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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事务特别机关：对《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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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拉港成果的说明 

 

内容提要 

为执行大会第 62/191 号和第 63/213 号决议，亚太经社会于 2010 年
2 月 8 -9 日在瓦努阿图维拉港组织了由瓦努阿图政府担任东道主的《毛
里求斯执行战略》太平洋高级别对话。来自太平洋次区域的 12 个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高级官员，其中包括总统、总理、部长级别的高官，
出席了此次高级别会议。 

高级别对话会议审查了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执行《毛里求斯执
行战略》的进展情况，并关切地注意到全球经济危机对这些国家所造成
的制约性影响。这次对话建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针对全球经济危机
的影响采取一些补救战略。会议指出，尽管在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没有一个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最迟至
2015 年实现所有目标方面进展顺畅。会议达成的共识是：我们不能有丝
毫的自满，而是必须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大力提高业绩。 

高级别对话会议结束之后，紧接着又举行了“全球经济危机对人类的
影响问题太平洋会议”；会上最后通过了《瓦努阿图成果声明》(见文件
E/ESCAP/66/INF/7)。 

特别事务机关不妨审查这次高级别对话所取得的各项主要成果，并
就作为亚太区域对《毛里求斯战略》全球审评工作的区域投入核可这些
成果问题，向经社会提出适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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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2005 年间，《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

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1  作为处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脆弱性的全球性

战略获得通过。联合国大会在其 2009 年第 62/191 号决议中决定，将在

计划于 2010 年 9 月举行的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上审查《毛里求斯战略》

的执行进展情况。大会其后又在其第 63/213 号决议中进一步强调指出，

对《毛里求斯战略》的审查工作应能向国际社会提供以下机会：(a) 评估

在执行《毛里求斯战略》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汲取的教训和遇到的制

约因素；(b) 就进一步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脆弱性问题尚需开展哪些工

作达成共识。 

2． 根据上述决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

会)协助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编写了其各自的国家评估报告，并起草

了一份太平洋区域报告。此外，亚太经社会还在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财

政援助和太平洋区域组织理事会成员的协作下，于 2010 年 2 月 8 -9 日在

维拉港，组织了由瓦努阿图政府担任东道主的“毛里求斯执行战略太平

洋高级别对话(会议)”。这次对话会议为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一个机会，就各国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的进展情况交流意见和看

法，并就报告草稿的内容提供反馈意见。 

3． 来自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国家规划部的部长们和高

级官员、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对话会议。瓦

努阿图总理和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致开幕词、基里巴斯总统致闭幕词。

会议划分为若干会议段进行，其间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向会议介绍了报告

草稿的部分内容，以此作为开展讨论的基础。部长们随后就其内容作出

正式回应，然后由其他参与者发言，表明意见和看法。这些会议段分别

由相关区域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员和高级官员主持。 

一、太平洋次区域面对的各种制约因素、 

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可把握的机遇 

4． 与会者探讨了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目前面对的各种挑战，

诸如这些小岛国与外界隔离、幅员和人口规模较小、资源匮乏、自然灾

害频发、以及极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等。最近发生的燃料、粮食和金

融多重危机的影响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扩展到太平洋，致使这些挑战更加

严峻，而且也更加凸显了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最终造成

 

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国际审查会议报告，毛里求斯
路易斯港，2005 年 1 月 10-1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5.II.A.4 和更
正）第一章，决议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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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是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前景恶化、政府收入下降、以及贫困程度

因此而加剧。 

5． 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依然

存在，而其应对这些脆弱性的能力却下降了。目前亟需开展国际合作和

区域合作的领域是气候变化领域。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有可能抵消许多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甚至在若干情况下，会直接危

及到其存在和生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处于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前线，

其中许多国家已经挪用了本来应当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以

实施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方案。 

6． 尽管面对着这些挑战，太平洋诸国在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

略》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报告草稿草列述了在过去五年里执行的 30

多项区域举措，并指出了在以下领域取得的成功：保护资源(即《密克罗

尼西亚挑战》)、能源(如大宗购买燃料、生产可再生能源和制订减少对

化石燃料依赖的国家具体目标)、次区域航运、航空改革以及旅游业。对

邻近地区开放劳动力市场，包括对外国船只开放，也作为一个积极的进

展在报告中提及。一些国家在维持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取得的成就

也作为积极成果作了引述。 

7． 与会者还指出了在实现各项相关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一些

进展，尽管没有任何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至 2015 年实现所有目标

方面进展顺畅。在全球危机期间，一些国家得以保持正的经济增长，但

与前几年或与亚洲和其他区域相比，其增长率要低。 

8． 与会者在讨论中着重指出，尽管太平洋往往被视作一个隔离因

素和发展障碍，但实际上，太平洋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海洋”，必须驾驭

这些机会以造福太平洋岛屿和全世界。太平洋的生态系统高度多样化，

自从人类首次在此定居以来，太平洋维持了太平洋各社区的生命。太平

洋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珊瑚礁、独特的地形、在全球具有重要性的渔

业、重要的土地和海床矿产资源、以及大量的地方特有物种。太平洋拥

有世界上仅存的大规模金枪鱼鱼群。太平洋区域还可能拥有其作用目前

尚未被发现的、对人类有潜在用途的资源。为了保护太平洋社区并长久

维持其生态系统的健康，会议指出，必须根据《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

宣言》
2
  的第 15 条原则，采取一种谨慎或“遗憾较少的”做法来推进

发展进程。加强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将是实现各项相关发展目标的有机

组成部分。 

 

2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报告 ，里约热内卢，1992 年 6 月 3-14 日》第一卷，大
会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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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太平洋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脆弱性采取行动：执行工作 

9． 在讨论中，部长们和官员们着重指出了太平洋的一些关键的脆

弱性，其中包括以下诸领域： 

(a) 气候变化：仍然是眼下最大的挑战，因为其目前造成的影

响和预测将来造成的影响会破坏发展取得的进展，并危及一些太平洋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会议认识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3  仍
然是关于这一议题的行动谈判机制，并指出需要为此采取下列行动： 

(i)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4  取得差强人意的成

果之后，迫切需要就有意义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达成协定并执行这些承诺； 

(ii) 支持《2009 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联盟气候变化宣

言》中的各项规定，5  其中包括立即采取直至 2012
年和 2012 年后的一揽子减缓活动；6 

(iii) 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可预测的、

透明的和充足的赠款资金，以充分满足尤其是这些特

别脆弱国家的适应需求，并确保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

够及时地、直接地、优先地和方便地获得这些资金； 

(iv) 制订适应的供资模式，包括专门为太平洋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制订的、符合成本效益的、有益于保护自然环

境的解决方案。 

(b) 能源：依赖化石燃料对国家预算和收入会产生严重影响，

而且会对渔业、农业和旅游业等该区域的主要产业产生影响。国际社会

需要对以下领域提供支助： 

 

3  《联合国条约集》，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4  见 FCCC/CP/2009/11/Add.1。 

5  A/C.2/64/11，附件。 

6  相关规定的内容是：(1) 长期地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远低于 350ppm 二氧化
碳当量的水平；(2) 将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增加值控制在远远低于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 C 的水平；(3) 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 2015 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4) 
最迟至 2050 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减少 85%以上；(5) 鉴于其历
史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内所列缔约方最迟至 2020 年需将其集体
温室气体排放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减少 45%以上，至 2050 年需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减少
95%以上；(6)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并在可计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技术、资金和
能力建设的支持和促成下，通过可计量的、可报告的和可核查的适当的国家减缓行
动，使发展中国家明显驶离一切照旧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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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立即使可选用的能源多样化，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

方面； 

(ii) 在主要产业部门转用适用技术； 

(iii) 对捐助方在适用技术转让方面提供的支助进行协

调。 

(c) 自然灾害和环境灾害：在过去五年里，许多太平洋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自然灾害对其经济及其有限的恢复能力的“击倒”效

应，因此在以下诸领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 

(i) 在区域和国家级别设立得到显著改进的预警系统； 

(ii) 改善保险机制，并使其价格可以承受； 

(iii) 改善灾后支助，提供资金，帮助开展重建工作。 

(d) 发展援助：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援助仍

然是零碎的、不可预测的和难以获取的。至关重要的是，太平洋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捐助伙伴和区域和国际组织应携手做出努力，以便促成： 

(i) 针对捐助方的资源更好地开展协作和协调工作； 

(ii) 更好地协调区域和国际组织有效交付其服务和提供

支助的努力； 

(iii) 酌情统筹利用资源； 

(iv) 提高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取和有效利用资源

的能 力； 

(v) 通过直接的预算支助，尤其是国家一级的预算支

助，引导作出更长期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e) 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尽管已为制订有效的国家可持续发

展战略做出了努力，但在把这些战略与有效的执行工作所需要的充足预

算联系起来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挑战。这一事项需要由所有利益

攸关方提供支助，以便： 

(i) 改善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关的进程，并将此与

改善国家财政管理系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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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把绿色增长做法列为国家计划、政策和预算的主要

内容； 

(iii) 引导官方发展援助投向国家框架和有可预测性的长

期重点的领域； 

(vi) 增拨国内资源用于环境保护和适应活动，并建设可

持续筹资的能力，例如可为此把国家可持续筹资计

划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f) 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信通技术：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与外界隔离，这仍然是影响太平洋经济体增长的一个重大障碍。最新

的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与外界隔离的程度是其

加勒比岛屿国家的一倍。因此，显然需要改善太平洋区域的海运和空运

基础设施及其交通运输设施。此外，信通技术提供了一个挖掘发展潜力

和缩短与市场、教育、医疗卫生等的距离的解决方案。需要国际社会提

供支助，以便援助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i) 改善太平洋国家间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连接性。这

涉及综合采用适当的电缆、卫星技术和国家信通技术

基础设施； 

(ii) 发展达到国际标准的海运和航空基础设施和设备，并

确保具有能够对此进行维护的能力； 

(iii) 改善空运和海运部门的次区域交通运输备选方案。 

(g) 最不发达国家“毕业”问题：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没

有足够地重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需要国际

社会提供支援，以便： 

(i) 更加准确地衡量脆弱性； 

(ii) 把环境脆弱性指标纳入“毕业”标准。 

(h) 渔业：尽管已为增加太平洋次区域的渔业资源收入付出了

相当大的努力，但仍然需要国际社会向它们提供支援，以便： 

(i) 改善在该次区域监测非法的、少报的和没有受到规管

的渔业活动的能力； 

(ii) 改善和加强国营渔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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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议题 

10．《毛里求斯执行战略》指出，需要为解决一些交叉性议题做出

努力，以应对各种挑战。这些交叉性议题包括： 

(a)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这包括建

立有助于国家规划和绿色增长的伙伴关系； 

(b) 简化获取已有大幅增加的资源的渠道； 

(c) 科学、开发和技术的技能转让，包括为此在亚太区域开展

南南合作； 

(d) 能力开发； 

(e) 改善贸易、金融开发和债务融资，并为此在太平洋、以及

与亚洲开展区域合作。 

1．有利的国家、区域和国际环境 

(a) 有利的国家环境 

11．制订和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类似战略对于整合有利于可

持续发展的决策系统和进程，仍然至关重要。有效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如下主要内容得到了确认： 

 与中期目标/具体目标和短期行动相关的、可以看得见的长

期国家战略构想； 

 改善与国家预算和财政管理系统的联系； 

 部门内和部门间(即水平的和垂直的)的、看得见的、能起作

用的协作； 

 关于以下领域的看得见的、能起作用的国家和区域政策：

科学技术、保护自然资源以支持可持续发展、以及抵御气

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建设； 

 精简地、高效地和有效地整合千年发展目标与相关区域和

全球承诺； 

 建立能够切实在政府、发展伙伴、私营部门、非政府组

织、以及整个社区之间运作的真正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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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传统和文化是其资产； 

 在可能的情况下，订立可衡量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12．把国家优先重点与可预测的资源联系起来仍然是政府和捐助方

在国家一级面临的挑战。 太平洋地区的领导人承诺，通过落实《凯恩斯

契约》，7  寻求更好的规划、预算编制和捐助方协作，加强发展援助的影

响，改善国家一级资源使用情况。同时还需要确保国家规划系统坚持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则：(a) 整合经济、社会和环境优先重点；(b) 各相关

利益攸关方广泛参与发展进程；(c) 国家自主权和承诺；(d) 全面和协调

的政策进程；(e) 有针对性的资源安排和监测工作。 

13．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重申了妇女、年轻人和残疾人在可持

续发展中发挥的特殊作用。重要的是，要确保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资源和监测与评估框架，使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决策进程能够促进两

性平等，并包容各种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在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

划进程时，确实需要使太平洋地区的传统发扬光大，并更好地利用其文

化和历史。太平洋区域的文化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因此在此方面的挑

战是，要向相关政府决策者、区域机构、捐助机构和合作伙伴表明：其

文化是一种财富，也是其取得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14．切实地把援助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因为绝大多数的援助是通过政府分配的。例如，萨摩亚利用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所提供的资金，向小学儿童提供免费教育，以应对经济危机。 

15．在太平洋次区域，减缓危机对贫困者影响的正规社会保障是有

限的，而且这些措施所覆盖的人口还不到 20%。因此，在加强传统保障

网和社会资本的努力的同时，亦需要在政府规划和预算中考虑采取社会

保障措施。 

16．对话会议确认迫切需要在国家一级执行太平洋岛屿论坛做出的

如下主要区域性决定：(a) 维护宏观经济稳定；(b) 加强预算管理，从

而保障核心服务和援助脆弱者；(c) 增强竞争力，促进广泛的增长，加

强抵御冲击的能力；(d) 加强发展协作及其有效性。然而，会议还达成

了如下共识：这些改革应在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实行，以便将

其对贫困者和被边缘化者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同时亦能确保增长的可

持续性。 

 

7  《加强太平洋发展协作凯恩斯契约》，于 2009 年 8 月 5 日和 6 日在澳大利亚凯恩
斯 举 行 的 第 四 次 太 平 洋 岛 屿 论 坛 上 通 过 ， 见 网 页 ：
www.forumsec.org.fj/pages.cfm/newsroom/press-statements/2009/final-communique-of-40th-
pacific-islands-forum-cairns.html。 



 

 

E/ESCAP/66/1 
Page 9 

 

                                                

17．会议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在国家一级执行绿色增长战略不仅

能吸引捐助方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者，而且能够确保可持续增长。这些战

略包括对可持续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向使用可再生能源转移、以及对有

利于降低能源成本的高效技术进行投资。绿色税收和预算改革可拉动对

生态高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执行这些改革不仅会创造绿色岗位，而且

亦有助于处理粮食、燃料和水不安全以及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源。 

(b) 有利的区域环境 

18．造成太平洋次区域的架构发生演变的直接原因是，在太平洋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方面存在着各种制约因素。为此，需要实现经济

规模，开展集体合作，以处理共同的优先重点和挑战，鉴于这一必要

性，在太平洋区域组织理事会下，设立了 11 个区域政府间组织，所有这

些组织都制定了主要的工作方案，以便在各个行业支持太平洋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 

19．目前已制订完毕的《太平洋计划》为实现太平洋领导人关于建

立一个“和平、和谐、安全和经济繁荣”的区域的构想8  提供了一个统

领性框架。2009 年间通过的《凯恩斯契约》旨在推动与各捐助方开展更

为密切的协作，并改善国家规划和政策环境，从而加强该区域的发展成

果。目前正在一些具体领域，如能源、水、农业、信通技术、交通运输

和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政策与规划领域等，包括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领

域，制订和执行相关区域伙伴关系。这些举措都已很好地纪录在案，包

括在太平洋区域报告草稿中记载下来。 

20．会议达成的共识还有：《太平洋计划》改善了区域政府间组织之

间的协作。然而，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挑战，不仅需要次区域组织为此

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而且也需要联合国区域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区

域利益攸关方做出进一步努力。在区域一级面对的挑战是，需要通过加

强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和增强国际合作，充分挖掘发展援助的潜力。同

时，会议还重点指出了《密克罗尼西亚挑战》等次区域活动对养护环境

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贡献的重要性。 

21．会议还呼吁改善数据的质量，以便为该区域订立关于可持续发

展进展的、明确的业绩指标奠定基础。会议亦呼吁国际和区域组织支持

太平洋诸国在数据收集和数据管理领域做出的努力。 

22．对话会议商定应推动有助于该区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气候变

化的区域和国际伙伴关系，同时亦指出，其中一些伙伴关系将在“论

坛”会议上讨论，并在计划于 2010 年 2 月 10 -12 日召开的《全球经济危

机对人的影响问题太平洋会议》上加以讨论。 
 

8  见网页：www.forumsec.org.fj/pages.cfm/about-us/the-pacific-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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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亚太经社会应通过参与那些确定为太平洋优先重点的领域的活

动，加强太平洋与亚洲之间的联系。 

(c) 有利的国际环境 

24．在国际一级，需要做出重大改进，以期克服在执行《巴巴多斯

行动纲领》9  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时遇到的预算拮据问题。需要根

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及其有限的能力，提供其符合其具体需

要的援助。不幸的是，多边供资机制在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制订具体的

获取窗口方面，行动缓慢。会议认为这是有效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

略》方面的一个核心障碍。 

25．在援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时，为了避免工作重复和采取不协调

的做法，也需要改进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2．财政资源的获取和提供 

26．对话会议赞赏地注意到，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认定：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特殊，需要更好地利用包括南南合作在内的筹资、贸

易和技术转让等措施所提供的机会。会议商定的意见是：官方发展援助

可在帮助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从目前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方面、以

及在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取得进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官方发展援助应更具可预测性，并应能更好地与国家的优先重点和千年

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会议进一步指出，供资模式应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特殊的各种制约因素，并应简化其获取程序和支付程序。 

27．《蒙特雷共识》10  就提供发展资金所作的承诺，迄今大部分仍

未得到履行。流入太平洋的财政资源按人均计算相对较高，但这些资金

是不够的，其部分原因是：在太平洋次区域，人们居住的岛屿幅员较

小，而且散落在各处，为此造成的间接费用相对较高。与其脆弱性和需

求水平相比，流入太平洋的财政资源是不足的。11 

28．需要探索发展援助的各种新来源。在 2009 年伦敦峰会上，20
国集团核准了一个六点计划，并作出了针对低收入国家的重大财政承

诺。此外，在《哥本哈根协议》当中，各方还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作

 

9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报告，巴巴多斯布里奇顿，1994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 I.18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
附件二。 
10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报告，墨西哥蒙特雷，2002 年 3 月 18-22 日》(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 E.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11  从人均数字来看，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似乎较高。然而，由于太平
洋区域人口较少，而且散落在各处，间接费用较高，进出的路线单薄，经济规模较
小，因此用人均数字的方式来衡量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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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300 亿美元的承诺。因此此次对话会议增强了亚太最不发达国家的

声音。12  亚太最不发达国家呼吁国际社会应确保这些用来应对经济危机

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资金承诺，是在《蒙特雷共识》已经作出的承诺基础

上新增加的，不应计入其中。 

29．此次对话会议的参与者还商定：需要确保这些新增资金能够较

快和公平地支付给最需要的国家；在管理安排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

有发言权；应提高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利用更多资源的能力；随着

谈判持续进行，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重

点关注应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区域一级，有必要探讨使获取亚洲国家

和金融机构的财政资源更加便捷问题。 

30．会议商定的意见是：这些成果应当为以下各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提供信息：联合国大会审查千年发展目标执行情况高级别全体会议、联

合国大会关于保护生物多样化的高级别会议、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会议在进一步确认“毛里求斯执行战略五周年审查

会议”将在“国际生物多样化年”期间举行时，指出了把保护生物多样

性作为进一步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基石的重要性。 

3．贸易与资金 

31．贸易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

幸的是，在国际贸易中，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最被边缘化的

国家群体，而且未能充分利用《多哈发展议程》所带来的各种益处，因

为其供应能力有限，基础设施薄弱、以及现有的贸易安排中存在着一些

限制性规定。为此，需要确保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分配到比较

多的贸易援助资金。尽管收到的援助额较高，并获得了好评，但对话会

议指出，目前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与一些主要伙伴的贸易赤字仍与

以前一样高，甚至比以前更高。外国投资给太平洋所带来的益处也很

少，而且缺乏可持续性。 

4．科学与发展和技术转让 

32．除太平洋次区域不断努力促进科学技术转让之外，此次对话会

议还商定应进一步就适当的、支付得起的技术和连接性问题，探讨与亚

洲开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潜力，以便推动落实本文件确定的各个优

先重点事项。为此，对话会议呼吁立即恢复和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网

络，以期推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信息和技

术转让。 

 

12  布鲁塞尔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亚太高级别政策对话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18 -20 日在达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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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话会议进一步强调：需要开展专门的职业培训和教育，开发

环保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并为技术转让创造机会，同时支持地方创新。 

5.能力开发 

34．能力问题是一个交叉性问题，而且仍然是太平洋区域的一个重

大挑战，同时也继续是执行毛里求斯战略方面的一个重大挑战。能力方

面的制约因素影响了一些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成功获取多边来源资

金、以及在实地执行项目的能力。因此，通过能力建设和能力增补来开

发人力资源，是一个可有助于进一步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和其他

太平洋发展优先重点事项的领域。 

35．对话会议着重指出，需要为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展具体的有

针对性的能力开发活动，以便帮助他们了解现行的捐助方方案，并能够

获取可等资金，用于支持其根据国家发展方案制订的、确实可行的实地

项目。会议还商定，必须继续为那些渴望进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劳动力

市场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职业培训。 

6．监测和评估 

36．及时产生和不断使用统计数字是确保有效应对太平洋脆弱性的

关键所在。报告草稿中论述了数据库和其他的数据传播方法对于信息和

知识共享的重要性。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被视作主要的区域统计机构，

而亚太经社会和其他国际机构也为统计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所采取

的方法是为统计方法和标准的制订工作提供一个论坛。 

7．联合国在进一步执行《巴巴多斯 

行动纲领》中的作用 

37．对话会议确认了联合国在帮助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与全

球审查和对话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要求为此目的加强太平洋、亚洲

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各种相关联系。联合国系统需要作为一个倡导关注全

球社区脆弱成员需求的有凝聚力的平台而发挥作用，目前这一必要性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需要在政府间级别

汇聚在一起，努力成为一个倡导、查明和吸引资源来帮助实现《毛里求

斯执行战略》目标和目的的工具。为此目的，其相关机构和基金可设法

更好地利用联合国的政府间进程。会议表示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没有

向其会员国报告它正在采取何种行动来执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和其

他国际商定目标。 

8．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机构在监测和执行工作中的作用 

38．太平洋岛屿领导人在其 2007 年的“论坛”上商定：根据《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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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计划》的国际背景，兹对《计划》作出以下修订： 

《太平洋计划》反映了本次区域的优先重点，而且亦符合《巴

巴多斯行动纲领》和《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等国际框架，因此

有助于其执行。为此，《太平洋计划》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平台，

可用以通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其他倡导关照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特殊国情”的国际论坛，开展区域合作和指导制订集体立

场。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在国际舞台的集体立场是太平洋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单个国家和作为一个群体寻求得到支援的重要工

具，而且也已得到联合国其他会员的确认和重视。13

39．秘书长在其向 2007 年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提

交的报告中确认，关于《太平洋计划》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足以作为太

平洋实现《毛里求斯执行战略》目的的区域进展报告。这种协调划一的

报告做法减少了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太平洋次区域的负

担。为进一步改善这一汇报工作，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以期制订能

够对其进行有效衡量的适当指标，并为此收集数据。 

9．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交报告的情况 

40．对话会议核可把《维拉港成果声明》（草案）作为太平洋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关于《毛里求斯执行战略》五周年审查的观点和立场的简要

说明。会议还商定对区域报告草稿进行增订，并将之作为《维拉港成果

声明》的附件附后。这两项文件一并构成太平洋向计划于 2010 年 9 月在

纽约召开的“毛里求斯执行战略五周年高级别审查会议”提交的报告。

这两项文件亦将通过亚太经社会提交“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事务特

别机关会议”；后者将与计划于 2010 年 5 月在大韩民国举行的经社会第

六十六届会议衔接举行。这两项文件同时也将提交计划于 2010 年 5 月在

纽约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会议，以便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日的会议

上 — 亦即高级别审查会议前的筹备委员会会议 — 上进心审议。对话会

议还要求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长和东道政府把太平洋高级别对话的成果

提交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会议。 

41．对话会议商定，其主席应在向相关全球和区域论坛（包括“全

球经济危机对人类的影响问题太平洋会议” 14）转交和介绍这些成果中

发挥重要作用。为协助主席开展工作，会议请与会的各主要合作伙伴，

即亚太经社会、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及太平洋区域组织理事会的相关

 

13  《第三十八次太平洋论坛公报，汤加努库阿洛法，2007 年 10 月 16-17 日》，附件
一(见 A/63/78-S/2008/194)。 
14  这次会议核准了《维拉港成果声明》草案，这次会议的成果文件(《瓦努阿图成果
声明》)将被认为是太平洋提交《毛里求斯执行战略》五周年审查会议的报告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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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主管官员合作，共同制订和执行相关行动计划，以便通过相关

太平洋区域伙伴关系，包括《太平洋计划》、《凯恩斯契约》、以及那些正

在着手建立的、旨在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和绿色增长战略的伙

伴关系，进一步推进现行的工作。 

42． 会议还注意到，上述国家评估报告现已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

将作为本次审查工作的进一步投入予以提交。应在此指出的是，此项区

域报告的提交并不妨碍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按照其各自的意愿分别

提交其国家报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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