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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 

2021年 12月 14日至 17日，曼谷和线上 

临时议程
*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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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级宣言草案 

我们，出席于 2021年 12月 14 日至 17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的第四届交

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及准成员的交通

运输部长和代表， 

重申我们承诺落实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号决议， 

铭记经社会 2019 年 5 月 31 日关于推进区域内部和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促

进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的第 75/3号决议， 

回顾经社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开展区域合作以应对大

流行病和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第 76/2 号决议和经社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关

于亚洲及太平洋通过区域合作在危机后重建得更好的第 77/1号决议， 

肯定对恢复互联互通和建设有复原力的交通运输网络挑战的相互理解和

全面应对， 

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层面，并在这方面特别指出

环境层面对可持续交通运输而言的重要性，特别重点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1
  以及各国可寻求采用注重气候和环境的做法，在 2019冠状病

毒病(COVID-19)大流行后重建得更好， 

认识到经社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合作推动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76/1号决议的重要性， 

继续重视大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关于加强所有运输方式之间的联系，确

保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和之后稳定可靠的国际运输，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

 

*
 ESCAP/MCT/2021/L.1。 

1
 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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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13号决议、大会 2015年 12月 22日关于所有运输方式全面合作，推动建

设可持续多式过境通道的第 70/197号决议以及大会 2014年 12月 19日关于运

输和过境通道在确保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的第 69/213 号决

议， 

欢迎大会 2019 年 12月 5日关于《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年十年维

也纳行动纲领》执行情况高级别中期审查的政治宣言的第 74/15 号决议和大

会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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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的第 74/217号决议， 

强调团结一致和重振多边合作是在大流行病后重建得更好的关键，应重

点关注大流行病提供的机会，利用本部门内的创新，并帮助向所有人提供安

全、负担得起的、易于利用、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 

承认需要按照《斯德哥尔摩宣言》
2
  和大会 2020年 8月 31日关于加强

全球道路安全的第 74/299 号决议的要求，并按照《2021-2030 年第二个道路

安全行动十年》和相关《全球行动计划》的要求，坚持不懈地努力应对道路

安全危机， 

重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2，即向所有人提供安全、负担得

起的、易于利用、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改善道路安全并扩大公共交通，

要特别关注处境脆弱者、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需要， 

注意到汽车和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持续进步可以改善交通运输互联互

通、交通效率、用户便利和道路安全，其方式包括逐步发展高度自动化和全

自动化车辆、智能出行和其他技术， 

特别指出需要不断改善成员国的基础设施，以促进本区域和区域间交通

运输互联互通和可持续性，包括为此发挥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作用， 

认识到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区块链和自动化等数字

化领域的新发展与提高流动性和改善区域交通运输网络的运营日益相关， 

表示注意到 2021 年 6月 9日至 10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的关于“城市与

交通：安全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通过的《关于

城市与交通：安全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的曼谷宣言》，
3
  其中与会者认识

到安全、高效和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性，并重申优质、高效、安全

和环境友好型公共交通对于在城镇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改善人民的健康和

福祉以及将这些人口纳入其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带的社会经济动态的重要性， 

强调进一步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促进非机动化交通对于营造更公

平、更健康和更少拥堵的城市环境的重要性， 

 

2
 见 www.roadsafetysweden.com/about-the-conference/stockholm-declaration/。 

3
 见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event-

documents/BangkokDeclarationOnSustainableUrbanTransport_10Jun2021-

Adopted.pdf。 

https://www.roadsafetysweden.com/about-the-conference/stockholm-declaration/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event-documents/BangkokDeclarationOnSustainableUrbanTransport_10Jun2021-Adopted.pdf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event-documents/BangkokDeclarationOnSustainableUrbanTransport_10Jun2021-Adopted.pdf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event-documents/BangkokDeclarationOnSustainableUrbanTransport_10Jun2021-Adop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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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可持续城市交通指数的应用，它是提高城市流动性的总体可持续性

的一个有效工具， 

认识到需要加快向清洁能源技术和电动交通的过渡，包括在公共交通领

域的过渡，并加快在交通运输中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为本区域制定电动出行倡

议， 

又认识到替代燃料以及一些国家为更多地采用替代燃料取代传统燃料而

正在实施的举措的重要性， 

强调指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背景下实现安全、负担得起的、易于利用、可持续的交通运输联系对促进亚

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认识到经社会需要继续积极努力，全面推广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工艺解

决方案，以发展可持续的供应链，特别侧重于区域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 

注意到亚太区域多式联运走廊对发展成员国之间贸易关系的作用， 

认识到整合不同交通运输模式对于在亚洲及太平洋建立高效和可持续交

通运输系统的重要性， 

注意到成员国努力进一步加强亚太区域内陆国家的交通运输互联互通，

特别是为此促进沿现有和新出现的区域间走廊的货物多式联运，并通过探索

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发展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的区域中心以及其他手段，

加强中亚与其他次区域之间的交通运输互联互通， 

支持发展高潜力地区的无缝综合走廊和建立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连接，特

别关注跨境多式联运尤其是铁路互联互通在加快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方面

的作用， 

又支持成员国根据《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

(2022-2026 年)》概述的活动，加强协调发展多式联运走廊的努力， 

注意到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期间为加强货运可持续性正在

作出的国家努力，并考虑到采取区域办法发展可持续货物多式联运将突显所

需的重点，并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可持续货物多式联运的效益，以及最大限

度地减少负面外部效应，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少有的特殊情况使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成

为大流行病应对和恢复政策以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有

机组成部分，并呼吁特别关注在大流行病期间展现了其韧性的铁路交通运输

的问题， 

承认供应链数字化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在 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危机后

实现可持续复苏， 

认识到促进经社会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对于发展区域间运输连接

(包括欧亚运输连接)的重要性， 



ESCAP/MCT/2021/L.4 

 

4 B21-00807 

表示赞赏在执行《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的部长级

宣言》，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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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方面取得的进展，并重申区域合作的重要作用， 

认识到《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5
  《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

6
  和

《政府间陆港协定》
7
  为加强亚太区域的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提供了体制框

架，并鼓励进一步制定规范性文书，以支持本区域的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 

欢迎在执行《关于沿亚洲公路网国际道路运输政府间协定》
8
  方面取

得的进展，认为这是促进利用亚洲公路实现互联互通的重大举措，并注意到

该协定开放供《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所有缔约方加入， 

欢迎 2021 年 10月 14日至 16 日在中国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

会，
9
 

注意到 2021年 9月 22日至 23日举行的交通运输研究和教育区域会议、

2020年 11 月 25日至 26日举行的关于亚洲和欧洲之间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

通的区域会议以及 2021年 10月 5日至 6日举行的关于亚洲和欧洲之间可持续

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的论坛的成果， 

强调需要提高本区域海洋、农村和偏远社区的互联互通水平，使之接入

更广泛的交通运输系统， 

又强调鉴于未来大流行病的威胁，需要设计一个更具韧性、可持续性和

社会公平性的交通运输系统，并鼓励人们使用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1.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

年)； 

2. 认可在第四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期间启动的交通运输研究

和教育网络； 

3. 决定在《政府间陆港协定》的实施等背景下，努力为亚洲及太平

洋多式联运的运营建立《协定》所界定的统一法律框架； 

4. 鼓励以区域的做法发展可持续的货物多式联运，使现有的倡议协

调一致，通过伙伴关系创造协同效应，并确保可持续货物多式联运得到高层

的政治肯定； 

 

4
 E/ESCAP/73/15/Add.1。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3 卷，第 41607 号。 

6
 同上，第 2596 卷，第 46171 号。 

7
 同上，第 53630 号。 

8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Intergovernmental-Agreement-on-International-

Road-Transport-along-the-Asian-Highway-Network-English-language.pdf。 

9
 见 www.un.org/en/conferences/transport2021。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Intergovernmental-Agreement-on-International-Road-Transport-along-the-Asian-Highway-Network-English-language.pdf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Intergovernmental-Agreement-on-International-Road-Transport-along-the-Asian-Highway-Network-English-language.pdf
https://www.un.org/en/conferences/transpor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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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欢迎在 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通过使用诸如电子数据交换等

无缝和非接触式解决方案，以及在交通运输应对和恢复战略方面开展区域和

部门合作，为维护和加强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所作的国家和区域努力； 

6. 决定在 2026年举行一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以评估《亚洲

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 年)》的执行情况，并

审议今后的工作方案； 

7. 请执行秘书： 

(a) 优先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纲领

(2022-2026 年)》； 

(b) 推动在区域和区域间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战略规划、政策和发展、

“智能”供应链以及数字和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的引进等方面开展的活动，包

括在能力建设项目框架内开展的活动； 

(c) 鼓励各成员国开展合作，改善其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消除相关制

约因素，以确保亚太区域的无缝交通运输系统，并协调其在这方面的努力； 

(d) 促进在国际道路、铁路，包括集装箱和货物多式联运领域的最佳

做法交流，以及包括物流在内的所有流程的数字化； 

(e) 支持经社会交通运输委员会和各政府间协定工作组关于发展多式

联运走廊的倡议，并协助全面促进这些倡议，包括为此开展所要求的研究和

能力建设讲习班； 

(f) 在向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以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可

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年)》的过程中确保与其他机构、

组织和部门进行有效协调； 

(g) 与国际和区域机构、多边和双边捐助方、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和

国际组织有效协作，加强发展行为体的本地化、参与性和基于需求的能力建

设，以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交通运输； 

(h) 定期评估国家和次区域层面在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

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年)》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在经社会交通运

输委员会范围内分析各项成果，并就推动和加速执行进程拟订相关政策和建

议； 

(i) 支持于 2026年召开第五届交通运输问题部长级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