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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第四届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的临时议程(第一部分)和临时议程

说明(第二部分)。 

一． 临时议程 

A． 高级官员会议段(2021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1. 高级官员会议段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评估和评价《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部长级宣言》和《亚

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17-2021年)》

的执行情况。 

3. 交通运输领域的重大议题： 

(a) 努力发展高效、有复原力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性； 

(b)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 

(c)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通运输及流动性。 

4. 支持落实下一阶段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级宣言和区域行

动方案(2022-2026年)。 

5.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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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长级会议段(2021 年 12 月 16 日至 17日) 

6. 部长级会议段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7. 关于扩大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相关举措以加强区域合作的政策声

明。 

8. 其他事项。 

9.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级宣言，包括亚洲及太平洋可

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年)。 

10. 通过会议报告。 

二． 说明 

A． 高级官员会议段(2021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1. 高级官员会议段开幕 

(a) 致开幕词 

部长级会议的日程将在线提供，网址是：www.unescap.org/events/2021/ 

ministerial-conference-transport-fourth-session。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部长级会议将为本会议段选出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c) 通过议程 

文件 

临时议程(ESCAP/MCT/2021/L.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MCT/2021/L.2) 

说明 

将审议并通过高级官员会议段的临时议程，视需要，临时议程可能会有变

动。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1/ministerial-conference-transport-fourth-session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1/ministerial-conference-transport-fourth-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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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和评价《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部长级宣言》和《亚洲及

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17-2021 年)》的执

行情况 

文件 

评估和评价《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部长级宣言》和《亚洲及

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17-2021 年)》的执行

情况(ESCAP/MCT/2021/1) 

在《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17-2021

年)》下开展的活动(ESCAP/MCT/2021/INF/1) 

说明 

ESCAP/MCT/2021/1 号文件概述了在《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

通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17-2021 年)》下开展的各项活动。文件还载有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第 73/4 号决议规定的对第一阶段执行情况进行的独

立评价的结论和建议以及管理层的相关回应。 

ESCAP/MCT/2021/INF/1 号资料文件摘要介绍了在《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

(2017-2021 年)》下开展的活动。 

将请部长级会议审议这些文件，并就《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17-2021

年)》执行情况评价的主要结果、结论和建议提出意见。 

3. 交通运输领域的重大议题 

(a) 努力发展高效、有复原力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性 

文件 

努力发展高效、有复原力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性(ESCAP/MCT/2021/2) 

说明 

ESCAP/MCT/2021/2 号文件用以重点指出在本区域实现更高效、更有复原力

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性方面取得进展的重要性。文件中还摘要介绍了

亚洲及太平洋的现状，同时考虑到陆路运输和海上运输及物流网络，以及在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运营互联互通方面采取进一步区域行动的潜力，并重点指出

了货运服务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收益。在这一背景下，将请部长级会议根据下一

阶段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审议文件中所述的政策方向和活动，尤

其是区域陆路运输互联互通和物流、海运和区域间交通运输互联互通以及交通

运输数字化等专题领域。 

部长级会议还不妨分享有关旨在实现更高效和更有复原力的交通运输和物

流网络及流动性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政策和举措的最新情况和部分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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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 

文件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ESCAP/MCT/2021/3) 

说明 

ESCAP/MCT/2021/3 号文件对交通运输部门面临的环境挑战进行了审查。文

件重点指出了在亚洲及太平洋加快低碳交通运输行动的必要性，并讨论了能够

推动本区域实现低碳交通运输的措施和干预措施，重点是区域供应链的去碳化

和低碳流动性。文件详细讨论了两个主题：(1)低碳流动性和物流；(2)城市交

通。还讨论了与交通运输数字化有关的流动性问题。 

部长级会议不妨根据下一阶段区域行动方案，特别是城市交通、低碳流动

性和交通运输数字化等专题领域，审议文件中所述的政策方向、行动和活动。

会议还不妨分享与环境可持续性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有关的国家、双边和多边

政策和举措的最新情况和部分亮点。 

(c)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通运输及流动性 

文件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通运输及流动性(ESCAP/MCT/2021/4) 

说明 

ESCAP/MCT/2021/4 号文件介绍了在改善道路安全以及解决本区域交通运输

部门的社会包容问题方面的某些挑战。讨论了可改善道路安全和支持实施第二

个道路安全行动十年(2021-2030)全球行动计划的优先行动。该文件还载有为规

划和发展本区域具有社会包容性和无障碍的交通运输系统而建议的政策和措施。 

将请部长级会议根据下一阶段区域行动方案，特别是关于(1)道路交通安全

和(2)包容性交通运输及流动性的专题领域，审议文件中所述的政策方向、行动

和活动。 

部长级会议还不妨分享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政策和举措的

最新情况和部分亮点。 

4. 支持落实下一阶段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级宣言和区域行动方

案(2022-2026 年) 

文件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草案(2022-2026 年)的解释

性说明(ESCAP/MCT/2021/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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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将请部长级会议注意到 ESCAP/MCT/2021/INF/2 号资料文件，其中载有关于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级宣言草案和区域行动方案草案(2022-

2026 年)的背景、环境、理由和其他实质性细节，供部长级会议段在议程项目 9

下审议。 

5. 其他事项 

部长级会议不妨审议上述项目中未涉及的其他事项。 

B． 部长级会议段(2021 年 12 月 16 日至 17日) 

6. 部长级会议段开幕： 

(a) 致开幕词 

部长级会议段的日程将在线提供，网址是 www.unescap.org/events/2021/ 

ministerial-conference-transport-fourth-session。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部长级会议将为本会议段选出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c) 通过议程 

文件 

临时议程(ESCAP/MCT/2021/L.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MCT/2021/L.2) 

说明 

将审议并通过部长级会议段的临时议程，视需要，临时议程可能会有变动。 

7. 关于扩大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相关举措以加强区域合作的政策声明 

各国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将应邀发表政策声明。 

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也可就其组织在可持续交

通运输发展和区域合作方面的政策和举措作简要发言。 

8. 其他事项 

部长级会议不妨审议上述项目中未涉及的其他事项。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1/ministerial-conference-transport-fourth-session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1/ministerial-conference-transport-fourth-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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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级宣言，包括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

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 年) 

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级宣言草案(ESCAP/MCT/2021/L.4) 

亚 洲 及 太 平 洋 可 持 续 交 通 运 输 发 展 区 域 行 动 方 案 草 案 (2022-2026

年)(ESCAP/MCT/2021/L.5) 

说明 

部长级会议将审议并通过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级宣言，

包括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 年)，并将其提

交 2022年经社会第七十八届会议。 

10. 通过会议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MCT/2021/L.3) 

说明 

部长级会议将审议并通过其报告，该报告将提交 2022 年经社会第七十八届

会议。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