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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2-2013 两年期方案的改动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载有对 2012-2013 两年期工作方案的拟议改动，提请经

社会就这些改动作出立法决定。 

提出这些改动主要是为了执行经社会在核准 2012-2013 工作方

案后通过的各项新任务。 

谨此请经社会注意到，这些拟议的改动将有助于取得各项预期

成果，而且不会产生任何额外的经常方案预算问题。 

经社会不妨对这些拟议改动进行审议，以便核可将之列入

2012-2013 两年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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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2-2013 两年期方案的拟议改动 

2012-2013 两年期 

工作方案产出 

拟议改动 理由 

次级方案 2：贸易和投资 

预期成果： 

(a)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制订和执行更有效和更一致的贸易、投资和企业发展政策的能

力得到加强 

非经常性出版物： 

PB147135： 

电子贸易信息网季刊通讯

(新闻和来源)(2) (2012，

2013) 

 

改为：  

贸易便利化通讯(电子版) 

(2) (2012，2013) 

鉴于贸易便利化是个重要

问题，以及许多（国家和

区域）利益攸关方需要在

这个领域开展能力建设活

动和进行协调，并由于现

在较容易在网上获取和搜

索关于贸易和投资的一般

新闻和信息，预计尤其侧

重于贸便利化问题的专门

通讯可在促进取得预期成

果方面发挥更大效用。 

次级方案 3：交通运输 

预期成果： 

(a) 使各成员国增加知识和提高能力，以制订并执行有效而又可持续的交通运输政

策和方案，包括为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和道路安全而制定的政策和方案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PB146933： 

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

全体会议 (2013) (6) 

推迟至 2014 年 之所以提议将论坛推迟至

2014 年举办，是因为原定

于 2011 年 11 月召开的交

通运输部长级会议已推迟

至 2012 年 3 月。 

会议文件： 

PB146936： 

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

关于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问

题的报告(2013) (1) 

推迟至 2014 年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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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两年期 

工作方案产出 

拟议改动 理由 

PB146937：  

第二届亚洲交通运输部长

论坛：亚洲交通运输部长

论坛报告 (2013) (1) 

推迟至 2014 年 同上 

次级方案 4：环境与发展 

预期成果： 

(a) 提高国家和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认识和能力，以制定和执行各项战

略，把环境可持续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应用绿色增长办法和其他有效的政

策举措，有效规划和管理自然资源开发以及将两性平等问题纳入减贫和城市及农村

地区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主流 

(b) 在制定和执行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战略，包括应用绿色

增长办法和其他有效的政策举措、促进所有人获得现代能源服务并促进能源安全、

改进水资源管理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区域合作得到加强 

(c) 在把环境可持续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应用绿色增长办法、资源效率、

有效管理能源和水资源及生态城市发展等战略中，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区域远景共

识得到加强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增列： 

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 

(8) (2013 年) 

在关于为在亚洲及太平

洋加强能源安全和以可

持续方式使用能源促进

开展区域合作的第 67/2
号决议中，经社会呼吁 
所有成员和准成员进一

步促进应对能源安全挑

战的区域合作，并要求

于 2013 年举办亚洲及太

平洋部长级能源论坛 (见
E/ESCAP/67/23 ，第 67
页，第 7 (e)段)。 

会议文件： 

 增列： 

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

关于能源安全和以可持续

方式使用能源领域重大问

题的报告(2) (2013 年)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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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两年期 

工作方案产出 

拟议改动 理由 

 增列： 

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

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报

告 (1) (2013 年) 

同上 

预期成果： 

(b) 在制定和执行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战略，包括应用绿色

增长办法和其他有效的政策举措、促进所有人获得现代能源服务并促进能源安全、

改进水资源管理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区域合作得到加强 

特设专家组和相关筹备工作： 

 增列：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加强能

源安全专家组会议 (1) 

(2012 年) (经常预算/预

算外) 

常驻代表及经社会成

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

询委员会（常驻代表

咨委会）所建议、且

已得到经社会第六十

七 届 会 的 核 准 ( 见

E/ESCAP/67/23 ， 第

242 段) 

技术资料： 

 增列：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加强能

源安全的研究报告 (1) 

(2012-2013 年) 

同上 

次级方案 8：次区域发展活动 

构成部分 3：北亚和中亚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预期成果： 

(b) 加强成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发展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伙伴关系，以处

理北亚和中亚的重大优先领域问题，从而支持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

年发展目标 

特设专家组和相关筹备工作： 

 增列： 

加强次区域合作以支持北

亚和中亚的社会经济发展

常驻代表咨委会所建

议、且已得到经社会第

六十七届会议的核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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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两年期 

工作方案产出 

拟议改动 理由 

(1) (2012-2013 年) E/ESCAP/67/23，第 242
段) 

构成部分 4：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的发展活动 

预期成果： 

(a) 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针对如何缩小在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存在的差

距、推进基础设施发展、促进贸易与交通运输便利化、减少灾害风险、以及确保能

源和粮食安全诸领域制订和执行发展政策和方案的能力，包括制订和执行涉及两性

平等层面的政策和方案的能力 

特设专家组和相关筹备工作： 

 增列： 

关于在南亚和西南亚改进

基础设施发展的特设专家

组(1) (2013 年) 

常驻代表咨委会所建

议、且已得到经社会第

六十七届会议的核准(见

E/ESCAP/67/23，第 242
段) 

实地项目： 

 增列： 

关于在南亚和西南亚建立

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机制的

技术合作项目，重点是交

通运输，特别是贸易与交

通运输便利化，包括互联

互通(1) (2012-2013 年)

同上 

 

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