区域贸易和金融组

织之间的对话，特别是东盟、经济合作组织、

南盟和上海合作组织。还有人认为，在开展这

类对话之前，各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成员之

间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104. 经社会注意到，随着多种纤维安排的分阶
段退出，有必要加速区域经济合作，并发展各

国的竞争能力与纺织和服装部门的生产力。在

这方面，向经社会通报了东盟旨在使这个部门

更加一体化的举措。 

105. 经社会评述说，尽管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
放开和方便贸易和投资的举措，建设国家供应

方的能力，其中包括发展中小企业，但是仍然

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方面，它请秘书处继续

对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 

106.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致力于建立可持续多式
联运系统，提供更有效的国内运输服务，同时

提供进入更广泛的国内内地和国际市场。 

107.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所作出的努力，使《亚
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在经过多年达成共识之

后于 2003 年 11 月获得通过。32 个国家首次作

出正式承诺，将全长超过 14 万公里的公路连接

和组合起来。他注意到，该网络的主要走廊从

日本经过亚洲其他国家延伸到欧洲，形成了现

代的历史性丝绸之路。它欢迎 26 国政府第六十

届会议召开时签署该协定。 

108. 它还赞赏地注意到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
的筹备工作。跨边界公路和铁路的工作代表了

区域合作的实际良好例子。经社会指出，迄今

这些努力仅将本区域各城市连接起来，应该加

以扩大，让乡村和城市连接起来，以此促进穷

人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109. 经社会指出，《亚洲公路协定》要求法律
的协调，确保交通的安全运转。它还进一步指

出，一旦全面发展，亚洲公路和泛亚铁路不仅

有助于促进繁荣，还将通过加速人员跨边界的

更大流动产生社会效果。预计产生的社会影响

是很重要的，其中包括卫生各方面，伴随着有

关运输的发展。 

110. 经社会承认尤其是对于亚太经社会区域各
内陆国家而言，对于提供过境运输具有巨大的

潜力。它突出强调有必要处理运输便利化的问

题。 

111. 经社会强调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建立、传播
和利用知识的工具的重要性。也是对于缩小发

展鸿沟以及促进各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和

重要工具。在这方面，承认信通技术是全球化

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是扶贫方案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生活质量和缩小城乡发展

差距的一种手段。 

112. 经社会承认秘书处在促进区域合作以便建
立信息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秘书处

推动的各项南南举措以及通过信通技术培训提

供技术援助。两个代表团吁请秘书处更加努力

与有关信通技术的机构进行有效的协调，最大

程度地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并避免

活动的重复，此处，一个代表团提到了亚太电

信共同体。在这方面，经社会请发自继续在建

立本区域的协调作用和伙伴关系方面发挥关键

的作用，以便协助各国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113. 经社会强调卫星通信的重要性，使农村地
区和边远地区能够更获得负担得起的通信并增

加连接。它还支持秘书处在有关空间技术应用

领域所开展的能力建设的举措，其中涉及卫生、

教育、自然资源管理、粮食安全、灾害管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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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过区域空间应用方案促可持续发展提高社

区的能力。 

114. 经社会指出，本区域有些国家采取了一些
旨在推动建立信息社会的措施。这些措施有为

缩小数码鸿沟而进行的信通技术能力建设工

作、政策制订以及信通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

应用，其中包括远程卫生以及远距离学习项目。 

115. 有关按照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建立区域信息社会，经社会赞赏信通技术区域

机构间工作组拟订实现信息社会的区域路线

图，并请秘书处制订缩小数码鸿沟的具体计划。

它还请秘书处制订一项中长期的信通技术网络

的重大项目，跨越包括远程医疗、农业和教育

在内的各部门。 

116. 有些代表团表示支持大韩民国政府提出主
办亚洲-太平洋信通技术促发展中心，以便建设

信通技术能力。经社会欢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

提出主办有关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后续

行动次区域会议，并邀请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和

准成员积极参加会议。 

117. 经社会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的金融市场以
及资本获得的不平衡发展，这对中小型企业的

融资产生消极的影响，而这些企业在区域经济

中正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它还指出虽然本区

域的外汇储备总数超过世界总和的一半以上，

但这些外汇通常存放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之

外，因而为其它地方创造了财富。 

118. 经社会承认有必要建立新的金融结构，如
亚洲债券基金和亚洲债券市场，以便利用区域

的储蓄促进亚洲投资。它认为金融结构的建议

不仅有益于每个亚洲国家的发展，也有益于整

个区域的发展。因此，这将提高本区域的能力，

成为其它区域的一个更牢固的伙伴，有助于国

际金融的稳定。 

119. 经社会敦促建立全面的区域机制，使之融
入世界的金融系统，以便筹集国内和国际资金

促进融资的发展。有观点认为，建立亚洲货币

基金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考虑。此外，也有必

要利用亚洲清算联盟和再保险公司的潜力。 

120. 经社会认为发展融资是国际合作一个最为

关键的问题之一。《蒙特雷共识》标志着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融资促发展建立伙伴关系

新世代的开端。各国政府通过实施善政和财政

纪律，落实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坚持法

制以及确保政治稳定，在筹集国内资金方面发

挥主要作用。经社会承认建立稳定的国际环境

的重要性，使建立新的金融结构的提议能够有

助于促进增长和发展。 

121.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在经社会年会举行的同
时举办首届亚洲-太平洋工商论坛，作为公私部

门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有效工

作，也是作为响应秘书长《全球协约》的区域

适当的举措。本区域许多国家的经济成功是工

商部门在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显著的例

子。经社会赞赏秘书处的提议，即在经社会年

会期间，将工商论坛作为年度活动来举办，以

便增强亚太经社会在本区域工作的影响，并促

使私营部门更紧密地参与实现包括《千年宣言》

所载的各个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的

工作。 

122. 经社会在通过第 60/1 号决议中的《上海宣
言》时，希望《宣言》将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各国和领土之间加深合作的里程碑。 

区域一级的新出现问题和发展动态： 

扶贫 

123. 经社会审议并核可了扶贫委员会第一届会
议的报告（E/ESCAP/1306）。经社会在审议时，

注意到世界上 12 亿贫困人口中，大约有 8 亿生

活在这个地区，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地

区所面临的挑战。它指出，必须驾驭全球化的

力量和潜力，以便促进发展、根除贫困；还指

出贫困旷日持久和期望不能实现会造成危险的

全球性后果。 

124. 经社会将扶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特别是
扶助农村地区、山区和边远地区的贫民，以及

那些由于冲突和自然灾害而生活贫困的人。经

社会强调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扶贫问

题的复杂性，需要捐助国根据《蒙特雷共识》

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

给予特别注意和支持。它敦促亚太经社会利用

将于 2004 年 6月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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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会议高级段讨论题为“根据 2001-2010 十年

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为根除贫困而进行资源

动员和促进有利环境”问题的机会，介绍亚太

地区洲贫困状况的真实范围，以便引起捐助国

注意，建立起伙伴关系。 

125. 经社会认为，一方面，达到千年发展目标
1 是各有关国家的基本职责，另一方面，扶贫

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需要各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本着蒙特雷共识的精神，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一种有效和不断深入的发

展伙伴关系，需要扩大贸易的有利条件，以及

需要能够更加易于进入资本市场。有些代表着

重指出，必须以非常切合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

问题的方式来改革国际金融结构。经社会请求

秘书处组织一次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代表们的高

级会晤，以便进行政策对话，探索切实可行的

合作安排。此外，经社会敦促秘书处鼓励各国

履行它们载于蒙特雷共识的承诺，并强调联合

国各主要机构与多边实体之间在行动方面的联

系和协调联系的重要性。 

126.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在协助本
区域各国达到千年发展目标 1 方面所发挥的作

用，但是注意到，虽然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

可能会在 2015 年达到扶贫的目标，但是不少国

家，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

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可能会达不到扶贫目

标。它提请注意说，这个区域也可能达不到千

年发展目标项下的其他指标，例如性别问题，

特别是有关增强妇女权力、降低母亲和儿童的

死亡率、预防吸毒、遏制艾滋病/艾滋病毒传播

以及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等目标。它敦促本区

域各国及其发展伙伴国，包括亚太经社会，进

一步加强努力，加速达到千年发展目标。各国

还应该制订达到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 

127.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本区域各国在扶贫和
达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采取的扶贫战略、计

划和方案。但是，鉴于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十

分庞大，需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方法，要更加

强调能够更方便地获得金融资源和非金融资

源、人类安全、增加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投资、

增强妇女权力、善政、农村发展、环境保护、

社会保护、加强所有利益悠关者的参与，以及

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公民

实体之间的有效合作。 

128. 经社会号召加强亚太经社会解决扶贫问题
的能力，并且表示赞赏秘书处在推动共享经验

以及建立一个有关良好和有创意的扶贫做法的

资料库等方面的努力。它就亚太经社会在大韩

民国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实施的“推动农村社区

最佳做法”这一项目赞扬秘书处。它敦促秘书

处促进扶贫方面的区域合作。若干代表团请求

亚太经社会通过能力建设、分享良好做法和吸

收经验教训，以及技术合作等方式提供扶贫协

助。经社会敦促秘书处还要协助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动员资源并使穷人更容易获得资

源。经社会对亚太经社会根据第三国培训方案

所提供的支持表示赞赏，这个方案使官员们能

够在第三国接受培训；并且指出有必要进行确

定贫困群体以及监察和评估扶贫项目和方案方

面的能力建设。它注意到在振兴杂豆块根茎作

物中心方面的努力。 

129. 经社会认识到，将重点放在最贫困群体的
需求上的持续经济增长和面向社会的经济政策

是一切扶贫战略的基本因素。 它注意到迅速的

经济增长与扶贫之间的联系， 同时认识到扶贫

需要有一种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社会和

人类、世代间和环境等多方面，以及结构改革

在内的综合性和基础广泛的方法。它认识到可

以通过授予每个人权力来达到的自力更生和人

类安全的重要性。它指出，只有基于创收创业

方案，使得贫困人民积极参与并获得授权、利

用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并且将目标定位于生

活极端贫困的人口群体，扶贫才是可持续的。 

130. 经社会听取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代表的说
明。根据他们的看法，农发基金的任务是使得

农村贫困人口能够脱贫，其重点放在条件不利

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上。该基金

力图扩大与本地区的各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合

作。经社会注意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农

村部门的国内公共开支下降了，目前只有大约

8%左右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农业，这种趋势亟

需扭转。经社会敦促各国加强注意农业的中心

地位以及为了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农村。它还注

意到了善政、增加粮食安全和提高营养水准，

以及能够获得最起码的基本服务和金融资源，

和贫困人口有适足住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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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经社会强调有必要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协
调扶贫方案，这是由于农村城市的相连、人口

迁徙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

动量很大，给城市的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导致城市规划、管理和政府方面的各项问题，

特别是在大城市。它指出，扶贫应该集中于创

造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城市非正式部门

的生产性扩展和促进其它就业密集的部门。经

社会意识到，当地的政府可以在扶贫方面发挥

关键的作用。经社会听取了各个代表团的发言，

介绍他们扶贫方面好的有创新的做法和方案，

比如通过加强微型信贷机构、改善贫民区的条

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妇女创业、改进社会

安全网和促进可持续旅游业，包括生态旅游。 

132. 经社会欢迎亚太经社会在促进使用信通技
术来减少农村贫困的工作。但是，经社会强调

需要有一个均衡的做法，其中包括训练农村的

穷人更有效的使用信通技术，否则的话，他们

就不能充分利用新技术。经社会指出，信通技

术可以减少和弥合存在于区域、全球范围里，

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的数码鸿沟。

经社会意识到，信通技术可以作为促进穷人进

入市场的渠道，可以有助于改进在边远地区提

供社会服务渠道，也可以作为提供终身教育的

渠道。经社会还建议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之间的合作来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设施，作为减

少贫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133. 经社会认可了扶贫委员会作出的建议和结
论，包括在贫困衡量领域里的有关建议和结论。

经社会欢迎为衡量千年发展目标 1  的实现，发

展数据所作出的努力，其中包括在国家领域里

作出的工作，通过改进家庭开支的调查和制订

正常收入分配的数据来促进贫困指数的质量。 

134. 经社会意识到，用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准确
确定经济增长政策和扶贫方案的效益非常重

要，制定扶贫的政策和监测这些政策的效率必

须有完善的统计情报；也是消除在资源利用方

面的浪费所必须的。为此，制定好的数据应该

被看成是投资，而不只是花费。 

135. 经社会同意扶贫委员会的观点，在国家范
围内的健全的贫困衡量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统计

系统。这就要求在国家统计局与其它处理贫困

行政数据的机构和贫困数据使用者之间的密切

的合作。使用者可以得到微观数据非常重要，

但是必须要提供保密的法律基础。在散发统计

信息方面的总的标准的重要性从透明地提供数

据的来源以及建立使用者能很好使用的统计产

品的角度也得到强调。 

136. 经社会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统计工
作、技术和能力方面仍有限制，包括在他们在

决策方面使用数据的能力。经社会赞扬秘书处

在给予各个国家在加强国家统计能力，包括贫

困衡量方面的帮助。经社会支持制定一个亚太

经社会区域的行动计划，以改进贫困统计和监

测。经社会还注意到，统计委员会在扶贫委员

会会议以后举行统计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指示秘书处修改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应该有助

于国际机构在贫困统计方面，能更有意义的和

更有效的进行协调。 

137. 经社会呼吁秘书处确保所有信息都向不同
的用户开放并继续在执行广泛的统计能力建设

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咨询服务、技术研

讨、政策讨论、加强和亚太统计所合办训练活

动，并且扩大使用在收集贫困数据方面的最好

的做法。在这一方面，鼓励秘书处为制订由联

合国统计司编制的贫困统计数据的手册作出实

际贡献。这一手册将包括好的概念、方法和做

法。此外，经社会建议，秘书处应充分利用信

通技术方面的活动来加强统计方面的能力。 

138. 经社会强调在编制贫困统计和指标中使用
国际标准方式和技术的重要性。基于各种不同

方式和概念之上的衡量标准，可能导致对数据

的不同的解释。比如说，世界银行所使用的每

天 1 美元这个衡量标准导致了各个不同的发展

中国家制订不同的贫困线。经社会要求秘书处

能和联合国统计司和各国际机构合作，制订更

确切和更客观的数据来衡量千年发展目标 1 的

执行。经社会还要求研究替代的衡量贫困的标

准，并且帮助设计更有效的发展指数。 

驾驭全球化 

139. 经社会收到了第 E/ESCAP/1307-1309 号文
件以及第 E/ESCAP/1328 和 1329 号文件，它因

文件的质量优秀而赞扬秘书处。 

委员会关于驾驭全球化和实施驾驭全球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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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决议的进展情况的报告 

140. 经社会评述说，全球化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要求对于各种问题及其管理办法有一种全方位

的做法。它赞赏和满意地确认委员会在加强本

区域各国制订和实施各种政策和战略的能力方

面所起的作用，如果这些国家要更加充分地得

益于全球化进程，减轻贫困，就必须采取这一

类政策和战略。委员会的综合报告证实经社会

关于振兴其会议结构的决定是有道理的。经社

会注意到秘书处汇集各区域的经验和资源，用

以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它在以此种方式发挥其作用的同时，注意

到亚太经社会是在回应本地区的共同发展挑战

中的一个重要的合作者。 

141. 经社会第一次会议核可了委员会关于驾驭
全球化的报告（E/ESCAP/1307），包括其中所

载的建议。 

142. 经社会对第 E/ESCAP/1308 号文件所反映
出来的执行有关驾驭全球化的决议方面所作出

的进展表示满意。 

选定的交叉问题 

143. 经社会注意到有必要解决本地区许多国家
高昂的贸易和运输交易费用的问题。在这方面，

它欢迎秘书处正在采取的方便贸易和运输的综

合方法，并鼓励各成员国设立国家贸易和运输

委员会，同时要求秘书处通过分享经验向这类

委员会的设立提供支持和指导。 

144.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由亚太经社会所研制
的，已经被一些国家应用于进行“走廊研究”

的成本/时间—距离模式，以及贸易便利化框

架，并且请求秘书处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以协

助各国加以应用。 

145. 经社会注意到，由于信息、通信和空间技
术对于资本、货物和服务及知识的流动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它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股主要推

动力量。它进一步认识到，信通技术是一种推

动发展的工具，具有空前的增长机会，对于最

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发展中岛国和经济转型

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虽然信通和空间技术对于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 1  的实现十

分重要，但是经社会认识到，信息革命也对本

区域各国提出了挑战。 

146. 经社会认为，秘书处应该将通过采用能力
建设工具、分享最佳做法和试点项目等方法来

消除在数字技术上的差距置于优先地位。在这

方面， 要求在金融机构的合作下作出特别的努

力来促进社区电子中心，以便把从全球化所得

到的利益带给农村地区、提高生活质量，以及

帮助实现各种全球性会议，尤其是关于信息社

会的世界首脑会议所确定的目标。 

147. 经社会认识到各国政府、工业部门和公民
社会在促进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转向方面所起

的重要作用。 

148.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和
大韩民国政府举办的关于发展一个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的十年框架的区域性专家会议。这些会

议对正在进行的各种活动做出了评估，交流了

信息和经验，并发展出共同的谅解和战略，以

便编制一项修改现有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以及落

实国际承诺的的十年计划。 

149. 经社会欢迎秘书处与环境规划署在建立帮
助台以协助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朝可持续

消费和生产转向方面的共同努力。此外， 它强

调了改进交流信息以及传播有关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的最佳做法和知识的重要性，并请秘书处

提供专门知识和技术协助、举办培训班和研讨

会、确定更清洁生产和清洁环境的标准，以及

确定该领域的区域性优先事项。 

部门性问题和发展 

贸易和投资 

150. 在审议关于多哈发展议程与世贸组织第五
次部长级会议：对亚太经社会地区的影响的第

E/ESCAP/1328 号文件时，经社会强调了多边贸

易系统的基本重要性。它认为，一种普遍、公

平、公开、可预测、以规则为依据和非歧视性

的多边贸易系统是驾御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应该形成这种多边贸易系统，以便确保

它成为一种积极的发展力量，这样每一个国家

都可以确保在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分得一份公平

份额。这个系统为北南贸易和南南贸易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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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要的方式。在这方面，经社会表示，不

应该将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第五届世贸组织部

长会议上的挫折看成是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

它指出，谈判已经恢复，目前有些积极的发展

情况预示着谈判方面的势头将会有所增长。 

151. 经社会指出，对于发展的关注，是正在进
行的和未来的谈判的焦点所在，也是确保胜利

完成多哈谈判以及有系统和可持续的贸易自由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52. 经社会注意到关于农业谈判中心地位的观
点。尤其是降低或取消农业补贴、关税峰值、

关税升级和各种非关税措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它也注意到这样一种

观点，即应适当注意清理各种尚未解决的实施

问题，并对于发展中各国所作出的特殊和差别

待遇规定得更加精确、有效和切实可行。 

153. 经社会注意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
人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些人没有从全球化和多

边贸易系统中获得实际利益。它注意到，食品

安全、减贫和农村发展是重大的发展关注问题。

经社会敦促应该充分注意这些问题，以便为农

村地区带来更多全球化的益处。在这方面，它

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中各国与食品安

全、保护农村生计和扶贫相关的特殊产品应该

在作为特殊和差别待遇的一部分在世贸组织纪

律中得到充分考虑。 

154. 经社会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 即包括世贸
组织关于知识产权的贸易有关方面的协定在内

的知识产权制度证明，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及其

各方面已经变得日益重要，因此值得予以适当

注意。在这方面，某些代表团指出，由于拒人

千里之外的费用和专利制度，使得发展中各国

继续只能有限获得救命的药物。 

155. 经社会注意到这样的观点，即随着多种纤
维安排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分阶段退出，将必

须为发展中各国确保一个平坦的“比赛场

地”，以便能够从纺织品和服装部门的自由化

得到好处。 

156. 经社会注意到，在就“新加坡问题”制定
多边规则方面，没有出现任何明确的共识。它

注意到这样的观点，即世贸组织可能不是谈判

这类问题的适当的论坛，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工作。它还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考虑到回

应发展中各国的实施能力或特殊状况的特殊和

差别待遇，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模式的初步谈

判可能为发展中各国产生潜在的利益，特别是

在贸易方便化方面。 

157. 某些代表团强调，多边贸易系统必须特别
注意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经

济转型国家、小型经济体国家以及本区域的其

他弱势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要求；并且敦

促秘书处向这些国家优惠提供技术援助。 

158. 经社会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加快
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方案，促进加入世贸

组织。 

159. 某些代表团强调，应承认最近加入的国家
作出了广泛的承诺。经社会注意到这样的观点，

即应适当注意它们的利益和困难，允许它们在

目前的谈判中作出较少或不作任何减让。 

160. 经社会指出，鉴于各区域广泛的多样化性
质，亚太经社会可以象促进更多地进入出口市

场和获得方便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那样促进区

域合作，以作为 一种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力

量。 

161. 经社会注意到各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在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扩散。它还注意到本区域

各国最近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若干新的举措。在

有些情况下，这些协定包括世贸组织各协定和

多哈授权之外所做的承诺，并有助于贸易和投

资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区域合作。经社

会认为，只要协定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原则和

协定，这些协定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实现各国的

贸易政策目标是有益和互补的。在这方面，它

请秘书处对于准备有关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的

深入研究给予重要的优先考虑，尤其是要促进

本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并确保这些协定会为

多边贸易体系添砖加瓦。 

162.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努力振兴《曼谷协定》，
尤其是有关第三轮的谈判，并指出该协定是区

域一体化的重要机制。 

163. 经社会在承认增加市场准入的重要性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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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强调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提高和加强其国内

生产能力，尤其要重视投资的促进和便利化、

贸易便利化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经社会指出，

中小型企业通过提供就业为扶贫作出贡献，但

在全球化时代面临新的挑战。经社会吁请秘书

处增加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并在这方面赞扬

设立亚洲太平洋企业论坛及亚太农业工程机械

中心，这可以协助农村的中小型企业。 

164. 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努力建立亚洲-太平
洋贸易研究网络（亚太贸易研究网），并支持

该举措。 

165.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贸易能力建设方面所
提供的技术援助，尤其是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

活动以及有关世贸组织和多哈发展议程的各项

培训活动。他强调在适当注意质量和效率情况

下确保持续提供这些活动的重要性。他还强调

供方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贸易便利化，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以及企业发展的领域。它吁

请秘书处与这些领域的其它技术援助方案建立

有效的联系，以便避免重复，并加强与包括设

在曼谷的贸易与发展国际研究所在内的其它国

际以及区域和次区域机构的合作。它还强调在

提供技术援助以及确保政策一致性方面继续加

强联合国与世贸组织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 

166.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在执行 2000

年 6 月 7 日第 56/1 号决议“2000－2009 年大湄

公河次区域发展合作十年”和 2002 年 5 月 22

日第 58/5 号决议“在北京设立农工机械中心”

所开展的活动，并敦促秘书处继续酌情开展这

些活动。 

运输基础设施、便利化与旅游事业 

167. 在审议载有国际过境运输合作部长级会议
成果报告的文件 E/ESCAP/1309 时，经社会强调

确保具有效率和符合成本效益的运输基础设施

和服务存在的重要性，这为本区域各国提供全

球市场的有形准入以及其它经济和社会机会。

为实现这一目的，它认为确定轻重缓急和建设

运输基础设施是其中一个要进行的最重要任

务。 

168. 经社会请秘书处继续与各成员国努力实现
建立有利于国内和跨越国际边界的流动、贸易

和旅游事业的一体化、国际多式联运体系的远

景。它满意地注意到通过亚洲公路和泛亚铁路

建立了区域内和区域间运输联系以及改善包括

港口在内的装运和多式联运连接方面所实现的

重要里程碑，兼顾到运输在社会的经济、社会、

环境和安全各方面。同时核准驾驭全球化委员

会第一届会议提议的有关运输基础设施和便利

化的战略。 

169. 经社会对于秘书处与其它联合国机关和各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处理运输和旅游业问题时

共同确定和开展各项活动所采取的配合办法表

示满意。它强调应继续努力争取支持，并与这

些机关和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合作。 

170. 经社会重申以下各项决议的持续相关性和
重要性：1992 年 4 月 23 日有关涉及便利化措施

的道路和铁路运输模式第 48/11 号决议，1995

年 5 月 1 日有关落实《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施

发展新德里行动计划》第51/8号决议，以及1996

年 4 月 20 日有关亚洲内以及亚洲-欧洲陆地桥

梁第 52/9 号决议。它重申对保持《亚洲及太平

洋基础设施发展汉城宣言》势头所作的承诺，

其中包括《新德里行动计划区域行动纲领

（2002-2006 年）》第二阶段。 

171. 经社会注意到若干代表团报告有关其加入
各项国际公约所取得的进展。经社会注意到已

经有多项有关运输和便利化的协定，但是仍然

存在落实的问题。因此，它请秘书处在国家和

区域两级举办讲习班，以便增加了解和协助落

实现有的各协定，其中包括第 48/11 号决议所

列的各项国际公约。 

172. 经社会核准 2006 年及时召开运输问题部
长级会议，审议《新德里行动计划》的执行情

况，并制订一项战略，进一步建立可靠和有效

率的综合多式联运国际运输，这有助于贸易和

旅游事业的发展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 

173. 经社会在认识到亚洲陆运基础设施发展中
会项目对于本区域各国尤其是内陆和过境发展

中国家具有切实的重要性和相关性，重申支持

亚洲陆运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的优先地位，并核

准该项目的订正行动计划(2004-2005 年)。 

174. 经社会欢迎达成了《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

 17



定》，使本区域一级亚洲与欧洲之间实现国际

公路协调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它请各成员国

签署或加入该协定，以使协议早日生效，并在

本区域全面发展国际公路方面起到催化的作

用。 

175. 经社会通过第 60/4 号决议“亚洲公路网政
府间协定”。 

176. 经社会注意到为运输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
性，并鼓励秘书处与区域各成员国努力展示投

资的机会。 

177. 经社会核准制订一项泛亚铁路政府间协
定。它注意到泛亚铁路北方走廊集装箱编组列

车示范运行的规划和落实方面所取得的实际进

展，并敦促各成员国参与。 

178. 经社会敦促秘书处更加重视额外的土地以
及包括南北以及南部走廊在内的陆与海各走

廊。在这方面，它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

现有能力，其代表团请秘书处将有关该国与亚

洲和太平洋的陆地情况进行分析的信息登在亚

太经社会的网址上。 

179. 大韩民国代表团将经社会通报有关大韩民
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重新连接

Gyeongui 和 Donghae 线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并注意到预计 2005 年完成这项工作。 

180. 在亚洲—欧洲运输走廊方面，经社会强调
欧洲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之间的联合工作方案

的重要性，并注意到两个区域委员会 2004 年 3

月在阿拉木图成功地召开了建立欧亚运输联系

第一次专家组会议。强调包括欧加亚走廊(欧洲

-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泛西伯利亚、南北和南

部走廊在内的若干走廊的重要性。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请秘书处查明跨越边界并穿过该国领土

部分丝绸之路。 

181. 经社会注意到各成员国在区域和次区域各
项举措中所进行的积极合作，以建立区域内和

区域间的运输联系，以及制订若干国家运输基

础设施发展举措促进过境交通的发展。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向经社会通报若干促进过境

交通发展的举措(其中包括国家公路和升级，提

高里海和波斯湾各港口的能力，缩短该国北部

与波斯湾之间的铁路连接，将铁路网与巴基斯

坦连接起来。阿塞拜疆代表团向经社会通报为

促进 TRACECA 系列和南北各线过境交通发展所

开展的各项活动。中国代表团指出，它重视并

优先考虑建设一些干线，如有关亚洲公路网与

从该国的东部至中亚的干线，以及邻国之间的

道路连接。 

182. 经社会承认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
(中亚特别方案)作为加强其合作的框架以及融

入欧洲和亚洲各经济体的重要性。它敦促各成

员国和秘书处支持中亚特别方案运输和跨边界

项目工作组所开展的活动。 

183. 经社会请秘书处重视重要阿拉木图行动纲
领。 

184. 经社会确认秘书处为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
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关于过境运

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筹备进程所作出

的努力，以及内陆和过境国家的积极参与。经

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与最不发达国家、发

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高级代表办事处之间

的密切协作，以及在亚太经社会区域落实“路

线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经社会还注

意到应根据阿拉木图行动计划就这一主题开展

进一步的工作，而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负有

主要作用，在双边基础上建立高效率的过境系

统。 

185. 经社会高度赞扬秘书处在运输便利化方面
开展的工作，以及与亚行协作为大湄公河次区

域提供有效援助，筹备便利化协定的谈判。经

社会要求秘书处继续向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提供

指导，并希望这将导致制订一项成员国之间的

多边公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186. 经社会重申致力于并支持《亚洲及太平洋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它赞赏地注意

到为加强各成员国的能力正在开展的一系列活

动，这些活动旨在制订综合政策，促进旅游业

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并促进区域合作，尤其

是注重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

展中岛国以及转型经济体特别关切的问题。 

187. 经社会批准在 2005 年举办一次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政府间会议。经社会认为这次会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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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审评《行动计划》执行情况提供一个机会，

并考虑启动计划的第二阶段，其重点放在从旅

游业出发促进运输联网和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作为扶贫手段。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印度尼西

亚政府提议主办会议。 

188.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于 1997

年成立的亚太旅游业教育和培训机构网(亚太

旅游教培机构网)已成为促进旅游业教育和培

训方面合作的有效机制。 

189. 经社会鼓励秘书处协助各成员国在旅游业
中加快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电子旅游业)，包

括建立预防滥用这些技术的机制。 

190. 经社会感谢中国、印度、日本、荷兰、大
韩民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

方案(艾滋病方案)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现金

和实物捐助。在这方面，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

日本政府一直为亚洲公路网发展提供支助，包

括双边基础设施融资。 

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 

191. 经社会坚决支持亚太经社会的信息和通信
空间技术次级方案，并要求秘书处继续开展工

作，增强各国在应用这些技术和消除数码鸿沟

方面的能力，尤其是通过交流电子商务，电子

社区，电子政府，电子教育，电子卫生和电子

旅游业方面的最佳做法和经济这样做。 

192. 经社会坚决支持亚太经社会的努力，促进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提高处境不利社会群体的能

力，并坚决支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扶贫的

手段。信息通信技术被视作改善穷人的市场准

入和学习机会，并提高社会和公共服务质量的

途径，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因此，经社会鼓励

秘书处先发制人，在包括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

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者中建立加强伙伴关系，

确保为农村社区，尤其是边远的农村社区有效

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193. 鉴于在亚太区域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空间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

经社会强调区域合作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重

大作用以及各国应努力促进这类合作。经社会

要求秘书处继续落实 2001 年 4 月 25 日第 57/4

号决议“为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开展区域合

作”，尤其是加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国

家在信息通信技术政策、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

方面的能力。 

194. 经社会表示完全支持 2003 年 12 月在日内
瓦举行的信息社会首脑会议第一阶段的成果，

并表扬亚太经社会在区域筹备工作方面的发挥

的带头和协调作用。经社会要求秘书处在落实

这一阶段的后续行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包括

监测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协调世界首脑会议

第二阶段的区域筹备工作。 

195.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若干国家在为信息社
会创造有利环境方面的经验和发展动态。经社

会认为有必要制订监测信息社会发展的途径，

包括对指标、衡量办法和方法提出标准定义。

在这方面，经社会欢迎泰国政府提议制订一个

框架，用于“信息社会统一衡量分类列表”，

即衡量信息社会的一系列标准指标。 

196. 经社会支持驾驭全球化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的建议，即根据亚洲及太平洋走向信息社会的

区域路线图制订一项走向信息社会的区域行动

计划。经社会注意到驾驭全球化委员会的建议，

即必须审评在成员国促进宽带部署的最佳途

径，并欢迎进行中的举措，如日本和其它国家

提出的亚洲区域宽带方案。 

197. 经社会确认亚太经社会空间应用促进可持
续发展区域方案(空间区域方案)是一个独特的

区域合作网，促进在有利于本区域可持续发展，

改善生活质量和知情灾害管理方面的空间信息

和通信技术的实际应用，如遥感，卫星通信，

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经社会赞

赏各成员国持续不断地为区域空间方案提供支

持，协助较不发达国家从方案中获准。 

198. 经社会同意应进一步加强区域空间方案，
以便协助其成员和准成员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1
和

全球会议所制订的目标，尤其是信息社会世界

首脑会议日内瓦阶段提出的目标。在这方面，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根据经社会第五十九届会议

的建议，已着手准备筹办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

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并同意

部长级会议将于 2007 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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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考虑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和人员和财产的损
失及其对贫困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经社会赞

扬秘书处在空间技术应用，与自然灾害管理的

相关国际和区域举措协调统一和体制化方面所

开展的能力建设工作。经社会注意到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代表团提出在本区域建立一个附属于

联合国的国际自然灾害管理机关的建议。经社

会赞赏地注意到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的在空间

技术方面开展合作的提议。 

200. 经社会欢迎秘书处和国际电联在信息社会
首脑会议的区域筹备工作以及在其成果的监测

和执行方面所开展的密切合作，包括关于信息

通信技术的区域机构间工作组。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 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在以下方面为增强国
家能力所开展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落实多边

环境协定，环境监测，养护生物多样性，节能，

进一步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水资源管理。它要求

秘书处在其研究和项目中适当注意次区域和国

家各级各项问题。 

202. 经社会强调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
环境、能源和水资源领域开展能力建设和技术

转让的重要性，并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所作的

工作和贡献。经社会还强调秘书处有必要鼓励

更多的利益攸关者在本区域和国家两级参与这

些活动，以便挖掘发挥学术界、民间团体和非

政府组织的智慧。 

203. 经社会欢迎亚太经社会作为落实约翰内斯
堡执行计划的区域机制所发挥的作用。经社会

强调应在国家和区域各级落实优先事项，尤其

是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中所纳入的亚洲及太平

洋可持续发展金边区域纲要所提出的那些问

题。一些代表团对它们从北九州干净环境倡议

中所获得的收益表示感谢，并要求秘书处动员

一切可能的资源加快让这一举措变成行动。 

204.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 2003 年 10 月在曼谷
举行的关于水、环卫和人类住区问题区域执行

会议的成果。经社会赞赏这次会议的最后报告

已提交 2004 年 4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

十二届会议。 

205. 经社会注意到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的成就
仍然低于理想的水平。因此，联合国必须在其

各个机关，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基金和方

案以及其它区域和国际组织之间协调一致地努

力，以确保可持续发展议程得到有效的落实。

经社会建议秘书处为支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

工作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针，并确保区域的投

入能够有效地融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方

案。 

206. 经社会批准举办第五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
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并感谢大韩民国政府提议

在 2005 年 3 月主办会议。经社会建议会议应注

重将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变成具体活动，并赞

赏秘书处所开展的筹备活动。大韩民国政府邀

请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与筹备会议以及部

长级会议。 

207. 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关部长级会议次区
域筹备会议的要求，秘书处指出，包括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在内的各西南亚国家将列入中亚次

区域筹备会议中。 

208. 经社会注意到越来越多亚太成员和准成员
已经作出坚定的承诺加入多边环境协定。经社

会强调秘书处在为落实多边环境协定的承诺开

展能力建设以及提供技术援助方面可发挥带头

作用。 

209. 经社会对东北亚环境合作次区域方案的活
动表示满意，并支持 2004 年 3 月在莫斯科举行

的东北亚环境合作次区域方案第九次高官会议

所通过的建议。 

210. 为确保东北亚次区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经社会要求秘书处推进为促进环境合作所开展

的对话。 

211. 经社会欢迎泰国采取主动行动，为增加可
再生能源的比例制订目标。它还欢迎印度政府

提议为加强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开发

方面的能力建设交流经验和提供培训机会。 

212. 经社会鼓励发展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和制订
节约用水计划，以及区域和国家减灾防灾战略

和政策。为此有人建议应考虑在亚太经社会的

指导下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建立一个抗击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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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震的研究网。 

213. 泰国政府邀请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和准成员
政府参加分别于2004年10月和11月举行的《濒

临灭绝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世界保护大会。 

214.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为贯彻《亚太能源和
可持续发展亚太观点巴厘宣言》而落实 2001 年

4 月 25 日第 57/6 号决议“2001-2005 年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能源可持续开发行动方案、战略和

执行模式”的情况。经社会要求秘书处确保所

有次区域均从培训和咨询服务中获益。 

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215. 经社会收到了有关新出现社会问题文件
E/ESCAP/1310 和 E/ESCAP/1311。 

216. 经社会核准了文件 E/ESCAP/1310 所载的

新出现社会问题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217. 经社会指出，1995 年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
首脑会议就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问题建立了新的

共识。它强调发展是各种相辅相成的社会和经

济因素的复杂结合。它赞扬秘书处处理新出现

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将重点放在没有从本区域

的发展趋势中充分受益的各社会弱势群体。它

申明以权利为本的办法是提高这些群体地位的

有效办法，必须促使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民间

社会参与社会发展。 

218. 经社会重申教育的重要性，并呼吁亚太经
社会区域实现教育普及化，因为教育在社会发

展和经济增长两方面都是国家发展的必要因

素。经社会请秘书处继续支持各国努力促进社

会发展，其中包括改善提供社会服务，尤其是

教育、公共保健和卫生，重点放在处境较为不

利的各群体。 

219. 经社会呼吁秘书处继续协助各成员和准成
员落实《为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建立一个包容、

无障碍和以权利为本的社会琵琶湖千年行动框

架》。若干代表团介绍了其国家为提高残疾人

地位所开展的各个项目，其中包括确保他们获

得教育和职业培训、就业机会、信息和通信技

术、体育和文化参与以及公民参与。 

220. 本区域许多国家积极参与制订有关促进和
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国际公约进程，其中

包括参与为此而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经社会赞

赏秘书处为支助这一进程而安排了许多活动，

其中包括举办区域讲习班，以编写可能通过的

公约全文草稿。经社会要求会员国继续支持和

积极参加公约草案的编写过程。经社会欢迎中

国和日本政府为“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亚太经社会信托基金所提供的年度捐献。 

221.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开展活动以支持《上海
执行战略：2002 年老年问题马德里国际行动计

划区域执行战略和 1999年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

题澳门行动计划》。它重申亚太经社会是本区

域联合国老年人问题活动的联络点。 

222. 若干代表团介绍了为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老
龄问题所进行的立法以及落实的各项政策。经

社会建议今后应以事实为根据审评有关老龄化

问题的全球和区域的授权，并由国家专家在亚

太经社会的支助下进行审评。它呼吁秘书处更

加重视老年妇女的状况，尤其是她们的保健问

题，因为老龄妇女的人数大大超过老龄男人的

人数。 

223. 经社会注意到为落实 2002 年 12 月在曼谷
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及太平洋人口会议所通过的

《人口与贫困问题行动计划》所制订的各项计

划，尤其是将其建议纳入国家发展政策中。 

224. 经社会同意文件 E/ESCAP/1311“新出现社
会问题：趋势、问题和战略”中所载的分析和

各项建议。它指出诸如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

人口老龄化以及内部和国际移民等人口动态要

求将残疾问题政策纳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政策中。 

225. 经社会强调在国际移民领域尤其是关于劳
工移民和防止非正常移民方面加强区域和次区

域合作的重要性。它呼吁秘书处分析国际移民

的原因和后果，其中包括预测未来的趋势以及

评估汇款的用途和影响。 

226. 经社会请成员和准成员通过支持家庭作为
关爱社会的基础庆祝 1994 年国际家庭年十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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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经社会指出，性别是一个交叉性问题，对
若干新出现和老大难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影

响，其中包括移民、贩卖、人口老龄化、残疾

人的权利和尊严、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以及社

会安全网。 

228. 各代表团重申他们的承诺，并表示支持通
过提高妇女地位和将性别纳入主流来促进性别

平等。若干代表团报告了他们在国家和地方政

府两级有关将性别纳入主流所作的工作。介绍

了一例有关国家法律要求政党的候选人总数至

少要给妇女分配 30%的份额。以权利为本实现性

别平等被认为是恰当的，这确保妇女和男人能

充分和平等参与发展进程。这也确保妇女对发

展进程所作的贡献应得到承认。并纳入国家政

策的制定。经社会注意到在落实促进性别平等

的各项措施时需要考虑到各文化特点。经社会

指出目前尚未提供的以性别分类的数据和性别

统计的有用性。 

229. 经社会对本区域贩卖妇女和儿童日益增加
的情况表示关切。区域和国际在打击贩卖妇女

和儿童方面配合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提高

现有机制的有效性。同时，必须加强国内的立

法框架以配合多国和双边的各项举措。 

230. 经社会重申致力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及暴力。各代表团呼吁在地方、国家、区域

和国际各级为此作出努力，并让各政府、民间

组织和国际组织均参与其中。 

231. 经社会欢迎秘书处倡导和促进增强妇女地
位以及将性别观念主流化，并要求秘书处通过

培训、技术援助、交流先进经验和促进区域合

作继续为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提供支助。 

232.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举办《北京宣言》和《行
动纲要》执行情况十年期区域审评和评价。各

代表团期待在 2004 年 9 月在曼谷举行一次《北

京行动纲要》区域执行情况和区域及全球成果

高级别政府间审评会议。在这方面，经社会指

出，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与国际上

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列入《千年宣言》的目

标，挂钩十分重要。经社会强调应从本区域的

观点出发，确保审评过程和高级别政府间会议

富有建设性，并且就国际社会和亚太经社会区

域各政府如何能为实现男女平等而努力开展有

成果的讨论。经社会希望将区域审评的结果适

当地反映在 2005 年 3 月的全球审评中。 

233. 经社会赞扬亚太经社会作为一个高级别政
策论坛的价值，特别是能与卫生组织合作，召

集多个部委将卫生问题列为重大的社会经济发

展挑战的一部分。 

234. 经社会强调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对于预防和
控制新出现和再出现的传染病，如严重急性呼

吸道综合症（非典）、艾滋病毒/艾滋病、禽流

感、肺结核、疟疾和登革热均有重大意义，其

中包括在预防、监测、信息交流和研究方面。

经社会也认识到非传染性疾病的严重性，比如

心脏病，高血压，癌症和糖尿病。俄罗斯联邦

和泰国政府通报经社会它们的合作建议，以及

它们给予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的捐献和其它相关的捐献。经社会也强调了促

进当地和区域在控制和防止吸毒方面进行合作

的价值。 

235. 经社会呼吁秘书处协助加强区域合作、增
加对卫生促进发展的投资，并在资金的调拨、

管理和利用方面提供能力建设项目。经社会欢

迎定于 2004 年 12 月 1-3 日在曼谷举行的卫生

与发展小组委员会的开幕会议，该委员会将把

对卫生的投资作为一项优先的发展问题加以改

进。经社会指出有必要改善为大多数人更易于

负担的卫生保健的提供，并发展创新机制，将

与卫生有关的技术和设备转让给贫困社区。 

236. 几个代表团重申其政府致力于提高为与艾
滋病毒/艾滋病的扩散做斗争所采取的跨部门

对策的整体性和覆盖面并通报经社会许多国家

举措，如设立国家艾滋病委员会、艾滋病控制

项目，增加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人数，

为卫生组织“3 至 5”（到 2005 年让 300 万染

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获得服务）举措提供支

持。这些代表团还介绍了根据联合国对艾滋病

毒/艾滋病承诺宣言（2001 年）以及第七届东盟

国家艾滋病问题首脑会议宣言（2001 年）等全

球和区域授权的基础上制订国家战略所取得的

其它进展。 

237. 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鼓舞的发展动态，经
社会指出在实现千年宣言中与艾滋病毒/艾滋

病相关指标方面总体进展仍然缓慢。经社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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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必须加强区域和区域间合作以加快进展。在

这方面，经社会敦促国际社会增加资源和行动，

包括为加强国家艾滋病毒方案提供能力建设。 

238. 泰国政府邀请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政
府参加与联合国艾滋病方案和国际艾滋病协会

协作、定于 2004 年 7 月 11-16 日在曼谷举行的

第十五次国际艾滋病大会。泰国政府还通报经

社会它将主办在第十五次国际艾滋病大会领导

方案项下的第二次亚太艾滋病问题部长级会议

（2004 年 7 月 11 日）。 

239. 经社会敦促其成员和准成员高度重视与艾
滋病毒/艾滋病扩散作斗争，并继续倡导全面动

员所有部门和各级政府将艾滋病毒/艾滋病问

题融入国家发展规划、部门计划和扶贫战略。

经社会指出必须对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外已证明

行之有效的各项战略进行研究。 

240. 此外，经社会强调，非常重要的是，为最
易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年轻人开展生活技能培

训，以带来有效的行为改变。这种培训是可行

的方式，能够协助年轻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从而保护他们免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感染，同

时也免受肥胖和抽烟等其它非传染性健康问题

的困扰。 

241. 经社会通过了第 60/2 号决议，“加强公共
卫生能力建设区域行动倡议”。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岛国 

242. 经社会收到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第
八届会议的报告（E/ESCAP/1312）。它感谢秘

书处的综合报告，并核准其中所载的有关 2 个

实质性议程项目的建议：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的

城市管理问题以及振兴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

中心（太平洋业务中心）。 

243. 有关城市管理问题，经社会注意到太平洋
发展中岛国的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国家和地方

两级政府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迎接这些城市增长

的挑战。经社会指出，各政府认识到管理城市

发展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有些政府制

订了各项立法和政策，并落实各个项目处理这

些紧迫的问题。经社会承认制约城市发展的因

素，尤其是在传统土地所有制以及私人土地市

场和公共土地供应有限。它注意到棚户住区的

形成。经社会通过了第 60/7 号决议，“太平洋

城市议程”。 

244. 经社会赞赏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的改革努
力，以振兴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更好

地满足太平洋岛国的需要。它强调有必要与各

区域组织进行密切合作，满足太平洋岛国的需

要。他还赞赏秘书处设立太平洋业务中心咨询

理事会，为中心的工作优先事项提供指导，以

促进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对各项工作方案

更大的自主性。 

245. 经社会注意到将太平洋业务中心从维拉港
即将搬迁到苏瓦。瓦努阿图代表团对协商进程

以及搬迁落实的步伐表达保留意见。它指出，

自 1984 年以来中心工作很有效率，并对瓦努阿

图的经济作出贡献。经社会注意到，与太平洋

各成员和准成员及咨委会，以及在经社会第五

十九届会议期间开展了协商进程。它进一步指

出，搬迁有利于各太平洋岛国，因为这将有助

与其他联合国机关和区域组织更多的互动合作

并加强亚太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 

246. 经社会注意到太平洋岛国从太平洋信托基
金所得到的益处，并感谢捐助者为基金提供捐

助。一代表团请秘书处提供有关基金的详细情

况。 

247. 秘书处还注意到日本自 1997 年以来主办
三年一次的太平洋岛屿首脑会议，尤其是支持

基于人类安全概念的冲绳倡议，该倡议的优先

项目为安全、教育和能力建设、环境、保健和

卫生、贸易和经济增长。 

248. 经社会敦促秘书处在定于 2004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在毛里求斯举行的发展中小岛国

可持续发展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十年回顾国际会

议后，组织区域一级的后续行动。 

249. 经社会赞赏各区域委员会以及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高级代表

办事处对国际社会的最弱势成员重新作出承

诺。为使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

中岛国能够迎接全球化给它们带来的发展挑

战，各国家、区域和国际政策的制定应符合《千

年宣言》、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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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岛国的各项全球行动纲领所确定的目标以

及多哈回合和《蒙特雷共识》所做的承诺。 

250. 经社会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
和发展中岛国对其自身发展负有责任。他们已

采取步骤筹集自身的财政资源、消除腐败和促

进善政。但是，这些国家仍然面临结构的制约，

因为它们经济规模小，依赖有限的商品、受地

理的限制，并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经社会注意

到它们的发展的前景因援助下降，无法偿还债

务。持续贸易壁垒以及国家收入的下降而受到

影响。 

251. 经社会指出，必须通过区域合作，各区域
组织提供的援助，振兴本区域的各经济体，并

改善经济基础设施和促进贸易，才能解决这些

制约因素。它进一步指出，应增加对教育、卫

生、农业和公共行政提供援助。农业产品进入

发达市场以及分享科学，技术和知识也可以创

造机会使穷人受益。在这方面，经社会赞赏联

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该基金由联合国管理，

将有助于增强个人和社区的权力。 

252. 经社会还感谢各捐助国和国际组织支助亚
太经社会为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太

平洋发展中岛国造福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253. 经社会通过了第 60/6 号决议，“振兴联合
国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 

方案规划与评估 

2006-2007 年战略框架草案 

254. 经社会收到了第 E/ESCAP/1313/Rev.1 号

文件，其中载有亚太经社会 2006-2007 年战略

框架草案，以及载于第 ESCAP(LX)INF.3 号文件

的秘书处就该主题提交的摘要说明。 

255. 执行秘书在其介绍中指出，该拟议的两年
期战略框架取代在目前的两年期中良好指导方

案规划的四年期中期计划。战略框架的这个改

变，是秘书长对于大会关于加强联合国的授权

的回应，使得联合国组织可以更好地使得其规

划文件与两年期方案预算相一致，能够对变更

作出更快的回应。 

256. 经社会得知，所提交的次级方案规划文件

的初步草案已经由在 2003 年下半年开会的所有

三个专题委员会核可。目前形式的战略框架已

经在 2004 年 3 月和 4月由咨委会审评。咨委会

的意见和建议，以及联合国总部所收到的意见

和建议都已经纳入本战略框架草案，载于第

E/ESCAP/1313/Rev.13 号文件。咨委会在 2004 

年 4 月特别会议上提出的补充意见，反映在第

ESCAP(LX)INF.3 号文件中。 

257. 经社会核可了 2006-2007 年战略框架草

案。该草案的目的是加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

国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及经济社会发展，以协

助它们达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

国千年宣言》所载的目标，对秘书处编写出一

份高质量的草案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这份草

案依照扶贫、驾驭全球化和解决新出现的社会

问题的优先次序，反映了亚太经社会基于成果

的工作方法。 经社会还提出了意见，以便将重

点集中在战略框架的目标、战略和预期成就方

面，并且强调必须与其他国际方案和机构进行

协调以防止重复。 

258.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在关于贫困与发展的
次级方案 1的预期成就（1）项下，组织将重点

放在新出现的贫困女性化的测定方面的能力建

设活动是有益的。 

259. 一个代表团注意到，在关于统计的次级方
案 2 中，需要有更多的互动，尤其是在最不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动，以便解决测

定贫困的方法、观念和做法的一致性的问题，

达到可比性。 

260. 一个代表团建议，在关于贸易和投资的次
级方案 4 中，亚太经社会应该发布指导方针，

以减轻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带来的消极影

响。 

261. 在关于运输和旅游事业的次级方案 5 项

下，一个代表团指出诸如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

定等区域和次区域协定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必

须加强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协调和合作。另一

个代表团建议将旅游事业加入预期成就（1）的

基础设施和便利化重点。另一个代表团提议亚

太经社会查明岛国成员可以籍以充分利用亚洲

公路和泛亚铁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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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在关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次级方案 6 项
下，一个代表团指出，虽然已经制定出监测优

先项目和措施的指标，这些指标必须与国际承

诺相一致。另一个代表团建议设立一个新的机

构，来处理和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有一个代

表团认为，这项次级方案的战略声明应该提及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金边区域纲要》，

因为它将是亚太经社会本身的举措的一种反

映。其他一些代表团则认为，既然《区域纲要》

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筹备过程的

一部分，因此它被包括在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之内，无需再特别提及。 经社会同意将下列案

文加入次级方案 6的战略说明第（1）节的末尾：

“充分反映出《金边区域纲要》的一些显著特

点的⋯” 

263. 一个代表团认为，在关于信息、通信和空
间技术的次级方案 7 中，需要有一个关于共享

主体带宽和促进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因特网结

点交流的机制，以实现更可靠、管理良好廉价

的因特网基础设施。这个代表团强调必须避免

与这个区域现有的机构和活动重复。这个代表

团表示，这项次级方案战略声明的三个段落的

原文（载于 E/ESCAP/1313）应该予以保留，并

且强调说这不是一个文体问题，而是一个实质

问题，因为核可战略框架是各成员国的作用所

在。秘书处解释说，各种方案的战略框架必须

有一致性，而联合国总部目前的指示是，只在

框架的总的方向的章节中提及协调以免重复，

以及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连贯一致，这个做法

适用于亚太经社会战略框架的所有次级方案。

两个代表团表示支持在总的方向的章节中，而

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次级方案中包括有关避免重

复的规定。其他一些代表团表示，经社会应该

更加集中于框架的内容，而将具体措词让秘书

处来做，因为这是秘书处的一份文件草案。 

264. 在关于社会发展，包括老大难问题和新出
现的问题的次级方案 8 项下，一个代表团强调

了各国之间连续不断的互动的重要性，在防治

艾滋病/艾滋病毒和有关收集这个敏感问题的

可靠统计资料的问题上尤其如此；这个代表团

并且注意到这项次级方案对于各非政府组织和

公民社会在这个事项上的作用的强调。另一个

代表团指出，有必要更加集中于公共卫生问题，

特别是各发展中国家的宣传工作。 

265. 有人提出建议，认为战略框架应当最终导
致更加具体的活动，以便能够将资源更加集中

于亚太经社会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里的主要优

先项目。秘书处回应说，具体活动和做法的细

节将反映在两年期工作方案草案中，这项草案

将于 2004 年晚些时候编写，然后提交给经社会

第 61 届会议。 

266. 有人建议说，较高水平的指标，诸如所制
定的政策的内容（反映男女差别、以权利为本

的，以及所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等内容）和增

加可获信息、通信等，以及与千年发展目标的

指标相应的指标等，可以更好地衡量方案的落

实是成功还是失败。秘书处注意到经社会的意

见，并且告知，预期成就的水平和成果的指标

是经与联合国总部磋商后才决定的，以便确保

连贯和一致。将制订影响指标用于长期性的评

估，但是目前在战略框架中出现的指标是用于

监测的目的的。 

267. 为了确保基于成果的方法更加有效、有益，
有人建议经社会保持明确各区域机构的作用和

职责，以便向各有关次级方案提供的服务具有

高效率。 

268.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在战略框架的中期时点
编写一份临时报告，以便评估已经取得的进展，

并且确保现实的成果指标。秘书处注意到有必

要不断进行监测和评估，同时必须增加动员资

源，以便有效地开展各种规划的方案活动。 

269. 有一个代表团鼓励各经社会成员国，特别
是担任方案协调委员会、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员的国家，发

挥更加积极、协调的作用，在这些政府间机构

审议战略框架时予以支持。另一个代表团呼吁

各捐助国和国际机构支持 2006-2007 年战略框

架草案，以便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特别是贯彻扶贫政策，缩短收入差距。 

270. 有一个代表团要求所执行的活动应该最终
对各成员国，特别是内陆发展中国家、最不发

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产生具体的和可以测定

的结果。在这方面，他们建议应该将更多的努

力放在对于受益国具有长期影响的以政策为导

向的研究和建议上。这个代表团进一步建议经

社会在规范工作、常规预算和以特别预算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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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先事项之间保

持一种平衡。 

2002-2003 年方案业绩报告 

271. 经社会收到了第 E/ESCAP/1314 号文件，其
中载有 2002-2003 年方案业绩报告。 

272. 执行秘书指出， 2002-2003 年方案业绩报
告反映了秘书处的第一次基于成果的报告方

法。 

273. 2002-2003 年以主题领域分的方案成果的
要点、在经社会的七项次级方案的每一项下所

进行的活动的综合成果，以及所获得的教益都

包括在这份报告中。 

274. 这份报告通过集中对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进
行更有意义的质量方面的报告，而不是数量方

面的产量交付，突出了 2002-2003 年的方案成

果。这份报告基于秘书处的产品和服务的终端

使用人那里所收集的证据，以及从涉及审核期

间的评估结果所收集的证据。 

275. 经社会对于秘书处编写出一份第一次反映
一种基于成果的报告方法的，重点突出、简明

扼要的方案业绩报告表示祝贺。代表们认为，

报告中所载的所获得的教益对于今后的方案规

划有好处。有一个代表团请求今后能够更加具

体地报告目标和预期成就。 

276.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亚美尼亚、柬埔寨和
尼泊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鼓励秘书处做

更多的工作以方便其他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一个代表团强调了在执行技术合作和能力

建设活动中连续性、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性，特

别是对于加强本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的谈判技巧和实施能力而言。它包括各有

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与捐助国之间的有效协

调，以避免重复。 

277. 执行秘书感谢经社会提出的建设性的建
议，并且认识到，随着文件记录详尽和密切监

测的方案的实施，技术合作活动正在不断改善

之中。他注意到，贸易和投资次级方案正在将

协助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列为优先事项。 

 

2004-2005 年方案修改建议 

278. 经社会收到了第 E/ESCAP/1315 号文件，其
中载有 2004-2005 年方案修改建议。 

279. 执行秘书说，2004-2005 年方案修改建议
反映了经社会第 59 届会议第 2 阶段所通过的

经社会的新任务，以及经社理事会和大会查明

的新出现的全球优先事项。 鉴于从以产量为导

向的报告方法到基于成果的管理的转变，秘书

处建议只就产量一级主要的方案修改提出建

议。 

280. 经社会表示，修改的建议将有助于更加好
地将资源用于优先方案领域，并且将进一步有

助于基于成果的方法。 

各区域机构的工作调整 

281. 经社会收到了 E/ESCAP/1316 号文件，其内
容有：关于各区域机构，亚太技转中心、杂豆

根茎作物中心以及亚太统计所的工作调整，以

及对新成立的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工作介绍。 

282. 执行秘书在介绍时指出，经社会在第五十
九届会议的第二阶段审议了对亚太技转中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和亚太统计所的评估结果，

并提出了它们的工作调整建议以便改进他们的

效益，作为亚太经社会振兴的一个部分。这一

工作调整的过程是为了能够重新制订区域机构

的努力方向，使他们的工作有助于实现相关亚

太经社会次级方案的预期成就。区域机构的工

作人员参加了培训讲习班和由秘书处在 2004 年

早期举行的磋商，目的是加强他们在执行方案

中的技能，通过着眼于成果的管理，后勤规划

途径和协调工作方案的制订来达到这一目的。

这导致了区域机构的工作方案能更好地响应其

目标群体，更集中于解决优先问题，并能更好

的顺应于亚太经社会 2004 年至 2005 年的工作

方案以及 2006－2007 年战略框架。此外，也作

出了积极的努力来协调区域机构章程使其工作

方案能够更好的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和规则，置

于联合国政府间机构审评过程之下。 

283. 经社会表示支持必要的努力以便调整区域
机构的活动，与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一致，并

确保它们的管理结构与联合国政府间审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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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经社会期待着这一工作调整能够通过密

切的协商和各个成员和准成员及其他利益攸关

者之间的合作进行下去。这一过程的最后的结

果应该是确保根据联大授权的适当的政府间审

查过程开展对区域机构的方案、行政和财务方

面的政府间审评，从而满足所有的亚太经社会

成员和准成员的需要和要求。也必须努力来促

进在各个区域机构间的协调和避免重叠。 

284. 一个代表团认为，区域机构的方案规划和
评估过程与亚太经社会结合可在不解散其理事

会或淡化成员和准成员对于这些机构的管理方

面的作用的情况下实现。该代表团指出，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的国家代表和联合国新闻中心的

负责人是和各个有关成员国进行磋商后所任命

的，因而以符合联合国的规章制度的方式与各

个区域机构的理事会进行磋商进程应该是可能

的。 

285. 一个代表团认为，区域机构的理事会应该
审议各自机构的工作方案，但不是职员的招聘。

在招聘区域机构主任的过程中不应有任何协商

的程序，因为招聘应该是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

条例和细则进行的。 

286. 执行秘书指出，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
和细则和秘书长给予的权力，所有亚太经社会

的工作人员，包括区域机构的主任，应该由执

行秘书任命，而不能采取与各个政府或者有限

制的政府集团磋商进程，因为这样不符合联合

国既定的惯例。 

28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亚洲及太平洋技
术 转 让 中 心 ( 亚 太 技 转 中 心 ) 的 报 告

(E/ESCAP/1317 和 Corr.1)。经社会赞赏这一中

心为技术能力建设，促进和管理革新，以及在

一些部门加强次区域和区域联网，亚太区域中

小企业和中介能更好的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288. 经社会欢迎印度政府宣布，印度政府将其
给予亚太技转中心的捐款增加一倍，每年达 20

万美元。经社会也赞赏地注意到印度政府向亚

太技转中心所提供的东道国设施，以及包括大

韩民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组织给予的财政援

助。 

289. 经社会也认为有必要加强亚太技转中心的

活动，并敦促其它成员和准成员考虑增加它们

对于中心的每年的捐款，以便使这一机构能够

为成员和准成员更有效的定期和持久的提供技

术转让服务。使中心的授权能够更好的适应新

的需要，将有助于使它的活动更有实际意义并

且推动进一步的资源的调动。 

290. 经社会注意到巴基斯坦和泰国希望能够成
为亚太技转中心理事会的成员。 

291. 一个代表团在谈到亚太技转中心理事会第
十八届会议的建议时，认为亚太技转中心在电

子技术转让，发展中小型企业电子商务，促进

在农村地区转让和使用技术的好的做法等活动

都应得到加强。 

292.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杂豆根茎作物中心的
报告。经社会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东道国

设施，感谢日本政府提供定期财政援助。经社

会还指出，所有成员和准成员以及秘书处都要

作出更多的努力来保证长期的财政和机构支

助，包括人力资源，这对于中心的长期的运作

是不可缺少的。此外，中心应更好地利用其常

规活动和项目的现有资源。 

293.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 2004 年 3 月 22 日中
心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也就是

将中心的名字改为“亚洲及太平洋二类作物开

发扶贫中心”(CAPSA)并且修改中心的章程以反

映出中心工作的调整。经社会通过第 60/5 号决

议“中心通过亚洲及太平洋二类作物开发进行

扶贫”。 

294.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统计所的报告
(E/ESCAP/1319)。经社会赞赏研究所在执行战

略方案以改进和发展成员和准成员在统计方面

的能力方面的业绩，举办了研讨会、讲习班和

国家统计官员培训，其中很多官员都已经成为

他们国家的高级官员。在这一方面，亚太统计

所主任的努力是特别值得提出的。但是，经社

会强调亚太统计所应得到更稳定的财政基础使

其能更有效地满足它的成员和准成员的不断更

新的需要。 

295. 经社会欢迎日本政府明确地表示为 2004

年 4 月至 2005 年 3 月期间亚太统计所提供

1,743,300美元的现金和1,827,700美元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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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助。日本政府与亚太统计所合作通过日本国

际合作机构还将接受大约 75名学员参加各个统

计相关培训班。但是，经社会指出，只有亚太

经社会的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新的现金捐款或增

加捐款额，以及联合国开发署和其它国际机构

提供技术援助，才能确保亚太统计拥有坚实的

财务基础。 

296. 经社会表示支持亚太统计所理事会的建
议，采用三年而不是五年战略计划，使之成为

更为有效的方式，根据各国不断变化的培训需

要和形势调整项目。 

297. 经社会欢迎亚太统计所独立评估报告中提
出的建议，也就是该研究所在区域统计训练活

动中应发挥协调作用，这包括协调与其它区域

和国家培训机构的活动。经社会建议秘书处与

成员和准成员协商制订落实这一建议的具体措

施。可能的做法包括亚太统计所与各个成员统

计部门合作组织培训活动，更好地协调这些机

构的活动，以满足不同统计的需要。亚太统计

所还应大大扩大其活动，解决全球化时代新出

现的统计问题和对统计培训的需要。例如，亚

太统计所应强化国家统计机构在信通技术、统

计、新经济指标和小组调查方法领域的能力。 

298. 若干代表团建议亚太统计所也要重视具体
的国家的需要，这些需要可能不一定反映在亚

太经社会的优先专题之中，包括举办基于行政

管理的统计来源国别培训班以及小区域估算，

和进行普查活动的先进创新技术的培训以加强

成员国进行普查的能力。 

299.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洲和太平洋农业工
程与机械中心的报告(E/ESCAP/1320)。 

300. 委员会还满意地注意到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在 2003 年 11 月 19 日在联合国和中国政府签署

了总部协定后在北京建立。经社会感谢中国政

府根据同一天由联合国和中国签署的行政和财

务安排补充协定已作为首期付款为亚太农工机

械中心的机构费用提供了 200 万美元。它还对

中国政府为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提供的东道国设

施表示感谢。 

301. 经社会注意到，作为一个新的机构亚太农
工机械中心面临着很多挑战。经社会期待着秘

书处能够增加方案和筹资的支助使中心能尽快

的自力更生，并希望亚太经社会的成员和准成

员，包括捐助组织在内的利益攸关者，以及其

它国际组织能够在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资金筹

集和项目便利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以便实

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减少贫困的目标。关于

文件 E/ESCAP/1320，附件一，经社会还认为，

在正常情况下，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总务人员

应该根据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的实际需要而逐步

逐步的加以招聘。 

302. 经社会认为，农工机械中心的战略(见
E/ESCAP/1320，附件三)应该包括通过发展中国

家间技术合作来努力转让技术知识，包括促进

和改善亚太经社会区域机构之间的协调和联

系。 

303. 经社会注意到大韩民国政府主动提出在大
韩民国建立一个区域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以缩

小数码鸿沟。大韩民国政府表示关于建立这一

中心的决议将提交给经社会的第六十一届会议

而不是本届会议，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与成员

国和准成员国进行细节磋商。 

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和 

宣布捐款意向 

304.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 E/ESCAP/1321，其中载
有 2003 年技术合作活动和预算外捐款概况。 

305. 执行秘书通报经社会，作为亚太经社会振
兴进程的一部分，秘书处已进一步突出其方案

重点，并且提高其技术合作活动的效率和影响，

这些活动正逐步转向较长期，综合，跨学科和

更具有催化性的项目，并且与更多的伙伴合作。

他指出，秘书处根据其区域授权和跨学科性质

确信，通过这些努力，亚太经社会将能够全面

利用在主要特长领域的相对优势，以协助成员

国开展能力建设。 

306. 执行秘书将亚太经社会的工作重点放在三
个优先的专题领域：扶贫、驾驭全球化和新出

现的社会问题，执行秘书指出亚太经社会技术

合作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协助本区域各国实现国

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在千年宣言中所载的

目标，以及落实联合国重大的区域和全球会议

的成果。同样重要的是，亚太经社会以注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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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管理为基础，正在转向采取综合性方案途

径，以技术合作项目帮助实现亚太经社会两年

期工作方案次级方案的预期成果。亚太经社会

也在寻求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民间社会更大程

度的参与。 

307. 关于方案的综合编制，执行秘书通报经社
会，亚太经社会的一揽子项目反映出将秘书处

技术合作资源集中用于较少和更为大型的项

目，以便取得更大的影响力。2003 年单个项目

的总数比 2002 年减少 15%。在过去一年，有 69

个大型技术合作项目在进行中。亚太经社会进

一步努力开展方案和项目的监测和评估，在

2003 年接受评估的主要项目和区域机构的数字

就反映出这一点(共 12 个)。例如，秘书处对主

要的龙头项目进行了评估，并针对其相关性和

影响力评价了其效力。 

308. 执行秘书报告，2003 年亚太经社会收到的
用于技术合作活动的，分别来自联合国内外渠

道的捐款总额共达 1350 万美元，与上一年的捐

款款相当。通过在监测和评估方面加大工作力

度，2003 年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活动交付额共

达 1400 万美元，比 2002 年的 1190 万美元有所

提升。 

309. 执行秘书还指出，由于亚太区域各政府对
技术合作活动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亚太经

社会正在加紧努力扩大其预算外供资基础，包

括转向与其它联合国机构，私营部门，和其它

政府通过费用分摊安排建立更强有力的伙伴关

系，以便更好地协助成员和准成员。 

310. 经社会注意到 2004 年各成员和准成员的

以下认捐额。 

311. 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代表指出其政府将在
稍后向秘书处通报其捐款意向。 

312. 文莱达鲁萨兰国。文莱达鲁萨兰国代表宣
布，她的政府将作出以下捐款： 

亚太统计所 15 000 美元 

太平洋信托基金 1 000 美元 

另外文莱达鲁萨兰国还将为亚太发展中心捐款

20,000 美元，有待最后确认。 

313. 柬埔寨。柬埔寨代表向秘书处表示他的政
府将作以下捐款：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1 500 美元 

亚太统计所 1 000 美元 

314. 中国。中国代表强调其政府高度重视亚太
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中国积极参与这些活

动并向亚太经社会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在上海主办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就说明这

一点。中国政府为本届会议提供的财政支助比

以往届会多出几倍，并强调其政府愿意在其能

力范围内继续提供支持。中国政府将在稍后提

供最后数字。 

315. 印度。印度代表表示其政府感谢秘书处在
2003 年在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他

指出 2003 年 11 月 32 个国家一致通过《亚洲公

路网政府间协定》是亚洲公路网协调发展的一

个重大的里程碑。亚太经社会/世贸组织的培训

项目帮助了一些成员国加入世贸组织。印度代

表要求秘书处就妇女参与地方政府区域人才中

心提供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该中心是在亚太经

社会援助下设立的。他建议也应当向所有成员

国宣传亚太经社会提倡的立足社区的参与发展

方针所取得的成功典型。他要求以下方面提供

更多的信息：亚太经社会为设立一个工商咨询

小组作为与私营部门开展活动的渠道所开展的

工作。他指出，在成员国中印度在提供预算外

资源方面排列第六位。他还表示有兴趣根据所

需开展的项目建立一个捐款基金。 

316.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代表指出为了更
有效地利用向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技合)活

动提供的为数不多资源，就必须积极地推动和

促进成员国之间及其与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开展

充分的合作。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技术的迅

速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必须将这种发展加以最

佳的利用。他建议亚太经社会可更有效地利用

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成员国之间协调和信息交流

的途径，以便加强和最大限度地开展技合活动。

他指出其政府继续支持亚太经社会的区域机

构，并确认这些活动对于提高印度尼西亚国家

能力所具有的重要性。 

31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

 29



表表示他的政府赞赏秘书处在 2003年所做的工

作，并且表示他的政府将继续为技术合作活动

提供支助。他的政府将作以下捐款： 

亚太经社会 20 000 美元 

亚太统计司 10 000 美元 

亚太技转中心 10 000 美元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15 000 美元 

318. 中国澳门。中国澳门代表表示将为亚太统
计所捐款 12,000 美元和为亚太发展中心捐款

8,000 美元。 

319.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代表重申该国继续致
力于促进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马来西

亚从亚太经社会的咨询服务，助研金和培训活

动中获益。马来西亚与亚太经社会的第三国培

训项目合作安排已经进入第七年。马来西亚的

国家公共行政管理研究所与亚太经社会协作举

办环境和信息技术管理培训班。马来西亚将继

续通过提供培训、实地考察和咨询服务与其它

发展中国家交流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发展经

验。马来西亚政府同意与亚太经社会合作执行

一项有效提供农村社区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能

力建设项目，并将通过捐助 20,200 美元与亚太

经社会分担费用。至于捐款意向，她宣布其政

府将保持目前的水平。 

320. 缅甸。缅甸代表表示，他的政府将作以下
捐款：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2 000 美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1 000 美元 

亚太统计所 1 000 美元 

321. 菲律宾。菲律宾代表宣布他的政府将作以
下捐款：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7 000 美元 

亚太技转中心 4 000 美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6 000 美元 

亚太统计所 10 000 美元 

322.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代表通报其政府将在
适当的时候宣布其捐款意向。 

323.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代表指出其政府将维
持其捐款并将在稍后提供准确数字。 

324. 泰国。泰国代表宣布其政府将提供以下捐
款： 

亚太技转中心 15 000 美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10 000 美元 

亚太统计所 20 000 美元 

处境不利的转型经济体和蒙

古出席会议的信托基金 

2 000 美元 

太平洋信托基金 1 000 美元 

泰国将向台风委员会捐款 12,000 美元，向热带

旋风信托基金捐款 2,000 美元，并向东亚和东

南亚地学协委会捐款 40,000 美元及 1,320,000

铢。 

325. 越南。越南代表转达越南政府对亚太经社
会的培训活动的赞赏。他表示，他的政府希望

保持对其他亚太经社会区域机构捐款的同时，

增加其对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捐款，最后确

定数字，将在适当的时候转告秘书处。 

326. 经社会表示对 2003 年技术合作活动的综

合报告表示满意，并且强调各政府赞赏由亚太

经社会所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它还注意到许

多成员和准成员从秘书处的技术合作活动中受

益，其中包括由区域机构所开展的活动和有关

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活动。 

327. 世界贸易组织赞赏自从 1999 年与亚太经
社会签署了两组织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后两个

组织间的非常良好的合作。在这一方面，世贸

组织和亚太经社会共同组织了有关多边贸易系

统的几个课题的培训方案，其中包括以下的题

目：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贸易谈判技能，

贸易设施，多哈发展议程和电信。在 2004 年，

亚太经社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将为计划在亚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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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区域举办的 5 个联合区域培训班各自提

供 50%的费用。 

328. 气象组织也赞赏与亚太经社会的出色合
作，包括在 2003 年签定了谅解备忘录，鼓励两

个组织进行更密切的合作，通过台风委员会和

热带旋风小组和最近关于支助东盟国家区域烟

雾监察行动计划加强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将继

续支助亚太经社会在本区域的工作。 

329. 秘书处表示赞赏所有亚太经社会捐助国、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和各个伙伴给予的支持，这

些支持对于本区域的技术合作方案不可缺少。

秘书处表示它将考虑到各个代表团提出关于进

一步加强技术合作活动的效益的建议。经社会

也得到保证，秘书处将继续作出最大努力来解

决发展中国家和领土，实现在千年宣言中提出

的目标方面的需要，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

岛屿国家、内陆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需要。秘

书处满意地注意到各个成员和准成员作出的认

捐，重申它们将继续承诺经社会成立时所制订

的任务和目标。 

330. 经社会通过第 60/3 号决议“亚太经社会落
实其技术合作项目的工作”。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

委员会的活动 

331.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 E/ESCAP/1322 和

Add.1，其中载有咨委会报告员孟加拉国代表介

绍的咨委会的报告。 

332. 在 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4 月审查期内，
咨委会举行了 8次例会、3次非正式工作组会议

以及 2 次特别会议。咨委会在 2 次特别会议上

详细审查了亚太经社会 2006-2007 年战略框架

草案。咨委会的例会审议了其它一些问题，涉

及方案规划、监测和评估，其中包括 2002-2003

年方案业绩报告和 2004 年 4 月-2005 年 3 月拟

议会议和培训项目日历。秘书处每月一次的关

于“进行中的亚太经社会举措”吹风，使咨委

会成员能够在项目的实施阶段提供投入。 

333. 咨委会根据其职权范围，在成员和经社会
秘书处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并就亚太经社会

工作方面的问题向执行秘书提供咨询和协助。 

334. 咨委会积极参与了对经社会最近几届会议
成果的审议，特别是经社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以

及历届会议通过的决议以及第五十九届会议第

二阶段会议主要成果的执行计划。咨委会在经

社会第六十届会议的规划方面向中国政府以及

秘书处提供了广泛的意见，并对经社会第六十

一届会议的暂定日期、地点和主题提供了投入。

咨委会还审议并酌情讨论了秘书处最近举办的

其它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及其成果，其中包括

三个新的专题委员会以及统计小组委员会的第

一届会议，2003 年 11 月 17-18 日在曼谷举行的

拟订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政府间会议，和

2004 年 4 月 20-21 日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太平洋

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第八届会议。 

335. 咨委会审议的其它事项包括：在亚太经社
会总部以外的地方举行经社会会议、秘书处与

成员和准成员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及 2004 年 6月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即将访问亚太经社

会等问题。 

336. 经社会注意到咨委会为成员与秘书处之间
以及成员之间的沟通提供建设性的渠道方面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建设性的密切进程进一

步提高了透明度、效率、效果和对成员和准成

员的需要的响应程度。经社会赞赏执行秘书定

期向咨委会吹风，介绍他在外界参加会议的情

况以及与联合国系统内外其它组织协调的情

况。经社会还感谢秘书处为咨委会会议提供了

出色的服务。 

337. 经社会希望继续努力使咨委会对亚太经社
会活动和经社会工作的投入更有意义。咨委会

的辩论应该更加活跃，所有有关各方应更加积

极参与，这会使咨委会对于亚太经社会及其成

员更有用处。 

338. 经社会强调咨委会的优先事项应包括执行
亚太经社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就亚太经社会

与本区域其它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各种行政和金

融方面的事务交换意见，以及就通过经常预算

和预算外资源提供资金的技术合作活动进行吹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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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政府间机关的报告 

东亚和东南亚地学方案协调委员会 

339. 经社会收到秘书处转来附有说明供其参考
的地学方案协调会的报告(E/ESCAP/1323)。 

340. 经社会注意到在过去一年里，地学方案协
调会成功地执行了它所计划的大部分活动，以

加强成员国在地学方案的协调、继续进行人力

资源开发和机构能力建设，并且促进在成员国

和与其合作的国家和机构之间的技术信息的流

通。 

341. 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地学方案协调会几
个重大项目的执行进展：电子编纂地学图项目

（第 5 阶段），地下水和地热数据库，石油政

策和管理以及资源评估和规划项目（第 2阶段），

以及全球矿产资源评估。经社会注意到正在进

行之中的项目：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用于

山崩风险分析。 

342.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成员国对地学方案协
调会的工作及其与亚太经社会在交流信息和进

行技术活动中的合作作出有力承诺和坚决支

持。 

343.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国际社会给予地学方
案协调会的支持仍然是强有力的。 

湄公河委员会 

344. 经社会收到秘书处转来附有说明供其参考
的湄公河委员会的报告(E/ESCAP/1324)。 

345. 经社会注意到湄公河委员会在 2003 年执
行其核心方案、支助方案和部门方案中所取得

的重要成就和进展。其核心方案，即流域发展

计划、水资源利用方案、环境方案和最近核准

的洪水管理和减退方案，都是湄公河委员会的

目标的中心活动。这些方案针对流域发展方面

的关键问题，在捐助界的强烈支持下进展顺利。

经社会注意到在执行其它方案和项目方面所取

得的显著的进展，如，渔业方案、农业、灌溉

和森林方案、航运方案、水文网改进项目和能

力建设方案。 

346. 委员会了解到，湄公河委员会 4 个下游沿

河国和另 2 个上游同流域国家中国和缅甸之间

加强了合作。经社会注意到，在 2003 年洪水季

节期间，中国水资源部和湄公河委员会之间的

水文情报交换首次根据 2003 年 4月 1日关于该

议题的双方协议付诸实施。 

347. 经社会还赞赏地注意到湄公河委员会和亚
太经社会合作，在发展人力资源促进在水利资

源方面的战略规划和管理，将内陆水运基础设

施纳入多式运输网络，为执行经社会 2000 年 6

月 7 日的第 56/1 号决议“2000-2009 年大湄公

河次区域发展合作十年”作出贡献。 

台风委员会 

348. 经社会收到了由秘书处转来供其参考的台
风委员会报告(E/ESCAP/1325)。 

349.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台风委员会在气象和
水利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进展。这两个部分从属

于台风委员会有关气象预报和警报，洪水预报，

防灾减灾，加强民众对台风和水灾了解的区域

合作方案执行计划。经社会还注意到，根据培

训和研究部分而开展的许多活动方面取得了进

展。 

350.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台风委员会秘书处成
功地与在减少灾害领域里工作的国际机构和发

展互利的联系，例如国际洪水网，亚洲备灾中

心和亚洲减灾中心。 

351.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所有台风委员会成员
对于台风委员会工作的有力承诺和坚定的支

持。也注意到亚太经社会与气象组织继续合作

向台风委员会提供支助。 

352. 经社会注意到对台风委员会的业务和结构
正在进行的审评。 

热带旋风小组 

353. 经社会收到秘书处转来附有说明供其参考
的热带旋风小组的报告(E/ESCAP/1326)。 

354.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该小组在 2003 年工
作方案的气象、水文、防灾备灾、培训和研究

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经社会尤其赞赏地注意

到设在新德里的旋风小组区域热带旋风区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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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气象中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经社会还注意

到，孟加拉国、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和泰国在水文领域取得了重大改进，

其中涉及洪水预报技术和模型、实时水位和降

雨量监测、风险制图以及利益攸关方参与洪水

警报系统。经社会还注意到观测和电信网络以

及预报系统的现代化，目的是在小组的若干成

员国进一步改进热带旋风的监测、预报和警报

服务。 

355.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旋风小组成员继续很
好地合作，交换国际河流流域的水文数据以进

一步改善洪水预报工作。经社会还注意到各成

员努力改进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提供气象和洪

水预报和传递警报，将生命和财产损失减小到

最低程度。 

356. 经社会赞赏亚太经社会与气象组织长期合
作，支助旋风小组对于热带旋风造成的灾害开

展备灾减灾工作。 

经社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地点 

和主题 

357. 经社会收到了第 E/ESCAP/1327 号文件。经
社会决定，第六十一届会议暂定于 2005 年 4 月

21 至 27 日在曼谷的联合国会议中心举行。 

358. 经社会核可将“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落实
蒙特雷共识，实现连贯一致”作为第六十一届

会议的主题。《蒙特雷共识》提出的六个对于

实现《千年宣言》所载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至

关重要，内容如下： 

(a) 筹集国内资金促进发展； 

(b) 筹集国际资源促进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
其他私人资本流动； 

(c) 国际贸易作为发展的动力； 

(d) 加强国际金融和技术合作以促进发展； 

(e) 外债； 

(f) 解决系统性问题：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和
贸易系统的连贯一致性以促进发展。 

主题研究的目标是总结亚太区域在落实上述领

域达成的共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将指出

差距并为解决本区域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提出适

当的措施。 

359. 经社会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政府打算在
2006 年主办经社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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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60/1. 上海宣言
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通过以下宣言： 

上海宣言 

一、总则 

1. 我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的成员和准成员，值此具有历史意义的经社

会第六十届会议召开之际，深切感谢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亚太经社会诞生地上海主

办本届会议，并深切感谢上海市政府和人民。 

2. 我们重申我们对于多边主义和通过对话、
协商和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承诺。 

3. 我们重申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发展
和促进全球发展问题，包括在全球化和互相依

存条件下促进政策的一致性方面可发挥中心作

用。 

4. 我们支持联合国的进一步改革以促进其在
和平与发展中和为应对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建

立一个有凝聚力的、有效的体系，以及通过联

合国系统内各机构和方案加强协调与合作，提

高联合国的效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5. 我们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家和地
区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以及最不发达经济体、内

陆和岛屿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特殊需

求。 

6. 我们强调经社会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最
有代表性的机构的独特作用以及作为联合国系

统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主要一般性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心所具有的授权。 

7. 我们重申决心进一步加强亚太经社会的作
用、能力和效率，以更有效地满足其成员和准

成员的需要并应对全球性的新老挑战。 

                                                 
2 见前文第 90至 122段。 

8. 我们欢迎本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
成就，包括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和联合

国重大峰会和国际会议成果和最后文件中提出

的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 

9. 我们再次承诺为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可
持续发展而加强次区域和区域合作并清醒地认

识到需要提高国家能力。 

10. 在此意义上，我们确认上海会议的主题“加
强区域发展合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的

重要性。 

11. 我们重申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以及三角合
作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实现

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

提出的发展目标。 

12. 我们注意到全球化给全世界，尤其是给发
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挑战，只有通过广泛持久

的协作努力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才能使全球

化完全公平，惠及所有人，穷人不被遗忘。与

此同时，只有通过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共

同战略，妥善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环境压力，才

能实现全球化的种种好处。 

13. 我们欢迎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的达成和
举行签字仪式，以及亚太工商论坛开幕会议，

并期待着亚太贸易协定部长理事会第一届会

议，作为加强发展基础设施，进一步密切本区

域内部贸易关系的努力之一部分。 

14. 我们重申，将亚太经社会工作重点放在三
个专题领域，即扶贫、驾驭全球化和处理新出

现的社会问题十分重要。 

二、扶贫 

15. 在扶贫领域，我们将努力： 

(a) 巩固成绩并推动交流最佳做法，最充分

地发挥经济增长对于减少贫困和饥饿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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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到 2015年将遭受贫困和饥饿的人口比率减

少一半，从而使本区域成为全球脱贫运动的先

锋； 

(b) 实施旨在使公众对市场运作产生信心

的政策，以推动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 

(c) 强调优先重视与饥饿和贫困作斗争的

重要性，为此，要制订必要的政策和体制框架

并实施旨在消除饥饿和贫困的方案； 

(d) 鼓励有效利用现有财政、物质和人力资

源，并使所有利益攸关者参与，包括政府、国

际组织、国际和区域发展和金融机构、捐助者

和民间社会，以实现包括《千年宣言》中所提

出的目标在内的国际上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e) 消除各级的腐败现象，为此，欢迎《联

合国反腐公约》的通过并邀请所有成员国尽快

签署和批准该公约，以确保其迅速生效。 

 

三、驾驭全球化 

16. 在驾驭全球化领域，我们将努力： 

(a) 处理《蒙特雷共识》后续行动的区域和

区域间方面的问题； 

(b) 振兴多边贸易体系，同时考虑到《联合

国千年宣言》中提出的确保一个开放、公平、

讲规则、可预见、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系这

一目标的重要性； 

(c) 努力争取使多哈谈判及时圆满成功结

束，取得以发展为导向的成果； 

(d) 采取行动使本区域尚未成为世贸组织

成员的国家加入该组织，以便更有效地参与多

边贸易体系； 

(e) 加强各国谈判、缔结和执行多边和区域

旨在以促进区域间和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流动的

协定的能力； 

(f) 及时落实各项区域和次区域在贸易和

投资促进方面的经济合作倡议，以扩大经济互

动并促进全区域的稳定增长和繁荣； 

(g) 加强和发展国内金融系统并创造有利

环境，以动员国内外来源的投资； 

(h) 推进当前根据《蒙特雷共识》对国际金

融结构的改革努力，并促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

经济体对其中的有效参与； 

(i) 在区域一级采取行动，确保切实执行和

落实包括《约堡执行计划》在内的反映了《亚

洲及太平洋区域可持续发展金边区域纲要》要

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以

推动本区域走上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顾及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发达国家带头并

使所有国家都从这一进程中受益，同时注意到

最近的后续行动，包括《京都部长级宣言》和

《济州倡议》； 

(j) 使下一个十年成为本区域经济增长和

可持续发展十年，努力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各项

目标； 

(k) 定期研究和分析本区域环境趋势，加强

各国根据国家承诺保护环境的能力，以及支持

区域和次区域环境合作； 

(l) 协助能力建设，制订和实施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战略和行动计划，要特别注重水质问

题和穷人获得安全饮水问题； 

(m) 促进可持续的能源开发、更好地利用可

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能力建设，支持次

区域合作促进能源部门发展； 

(n) 建立亚洲及太平洋一体化多式联运网

络以及亚-欧运输走廊； 

(o) 执行2003年 1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

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过的《行动

计划》，并采取行动实现信息峰会第一阶段会

议通过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中阐明

的峰会目标并筹备 2005 年峰会第二阶段会议，

其中要特别关心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国家； 

(p) 促进区域合作，有效地将卫星信通技术

应用与其它信息技术相结合，以促进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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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知情规划和管理，并改善生

活质量； 

(q) 推动本区域发展运输和旅游事业以便

创造机会扩大国内、区域和国际贸易，更好地

获得卫生和教育服务并促进文化交流。 

四、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17. 在新出现的社会问题领域，我们将努力： 

(a) 促进社会政策制订工作和将社会方面

的问题纳入国家发展方案的主流； 

(b) 改进教育、卫生和营养等基本社会服务

的发展和提供，并以弱势人口群体为重点； 

(c) 扩大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合作，尤其是

开展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以及开展以传染病

的监测、预防、控制、对应、医护和治疗为重

点的研究和培训方案； 

(d) 针对本区域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和其

他严重疾病协调努力，采取更为行之有效的全

面对策，在国家发展规划中优先重视防治这类

疾病的有效战略，承诺充足资金，动员私营部

门和民间社会，加强持续全面的干预行动，并

扩大区域合作确立预防措施和增加廉价高质量

的药品供应； 

(e) 推动建立一个综合社会安全网，特别是

建立一个能为失业者、穷人、老年人及其它弱

势群体提供必要援助的安全网； 

(f) 促进并支持性别平等，消除对于妇女的

歧视； 

(g) 扩大区域合作，以促进本区域人类安

全，尤其关注弱势群体； 

(h) 支持和鼓励包括工商界在内的所有利

益攸关者积极参与，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五、跨部门问题 

18. 关于跨部门问题，我们将努力： 

(a) 全面落实《蒙特雷共识》； 

(b) 邀请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促进区域合

作，酌情与其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进程协作，

在各自授权范围内推动对《千年宣言》中提出

的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的落实进展情况的审

评，这些目标是历年重大国际会议要点的综合

和优化；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其议事规

则就其实质性会议的协调会议上要审议的跨部

门专题的讨论提供投入； 

(c) 加紧努力，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有效执

行《联合国扫盲十年国际行动计划》； 

(d) 执行《2001-2010 十年支援最不发达国

家行动纲领》和《阿拉木图行动计划：在内陆

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新全球框架内

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e) 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促进有利于最不发

达国家的举措，开展处理这些国家特殊需要的

项目； 

(f)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

动纲领》，并努力争取在毛里求斯举行的《行

动纲领》执行情况审评会上取得积极的成果； 

(g) 加强并支持执行《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

别方案》； 

(h) 鼓励到 2006 年成立亚太经社会区域研

究机构和大学区域网，以便通过交流项目、交

换学生和学术交流，促进教育、技术技能开发

和技术转让。 

六、加强亚太经社会 

19. 我们重申亚太经社会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 

20. 我们要求执行秘书在亚太经社会现有的授
权和资源范围内，根据本《宣言》所阐述的总

的远景规划制订各种方案，并将工作方案提交

经社会审核，并就此向经社会今后的届会提出

报告。 

21. 因此，我们决心支持执行秘书为支持亚太
经社会的活动和根据其成员和准成员的需要和

优先事项进一步振兴亚太经社会而努力筹集并

有效利用补充资金和实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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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们还要求经社会定期审评本《宣言》各
项条款的实施进展情况。 

 

第 5 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60/2. 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区域行动倡

议
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以及联合国其他首

脑会议和会议的成果中所载的国际商定目标，

特别是同健康有关的发展目标， 

欢迎联大 2003 年 10 月 27 日通过的第 58/3

号决议“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注意到联大邀请各区域委员会在公共卫生能

力建设方面与成员国、私营机构和民间社会密

切合作，同时加强区域合作，以减少和消除各

种重大传染病的有害影响， 

又注意到其 2003 年 9 月 4 日第 59/1 号决议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区

域后续行动”， 

关切地注意到亚太区域有 800 多万人感染了

艾滋病毒/艾滋病，艾滋病毒在本地区很可能继

续迅速蔓延，并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

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提出的“3x5 倡议”联

合宣言， 

铭记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爆发的严重传染病

—“非典”及其他流行病的斗争还远未结束， 

特别关切地注意到在禽类中禽流感的爆发，

并认识到其对人类健康、及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注意到有关国家农业和卫生部长及高级官员

于 2004 年 1 月 28 日在曼谷发表的关于当前禽

流感形势的联合部长声明， 

                                                 
3 见前文第 233至 241段。 

认识到提供社会服务的首要责任在于各政府， 

又认识到许多国家在完善卫生体系和卫生干

预行动过程中面临人力和财政资源有限的困

境，其有效规划和配置人力资源以应对优先事

项变化的能力还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确认全球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在

与这些传染病作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与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密切

合作，以提高本区域对卫生与发展问题的应对

能力， 

进一步回顾亚太区域在制定和实施世界卫生

组织倡导的“人人享有健康”初级卫生保健计

划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1．敦促成员和准成员： 

(a) 顾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建议，采取国内措

施，防范禽流感对人类健康、牲畜生产和经济

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要加强报告和监测机制； 

(b) 考虑参加全球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

疾基金获得并鼓励私营部门为基金捐款， 

(c) 将公共卫生进一步融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战略，包括设立和改善有效的公共卫生

机制，特别是健全疾病监测、应对、控制、预

防、治疗和信息交流体系，以及征聘和培训

公共卫生工作人员； 

(d) 提高专业人员和公众对公共卫生重要

性的认识，加强教育机构、民间社会和大众传

媒对良好公共卫生习惯的宣传； 

(e) 本区域团结一致，共同加强公共卫生能

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f) 改善本区域公共卫生预防和应对系统，

包括传染病预防和监测系统，以便更好地应付

重大疾病，尤其是新疾病在全球或区域范围的

爆发， 

2．鼓励捐助者，包括各政府、私营部门、联

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根

据其各自授权，继续利用以下等方式协助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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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家： 

(a) 向公共卫生领域存在较大隐患国家提出

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它们抗击传染病和流行

病； 

(b) 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以造福亚太区

域，并将此作为建立有效公共卫生制度和惯例

整体对策的一部分； 

(c) 作为在亚太区域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

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载的目标的首

要任务，考虑将卫生问题纳入到相关战略、工

作方案、预算计划、项目和活动中，进一步加

强区域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3．要求执行秘书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相关

组织密切协作，以处理以下方面的问题： 

(a) 帮助成员及准成员将卫生问题纳入到各

发展领域中，加强能力建设，推动本区域实现

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

的目标，亦将卫生问题列入亚太经社会工作方

案； 

(b) 通过即将于 2004 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会议

的卫生与发展小组委员会等，促进本区域协调

行动，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并促进信息交

流与经验共享； 

4．还要求执行秘书向第 61 届会议报告本决议

执行情况。 

 

第 5 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60/3.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项目执行工作
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经社理事会1947年 3月 28日关于建立亚

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第 37(IV)号决

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咨询服务及技术援助的第

1(d)和(e)段，  

                                                 
4见前文第 326至 329段。 

又忆及1977年 12月 20日联大第32/197号决

议授权亚太经社会担任联合国系统内负责亚太

区域一般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中心，并作

为部门间、次区域、区域和区域间项目的执行

机构，  

认识到经社会的责任所及涵盖了世界上最大

的地理区域，世界人口的 62%以及世界上贫穷人

口的多数， 

意识到经社会的工作重点在三个关键专题领

域，即扶贫、驾驭全球化和处理新出现的社会

问题，   

1. 赞赏地确认亚太经社会一直在实施若干技
术合作项目，以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

制订和实施经济及社会领域的政策和方案的能

力； 

2. 感谢传统捐助者为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
活动提供大量自愿捐款，并请非传统捐助者增

加其捐款； 

3. 欢迎执行秘书努力把重点放在高度优先、
着眼于结果、面向需求的项目，并要求他以切

实有效的方式实施这些项目； 

4. 认识到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有必要
以《千年宣言》和其它联合国峰会和会议的成

果所载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为指南，包括《多

哈发展议程》、《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蒙

特雷共识》、《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和《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行动计划》中所载的目标； 

5. 认识到亚太经社会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
某些技术合作活动中具有比较实力和优势，要

求执行秘书在开展其技术合作活动时继续高度

优先重视以下领域： 

(a) 通过组织研讨会、讲习班以及交流专

家等培训活动，帮助成员及准成员在经济及社

会领域计划和执行有效的政策和方案方面进行

能力建设； 

(b) 应成员或准成员的要求提供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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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加强其在本区域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

能力； 

(c) 查明本区域现有的先进经验并且向进

行可行性研究并得出积极结果的地方推广介

绍； 

(d) 提高成员及准成员的信息了解并便利

信息传播； 

6. 敦促执行秘书在执行项目时与参与政府和
相关国际组织及机构紧密合作，并与私营部门

和相关非政府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7. 还敦促执行秘书在执行项目时特别关注社
会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和特别重视性别层面； 

8. 进一步敦促执行秘书在执行项目时特别关
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太平洋发展

中岛国、以及转型经济体的特殊需要； 

9. 赞赏执行秘书积极监测和评估各项目，并
敦促他继续这样做，以便确定那些项目的效果

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改进今后亚太经社会项目

的规划及实施； 

10. 要求执行秘书在“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
活动及宣布捐款意向”议程项目下提交经社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纳入以下内容： 

(a) 鉴于技术合作活动自愿捐款呈下降的

趋势，他在以下领域为动员资金所作的努力：

拓宽捐助基础、费用分摊、私营部门融资及其

它具有创新性的手段； 

(b) 认识到项目的执行取决于预算外资金

的落实情况，并考虑到亚太经社会的优先事项，

他对 2005 年及其后的技术合作活动的战略文件

和行动计划； 

(c) 为上文第 9 段中所提及的目的，提供

对进行中和近期完成的项目的监测及评估结

果。 

 

第 5 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60/4. 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认识到国际公路运输对于本区域经济、贸易和

旅游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还认识到亚洲公路将在本区域以及亚洲和欧

洲之间的国际公路协调发展方面发挥催化作

用， 

 忆及按照 2001 年 11 月 16-17 日在汉城举

行的基础设施问题部长级会议提出的、并得到

经社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核准的建议，设立了工

作组以制订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还忆及经社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决定在 2003

年下半年召开一次政府间特别会议，审议并通

过该协定，并希望该协定可以在 2003 年 11 月

举行的会议上缔结， 

 欢迎 2003 年 11 月 17-18 日在曼谷举行的

拟订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政府间会议一致通

过了《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又忆及在 2003 年 8月 28-29 日在哈萨克斯

坦阿拉木图举行的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以及

捐助国和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关于过境运输合

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之间过境运

输合作新全球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需要》中所确定的优先领域，“基础设施发

展和维护”，并承认亚洲公路网提供了过境运

输的机会， 

 感谢日本政府对亚洲公路网的发展和定型

提供了宝贵的支助，并为政府间会议的筹备和

召开提供了协助， 

 也感谢中国政府于 2004 年 4 月 26 日在上

海主办协定的签字仪式， 

 确信该协定将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亚洲公路网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贸易和

旅游事业，通过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

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所载的目标，给本

                                                 
5见前文第 174至 17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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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 

1. 邀请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所有相关成员成为《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的缔约方，以便确保协定尽快生效； 

2. 还邀请各国际和区域融资机构、多边和双
边捐助者为亚洲公路网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发

展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尤其要顾及内陆发展

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3. 还邀请各次区域组织推动本协定并在各自
次区域中优先重视亚洲公路网的发展； 

4. 鼓励内陆发展中国家及其亚太经社会成员
的过境邻国缔结各项双边或次区域过境交通便

利化协定，这将使亚洲公路网能够在《阿拉木

图行动纲领》范围内进一步提供实在的过境运

输机会；  

5. 要求执行秘书： 

(a)  协助各成员国成为协定的缔约方； 

(b)  在工作方案内优先考虑亚洲公路网的发
展； 

(c)  为亚洲公路网的发展与国际和区域融资
机构、多边和双边捐助者、以及各次区域组织

进行有效的协作； 

(d)  有效履行协定秘书处的职责； 

(e)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六十一
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5 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60/5. 亚洲及太平洋二类作物开发扶贫中

心
6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其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

豆类、块根和块茎作物区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

心的1977年 4月 29日第174(XXXIII)号决议及

1982 年 4 月 1 日第 220(XXXVIII)号决议， 

 忆及 1981 年 4 月 29 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和

联合国签署的东道国协定，以及该中心的成立

自 1981 年 4 月 29 日起生效，  

 赞赏地注意到该中心自建立以来日本政府

为中心提供了大量资金及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

了设施， 

考虑到 2003 年该中心评估报告的建议及把中

心的工作融入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必要性， 

  

并注意到中心理事会于 2004 年 1 月 15-16 日

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召开的第 22次会议上决定进

一步将中心的工作方案与亚太经社会的优先项

目保持一致，并讨论改变中心名称和职权范围

的可能性， 

注意到中心理事会在其2004年 3月22日于曼

谷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核可了章程草案，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二类作物开发扶贫中心章

程，其案文见本决议附件。 

                                                 
6见前文第 292至 29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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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亚洲及太平洋二类作物开发扶贫中心章程 

成立 

1.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豆类、
块根和块茎作物研究和开发中心(下文简称“杂

豆根茎作物中心”)于 1981 年 4 月根据经社会

1977 年 4 月 29 日第 174(XXXIII)号决议建立，

其章程由1982年 4月 1日第220(XXXVIII)号决

议通过，将以“亚洲及太平洋二类作物开发扶

贫中心”的名称(下文简称“作物中心”或“中

心”)并根据本章程条款继续存在。 

2. 作物中心的成员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下文简称“亚太经社会”或“经社会”)

的成员相同。 

3. 本中心具有亚太经社会附属机构的地位。 

宗旨 

4. 作物中心的宗旨是要在各成员国促成更有
支持性的政策环境，改善劣势地区农村贫穷人

口、特别是那些依赖二类作物农业为生的人们

的生活条件，促进亚太区域的农业开发与研究，

减少贫困。 

职能 

5. 中心将通过行使下述职能实现上述目标： 

 协调对二类作物的社会经济及政策研究 

 与其它国际组织和主要利益攸关者结成网
络及伙伴关系 

 研究分析有关改善农村人口经济地位的趋
势和机会 

 收集、总结并宣传扶贫的信息和成功范例 

 传播关于扶贫措施的信息及良好做法 

 培训各国人员，特别是各国科学家和政策
分析人员 

 提供咨询服务 

地位及组织 

6. 作物中心将设立理事会(下文简称“理事
会”)、主任一名及工作人员、和一个技术委员

会。 

7. 作物中心设在印度尼西亚茂物。 

8. 作物中心的活动应遵守联大、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和经社会通过的相关政策决定。作物中

心服从联合国财务及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及适

用的行政指令。 

理事会 

9. 中心将设理事会，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名
的一名代表及经社会选举的亚太经社会成员和

准成员的 8 名代表组成。由经社会选出的成员

及准成员任期三年，但可以连选连任。执行秘

书或其代表应参加理事会的会议。 

10. 中心主任担任理事会秘书。 

11. 执行秘书可以邀请下述代表参加理事会会
议：(a) 非理事会成员国；(b) 联合国机关及

专门机构和相关机构；(c) 理事会认为适当的

其它组织；(d) 理事会感兴趣的领域的专家。 

12. 理事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并可通过其自
身的议事规则。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召集理事

会会议，并可主动发起或应理事会多数成员的

要求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 

13. 理事会会议法定人数为其成员的多数。 

14. 理事会每一成员具有一票表决权。理事会
的决定和建议应以协商一致形式通过，无法达

成协商一致时，由与会并参加表决的成员多数

通过。 

15. 理事会将在每次届会上选举一名主席和副
主席，任期至理事会下一届会议为止。应由主

席－(或在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主持理事会

会议。如果当选主席不能任满全部任期，该任

期剩余期间，由副主席代行主席职责。 

16. 理事会将审议作物中心的行政和财务状况
以及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执行秘书应向经社

会提交由理事会通过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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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及工作人员 

17. 作物中心将设一名主任及下属工作人员，
他们应是根据有关联合国条例、细则和行政指

令所任命的亚太经社会工作人员。主任的任命

应依据联合国条例和细则作出。一旦宣布主任

职位出缺，将请理事会提名主任人选并酌情提

供意见。经社会的其他成员和准成员也可以提

供该职位的提名。 

18. 主任向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负责，对作物
中心进行行政管理并执行其工作方案。 

技术委员会 

19. 作物中心设一个技术委员会，由亚太经社
会的成员和准成员、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的专家组成。技术委员会的成员由主任经商执

行秘书后任命。 

20. 技术委员会负责就作物中心工作方案的制
订及业务方面的其它技术问题向主任提供咨

询。 

21. 技术委员会的会议报告，加上主任的评论
意见，应提交理事会的下届会议。 

22. 技术委员会主席由委员会在每次会议上选
举产生。 

中心的资金 

23. 应敦促亚太经社会的所有成员及准成员为
中心的运作提供固定年度捐款。一个由联合国

管理的共同捐款信托基金将接受存放捐款。 

24. 中心应努力筹集足够资金以支持其活动。 

25. 联合国应为技术合作项目自愿捐款或用于
作物中心活动的其它非常自愿捐款设立单独的

信托基金。 

26. 作物中心的财务资源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
和细则管理。 

修订 

27. 对本章程的修订须由经社会通过。 

 

本章程未涉及事宜 

28. 如出现本章程或理事会根据本章程 12 段

通过的议事规则所未涉及的程序问题，应适用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规定。 

生效 

29. 本章程自经社会通过之日起生效。经社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选入前杂豆根茎作物中心理事

会的成员及准成员将担任作物中心理事会的成

员，任期至 2006 年经社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 5 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60/6 振兴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

中心
7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先前关于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的决议，

尤其是 1984 年 4 月 27 日第 237（XL）号决议，

进行体制改革以增强经社会在太平洋发展中岛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效力；1988 年 4 月 20

日第 269 号(XLIV)决议，承诺亚太经社会将采

取有利于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的特别措施以及增

强经社会在太平洋的作用和活动的相关性和效

力；1992 年 4 月 23 日第 48/9 号决议，为加强

太平洋业务中心在经济和财政管理、社会发展、

市场开发和贸易领域的咨询能力重新调拨人

员， 

又回顾2002年 5月 22日第 58/1号决议"改革

经社会会议结构"，尤其是附件六，其中修订了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的职权范围并将其

重点放在对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的特殊问

题进行定期审评和分析上，从而集思广益，根

                                                 
7见前文第 244至 2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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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

和《联合国千年宣言》，促进使它们尽可能从

全球化中获益的政策备选方案，协助加强它们

落实扶贫政策和项目的能力，以及解决新出现

的社会问题， 

确认《联合国千年宣言》明确提出了太平洋发

展中岛国和领土到 2005年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和

具体的、可衡量的和有时限的指标，其重点是

在教育、卫生和环境领域采取扶贫措施和行动， 

又确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

领》提出了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沿海和

海洋资源管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以及贸易

等方面，在国家、区域、国际各级为支持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的具体行动和

措施， 

进一步确认 2001-2010 年十年支援最不发达

国家行动纲领，除其他之外，提倡这样的看法：

贸易是一种手段，能使扶贫战略更有可持续性，

并能提高最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重申太平洋成员和准成员希望有效参与社会

各项活动并从中获益， 

又重申希望振兴和加强太平洋业务中心的作

用，使之成为亚太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有效的代

表处，在长期和可持续的基础上为太平洋发展

中岛国和领土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 

感谢瓦努阿图政府自 1984 年担任东道国以来

所作出的慷慨援助， 

铭记为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提供援助时

必须考虑到由于与世隔绝，领土小和易受环境

性灾害的影响所造成的独特经济社会状况， 

赞赏执行秘书迄今为止根据 2003 年初开展的

独立审评提出的建议为振兴该中心在开展重大

的体制改革方面的进展， 

欢迎该中心经修订后的任务声明，明确了它作

为亚太经社会在太平洋代表处的职能是为太平

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提供能力建设援助，从而

实现《千年宣言》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

续发展行动纲领》所载的国际商定目标， 

注意到按照向经社会第 59 届会议所宣布的、

已载入经社会年度报告的、并在 2003 年得到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批准的那样，为了确保

太平洋业务中心工作的成本效益，进一步突出

与捐助机构开展定期合作，并与大部分驻在苏

瓦的区域组织开展接触,在 2004 年将亚太经社

会太平洋业务中心从维拉港迁往苏瓦，迁址的

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1. 要求执行秘书编写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
机关职权范围修正案，以便使特别机关能够与

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机关隔年在经

社会会议前夕举行届会，并轮流在曼谷和太平

洋业务中心所在地之间举行会议； 

2. 注意到已设立了中心咨询理事会，由太平
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政府的代表以及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的代表组成，理事会将在太平洋发展

中岛国特别机关届会所在地每两年举行一次会

议，为该中心的工作方案优先事项提供指导； 

3. 欢迎执行秘书决定设立“次级方案 3，太

平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的发展”，其目的是通

过推动制定和执行以扶贫，驾驭全球化的影响

和解决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为重点的政策，增强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和领土的政策和管理能力，

从而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所载的国际商定

的目标和指标。 

4. 要求执行秘书在现有资源内筹集必要的资
源，在 2004 年将中心从瓦努阿图迁至斐济，并

在 2006-2007 两年期，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增

加其专业工作人员，从而使之能够满足太平洋

发展中岛国和领土对服务提出的需求，并有效

地应付上述体制变革。 

5. 又要求执行秘书有效利用太平洋信托基
金，以振兴中心并落实本决议，包括开展支持

太平洋区域的能力建设活动以及开展需求评价

和评估。 

6. 进一步要求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六十一届
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5 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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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太平洋城市议程
8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注意到 1996 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人

居(人居II)会议和1999年太平洋岛屿论坛经济

部长会议以后出现的要求制订一份太平洋城市

议程的呼声， 

又注意到 2004 年 4 月 20-21 日在上海举行的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第八届会议一致同

意向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本决议， 

认识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载的与贫困相关

的目标，尤其是到 2015 年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

以及到 2020 年大大改善 1 亿贫民窟居民的生

活， 

还认识到生境 II 会议要求改善贫民窟居民的

生活，妥善管理好城市以防止贫困的城市化， 

注意到太平洋岛国的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

大幅度增加；地方和中央政府以及民间社会在

规划和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提高社区凝

聚力和在城市贫困社区内解决社区发展和生计

需要的必要性， 

还注意到有关太平洋地区的举措和个案研究，

为处理城市妥善管理、参与、城市发展和贫困

方面关切问题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巴布亚新几

内亚提出的“城市社会宪章”的构想，萨摩亚

的规划和城市管理机构，以及斐济的城市政策

行动计划， 

认识到城乡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充分重

视农村发展和改善农村地区条件的必要性，同

时注意到城乡结合部由于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

改善而不断发生变化应被看作是国家经济发展

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

予以考虑， 

1． 核准由官员们于 2003 年 12 月 1-4 日在

斐济南迪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开发署-

城市治理倡议、联合国人居方案和太平洋岛屿

论坛秘书处共同举办的一期讲习班上讨论并制

订的“太平洋城市议程”； 

                                                 
8见前文第 242至 243段。 

２． 要求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对议程的实施

予以优先重视； 

３． 吁请太平洋成员和准成员采取议程中列

明的行动，尤其是在以下领域： 

(a)  通过将重点放在住房政策、土地所有权

和土地管理安排，包括土地区划、城乡住房综

合开发政策、自助和服务计划；以及通过使土

地所有者的参与，对土地管理、房产市场和建

筑法规有进一步的接受和参与，从而为城市穷

人提供有服务设施的住所； 

(b)  城市环境，包括提供基础设施；将环境

和灾害管理规划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加强公

共卫生系统以及制订机构和立法框架； 

(c)  城市安全，尤其包括地方当局一级的善

政；解决城市贫困和城市就业的需要；查明弱

势群体并通过搞好社区保安和其它保护人身安

全的做法来解决人身安全问题；采取一种执法

机构与民间社会携手的做法来增强社区的凝聚

力、强化各社区团体间的伙伴关系，并使社区

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支助机构有更大的发言

权； 

4． 邀请包括区域机构在内的各伙伴机构提

供技术和财政支助，各成员和准成员尤其要通

过区域项目开展合作和协调实施议程； 

5．  要求执行秘书支持成员和准成员评估在

实施太平洋城市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在

2006 年举办一次次区域讲习班，交流经验和能

力建设方面的需要，并向经社会第 62 届会议报

告这项工作的成果。 

 

第 5 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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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经社会行动和提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1. 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联合国经常预算不会造成追加经费问题。 

2. 为开展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决议所要求的活动，将寻求预算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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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附属机构的会议 

附属机构及主席团成员 会  议 报告文号 1

扶贫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曼谷 
2003年 10月 8-10日 

E/ESCAP/1306 

共同主席： 
 
 
 
 

Kumari Navaratne女士 
(斯里兰卡) 

Oh Jong Nam先生 
(大韩民国） 

  

报告员： Ercan Dansuk先生 
(土耳其) 

  

驾驭全球化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曼谷 
2003年 11月 19-21日 

E/ESCAP/1307 

主席： Wu Hequan先生 
(中国) 

  

副主席： Zuiten Tsukamoto先生(日本) 
Oleg V.Skvortsov先生（俄罗斯联邦） 
Ahurov Abdurakhim先生 
(塔吉克斯坦) 
Nguyen Ngoc Sinh先生(越南) 
 

  

报告员： Josua Boselawa Turaganivalu 先生
(斐济) 
 

  

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曼谷 
2003年 9月 4-6日 

E/ESCAP/1310 

主席： Solomoni Naivalu阁下 
(斐济) 

  

副主席： Shamsaddin Khanbabayev先生阁下 
(阿塞拜疆) 

  

 B.S.Baswan先生阁下（印度）   
 Udval Natsag先生阁下（蒙古）   

                                                 
1 通过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的正常发行渠道无法得到的报告文本可向联合国总部的区域委员会纽约办事处索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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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及主席团成员 会  议 报告文号 1

 Antonio S.Lopez先生阁下（菲律宾）   
 Moon Kyung-Tae先生阁下 

（大韩民国） 
  

 Sajith Premadasa先生阁下 
（斯里兰卡） 

  

报告员： Daisy Selvaranee Naesarajoo女士阁
下 
(马来西亚)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 第八届会议，上海 
2004年 4月 20-21日 

E/ESCAP/1312 

主席： Adi Litia Samanunu Qalirea Talakuli 
Cakobau女士阁下 
(斐济) 

  

副主席： Kandhi A.Elieisar先生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报告员： Ronald Unusi先生 
(所罗门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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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文件清单（按议程项目排列） 

议程项目 标  题 文  号 

1 临时议程 E/ESCAP/EL156/Rev.1 

 临时议程说明 E/ESCAP/EL157 

和 Corr.1 

2(a)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最近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动态所涉影响 

关于本区域当前经济形势和相关政策问题的报告 

E/ESCAP/1304 

2(b)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加强区域发展合作，

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E/ESCAP/1305 

3(a)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发展动态：扶贫 

扶贫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 

E/ESCAP/1306 

 

3(b)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发展动态：驾驭全球化 

驾驭全球化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 

E/ESCAP/1307 

 

 区域一级的新出现问题和发展动态：驾驭全球化 

实施驾驭全球化专题相关决议的进展情况 

E/ESCAP/1308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发展动态：驾驭全球化 

过境运输合作国际部长级会议成果报告 

E/ESCAP/1309 

 区域一级的新出现问题和发展动态：驾驭全球化 

多哈发展议程与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对亚

太经社会地区的影响 

E/ESCAP/1328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发展动态：驾驭全球化 

2005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筹备

情况报告 

E/ESCAP/1329 

3(c)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发展动态: 新出现的社

会问题 

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 

E/ESCAP/1310 

3(c)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发展动态：新出现的社会

问题 
E/ESCAP/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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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标  题 文  号 

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趋势、问题和战略 

5(a) 方案规划与评估：2006-2007年战略框架草案 E/ESCAP/1313/Rev.1 

5(b) 方案规划与评估：2002-2003年方案业绩报告 E/ESCAP/1314 

5(c) 方案规划与评估：2004-2005年方案修改建议 E/ESCAP/1315 

5(d) 方案规划与评估：各区域机构的工作调整 E/ESCAP/1316 

5(d)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的报告 E/ESCAP/1317 

And Corr.1 

5(d) 方案规划与评估：各区域机构的工作调整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豆类、块根和块

茎作物研究和开发区域协调中心的报告 

E/ESCAP/1318 

5(d) 方案规划与评估：各区域机构的工作调整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报告 

E/ESCAP/1319 

5(d) 方案规划与评估: 各区域机构的工作调整 

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工程机械中心的报告 

E/ESCAP/1320 

6 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活动及宣布捐款意向 

技术合作活动和预算外捐款概况 

E/ESCAP/1321 

7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它代表咨询委员

会的报告 

E/ESCAP/1322 

and Add.1 

8 各区域政府间机关的报告 

东亚和东南亚地球科学方案协调委员会 

E/ESCAP/1323 

8 各区域政府间机关的报告 

湄公河委员会的报告 

E/ESCAP/1324 

8 各区域政府间机关的报告 

台风委员会的报告 

E/ESCAP/1325 

8 各区域政府间机关的报告 

热带旋风小组的报告 

E/ESCAP/1326 

9 经社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主题 E/ESCAP/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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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2003 年出版物、会议和咨询服务一览表 

 

A.出版物一览表∗

 
贫困与发展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10, No. 1, June 

2003 (ST/ESCAP/2256) (E.03.II.F.33); No. 2, 
December 2003 (ST/ESCAP/2275) (E.03.II.F.57) 

Bulletin on Asia-Pacific Perspectives 2003/04: 
Asia-Pacific Economies: Maintaining Dynamism 
(ST/ESCAP/2271) (E.03.II.F.52) 

Critical Analysis of Urba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Urban Poverty Eradication:  A Review of Tools, 
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ST/ESCAP/2269) 
(E.03.II.F.48) 

Development Papers, No. 23, R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in South Asia (ST/ESCAP/2272) 
(E.03.II.F.54)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3: Asia-Pacific Economies: Resilience in 
Challenging Times (ST/ESCAP/2233) (E.03.II.F.11) 

Managing  Globalization  in  Selected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ESCAP/2274) 
(E.03.II.F.58) 

Promot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Poverty 
Reduction (ST/ESCAP/2253) (E.03.II.F.29) 

 

统计 
 
Asia-Pacific in Figures 2003 (ST/ESCAP/2302) 

(E.04.II.F.12)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6-2000 (2001-2002 Edition) 
(ST/ESCAP/2229) (E.03.II.F.9) 

Integrating Unpaid Work into National Policies 
(ST/ESCAP/2236) (E.03.II.F.14)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XXIII, No. 1, March 2003 (ST/ESCAP/2248) 
(E.03.II.F.23); No. 2, June 2003 (ST/ESCAP/2262) 
(E.03.II.F.41); No. 3, September 2003 (ST/ESCAP/2282) 
(E.03.II.F.63); No. 4, December 2003 (ST/ESCAP/2321) 
(E.04.II.F.27) 

Statistical Newsletter, Nos. 128-131 
 

∗  在适用的地方，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放在括弧内，

以字母“E”开头。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2 
(ST/ESCAP/2230) (E/F.03.II.F.1) 

 

贸易和投资 
 
Building Capacity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T/ESCAP/2306) 

Current Issues on Industry, Trade and Investment, No. 
1 (ST/ESCAP/2276) (E.03.II.F.37); No. 2 
(ST/ESCAP/2298) (E.04.II.F.6) 

Directory of Trade and Investment-related 
Organiza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rea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eleventh edition 
(ST/ESCAP/2281) (E.03.II.F.64) 

Initiatives  for  E-commerce  Capacity-building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T/ESCAP/2261) 
(E.03.II.F.38)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 1 
(ST/ESCAP/2259) (E.03.II.F.36); No. 2 (ST/ESCAP/2322) 
(E.04.II.F.9) 

Studies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5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n and Caucasian 
Economies: Policies and Issues (ST/ESCAP/2255); 
51.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Perspectives 
from the ESCAP Region (ST/ESCAP/2278) 

TISNET Trade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Bulletin, 
Nos. 61-72 

Traders’ Manual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Bhutan 
(ST/ESCAP/2297); Nepal (ST/ESCAP/2311) 

 

运输与旅游事业 
 
A Guide to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and Policy Formul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Transport Development (ST/ESCAP/2308) 

Asian Highway Handbook (ST/ESCAP/2303) 

Barrier-Free Tourism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ST/ESCAP/2316) 

ESCAP Tourism Review, No. 23,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Islands (ST/ESCAP/2300); No. 24, 
Promotion of Buddhist Tourism Circuits in Selected 
Asian Countries (ST/ESCAP/2310)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Facilities to Expand Port Hinterlands: Policy 
Guidelines (ST/ESCAP/2299) 

Manual on Modernization of Inland Water Transport for 
Integration within a Multimodal Trans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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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SCAP/2285) 

Mobilizing a Response to HIV/AIDS in the Maritime 
Industry (ST/ESCAP/2247) (E.03.II.F.22) 

Policy Alleviation through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ST/ESCAP/2265) (E.03.II.F.46) 

Prospects for Shipping and Port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ST/ESCAP/2268)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nsport in the ESCAP 
Region, 2003: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2307) 

The Restructuring of Railways (ST/ESCAP/2313) 

Training Manual on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T/ESCAP/2305) 

Training Manual on the Operational Aspects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ST/ESCAP/2304)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 72,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Institutions in the ESCAP Region 
(ST/ESCAP/SER.E.72) (E.03.II.F.42); No. 73,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Policy 
Measures and Experiences in Selected Countries 
(ST/ESCAP/SER.E.73) (E.03.II.F.43)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Atlas of Mineral Resources of the ESCAP Region, vol. 

17,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Timor-Leste 
(ST/ESCAP/2267) (E.03.II.F.34) 

Atlas of Urban Geology, vol. 14, The Ground Beneath 
Our Feet: A Factor in Urban Planning 
(ST/ESCAP/2241) (E.03.II.F.17) 

Cit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2290) 

Electric Pow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9 and 2000 
(ST/ESCAP/2263) (E.03.II.F.40)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News, vol. 2, No. 4, 
December 2002; vol. 3, No 1, March 2003; No. 2, 
June 2003; No. 3, September 2003; No. 4, December 
2003 

Exploring Timor-Leste:  Mineral and Hydrocarbon 
Potential (ST/ESCAP/2243) (E.03.II.F.21) 

Guidelin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Energy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ST/ESCAP/2296)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ssu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T/ESCAP/2292) 

Mineral Resource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Series, vol. 8, Policies, Regulatory 
Regime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Sector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T/ESCAP/2225) (E.03.II.F.7) 

Recommendations on Methodologies of Monitoring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ST/ESCAP/2227) (E.03.II.F.6) 

Regional Follow-up to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2289) 

Water Resources Journal, December 2002 (ST/ESCAP/ 
SER.C/213); June 2003 (ST/ESCAP/SER.C/214); 
December 2003 (ST/ESCAP/SER.C/215) 

Water Resources Series, No. 82, Guidelines o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or Flood 
Mitigation and Preparedness (ST/ESCAP/SER.F/82) 
(E.03.II.F.16); No. 83, Guide to Preparing Urban 
Water-use Efficiency Plans (ST/ESCAP/SER.F/83) 
(E.03.II.F.35) 

 

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 

 
Asian-Pacific Remote Sensing and GIS Journal, vol. 15, 

December 2002 (E/ESCAP/2258)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ESCAP/2246) 

Regional Road Map towards an Information Socie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2283) 

Strengthening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udy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eds Assessment and Readines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ST/ESCAP/2244) 

 

社会发展，包括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Risk and Protection 

(ST/ESCAP/2287) (E.03.II.F.65)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18, No. 1 

(ST/ESCAP/2245) (E.03.II.F.99); No. 2 (ST/ESCAP/ 
2260) (E.03.II.F.98); No. 3 (ST/ESCAP/2279) 
(E.03.II.F.97)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Series, No. 158, Fifth Asian 

and Pacific Population Conference: Selected Papers 
(ST/ESCAP/2257) (E.03.II.F.27); No. 159, Fifth Asian 
and Pacific Population Conference: Report and Plan 
of Action on Population and Poverty 
(ST/ESCAP/2264) (E.03.II.F.45); No. 160, Migration 
Patterns and Policies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ST/ESCAP/2277) (E.03.II.F.56); No. 1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elected Issues 
(ST/ESCAP/2288) (E.04.II.F.8) 

Combating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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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Youth in Asia: Directory of Organizations 
(ST/ESCAP/2284) (E.03.II.F.59) 

Combating Human Trafficking in Asia: A Resourc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Legal 
Instruments, Political Commitment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ST/ESCAP/2293) 
(E.03.II.F.5) 

Conflict Negotiation Skills for Youth (ST/ESCAP/2286) 
(E.03.II.F.50)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Jeopardy: HIV/AIDS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Integr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Concerns, especially HIV/AIDS,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Region (ST/ESCAP/2251) 
(E.03.II.F.24) 

Gender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13, Gender Equality,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Promoting Women’s 
Capabilities and Participation; No. 14, Regional 
Overview of Social Protection of Informal Workers in 
Asia: Insecurities, Instrument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Gender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on Women in the 
ESCAP Region (ST/ESCAP/2294) (E.04.II.F.3) 

Handbook on Reproductive Health Indicators 
(ST/ESCAP/2280) (E.03.II.F.62) 

HIV/AIDS Prevention, Care and Support: Stories from 
the Community (ST/ESCAP/2249) (E.03.II.F.25) 

Life Skills Training Guide for Young People: HIV/AIDS 
and Substance Use Prevention (ST/ESCAP/2317) 

Population Headliners, Nos. 292-297 

Putting Gender Mainstreaming into Practice 
(ST/ESCAP/2254) (E.03.II.F.30) 

Saving Our Future:  Multiministerial Action Guide:  
HIV/AID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2250) 
(E.03.II.F.26) 

Social Action Update, vol. 3, Nos. 1-3 

Social Policy Paper, No. 13, Focus on Ability, Celebrate 
Diversity: Highlights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Decade 
of Disabled Persons, 1993-2002 (ST/ESCAP/2291) 
(E.04.II.F.7) 

Young People − Partners in HIV/AIDS Prevention 
(ST/ESCAP/2301) (E.04.II.F.21) 

B．会议一览表 

贫困与发展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豆类、块根和块

茎作物研究和发展区域协调中心理事会第二十一

届会议，印度尼西亚茂物，1月；特别会议，曼谷，

8月；技术咨询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曼谷，1月 

信通技术促进农村扶贫特设专家组：制订国家信通

技术政策，曼谷，1月 

评估有针对性的扶贫方案的影响手册具体应用国

家讲习班：雅加达，3月；印度海得拉巴，5月 

亚太经社会/开发计划署支持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倡议咨询小组第二次会议，

曼谷，3月 

结合中亚区域局势关于塔吉克斯坦的国际经济会

议，杜尚别，4月 

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决策进程国家讲习班：伊斯兰

堡，5月；达卡，6月 

妇女地方行政首脑和立法人员国家最高级会议，马

尼拉，5月 

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决策过程次区域讲习班，苏

瓦，6月 

驾驭全球化能力建设国家研讨会：哈萨克斯坦塔什

干和阿拉木图，6月；比什切克和巴库，8月；埃

里温和杜尚别，10 月 

联合国扶贫和粮食安全专题工作组第七次会议，曼

谷，7月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贫困测绘和监测特设专家组会

议，曼谷，8月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办法能力建设区域研讨会，汉

城，9月 

地方政府女市长和参议员国家最高级会议，曼谷，

10 月 

亚太经社会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和社会业绩知名人

士会议，曼谷，10 月 

将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开发作为农村扶贫的

手段专家组会议，中国河南省，10 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信通技术促进扶贫政府政策和

战略专家组会议，曼谷，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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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和政策专家组会议，曼谷，12 月 

有利于穷人和可持续的城市用水和废水管理区域

讲习班，泰国，彭世洛，12 月 

统计 

亚太经社会/妇发基金对性别统计采取综合办法培

训讲习班，曼谷，1月 

亚太经社会/亚太统计所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统计机

构首脑管理研讨会，曼谷，2月 

亚太经社会/经合发组织主要综合指标和工商趋势

调查讲习班，曼谷，2月 

亚太经社会/妇发基金利用统计促进开展对性别问

题敏感的政策分析和倡导工作讲习班，曼谷，3月 

亚太经社会/联合国统计司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小岛国举行的贸易统计讲习班，曼谷，3月 

亚太经社会/亚行加强社会和性别统计结业讲习

班，曼谷，6月 

亚太经社会/东盟分类问题工作组第一次讲习班，

曼谷，7月 

亚太经社会/联合国统计司加强东南亚区域统计发

展能力项目总结评估研讨会，曼谷，8月 

为方便政策使用改善残疾数据讲习班，曼谷，9月 

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分类讲习班，新德里，10 月 

贸易和投资 

通过利用现代高效技术促进商业和技术的孵化以

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国家讲习班，达卡，1月 

亚洲及太平洋通过促进立足资源面向出口中小企

业的发展扶贫专家组会议，曼谷，1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贸易协定专家组会议，曼谷，1

月 

世贸组织/亚太经社会关于世贸组织协定和多哈发

展议程的贸易政策学习班：第 5期，曼谷，2月；

第 6期，马尼拉，11 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工商论坛核心小组会议，万象，3

月 

第三次世贸组织/亚太经社会争端解决程序和做法

以及亚洲经济体的争端解决谅解谈判区域研讨会，

乌兰巴托，3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培养妇女创业培训班，金边，3月 

新一轮贸易谈判：与农业和服务业相关的问题培训

讲习班，曼谷，3月 

《曼谷协定》常设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曼谷，

3月；第二十届会议，曼谷，11 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工商论坛下的缅甸企业家电子商

务讲习班，仰光，3月 

《曼谷协定》成员国大使会议，曼谷，3月 

工商业电子商务和信通技术应用人力资源开发讲

习班，胡志明市，3月 

中亚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圆桌会议，杜尚别，4月 

中亚国际经济会议，杜尚别，4月 

亚太经社会/亚洲清算联盟技术委员会会议，曼谷，

4月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贸易和投资区域培训讲习班，苏

瓦，5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工商论坛下老挝企业家管理经济

学培训班，万象，5月 

世贸组织筹备坎昆会议的谈判议程高级别区域政

策对话会议，曼谷，6月 

通过区域合作协助亚太经社会成员加入世贸组织

区域研讨会，曼谷，6月 

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吸引外国投资管理培训班，泰国

孔敬，6月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工商论坛下加强工商会培训班，

曼谷，7月 

世贸组织/亚太经社会多边农业谈判区域培训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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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曼谷，7月 

图们江地区建立科学技术基础设施预备讲习班，中

国吉林省，7月 

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专家组会议，曼谷，7月 

为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技术部门的贸易和投资制

订有利的政策国家讲习班，万象和仰光，8月；河

内，9月；金边，10 月；中国昆明，11 月 

越南的企业发展、评估和管理培训讲习班，胡志明

市，8月 

关税和贸易政策框架研讨会，科伦坡，8月 

发展贸易筹资基础设施国家培训讲习班，乌兰巴

托，8月；第比利斯，10 月；埃里温，11 月 

贸易促进和便利化实地考察，曼谷，吉隆坡和汉城，

9月 

将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孟印缅斯泰经合组织自由贸

易区研讨会，曼谷，9月 

在图们江地区建立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国家研讨会，

乌兰巴托，9月；俄罗斯联邦海参崴，中国延边，

10 月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工商论坛下外国工商会到北南

经济走廊进行投资实地考察，中国，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和泰国，9月 

缅甸妇女培养创业精神培训班，仰光，9-10 月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培训讲习班，越南岘港和河内，

以及金边，10 月；万象，11 月；越南同奈和芹苴，

12 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工商论坛第四次年会，仰光，10 月 

关于世贸组织的协定和程序的贸易政策培训班，哈

萨克斯坦阿拉木图，10 月 

亚太经社会/国际电联/世贸组织关于电信和贸易

问题的区域研讨会，曼谷，10 月 

世贸组织/亚太经社会/中国财政部/北京大学亚太

政府高级官员关于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的高级学习

班，北京，10-11 月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主要作物收成后技术区域研讨

会，中国，昆明，11 月 

关于在图们江地区建立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的研究

讲习班暨指导委员会会议，北京，11 月 

为最不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转让技术开展能力建设

国家研讨会：在尼泊尔发展中的一个实例，加德满

都，11 月 

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坎昆后议程及其对发展中经

济体所涉影响特设专家组会议，曼谷，11 月 

驾驭全球化委员会贸易和运输专家组会议，11 月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技术咨询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北

京，11 月 

亚太农工机械中心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北京，11 月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贸易和贸易便利化区域研讨会

和实地考察，澳大利亚悉尼，11 月 

运输与旅游事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过境运输系统第二次具体协

商会议，万象，1月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问题次区域研讨

会：东南亚，万象，1月；东北亚，乌兰巴托，3

月；中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3月；南亚，加

德满都，4月 

亚太经社会/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过境运输便利化

研讨会，万象，1月 

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海运服务自由化问题

区域研讨会，曼谷，2月 

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次区域研讨会：东南亚，新

加坡，3月；中亚和高加索，巴库，3月；东北亚，

乌兰巴托，8月；南亚，新德里，10 月 

全球公路安全伙伴关系-东盟第三次研讨会，曼谷，

3月 

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海运服务自由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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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研讨会，印度孟买，3月 

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海运服务自由化问题

国家会议，印度孟买，3月 

提供基本服务的公私营伙伴关系单位协商会议，曼

谷，3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畅通无阻的旅游业研讨会，河内，

3月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运输和过境便利化项目工作

组第八届会议，巴库，3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业部门工作组第十四次会议，

河内，3月 

亚太经社会/世贸组织旅游业资源可持续管理国家

研讨会，金边，6月 

制订可持续的城市交通项目⎯⎯亚洲工作计划讲
习班，曼谷，6月 

内陆水运和疏浚机构联网特设专家组会议，曼谷，

7月 

亚太旅游业教育和培训机构网(亚太旅游教培网)

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隆坡，8月 

东北亚国际综合运输和物流系统国家讲习班，乌兰

巴托，8月；莫斯科，9月；汉城和北京，12 月 

通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扶贫研讨会，加德满都，8

月 

旅游业危机管理研讨会，印度尼西亚龙目，9月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国家研讨会，乌兰巴托，9月；

比什切克，10 月 

泛亚铁路北京走廊集装箱编组列车规划和实施指

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乌兰巴托，10 月 

海运人力规划，利用人才中心开展培训及其联网第

二次区域论坛，曼谷，10 月 

将内陆水运基础设施融入多式联运网次区域研讨

会，金边，11 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运输规划和政策制订的教育、培

训和研究中心区域会议，曼谷，11 月 

制订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政府间会议，曼谷，11

月 

货代商和多式联运商区域论坛，曼谷，11 月 

国际工商会/亚太经社会亚洲运输便利化和贸易增

长区域会议，曼谷，11 月 

亚太经社会亚太公路事故数据库会议，万象，11 月 

亚太旅游教培网亚太区域旅游业教育和培训会议：

亚太旅游教培网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亚太旅游

教培网总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亚太区域旅游业教

育和培训研讨会，科伦坡，12 月 

公共汽车快速过境和自愿改变旅游行为研讨会，曼

谷，12 月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柬埔寨水资源管理圆桌会议：远景变行动，金边，

1月 

世界气象研究方案全球能源和水文循环试验科学

指导小组第十五届会议，曼谷，1月 

城市空气质量管理北九州倡议研讨会，曼谷，2月 

东北亚排放监测和估算培训班，北京，2月 

气象组织/亚太经社会热带旋风小组第十三届会

议，伊斯兰堡，3月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中亚能源和水资源合理高效

利用项目专家组会议，比什凯克，3月；项目工作

组第十一届会议，4月，第十二届会议，7月，第

十三届会议，11 月 

斯里兰卡公私营合作为穷人供水计划启动讲习班，

吉隆坡，4月 

东北亚能源合作高级官员会议，俄罗斯联邦海参

崴，4月 

能效项目的技术合作和融资专家圆桌会议，俄罗斯

联邦海参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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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进一步宣传节水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讲习

班，德黑兰，5月 

环境战略规划讲习班，阿皮亚，5月 

向公众进一步宣传节水讲习班，帝力，5月，杜尚

别，6月 

农村电气化和公私营合作关系国家研讨会，雅加

达，6月 

能源部门战略规划和管理国家培训讲习班，乌兰巴

托，6月；万象，7月；达卡，金边和加德满都，8

月；乌兰巴托，10 月；万象和加德满都，11 月；

金边，12 月 

亚太经社会/粮农组织国家水远景变行动圆桌讲习

班，仰光，6月 

亚太经社会/开发计划署能源与农村发展政策和项

目挂钩专家组会议，曼谷，6月 

东北亚自然养护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曼谷，7月 

工业部门促进对能效项目投资国家讲习班，雅加

达，7月 

让利益攸关者参与改善泗水城市空气质量北九州

倡议讲习班，印度尼西亚泗水，8月 

农村电气化项目的制订和融资体制机制圆桌讨论

会，雅加达，8月 

2003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现状报告专家组讲习班，

曼谷，9月 

向穷人提供与水相关的服务区域讲习班，泰国芭提

亚，9月 

台风委员会新的区域合作方案执行计划内水文领

域执行工作的区域讲习班，北京，9月 

将能源与农村发展政策和方案挂钩：敲定指导方针

的审评会议，曼谷，9月 

东北亚周围空气质量监测的能力建设和数据的可

比性问题实地评价讲习班，乌兰巴托，9月 

提高现有发电厂排尘系统效率第二次实地讲习班，

乌兰巴托，9月 

减少灾害信息管理培训讲习班，曼谷，10 月 

水资源战略规划和管理国家培训讲习班，乌兰巴

托，10 月 

亚太经社会/科伦坡计划在水资源规划和管理中采

用最新决策支助系统和技巧培训讲习班，曼谷，10

月 

为立足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开展项目参与性规划、

监测和评估工作讲习班，马尼拉，10 月 

北九州倡议网络第二次会议，中国威海，10 月 

亚太经社会/环规署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多边环

境协定培训讲习班，曼谷，10 月 

亚洲及太平洋水、环卫和人居问题执行工作区域会

议，曼谷，10 月 

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讲习班，曼

谷，10 月 

驾驭全球化委员会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会前

协商，曼谷，11 月 

制订太阳能光电项目试点培训班，苏瓦，11 月 

南亚将科学融入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和扶贫培训

讲习班，科伦坡，11 月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支持东盟区域烟雾行动计划

项目的执行讲习班，新加坡，12 月 

促进水资源综合管理战略计划国家讲习班，万象，

12 月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

议，吉隆坡，12 月 

能源部门战略规划和管理经验交流区域讲习班，泰

国彭世洛，12 月 

采用向穷人提供与水相关服务指导方针国家讲习

班：金边和万象，12 月 

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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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亚洲区域会议，东京，1月 

亚太经社会区域环境管理与质量管理系统相结合

国家研讨会，达卡，1月；曼谷，3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数码化区域会议：消除数码鸿沟，

泰国巴吞他尼，2月 

亚太区域卫星宽带服务与应用合作会议，曼谷，3

月 

亚太经社会/国际电联/亚太电信共同体信息通信

技术区域机构间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曼谷，3月；

第五次会议，曼谷，8月 

亚太区域信息和广播部长第一次会议，曼谷，5月 

亚太经社会/国际摄影测绘学和遥感协会全球环境

数据库讲习班：为满足目前和未来的需要作出调

整，曼谷，6月 

亚太经社会/国际电联/亚太电信共同体为亚太区

域创立信息社会制订区域路线图专家组会议，曼

谷，8月 

为扶贫促进空间应用及其综合应用政策特设专家

组会议，曼谷，8月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合作区域倡议对话论坛第四次

会议，曼谷，8月 

空间科学技术应用区域工作组第八次会议，河内，

8月 

气象卫星应用与自然灾害监测区域工作组第八次

会议，曼谷，9月 

亚太经社会区域环境与质量管理系统相结合区域

讲习班，新德里，9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扶助信息技术的法律框架区域研

讨会，曼谷，9-10 月 

为支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扶贫开展作物监

测和评价区域讲习班，北京，10 月 

利用空间技术在干旱地区进行土地和水资源综合

管理区域讲习班，北京，10 月 

卫星通信应用区域工作组第八次会议，北京，10 月 

驾驭全球化委员会会前专家组会议：为消除数码鸿

沟开展区域合作，曼谷，11 月 

亚太区域信通技术发展的扶助政策和管理框架区

域研讨会，曼谷，12 月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卫星定位区域工作组第九次

会议，吉隆坡，12 月 

空间应用区域方案政府间协商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吉隆坡，12 月 

促进在信通技术培训方面发展利益攸关者伙伴关

系亚太讲习班，汉城，12 月 

社会发展，包括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培训专家咨

询小组会议，曼谷，1月 

亚太经社会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讲习班：为受性虐待

和性剥削的儿童和青年提供心理社会和医疗服务，

中国昆明和万象，2月；金边，3月；科伦坡，12

月 

为残疾人创立无障碍环境区域教员培训班，曼谷，

2/3 月 

增强妇女权利和男女平等专题工作组，曼谷，2月

和 7月 

关于生活技能、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吸毒和性

卫生及生殖卫生青年同龄人教育者培训讲习班，尼

泊尔比尔根杰，2/3 月；达卡，4-5 月；新德里，8

月；北京，9月；金边，10 月 

亚太经社会人类尊严倡议培训：将立足社区的安全

网作为人类发展的手段，越南胡志明市，3月；金

边，3-4 月；印度尼西亚日惹和万象，6月；泰国

清迈，6-7 月 

亚太妇女电子网络培训讲习班和教员研习班，马尼

拉，3月；汉城，10 月 

监测东亚和太平洋与儿童商业性剥削作斗争区域

承诺和行动计划区域讲习班，曼谷，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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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对残疾问题的认识以促进

将残疾人纳入发展进程国际讲习班，曼谷，3月 

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国际公约专家组会

议和研讨会，曼谷，6月 

与残疾有关的关切问题专题工作组第六届会议，，

曼谷，6月；第七届会议，曼谷，12 月 

青年同龄人教育者培训讲习班：以预防艾滋病毒/

艾滋病为重点，曼谷和万象，7月 

通过公私营伙伴关系为穷人提供基本服务亚太经

社会项目启动讲习班：亚太经社会为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采取后续行动，曼谷，7月 

在万维网上的联网区域讲习班，曼谷，7-8 月 

妇女与残疾讲习班：促进残疾妇女充分参与促进和

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国际公约的拟订过程，曼

谷，8月；后续讲习班，曼谷，10 月 

信通技术与性别论坛：最佳利用各种机会，吉隆坡，

8月 

移徙与发展特设专家组会议，曼谷，8月 

非正规部门妇女社会保护计划讲习班，曼谷，9月 

与儿童和青年的贫困和遭受商业性剥削作斗争太

平洋区域讲习班，斐济楠迪，9月 

本区域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承诺落实

情况的专家评价小组会议，曼谷，9月 

亚太经合组织 2003 年青年论坛，曼谷，10 月 

为制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

的国际公约区域讲习班，曼谷，10 月 

将青年卫生关切问题纳入非正规教育研习培训班：

重点是在亚洲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中国丽江，

10 月 

通过远程教学促进青年人力资源开发区域讲习班：

预防吸毒和艾滋病毒/艾滋病，中国丽江，10/11 月 

为青年开展扶贫和提供争端谈判技能讲习班，科伦

坡，11 月 

关于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国际公约的区

域研讨会，北京，11 月 

增强老年人权利的成功做法国家间经验交流项目，

泰国清迈，11 月 

为青年提供争端谈判技巧教员进修学习班，金边，

11 月 

促进亚洲及太平洋男女平等国际机构区域会议：为

提出前瞻性议程而努力，汉城，11 月 

促进为发展投资健康项目启动讲习班，曼谷，11 月 

人口、发展与贫困培训讲习班，曼谷，11 月 

为青年人制订和提供吸毒的预防，治疗和康复项目

次区域学习班，曼谷，11 月 

与男子合作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次区域培训讲习班，

新德里，12 月 

社区发展计划讲习班，曼谷，12 月 

为与贩卖妇女和儿童作斗争开展次区域合作的区

域战略规划专家组会议，曼谷，12 月 

 

 

C．咨询服务一览表 

扶贫 

贫困与发展 
 

斐济：(a) 就民族和解和团结部 2003-2005 战略计

划提供咨询；(b) 协助物价和收入局最后完成其单

位计划的制订工作；(c) 参加“斐济共和国城市发

展计划白皮书”的正式发行和一个专题小组讨论

会；(d) 协助联合国生境为其未来驻斐济办事处编

制预算并制订其负责人的活动 

哈萨克斯坦：(a) 就扶贫政策规划与制订工作向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咨询；(b) 讨论关于收入与就

业，驾驭全球化的能力建设，以及信通技术与农村

扶贫等项目 

马来西亚：(a) 与总理办公厅经济规划处讨论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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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会/马来西亚合作问题；(b) 探讨扶贫领域加

强合作的途径 

马绍尔群岛：协助 Ebeye 市政厅制订 Kwajalein 地

方政府机构计划 

菲律宾：(a) 通过审查 Gawad Kalinga 方案在扶贫

领域向菲律宾总统办公厅提供协助；(b) 探讨菲律

宾债务贫困对换可能性，包括利用 Gawad Kalinga

的途径 

所罗门群岛：协助 Honiara 市政厅制订其机构计划 

斯里兰卡：(a) 协助社会福利部和 Samurdhi 部审

查扶贫和社会福利方案；(b) 就提高这些方案的效

果和影响提供建议 

塔吉克斯坦：向总统国务顾问办公室提供咨询服

务，审查国家扶贫战略方案的监测与评估制度及其

改建建议，包括资源动员 

泰国：(a) 协助曼谷市政府组织培训班；(b) 实地

考察曼谷市政府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c) 协

助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制订计划以帮助沿海社区开

发海洋资源促进扶贫 

统计 

阿富汗：(a) 就人口普查和调查统计中的贫困、性

别及经济问题向中央统计局和妇女事务部提供咨

询；(b) 协助制订统计领域技术合作总体计划 

亚美尼亚：为网站设计国家培训班/讲习班担任顾

问 

柬埔寨：(a) 向计划部国家统计所提供咨询；(b) 审

查经济统计领域的做法与方法并评估该国在这一

领域的需求；(c) 就普查统计数据处理用于柬埔寨

人口调查数据处理举办培训班 

缅甸：(a) 对国家计划和发展部中央统计组织进行

初步评估考察；(b) 为卫生部卫生规划卫生信息处

组织培训，并协助制订家庭调查数据登记制度；(c) 

协助移民和人口部人口司为 2001 年家庭和生殖健

康调查制订表格细分制度 

巴基斯坦：就经济统计问题向中央统计局提供咨询 

斯里兰卡：协助普查和统计署增强网站开发能力 

泰国：(a) 就贫困线、贫困绘图和性别统计问题向

国家统计局提供咨询；(b) 协助国家统计局就贫困

数据和统计中的性别问题组织讲习班；(c) 为国家

统计局与亚太经社会和国家发展署研究所合作组

织的关于贫困与贫困领域的性别问题讲习班进行

筹备；(d) 为这些讲习班开展筹备 

东帝汶：(a) 应计划和财政部以及开发计划署的邀

请参加国家人类发展报告讲习班并作介绍；(b) 就

贫困数据问题向国家统计局提供咨询 

驾驭全球化 

贸易和投资 

不丹：就世贸组织和相关贸易问题向贸易和工业部

及工商界提供咨询 

库克群岛：与劳动、商务、就业和贸易部及其它相

关政府机构，包括库克群岛发展投资委员会的官员

就与贸易协定和库克群岛出口前景等相关问题进

行讨论 

菲律宾：向菲律宾贸易部培训中心和菲律宾工商界

介绍世贸组织内的最新动态以及第五届世贸组织

部长级会议的前景并就后续活动提供咨询 

汤加：就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议程相关的动态和第五

届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向劳动、商务和产业部以及

相关机构作介绍并提供咨询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阿富汗：就环境管理问题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柬埔寨：就气候变化活动向环境部提供咨询，包括

介绍第二份国家通讯编写准则、设立全球环境基金

小额赠款方案以及为进一步发展环球基金查明优

先项目的概念 

印度尼西亚：就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干净发展

机制提供第二份国家通讯相关的问题向环境部提

供后续咨询服务 

哈萨克斯坦：(a) 就与环境监测、环境管理和可持

续发展相关的问题提供咨询，包括环境法和设立国

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问题；(b) 就环境政策、法

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举办亚太经社会/环境署/开

发署联合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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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a) 审查并修改国别工作队制订的

第二份国家通讯项目建议草案并就全球环境基金

可持续土地管理新的业务方案向联合国治沙公约

牵头单位提供咨询；(b) 就第二份国家通讯的预算

编制问题提供协助 

越南：就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向自然资源与环境

部国家气候变化和臭氧层保护办公室提供咨询 

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 

蒙古：就信通技术产业问题向基础设施部提供咨询 

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社会发展，包括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库克群岛：(a) 协助内务部制订残疾问题国家政策

草案以及落实残疾政策的国家行动计划；(b) 就与

库克群岛残疾政策相关的技术援助工作采取后续

行动 

斐济：(a) 介绍 Nasinu 市政厅的 Nasinu 棚户区报

告；(b) 筹备并参加治贫和对儿童和青年的性剥削

问题区域讲习班 

巴布亚新几内亚：为外交部开展一项关于城市发

展、艾滋病和相关社会发展问题的调查访问 

图瓦卢：就 Fuatuti 棚户区的评估工作第一阶段向

内政和农村发展部提供咨询 

 



附 件 五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本职权范围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届会议通过，

后又经理事会历届会议加以修正,并依大会各
项决议予以修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审议了大会 1946年 12月 11日第 46(I)号决议,
在该决议内，大会“建议为予各战灾国家以有效之

援助起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其下届会议时

对......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之成立应予迅速有利
之考虑”， 

 注意到战灾区域经济复兴临时小组委员会亚

洲及远东工作小组的报告， 

 成立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其职权范
围如下：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联合国
政策范围以内行事，并受理事会的全面监督，除未

经一国政府同意而不得对该国采取行动外，应： 

 (a) 发动并参加各项措施，俾以一致行动,促
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复兴与发展,提高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活动的水平，维持并加强这些地区之

间以及这些地区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b) 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土内的经济及
技术问题和发展情况，进行或发起亚太经社会认为

适当的调查与研究； 

 (c) 进行或发起亚太经社会认为适当的经济、
技术及统计情报的搜集、评价及传播； 

 (d) 在其秘书处可以得到的资源范围内，办理
本区域各国所欲获得的咨询服务，只要此种服务不

与专门机构或联合国有关机构所提供的服务相重

叠； 

 (e) 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求,帮助理事会履
行其在本区域内关于任何经济问题，包括技术援助

领域的问题在内的职能； 

 (f) 在履行上述职能时，视情况适宜,处理经
济发展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与社会因素间的相互

关系。 

 2. 第 1 段所称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土
应包括阿富汗、美属萨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柬

埔寨、中国、库克群岛、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

格鲁吉亚、关岛、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

朝鲜、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

澳门、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蒙古、缅甸、瑙鲁、尼泊尔、新喀里

多尼亚、新西兰、纽埃、北马里亚纳群岛、巴基斯

坦、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联邦、

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塔吉克

斯坦、泰国、东帝汶、汤加、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 

 3. 亚太经社会的成员为： 阿富汗、亚美尼
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不丹、文莱

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斐济、法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

帕劳、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

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蒙古、缅甸、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巴基

斯坦、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

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汤加、土耳其、土库曼

斯坦、图瓦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和越南，但

今后本区域内任何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应即

吸收为亚太经社会成员。 

 4. 准成员包括美属萨摩亚、库克群岛、北马
里亚纳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新喀里多尼亚、纽埃、北马里亚纳群岛。 

5. 第 2 段所规定亚太经社会地域范围内任
何领土、任何一部分或一群领土,经负责该领土、
该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国际关系的成员向经社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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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请，应准其加入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倘该

领土、该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已自负国际关系责任，

则在它自己向亚太经社会提出申请时，得准其加入

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 

 6. 准成员代表有权参加亚太经社会一切会
议，无论其为亚太经社会会议或全体委员会会议，

但无表决权。 

 7. 准成员代表有资格被选派为亚太经社会
所设任何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的成员，并在此种

机构中有表决权及担任职务的资格。 

 8. 亚太经社会有权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
事项，直接向各有关成员和准成员政府、以协商资

格被接纳的政府、及各有关专门机构，提出建议。

亚太经社会任何有关其活动的提案若对全世界经

济有重大影响者，应先提请理事会审议。 

 9.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会成员的
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非成

员有特别关系的事项。 

 10. 亚太经社会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惯例，
应邀请专门机构的代表，并可邀请任何政府间组织

的代表，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机构或组织有特

别关系的任何事项。 

 

11.  亚太经社会应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
与非政府组织协商的目的所核定的，载于理事会第

1296(XLIV)号决议的原则，作出安排，与业经理
事会授予协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协商。 

 12. 亚太经社会应采取措施，切实与联合国其
他机构及专门机构保持必要的联系。亚太经社会应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大会的决议和指示同其

他区域经济委员会建立适当的联系和合作。 

 13. 亚太经社会经与在相同的一般领域内进
行活动的专门机构商讨并经理事会核准后，可以设

立其认为适当的附属机构，以利其职责的履行。 

 14. 亚太经社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包括
选择其主席的方法在内。 

15. 亚太经社会应每年就亚太经社会及其附
属机构的活动和计划向理事会提出全面报告。 

16. 亚太经社会的行政预算，由联合国经费项
下支付。 

 17. 亚太经社会的工作人员由联合国秘书长
委派,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 

 18. 亚太经社会总部设在泰国曼谷。 

 19. 理事会应经常对亚太经社会的工作加以
特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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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事规则于亚太经社会第一届会议拟订,经第二
届会议认可和通过并经其后各届会议修正。 

第  一  章 

会  议 

第  一  条 

 亚太经社会举行各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适用
下列原则: 

 (a) 亚太经社会应于每届会议同秘书长协商
后建议下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但须得到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的核可。亚太经社会也应于执行秘书

接到理事会请求召开一届会议的通知后 45 天内举
行会议。遇此情况,秘书长应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协
商, 确定该届会议地点。 

 (b) 遇特别情况,各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可由
秘书长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会议日程临

时委员会协商后加以更改。应亚太经社会过半数成

员的请求，秘书长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会

议日程临时委员会协商后，也可更改各届会议的日

期和地点。 

 (c) 各届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
洋地区的办事处举行。但亚太经社会亦可建议某一

届会议在其他地点举行。 

第  二  条 

 执行秘书至迟应于一届会议开始前 42天将该
届会议开幕日期的通知，连同临时议程和临时议程

上每一个项目的有关基本文件各一式 3 份一并发
送。发送办法和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办法相同。 

第  三  条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任何

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会员国特

别有关的事项。 

 

第  二  章 

议  程 

第  四  条 

 每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由执行秘书同主席

协商草拟。 

第  五  条 

 任何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包括: 

 (a) 亚太经社会以前各届会议产生的项目; 

 (b)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列入的项目; 

 (c) 亚太经社会任何成员或准成员提议列入
的项目; 

 (d) 专门机构按照联合国和专门机构缔结的
关系协定提议列入的项目; 

 (e) 一般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议列入的
项目,但需遵守第六条的规定; 

 (f) 主席或执行秘书认为应该列入的项目。 

第  六  条 

 一般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就其主管范围

内的事项提出项目请求列入亚太经社会的临时议

程,但须遵守下列条件: 

 (a) 凡欲提出这种项目的组织至迟须于一届
会议开始前 63天通知执行秘书,并在正式提出项目
前对执行秘书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加以适当考虑。 

 (b) 此项提议至迟应在一届会议开始前 49天
连同有关的基础文件正式提出,经出席并参加表决
人数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列入亚太经社会的议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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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条 

 每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第一个项目应为通过

议程。 

第  八  条 

 亚太经社会可以随时修正议程。 

 第  三  章 

代表和全权证书 

第  九  条 

 每一成员应任命代表一人出席亚太经社会。 

第  十  条 

 代表可由副代表及顾问若干人随同出席亚太

经社会的各届会议;代表缺席时,可由一名副代表替
代。 

第十一条 

 任命出席亚太经社会的每一代表的全权证书

和所指派副代表的名单应立即送交执行秘书。 

第十二条 

 主席和两位副主席应审查全权证书,并向亚太
经社会提出报告。 

 第  四  章 

主  席  团 

第十三条 

 亚太经社会应在每年第一次会议时从它的代

表中选举主席一人和副主席两人, 称为第一和第
二副主席，他们的任期应至继任人选出时为止。主

席和副主席可连选连任。 

第十四条 

 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某次会议的任
一部分时,应指定一位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 

 

第十五条 

 主席不再是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代表或丧失执

行职务的能力时，第一副主席应在其未满的任期内

担任主席。如第一副主席亦不再是亚太经社会成员

的代表或丧失执行职务的能力时,第二副主席应在
其未满的任期内担任主席。 

第十六条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拥有主席的权力和职责。 

第十七条 

 主席或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应即以主席的资格
参加亚太经社会会议,而不代表任命他为代表的成
员。亚太经社会应接纳一个副代表代表该成员出席

亚太经社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第  五  章 

秘  书  处 

 第十八条 

 执行秘书于亚太经社会和它的小组委员会、其

它附属机构和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上以执行秘书的

资格执行职务。执行秘书可指定另一工作人员在任

何会议上代表他执行职务。 

第十九条 

 执行秘书或他的代表可在任何会议上对所审

议的任何问题以口头或书面方式陈述意见。 

第二十条 

 秘书长提供的亚太经社会、各小组委员会及任

何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所需的工作人员由执行

秘书领导。 

第二十一条 

 执行秘书应负责为各次会议作出必要的安排。 

第二十二条 

 执行秘书于执行职务时,代表秘书长。 

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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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太经社会通过涉及联合国经费支出的新

提案以前，执行秘书应就新提案所涉费用中不能由

秘书处现有资源支付的部分编制概算分发给各成

员。主席负有责任提请各成员注意此项概算,并于
提案获得通过以前,请各成员加以讨论。 

 第  六  章 

会议的掌握 

 第二十四条 

 亚太经社会以过半数成员为法定人数。 

第二十五条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各条所赋予的权力外，

应宣布亚太经社会每次会议的开会和散会、主持讨

论、确保本规则的遵守、准许发言、把问题付诸表

决并宣布决定。如发言者的言论与所讨论的议题无

关,主席可以敦促他遵守规则。 

第二十六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程序问题。遇
此情况,主席应立即宣布裁决。如有代表表示异议,
主席应立即将其裁决提请亚太经社会作出决定;主
席的裁决除被推翻,仍应有效。 

第二十七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暂停辩论的动

议。此项动议应受到优先处理。除原动议人外,应
准许一名代表发表赞成意见,另一名代表发表反对
意见。 

第二十八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的动议而不论是否

已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主席应允许至多两名反对

结束辩论的代表发言。 

第二十九条 

 主席应征询亚太经社会关于结束辩论的动议

的意见。如亚太经社会赞成结束， 主席应即宣布
辩论结束。 

第三十条 

 亚太经社会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 

第三十一条 

 决议草案、实质性修正案或动议应以书面提

出，送交执行秘书。除非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执
行秘书至迟应在讨论及表决上述草案、修正案或动

议前 24小时,将副本散发给所有代表。 

第三十二条 

 经任何成员提出请求,任何发言者所提出的动
议及其修正案应以书面送交主席; 主席应在另请
其他发言者发言以前,和在即将进行表决此项动议
或修正案以前,将其宣读。主席可指示将任何动议
或修正案于表决以前分发给出席会议的成员。 

 对结束辩论或休会等正式动议不能应用本条。 

第三十三条 

 除非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主要动议和决议案
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 

第三十四条 

 当修正案对原提案作修改或增删时，这项修正

案应先付诸表决，如被通过,即将修正后的提案提
付表决。 

第三十五条 

 对某项提案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修正案时，亚

太经社会应先就实质内容距离原提案最远的修正

案进行表决;然后如有必要再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
表决，以此类推, 直至所有修正案均经付诸表决为
止。 

第三十六条 

 经代表请求，亚太经社会可决定将一项动议或

决议分成若干部分付诸表决。然后再将依次表决后

所得文本的全部提付表决。 

 

 

第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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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决 

 第三十七条 

 亚太经社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第三十八条 

 除第六条(b)项另有规定外,亚太经社会的决定
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过半数作出。 

第三十九条 

 亚太经社会未获得一国政府的同意,不得就与
该国有关的事采取行动。 

第四十条 

 亚太经社会通常用举手方式进行表决。如任何

代表请求进行唱名表决，则唱名表决应按成员名称

英文字母的次序进行。 

第四十一条 

 一切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决定。 

第四十二条 

 就选举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如赞成和反对
的票数相等,应于下一次会议进行第二次表决。如
第二次表决结果赞成和反对的票数仍然相等,该提
案应视为已被否决。 

第四十三条 

 开始表决后,除为了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
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表决的程序。如主
席认为必要,可准许成员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
后作简短发言,但仅以解释投票为限。 

 第  八  章 

语  文 

 第四十四条 

 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为亚太经社会的工作

语文。 

第四十五条 

 以一种工作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其他工
作语文。 

第  九  章 

记  录 

 第四十六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简要记录应由秘书处制务。这

些记录应尽速送交各成员的代表和参与有关会议

的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或组织的代表。各该代表如对

简要记录有任何更改,应于该项记录分发后 72小时
内通知秘书处。对于这些更正如有异议,应提请主
席作最后决定。 

第四十七条 

 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依照联合

国惯例分发。分发对象应包括第一类、第二类和列

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于适当情况下并应分发各
协商成员。 

第四十八条 

 非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分送亚

太经社会各成员、参与有关会议的任何协商成员和

各专门机构。如经亚太经社会决定，此项文件应即

分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 

第四十九条 

 亚太经社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

及其委员会所作的一切报告、决议、建议和其他正

式决定的全文应尽速送达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各有

关协商成员、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各专门机构、

及第一类、第二类和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 

第  十  章 

会议的公开举行 

第五十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通常应公开举行。亚太经社会

可决定某次或某几次会议应非公开举行。 

 第十一章 

与各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协商 

 66



 第五十一条 

 1. 提议列入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项目中建
议由联合国举办的新活动如与一个或一个以上专

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直接关切的事项有关，应

由执行秘书和有关机构协商，并就促成协调利用有

关机构资源的方法向亚太经社会提出报告。 

 2. 在会议过程中建议联合国举办的新活动
如与一个或一个以上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

直接关切的事项有关时，应由执行秘书尽可能与参

加会议的其他有关机构代表协商后,提请会议注意
该建议所涉及的那些问题。 

 3. 亚太经社会就上述建议作成决定前,应查
明是否已与有关机构进行充分协商。 

第十二章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五十二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非政府组织可指派正式授权

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亚太经社会的公开会议。

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列席与其职

权范围内的事项有关的会议。 

第五十三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组织可就其有特别权限的事

项对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提出书面意

见。此种书面意见除了已过时无用─例如涉及已经

处理的事项─和已经以他种方式分发亚太经社会

或其附属机构成员和准成员者外，应由执行秘书分

发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 

第五十四条 

 前条所称书面意见的提出和分发,应依下列条
件: 

 (a) 书面意见应以一种正式语文提出; 

 (b) 书面意见应及早提出,使执行秘书得在分
发前有充分时间与该组织进行适当的协商; 

 (c)该组织正式提出最后书面意见前,应适当考
虑执行秘书在协商过程中所表示的意见; 

 (d) 第一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如不超过二千
字,应全文分发。超过二千字时, 该组织应提送摘要
分发，或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的全文供分

发。但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之一特别请求时,也可
全文分发; 

 (e) 第二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如不超过一千
五百字,应全文分发。超过一千五百字时,该组织应
提送摘要分发,或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的
全文供分发。但经亚太经社会或其他附属机构特别

请求时,也可全文分发; 

 (f) 执行秘书与主席或亚太经社会协商后,可
邀请列在名册上的组织提送书面意见。上列(a)、
(b)、(c)和(e) 段各项规定,适用于这种书面意见; 

 (g) 不论书面意见或摘要,都由执行秘书以工
作语文分发;经亚太经社会成员或准成员请求时,也
可用任何正式语文分发。 

第五十五条 

 (a) 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可直接或通过
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一个或几个委员会与第一类或

第二类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任何情况下，这种协

商均可经该组织的请求而予以安排。 

 (b) 经执行秘书建议并经亚太经社会或其附
属机构之一请求,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也可向
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陈述意见。 

第五十六条 

 除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外，亚太经社会可建议在

某一方面有特别职权的非政府组织为亚太经社会

从事特殊研究或调查，或编制特定文件。第五十四

条(d) 项和(e) 项的限制对本条不适用。 

 

 

 

第十三章 

小组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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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亚太经社会与从事同类职务的专门机构商讨

并获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后，可设立其认为履

行其职能所必要的经常执行职务的小组委员会或

其他附属机构，并明白规定各该小组委员会和附属

机构的权限和组成。亚太经社会可授权这种小组委

员会和附属机构享有为有效履行所负技术责任所

必要的自主。 

报  告 

第六十条 

 亚太经社会每年应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

一次全面报告,详细叙述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
的活动与计划。 

第五十八条 

第十五章 
 亚太经社会可设立其认为有必要的委员会和

小组委员会协助它执行任务。 修正与暂停适用 

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一条 

 除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外，小组委员会或其他

附属机构及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委员会和工作小

组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 

 亚太经社会可修正或暂停适用本议事规则的

任何条款,但以所建议的修正或暂停适用并非企图
取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订的职权范围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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