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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2014年)的举行

日期、地点和主题 

 

 

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2014 年)的举行日期、地点和主题 

秘书处的说明 
**
 

内容提要 
本文件中载有 2014 年将举行的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的可能日期和地

点的信息，并列出该届年会主题的提议。 

经社会不妨就这些事项作出决定。 

 

一、导言 

1. 本文件载有秘书处提出的各项相关建议，供经社会第六十九届

会议审议。经社会不妨对将于 2014 年举行的第七十届会议的日期、

地点和主题进行审议，并就此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二、举行日期和地点 

2. 经社会《议事规则》第一条规定，经社会应与秘书长磋商就其

下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提出建议，并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

按照惯例，经社会在其每届会议上建议举行下届会议。随后，执行秘

书经与经社会成员和经社会主席协商确定下届会议的实际日期和地

点。 

                                                 
*  E/ESCAP/69/L.1。 

**  本文件之所以未能如期交付会议服务处，是因为需要考虑到分别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和 2013 年 3 月 20 日举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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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6 次会议和第 347 次会议及其于 2013 年 4 月 2 日和 4 日举
行的两次非正式会议的讨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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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议事规则》第一条还规定，除非经社会另有建议，其

各届年会通常应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办事处举行。 

三、会议主题 

4. 秘书处向经社会提交了下列主题供审议：“实现区域互联互通

促进共享繁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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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 2 月 19 日和 2013 年 3 月 20 日分别举行的第 346 次

常会和第 347 次常会、以及 2013 年 4 月 2 日和 4 日举行的两次非正

式会议上，审议了就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主题提出的各项提议， 后

决定将上述主题提交经社会审议。 

A． 背景 

6. 为维持经济增长，帮助亚太各国共享因此带来的繁荣，需要深

化本区域各经济体一体化工作。加强实现区域互联互接对提高区域合

作、走向区域一体化非常重要。 

7. 过去十年来，亚太各国间跨界贸易和投资取得大幅度增长。更

为发达的经济体已将其传统的劳力密集制造业活动转向发展中和 不

发达经济体，而自身重点转向投资于以先进技术和服务业为驱导的知

识型经济体。这一进程，加上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增加，扶持本区域得

以走出 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而实现复苏。尽管各次区域间进展均

衡不一，经济一体化速度仍加快步伐，这要归功于贸易不断增长（如

商品贸易）、基础设施改善、跨界运输协定、物流改善以及更大范围

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促成金融和信息领域的连通。随之而来但又同期

发生的情况是，社会一体化随着劳工流动性扩大和旅游业的发展而逐

步成型，带来人员、思想和文化更为顺利地跨界流动。 

8. 然而，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和低收入国家间存在的互

联互接差距，阻碍各国充分加入本区域生龙活虎的经济表现。为在整

个区域实现更为平等的增长，各国应集体处理本区域国家间基础设施

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改善区域互联互接有助于提高国

家竞争力和效率，对基础设施和服务业落后、处境不利的低收入国家

尤其如此。例如，拥有高效、可靠信通技术系统便可帮助农民更容易

进入区域市场，帮助商家找到区域消费者，而安全、可持续的能源系

统将使能源需求与供应相挂钩。 

9. 与此同时，应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作出共同努力，确保各个国

间平等分享更大程度互联互接所获取的利益。政府可为私营部门的蓬

勃发展创造扶持环境，由此支助民众深入参入经济和社会活动，同时

释放空间供公民社会茁壮成长。政府还可加强与相关利益攸关者的伙

伴关系，为平等发展以及发展融资共同承担集体责任。为能真正并且

持续地分享繁荣，还应针对社会贫穷、易受影响群体采取干预行动。

共享繁荣可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促进和谐并防范潜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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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此背景下，建议开展的研究工作将探讨为何区域互联互接有

助于实现共享繁荣，并查明加强区域互联互接的途径，不仅在各部

门、而且包括更为全面的发展举措。研究工作还将审评亚太区域相关

数据和经验，进而查找各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就采取哪些 为有效

办法实现扩大区域互联互接促进共享繁荣的目标提出一套建议。 

B． 研究工作的结构 

1. 导言 

11. 本部分探讨改进区域互联互接促进共享繁荣的理由。 

2 部门和多部门审评 

12. 本章节从部门和多部门角度探讨亚太区域背景下实现更大程度

区域互联互接的相关主要挑战、机遇和利益。其中按部门审评区域互

联互接现状，如交通运输，能源，信通技术及移徙，并审评它与人口

流动、经济、社会和商业流动以及平等繁荣之间关系，包括对区域互

联互接与共享繁荣之间密切联系进行证据分析。本章节还评估了不同

部门间互为依赖状况，并强调说明应实现部门互联互接一体化以尽量

扩大机遇和实现协同利益。 

3. 次区域经验 

13. 鉴于实际距离明显影响到过去和现在的互联互接模式，很多次

区域组织和多边开发银行一直试图在次区域层面处理互联互接问题。

尽管次区域方法与区域方法相比占有一些优势， 但迄今为止工作效

果有好有坏。本章节介绍次区域层面扩大互联互接工作的一些不同做

法，同时探讨若是将这些次区域办法纳入更大范围的区域框架，在某

些情况下能够提高效力并为本区域带来更大利益的原因。 

4. 伙伴关系的作用 

14. 与先前 50 年相比，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已明显改

变。诸如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者等主要团体，正投身

开展一些过去被视为属于公共部门范畴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本章节通

过查明具有共同利益、互惠增效和组群参与方式制定政策决定的各个

领域，倡导加强主要利益攸关者伙伴关系。尤其探讨确定不同利益攸

关者在扩大区域互联互接方面的潜在作用和责任，以及这些主要利益

攸关者如何分担费用和风险并共享收益。 

5. 克服融资挑战 

15. 在先前内容基础上，本章节重在讨论建立伙伴关系对克服各国

政府面临的融资挑战的作用。对此，本章节将描述有助于区域互联互

接活动的各种融资选择。本区域大多数国家政府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有

很大缺口，而且不太可能只靠公共资金解决投资需求。私营资本市场

的替代来源，如外汇储备、养老金基金和个人储蓄，或可有助于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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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缺口。私营部门参与的成功典范之一是公私营伙伴关系

（PPP），已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广泛运用。然而，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对公私营伙伴关系的利用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政府缺乏能力和

专门知识，而且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但是，这些国家的公私营部门都

需要提高能力以便成功开发公私营伙伴关系。诸如由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成员国设立、并得到亚洲开发银行积极参与的东盟基础设施

基金等区域办法，也可有助于开发区域互联互接项目。 

6. 实现区域互联互接的战略办法 

16. 本专题研究的结束部分将分析实现区域互联互接必须优先考虑

的各个部门，包括在哪些具体领域采取全面、多部门办法便可获取

大总体收益。还将探讨开展区域合作对扩大区域互联互接、走向实现

可持续的包容发展可发挥的作用。 

四、以往主题 

17. 为便于参阅，本文附件列出经社会历届会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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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经社会历届年会的主题一览表 
* 

届会 年份 主  题 

40 1984 技术促进发展 

41 1985 技术促进发展 

42 1986 人力资源开发 

43 1987 人力资源开发 

44 1988 人力资源开发 

45 1989 1990 年代亚太经社会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改革 

46 1990 1990 年代亚太经社会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改革 

47 1991 亚洲及太平洋工业结构改革，以特别加强区域合作 

48 1992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区域经济合作：前景、优先事项和政策选

择 

49 1993 扩展投资和区域内部贸易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区域经济合

作和发展的手段 

50 1994 发展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 

51 1995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区域合作，特别是亚洲及太平洋可

持续经济增长的社会影响 

52 1996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和扶贫 

53 1997 亚洲及太平洋迈入二十一世纪：亚太经社会的机遇和挑战 

54 1998 亚洲及太平洋迈入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的状况及前景 

55 1999 亚洲及太平洋迈入二十一世纪：信息技术、全球化、经济安

全和发展 

56 2000 在二十一世纪通过全球化和伙伴关系实现发展：将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经济体公平、平等地纳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亚太视角

57 2001 亚洲及太平洋各国国内城市和乡村以及地域间的平衡发展 

58 2002 迅速全球化时期的可待续社会发展：挑战、机遇和政策选择

59 2003 将经济和社会关切问题、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纳入

满足本区域需要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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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 年份 主  题 

60 2004 加强区域发展合作，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61 2005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执行《蒙特雷共识》：实现协调和一致 

62 2006 加强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区域合作，包括与灾害管理相关的

合作 

63 2007 在亚洲及太平洋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背景下发展

卫生系统 

64 2008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65 2009 推动在亚太区域实现可持续的农业并确保粮食安全 

66 2010 应对在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推动

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可起支持作用的金融体系；实现绿色增

长、亦即在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包括为此而利用各种

技术和融资手段 

67 2011 展望后危机时代：亚洲及太平洋社会保护与发展的长远构想

68 2012 推进亚洲及太平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69 2013 把握各种机会，建设抵御自然灾害和重大经济危机的能力 

*  第四十届至第六十九届会议。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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