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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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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行动方案(2022-

2026 年)草案 

摘要 

本文件载有经 2021年 10月 27日至 30 日进行的默许程序定稿的亚洲及

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年)草案。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

2026 年) 

一． 背景、愿景和目标 

1.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 年)与直接

和间接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建立了具体联系，目的是强调交通

运输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因素，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是成功的先

决条件。区域行动方案已载入亚洲及太平洋具有竞争力、环境可持续性和包

容性的交通运输愿景中，力求产生贯穿各领域的影响，并将共同要素纳入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相关的三个总体目标主流。具体而言，该方案旨在推

动： 

(a) 高效、有韧性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性，以促进经济增

长； 

(b) 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系统和服务； 

(c) 安全、包容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 



ESCAP/MCT/2021/L.5 

 

2 B21-00811 

2. 该方案在这三个总体目标之下设定了下列七个专题工作领域群组： 

(a) 区域陆路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和物流； 

(b) 海运和区域间交通运输互联互通； 

(c) 交通运输数字化； 

(d) 低碳运输和物流； 

(e) 城市交通； 

(f) 道路安全； 

(g) 包容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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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的一些专题领域如区域基础设施与运营互联互通、城市交通

和道路安全依然是重点领域，而其他原先独立的专题领域则已合并到大标题

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本区域行动方案执行期间能够对可持续发展的所

有层面采取一种全面的做法，并满足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
更加全面

地纳入该方案的要求。与此同时，所有专题领域中提出的行动都纳入了疫后

恢复和重建得更好的理念。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 年)矩阵 

 总体目标 

努力发展高效、有韧性的交

通运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

性，以促进经济增长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交通运

输系统和服务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

通运输和流动性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专题领域 贡献分类 

区域陆路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和

物流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海运和区域间交通运输互联互

通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交通运输数字化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低碳运输和物流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1
 E/ESCAP/MCT(3)/11，附件一。 

2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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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道路安全 间接影响 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 

包容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 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二． 专题领域、活动和绩效指标 

A． 区域陆路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和物流 

1. 概述 

这一专题领域涵盖了区域陆路交通运输网络沿线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

运营互联互通两个方面以及农村互联互通的某些方面。在《亚洲公路网政府

间协定》
3
  《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

4
  和《政府间陆港协定》

5
  以及相关

交通运输便利化区域框架的基础上，该领域下的活动和预期成果将通过区域

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合作、相关数据分析以及规范和技术援助工具，(a)扩大和

进一步提高区域总体陆路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水平和供应链效率；(b)加强陆路

交通运输系统和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以及抵御外部冲击、危机和破坏的能力；

(c)改善特需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市场准入，促进公平发展，从而不让任何一个

人掉队。 

2. 活动 

2.1 通过下列方式努力提高《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泛亚铁路网

政府间协定》和《政府间陆港协定》正式确定的区域陆路交通运

输网络的效率、可持续性和韧性： 

(a) 根据商定的区域基础设施参数促进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 

(b) 酌情统一运营标准，包括跨境和过境要求，并实施交通运

输便利化工具和框架； 

(c) 支持以统一的方式应对跨境交通运输中的破坏性事件，以

确保基本货物的不间断供应，以及迅速有效地从危机中恢

复； 

(d) 支持采用循证方法，以确保更好地规划、发展和改造升级

区域交通运输系统，包括为此在区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

运营互联互通举措的决策过程中使用分析和建模工具； 

(e) 提高特殊处境国家发展交通运输和物流信息系统的能力，

以支持改善规划和分析工具；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3 卷，第 41607 号。 

4
 同上，第 2596 卷，第 46171 号。 

5
 同上，第 536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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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考虑区域要求和过去危机的经验(如有)，以改善区域交通

运输系统的规划、发展和升级； 

(g) 建立亚洲及太平洋交通运输研究、教育和培训机构之间的

合作和知识交流机制。 

2.2 通过下列方式帮助推进本区域陆路和多式联运走廊的效率、可持

续性和韧性： 

(a) 改善区域陆路和多式联运走廊的规划、发展和升级； 

(b) 调整法律框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运营环境并应对多式联运

的挑战； 

(c) 支持运输走廊管理机制和相关多边交通运输协定的实施。 

2.3 协助提高区域交通运输网络的可及性，特别关注对内陆发展中国

家和其他特需国家产生不利影响的互联互通差距。 

2.4 通过为物流服务专业人员提供能力建设活动、定期举行物流服务

提供商及其国家协会的区域会议以及增加物流信息系统的使用，

协助提高物流服务的质量和包容性以及本区域物流能力的整体竞

争力。 

B． 海运和区域间交通运输互联互通 

1. 概述 

这一专题领域的重点是将区域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连接起来的关键机

制。这一领域下的活动和预期成果将利用区域和多利益攸关方合作、相关数

据分析以及规范和技术援助工具，以便：(a)加强港口-腹地运输连接，战略

性地确定多式联运和物流设施的位置，以利用区域间交通运输中各种运输方

式的竞争实力，特别强调加强特需国家的能力；(b)加强高效的多式联运运

表 A：区域陆路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和物流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区域行动方案(2022-2026 年)总体目标下的绩效指标 

努力发展高效、有韧性的交通运输和物

流网络及流动性，以促进经济增长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

系统和服务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通运输

和流动性 

▪ 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网以及具有国

际重要性的陆港的改造升级和延伸 

▪ 定期提供知识产品、政策工具和举行

专家组会议，介绍加强区域陆路交通

运输网络沿线运营互联互通、包括在

发生破坏性事件期间的运营互联互通

的最佳做法和区域办法 

▪ 提高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能力，以支持

陆路和多式联运走廊的发展以及多式

联运运营 

▪ 提高各国执行国家和区域措施的能

力，以促进区域货运运营中的铁路和

水路运输以及环境可持续物流 

 

▪ 定期提供关于便利内陆发展

中国家进入区域供应链的咨

询服务和能力建设方案 

▪ 提供知识产品和政策工具，

促进更多地考虑区域交通运

输网络和走廊对地方发展的

影响 

▪ 提高物流部门的能力和社会

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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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c)支持向可持续和有韧性的港口发展转变；(d)促进可持续航运和港口

作业做法，包括减少航运和港口作业的排放和污染物，发展绿色港口基础设

施；(e)应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互联互通挑战。 

2. 活动 

2.1 支持系统地举办关于可持续和有韧性的海运互联互通的区域对

话，包括与全球和区域行为体及航运业密切合作，促进亚洲及太

平洋低排放和零排放绿色航运的发展。 

2.2 协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交通运输挑战，加强对未来冲击的抵

御能力。 

2.3 支持一个促进欧亚间可持续、有韧性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的区域间

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定期使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相

关组织和机构以及私营部门汇聚一堂。 

C． 交通运输数字化 

1. 概述 

这一专题领域的重点是亚洲及太平洋交通运输数字化转型。这一领域下

的活动和预期成果将利用技术、创新、自动化、数字化、区域和多利益攸关

方合作、相关数据分析和技术援助工具，以便：(a)更广泛地部署智能交通运

输系统，以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韧性以及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b)提高对

创新技术的认识，增加大数据的使用，以改善交通和其他城市交通问题；(c)

实现海运与港口系统的互联；并(d)向拥有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的区域交通运输

网络转变，等等。 

2. 活动 

2.1 制定亚洲及太平洋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区域路线图，以支持更广泛

地部署可持续、有韧性的智能交通运输系统，从而提高效率。 

表 B：海运和区域间交通运输互联互通 

总体目标下的绩效指标 

努力发展高效、有韧性的交通运

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性，以促进

经济增长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

系统和服务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通运输

和流动性 

▪ 系统地定期交流关于亚洲及

太平洋可持续海运互联互通

问题和优先事项的最佳做法

和经验 

▪ 定期举办欧亚间可持续交通

运输互联互通区域间多利益

攸关方论坛 

▪ 提供知识产品和政策工具，介

绍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有韧

性和绿色港口作业及海运的最

佳做法 

▪ 拟定最新的港口-腹地综合交通

运输互联互通政策准则 

▪ 提供关于便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

入全球和区域供应链的咨询服务和

能力建设方案 

▪ 提供关于加强港口和海运运营安全

性的知识产品和政策建议 

▪ 制定关于在港口地区储存危险货物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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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循证方法，促进和发展智能交通运输知识产品及相关数字技

术，例如智能交通运输系统，以提高效率。 

2.3 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对包括智能出行

在内的新兴技术的认识，并重点指出有效的政策制定和规划做法

在采用适当技术解决方案方面的重要作用。 

2.4 扩大能力建设方案，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制定和实施创新城乡交通

运输政策、综合规划做法和战略，以促进包括智能交通运输技术

在内的新技术的应用。 

2.5 提高成员和准成员对创新政策和技术的认识，促进大数据的使

用，以改善交通和其他城市交通问题。 

2.6 促进尊重数据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新技术、数字化、智能交通运输

解决方案和电子信息交换，以推动向智能交通运输网络的转变。 

2.7 加强新技术和数字化的应用，简化港口活动。 

2.8 提高海运系统的韧性、可持续性和互联。 

2.9 通过举办能力建设讲习班提高成员和准成员对实现自动导航的认

识。 

表 C：交通运输数字化 

总体目标下的绩效指标 

努力发展高效、有韧性的交通运输和物流

网络及流动性，以促进经济增长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

系统和服务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

通运输和流动性 

▪ 成员和准成员使用智能货运和数字化新

技术和/或区域框架或其他工具的能力

得到提高 

▪ 成员和准成员实施智能港口改革及支持

港口和海运数字化的能力得到提高 

▪ 推动在港口和海运中应用新兴技术，如

区块链技术 

▪ 制定亚洲及太平洋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区

域路线图，以通过能力建设项目支持更

广泛地部署可持续智能交通运输系统 

▪ 新兴技术、智能交通运输和相关数字技

术(如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知识产品和最

佳做法，用以提高效率 

▪ 关于综合城市和交通运输规划以及利用

大数据改善交通和其他城市交通运输问

题的提高认识活动 

▪ 提高认识活动和/或能力建设讲习班/讨

论会，其目的是促进低碳运输和相关新

兴技术，推动智能出行和智能交通运输

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 

▪ 以新技术和数字解决方

案实施讨论会或讲习班

的形式交流最佳做法，

满足兴趣，支持弱势群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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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低碳运输和物流 

1. 概述 

这一专题领域的重点是促进低碳运输、清洁能源技术和物流。这一领域

的活动和预期成果将利用区域和多利益攸关方合作、相关数据分析和技术援

助工具，以便：(a)促进低碳交通运输，包括加速向电动交通转变；(b)更广

泛地应用智能绿色交通运输，以促进减排；(c)提高货运的环境绩效，以支持

快速脱碳，包括为此采取可持续货运做法，优化模式划分；(d)为实现区域和

全球环境承诺采取与交通运输有关的行动。 

2. 活动 

2.1 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低碳交通运输，包括转向电动交通和清

洁能源技术，促进交通运输减排。 

2.2 制定和实施低碳交通运输项目，如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结合气候

变化行动促进减排。 

2.3 采用循证方法推广和开发低碳交通运输知识产品，包括电动交通

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 

2.4 扩大能力建设方案，并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制定政策和战略，以加

快交通运输相关行动，履行区域和全球环境承诺，包括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
6
  的相关具体目标，如加快向低碳交

通运输过渡和向电动交通过渡。 

2.5 提高成员和准成员对先进清洁节能技术(包括部署清洁道路车辆

技术)的认识。 

2.6 通过以下方式为全球和区域供应链脱碳作出贡献： 

(a) 建设环境可持续货运(包括绿色多式联运货运走廊)方面的

技术能力； 

(b) 对货物多式联运当前和优化的目标模式划分进行国家和区

域评估； 

(c) 激励脱碳努力，以此作为国家和区域可持续货运方案和举

措的一部分； 

(d) 制定衡量标准和方法，以评估经济措施、土地使用和其他

措施在环境可持续货运方面的效力； 

(e) 营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以便在货运方面向高效节能、

绿色环保车辆/机车/航运技术过渡； 

 

6
 见 FCCC/CP/2015/10/Add.1，决定 1/CP.2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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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分享航运价值链绿化和脱碳最佳实践，包括部署绿色港口

基础设施。 

2.7 扩大能力建设方案，以推动实施国际最佳做法，支持可持续海上

互联互通。 

2.8 大力建设更高效的物流枢纽，使实现的碳减排大大超过增加的货

运排放。 

表 D：低碳运输和物流 

总体目标下的绩效指标 

努力发展高效、有韧性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

络及流动性，以促进经济增长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

系统和服务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

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 

▪ 各国政府为提高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而在智能交通运输系统方面采取的举

措 

▪ 提高效率和促进减排的知识产品/准则 

▪ 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低碳交通运输，

包括转向电动交通，为交通运输减排作出

贡献 

▪ 各国政府为加快向低碳交通运输过渡，包

括向电动交通和清洁能源技术过渡而采取

的政策和措施 

▪ 发布关于低碳交通运输做法，包括电动交

通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品/准则 

▪ 旨在促进低碳运输的提高认识活动和/或

能力建设讲习班/讨论会 

▪ 提高相关利益攸关方设计和实施国家和区

域措施的能力，使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

网和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沿线的运输业

务脱碳 

▪ 关于多式联运货运业务脱碳和促进环境可

持续、有韧性的物流服务的定期知识产品

和政策工具 

▪ 提高相关利益攸关方执行全球规章和文书

的能力，以加强海洋运输的环境可持续性

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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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城市交通 

1. 概述 

这一专题领域的重点是可提供无障碍性、服务可靠性和安全性并促进使

用清洁、高能效车辆的城市交通规划和公共交通。这一领域的活动和预期成

果将利用区域和多利益攸关方的合作、相关数据分析和技术援助工具，以处

理：(a)综合城市和交通运输规划；(b)高效、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城市交通系

统；(c)主动式交通出行和非机动化交通，特别是在疫情引起的范式转变之

后；(d)向低碳公共交通过渡；以及(e)为公共交通使用者提供最初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可达性。 

2. 活动 

2.1 扩大可持续城市交通指数工具的应用范围，并协助成员和准成员

改善城市交通，跟踪和比较其城市交通系统的可持续性绩效。 

2.2 促进城市和交通运输综合规划，以建立高效、可持续和有韧性的

城市交通系统。 

2.3 使用循证方法在以下方面推广和开发知识产品： 

(a) 关于电动汽车的城市公共交通政策； 

(b) 主动式交通出行和非机动化交通。 

2.4 扩大能力建设方案，并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制定和实施创新的城市

交通政策和战略，以促进主动式交通出行、非机动化交通和向低

碳交通的过渡。 

2.5 提高成员和准成员对创新政策和技术的认识，以提高公共交通使

用者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可达性(例如，共享单车和共享

电动踏板车等微交通和共享骑行解决方案)。 

表 E：城市交通 

总体目标下的绩效指标 

努力发展高效、有韧性的交通运输和物

流网络及流动性，以促进经济增长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

系统和服务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通

运输和流动性 

▪ 可持续城市交通指数工具在国家/城市

的更广泛应用 

▪ 成员和准成员为整合城市和交通规划

以实现高效、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城市

交通系统而采取的措施 

▪ 成员和准成员为促进城市地区的低碳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主动式交通出行

和非机动化交通而采取的措施 

▪ 关于电动汽车以及发展主动式交通出

行和非机动化交通工具的城市公共交

通政策知识产品/准则 

▪ 提高认识活动和能力建设 

▪ 各国政府为促进公共交通使

用者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

里的可达性和安全性而采取

的举措 

▪ 促进公共交通使用者最初一

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可达性的

提高认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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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道路安全 

1. 概述 

这一专题领域的重点是到 2030 年将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减少

50%。该领域的活动和预期成果将利用技术、创新、自动化、数字化、区域和

多利益攸关方合作、相关数据分析和技术援助工具，以处理：(a)第二个道路

安全行动十年(2021-2030 年)全球行动计划；(b)安全系统干预措施和关键风

险因素；(c)经改进的道路交通碰撞事故数据管理系统；以及(d)弱势道路使

用者等。 

2. 活动 

2.1 根据相关全球计划，制定第二个道路安全行动十年(2021-2030

年)的区域行动计划。 

2.2 扩大能力建设方案，并通过以下方式协助成员和准成员改善道路

安全： 

(a) 根据第二个行动十年区域行动计划，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

和战略，包括关于应对道路安全风险因素的政策和战略； 

(b) 实施安全系统干预措施(例如，与道路基础设施、车辆安

全、道路使用者行为和碰撞后应对有关的干预措施)； 

(c) 通过区域倡议改进道路交通碰撞事故数据管理系统。 

2.3 通过分析研究，定期评估和监测亚太区域改善道路安全的进展情

况。 

2.4 使用循证办法在以下方面推广和开发知识产品： 

(a) 道路安全风险因素； 

(b) 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2.5 提高成员和准成员对利用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智能交通运输

系统和应急通信系统来改善道路安全的认识。 

2.6 通过扩大公共交通提供道路安全，并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包括妇

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需要。 

  



ESCAP/MCT/2021/L.5 

 

B21-00811 11 

G． 包容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 

1. 概述 

这一专题领域的重点是为设计可明显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交通运

输政策奠定知识基础。该领域的活动和预期成果将利用技术、创新、自动

化、数字化、区域和多利益攸关方合作、相关数据分析和技术援助工具，以

评估和解决以下问题：(a)弱势群体面临的交通运输挑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

影响和相关适应能力方面的挑战，特别是但不限于在农村地区；(b)对性别问

题具有敏感认识的交通运输政策；(c)该部门的劳动力变化以及交通运输技能

和专业知识的供求变化，等等。 

2. 活动 

2.1 确定可支持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交通运输政策措施，包括通过改

善交通运输可达性和可负担性等方式。 

2.2 制定区域交通运输可达性准则，将可支持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最

佳做法纳入其中。 

2.3 促进改善农村、城乡和城市周边地区可达性的政策/框架。 

2.4 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战略，以改善农村交通

运输。 

2.5 协助将社会影响评估纳入区域交通运输政策的制定工作。 

表 F：道路安全 

总体目标下的绩效指标 

努力发展高效、有韧性的交通运

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性，以促进

经济增长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

系统和服务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 

  ▪ 认可第二个道路安全行动十年(2021-2030

年)区域行动计划 

▪ 根据第二个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区域行动计

划，制定国家道路安全目标和行动计划 

▪ 成员和准成员为改善道路安全数据管理系统

和应对道路安全风险因素所采取的措施 

▪ 定期出版关于亚太区域改善道路安全进展情

况的分析研究报告 

▪ 发布关于处理道路安全风险因素及弱势道路

使用者安全的知识产品 

▪ 关于实施第二个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区域行动

计划和改进道路交通碰撞事故数据管理系统

的提高认识活动和能力建设讲习班/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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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促进评估和应对弱势群体面临的交通运输挑战的区域措施，包括

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和相关适应能力以及改进应对相关挑战的方

法。 

2.7 通过吸引学术界和从业人员的资源，支持在交通运输部门培训和

发展强大的人力资源基础。 

2.8 加强实施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举措，以便在交通运输中采

取有效的气候行动。 

2.9 加强城乡联系，保障所有社会群体的交通运输服务和可达性，同

时考虑到弱势群体面临的交通运输挑战。 

2.10 保护贫困和弱势群体免遭交通政策不利变化的影响。 

表 G：包容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 

总体目标下的绩效指标 

努力发展高效、有韧性的交

通运输和物流网络及流动

性，以促进经济增长 

   努力发展环境可持续交通运输

系统和服务 

努力发展安全、包容的交通运输和流动性 

 
▪ 启动交通运输、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

知识库，以支持在交通运输部门培训

和发展强大的人力资源基础，特别是

应对气候挑战 

▪ 制定并认可区域交通运输可达性准则 

▪ 制定并通过交通运输政策规划中关于社

会发展参数的区域准则 

▪ 成员和准成员为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所采

取的措施 

▪ 为按性别分列和区域统一的交通运输数

据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制定方便易用的

方法 

▪ 编写关于交通运输、社会包容和相关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做法手册 

▪ 就可达性问题以及交通运输规划和相关

国家项目的更广泛社会影响问题为交通

运输专业人员提供咨询服务、能力建设

方案和培训 

▪ 编写关于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包

容性交通运输的出版物或研究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