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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内容提要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1日在伊斯兰堡举行。本届会议由巴基斯坦政府科技部主办。 

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国际会议构成了第十二届会议的高级别实质性

会议段，为政策制定者、专家、学术界和企业代表提供了一个平台，针

对公共政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创新、支持创新型企业家、衡量创新方面

的作用以及公共研究机构的角色交流最佳做法。 

在第十二届会议的一般性会议段，理事会审查了该中心在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期间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果。成员国要求“中

心”提供支持，并对 2017 年联合开展活动提出了具体建议。理事会核

准了该中心 2017年的拟议工作方案。 

理事会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其第

七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第 71/1 号决议第 4(c)段中请各区域机构的理事

会考虑，区域机构的经费应主要来自预算外资源。此外，秘书处还向理

事会简要介绍了亚太经社会下属其他区域机构为大幅增加其预算外资源

所采取的成功步骤。在这方面，理事会呼吁成员国大幅增加对“中心”

的财政支持，确保“中心”具备有效执行其协助成员国通过能力建设活

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法定任务所需的最低人力和财政资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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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的组织 

1.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亚太技转中心)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在伊斯兰堡举行。该中心是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亚太经社会)的一个下属机构。第十二届会议由巴基斯坦政府科技部主

办。会议由巴基斯坦政府联邦科技部长 Rana Tanveer Hussain先生主持。 

2. 下列理事会成员国正式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斐济、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来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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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成员的 100 多名政策制定者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专业人员、国

际专家和亚太经社会贸易、投资和创新司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A． 会议开幕 

(议程项目 1) 

3.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在开幕主旨发言中指出，亚太区域既有世界上技术

最先进的国家，也有技术落后的国家。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科学、技术和创新

专门知识在区域上的不对称虽然令人关切，却也为本区域通过该中心的平台

传播和交流科学、技术和创新经验提供了广阔空间。执行秘书还强调，要实

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

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就需要本区域通过有效利用科学、技术和创

新以及贸易和金融努力促进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随后她重点介绍了该中心

为本区域提供服务的具体方式：(a)为科技园区、技术创新和转让以及创新促

进可持续工业化和发展量身定制开展能力建设活动；(b)加强利益攸关方在规

划和管理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农业项目方面的跨境技术转让能力；(c)知识共

享产品，包括亚太区域的《亚太技术监测》等在线期刊。她补充说，“中

心”必须将注意力转向： 

(a) 对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型和新兴创新领域； 

(b) 采用新的、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如电子学习工具

等)，以期最大限度发挥影响； 

(c) 加强其机构能力，以便有效实施新举措。 

4. 执行秘书重申，成员国必须共同扩大该中心平台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以

支持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共同理想。 

5. Hussain 先生在开幕发言中强调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

性，其中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

战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运用科学技术来巩固地方知

识、技能和资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所在。Hussain先生向与会者通

报说，巴基斯坦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开展各种举措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 2016 年国家研究议程，其目的是将国家研究和

开发以及创新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他还认为，需要在单个国家的行

动基础上有所超越，建立全球和区域伙伴关系，他赞赏亚太经社会在促进成

员国之间密切合作分享经验和技术方面发挥的作用。在这方面，他促请创新

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的与会者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现有

的技术差距，并提出具体的法律和机构措施，通过技术转让弥合这一差距。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2) 

6. 理事会一致选举以下主席团成员： 

主席： Fazal Abbas Maken先生(巴基斯坦) 

副主席： Kolinio Takali先生(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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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议程 

(议程项目 3) 

7. 理事会通过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4. 高级别实质性会议段(公众活动)：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国际会议。 

5. 经社会关于“为适应演进中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调整经社会会议结

构”的第 71/1号决议中提出的事项。 

6. 有关该中心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1月期间活动的报告。 

7. 有关亚太技转中心行政和财务状况(包括为将要开展的项目/活动调集

资源的情况)的报告。 

8. 高级别会议段：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国际会议讨论的主要结论。 

9. 2017年拟议未来项目和工作方案。 

10. 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1. 其他事项。 

12. 通过报告。 

D． 高级别实质性会议段(公众活动)：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国际会议 

(议程项目 4) 

8. “中心”与巴基斯坦政府科技部联合举办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国际会

议吸引了来自理事会成员国的 100 多名政策制定者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领

域的专业人员和国际专家，讨论了三个核心主题，即： 

(a) 公共政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创新方面的作用； 

(b) 支持创新企业家； 

(c) 衡量创新以及创新扶持机构的角色。 

9. 讨论摘要和主要结论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E． 经社会关于“为适应演进中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调整经社会会议

结构”的第 71/1 号决议中提出的事项 

(议程项目 5) 

10. 理事会注意到经社会各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a) 在关于为适应演进中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调整经社会会议结构的第

71/1 号决议第 4(c)段中，经社会请每个区域机构的理事会考虑，区域机构的经

费应主要来自预算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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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七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第 72/3 号决议中，经社会通过了该中心

经修订的章程，并呼吁成员和准成员考虑加强支持，使该中心能够发挥更有

效的作用，协助成员国通过能力建设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此外，秘书处还向理事会简要介绍了亚太经社会下属其他区域机构为大

幅增加其预算外资源所采取的成功步骤。在这方面，理事会呼吁成员国大幅

增加对该中心的财政支持，确保其具有有效执行协助成员国通过能力建设活

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法定任务所需的最低人力和财政资源水平。 

F． 关于该中心 2015 年 12月至 2016 年 11月期间活动的报告 

(议程项目 6) 

12. 该中心通过在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技术情报领域开展的一系

列方案和活动继续协助成员国建设其技术能力。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中心”与 21 个伙伴机构开展协作并建立伙伴关系，在九个成员国(中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和泰

国)落实和/或积极参与了需求驱动型能力建设活动。这些活动包括针对政策制

定者以及相关科学、技术和创新利益攸关方的国际/区域会议、磋商论坛和培

训讲习班。“中心”的在线期刊《亚太技术监测》和关于生物技术、食品加

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臭氧层保护和废物管理的《增值技术信息服务最新

资料》不断向利益攸关方提供最新的技术信息。 

13. 此外，该中心还开展了关于区域和国家的规范和分析研究，以评估政策

趋势，查明和突出良好政策及最佳做法，制定政策战略和准则，促进科学、

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区域合作。 

14. 为了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中心”还重点在可再生

能源和可持续农业领域对成员国开展能力建设，特别重视最不发达国家(如柬

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尼泊尔)的参与，这些国家得益于“中心”开展

的活动。 

15. “中心”通过提供其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专门知识积极参与了亚

太经社会开展的多项活动，同时在本报告所涉期间也加强了与国家、区域和

国际机构的联网和合作，以便更加有效地开展“中心”的政策倡导和能力建

设活动(包括南南和南北合作)。 

16.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本报告所涉期间，“中心”在工作范围和质量

方面成绩斐然，使 20多个国家受益。 

17. 各代表团提出了以下建议和意见供审议： 

(a) 印度尼西亚建议，“中心”在参加有若干政府、伙伴组织、行业协

会和企业参与的论坛、博览会和展览时应组织一些活动，如辅导和培训等；

应实施量化绩效衡量，对“中心”开展的活动进行监测和评估(如完成的商业

交易和报价的数量)。还有人建议，“中心”在开展有关政策宣传和最佳做法

的规范分析工作时应更多地侧重于新出现的问题，并促进成员国之间开展科

学、技术和创新政策方面的知识交流和信息共享(例如关于政策和条例、税率

奖励以及经验教训方面的基准研究等)。在这方面，主席建议“中心”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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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的公共网站提供有关政策实践的链接，作为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务方

案。 

(b) 泰国建议，“中心”应重点针对其具有专门知识的领域开展活动，

例如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提供生态系统，并促进成员国的专家参加开放式

创新系统和技术商业化工作。 

(c) 巴基斯坦向理事会通报说，2016 年 6 月在中国昆明举行的第二届中

国—南亚技术转让与创新合作论坛的一项成果是决定将在近期建立中国和巴

基斯坦之间的技术转让中心。 

(d) 菲律宾称赞“中心”的能力建设方案(如农业技术倡议等)，并建

议，此种活动可更多地侧重于向农业企业提供商业咨询服务方面的教员培

训，可以通过区域经验信息共享有效开展能力建设和建立公私营伙伴关系。

“中心”可组建一个专家小组，与专家协作开展今后的能力建设活动。 

(e) 有代表建议，“中心”可在中小型企业发展方面联合开展科学、技

术和创新研究。理事会获悉，拥有若干工作队(包括农业和粮食工作队)的亚

太经社会可持续企业网可为“中心”提供与全区域的企业界建立网络关系的

良机。 

G． 有关亚太技转中心行政和财务状况(包括为将要开展的项目/活动调

集资源的情况)的报告 

(议程项目 7) 

18. 理事会注意到该中心的行政和财务状况。理事会指出，虽然印度政府和

其他成员国提供了用于机构支助的资源，但“中心”目前的人员配置水平和

活动经费不足以使其大力推动亚太区域将科学、技术和创新充分纳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流。因此该中心的主任请理事会成员国向中心提供关

于如何招聘额外专业人员的咨询意见，包括派遣或借调各国专家和高级人员

等。同时也鼓励提供实物捐助，例如主办一届理事会会议(巴基斯坦政府在报

告所涉期间已经举办)。“中心”主任还重申了经社会第 71/1 号决议中提出

的经费问题。 

19. 菲律宾确认其对“中心”的年度捐款，并请秘书处及时发送正式募捐文

件，以便政府确保今后按时拨付经费。 

H． 高级别会议段：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讨论的主要结论 

(议程项目 8) 

20. 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高级别国际会议构成了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的实质

性会议段，为政策制定者、专家和私营部门代表提供了一个平台，针对公共

政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创新、支持创新型企业家和衡量创新方面的作用以及

公共研究机构的角色交流最佳做法。这次国际会议期间就此新出现工作领域

提出的建议可纳入“中心”未来工作方案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高级别国际

会议讨论产生的主要结论摘要载于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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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次国际会议期间始终都在强调在优质教育、资金获取、科技创新生态

系统建立以及与各项国际倡议合作等领域开展进一步举措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在这方面，主席建议，除公共研究和发展活动外，还需要加强私营研究

和开发活动。印度尼西亚代表还强调，政府的政策干预十分重要，能够给企

业家和新入行企业提供有利环境。 

I． 2017 年拟议未来项目和工作方案 

(议程项目 9) 

22. “中心”主任向理事会提出了 2017 年的拟议工作方案，该方案与亚太经

社会的贸易、投资和创新次级方案对接。 

23. 理事会核可了该中心 2017年的拟议工作方案，包括： 

(a) 关于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机构支助项目，尤其

侧重于技术转让和技术创新部署； 

(b) 关于通过建立农业创新加速平台加强亚洲特定最不发达国家粮食保

障的印度“未来粮食计划”； 

(c) 亚太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南南合作； 

(d) 在线技术期刊：《亚太技术监测》和《增值技术信息服务最新资

料》。 

24. 成员国代表团着重介绍了各自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优先事项，并

建议“中心”不妨考虑在符合其法定任务并可提供预算支助的情况下开展下

列活动。代表们提出的建议概述如下： 

(a) 斐济提出需要建设高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基础设施、减

少自然灾害风险的工具和开展碳足迹评估的技术，并请“中心”在这些领域

提供援助。在这方面，亚太经社会贸易、投资和创新司表示愿意在减少自然

灾害风险领域提供研究力量。 

(b) 印度尼西亚要求与“中心”合作，为泥炭地的可持续恢复和利用开

发建立一个创新平台。此项方案的目标是：㈠分享和汇编成熟的社会和技术

创新；㈡鼓励地方社区、行业和主要利益攸关方在泥炭地的管理和可持续利

用方面发展和适应创新。印度尼西亚还提出了一个题为“创新型商业伙伴关

系论坛：加速亚太区域初创企业的国际化”的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㈠向

潜在商业伙伴(如初创公司、成熟企业和投资方)重点介绍本区域初创公司的

高增长潜力；㈡加强本区域创新型企业伙伴关系；㈢分享有关初创企业发展

和管理的最新创新知识和商业实践。论坛的运作模式可包括企业配对、投资

论坛/投标、起步指导和展览会，可举办一次亚太初创企业大会。亚太创新论

坛每年可由成员国各大城市主办，由“中心”理事会年会商定。印度尼西亚

表示愿意主办 2017年的论坛。 

(c) 马来西亚建议为技术转让供求双方建立一个全面的网络/培训平台

(例如使用在线工具和/或人脉网络，或通过配对、技术评估和验证、数据传

播和孵化，并提供技术转让成熟水平严格评估模型。马来西亚还提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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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2017年 10月在吉隆坡举办的马来西亚商业年峰会期间举办一次中小型企

业技术转让发展研讨会，作为一项卫星方案。这次峰会将推出多个卫星方

案，包括会议、展览和教练以及中小型企业技术转让成果展示。 

(d) 巴基斯坦科技部秘书 Fazal Abbas Maken 先生提出以下建议供“中

心”审议： 

㈠ 举办讲习班，为在三个层面建立所需的技术转让机制制定提案和战

略，以刺激成员国的经济：(a)各国内部——从技术开发者到终端用

户；(b)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南南合作建立技术转让网络；(c)从发

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南北合作； 

㈡ 举办讲习班和培训方案，以建设中小型企业开展技术审计方案的能

力，从而提高生产力和环保性(巴基斯坦愿意与“中心”协调主办这样

一个讲习班)； 

㈢ 举办讲习班，以建设能力，应对全球价值链中快速发展的技术带来

的支持性和破坏性两方面的影响。 

(e) 菲律宾建议该中心与亚太区域多个国家合作，以某个国家作为试

点，开展集群项目。这种集群项目可根据能力建设需要和目前科学、技术和

创新的立法情况选择一个重点行业部门。 

(f) 大韩民国建议，“中心”在创新举措领域应加强与现有国际平台(如

亚太经社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以及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技术展望中心)的合作。该代表团还建议，针对科学、技术和创新在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开展一项联合研究。 

(g) 斯里兰卡请求该中心考虑帮助研究机构改变观念，从侧重学术出版转

向重视实用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并实现商业化。 

(h) 泰国要求该中心于 2017年 5 月或 6月在亚太经社会共同举办一次关

于通过水—能源—粮食网络制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的讲习班。 

越南要求该中心支持其开展能力建设活动，通过学习关于企业以及科

学、技术和创新服务的经验和最佳实践提高研究人员开展高质量研究的能

力。 

25. 理事会注意到该中心在成员国建议的领域(如在线联网服务、纳米技术、

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农业)现有的网络和培训活动。 

26. 理事会注意到“中心”人力和财政资源的局限性，因此请亚太经社会贸

易、投资和创新司支助该中心，并开展额外活动，特别是在中小型企业发展

领域。 

27. 参会成员国与理事会交流了各自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方面的挑

战、战略和行动计划及其与各组织合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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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对亚太技转中心期刊的评估 

(议程项目 9) 

28. 该中心向理事会提交了对其两份在线期刊—《亚太技术监测》和《增值

技术信息服务最新资料》的影响评估研究结果。 

29. 理事会决定，《亚太技术监测》的出版形式保持不变。《增值技术信息

服务最新资料》期刊将继续分两个领域(如生物技术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等)出刊。执行本决定的时间将与亚太经社会战略和方案管理司协商决定。还

建议开展进一步评估，以评价其有效性和成本效益。 

K． 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议程项目 10) 

30. 理事会欢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表示将于 2017 年 11 月/12 月期间主办

理事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暂定意向。“中心”将与这两个国家进一步讨论这一

事宜，并将适时向理事会通报。 

L．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11) 

31. 理事会赞赏印度政府向“中心”提供的机构和方案支助。理事会也称赞

其他成员向“中心”提供的年度自愿捐款以及秘书处的支持。理事会感谢巴

基斯坦政府、特别是科技部为主办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提供的慷慨支持以及

对本届会议所有与会者的热情款待。 

M． 通过报告 

(议程项目 12) 

32. 理事会于 2016年 12月 21日通过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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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级别会议段：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讨论的

主要结论 

I． 导言 

1. 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心”理事会成员国的 100 多位政策制定者以及科

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国际专家，讨论了三个核心议题，即： 

(a) 公共政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创新方面的作用； 

(b) 支持创新型企业家； 

(c) 衡量创新以及创新支持机构的角色。 

A． 公共政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创新中的作用 

2. 讨论的主题是： 

(a)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的进步、物流业的发展以及贸易和

投资的自由化，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密集度提高了，并建立了开展

附加值服务跨境贸易的全球价值链； 

(b) 重申教育机会(特别是国家和国际层面高等教育机构)和教育质量对

提高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水平的重要性。教育能够改变人们的观念，

从而接受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进步。同时也强调了其他教育层次(如小学和中

学教育)的重要性； 

(c) 有利于培养和留住年轻研究人才的国家环境是推动科学、技术和创

新进步的关键； 

(d) 信通技术和农业部门的进步在推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e) 着重介绍了科学、技术和创新取得进步的具体技术部门，如生物技

术、神经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新材料； 

(f) 介绍了创新衡量技术及其类型(如投入、产出和国际指数等)，并讨

论了其中的具体问题，还谈到了“创新”的定义； 

(g) 科学、技术和创新被看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措施之一，需

要各国与联合国机构之间首先开展国际合作； 

(h) 提到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政策的重要性，但未讨论具体政策； 

(i) “中心”介绍了科学、技术和创新追赶进程，但各国政府需要量身

定制各自的政策框架； 

(j) 一些较先进国家(如大韩民国和新加坡等)的经验对欠发达国家的科

学、技术和创新进步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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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科技部的经费通常较少； 

(l) 上述许多观点表明，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以及有效的科学、技术

和创新政策框架。 

3. 此次会议的主要结论如下： 

(a) 着重讨论了教育的作用以及加大投资力度以提高亚太区域发展中国

家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b) 在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需要各种资

金来源，如企业收入、风险资本和首次公开募股等； 

(c) 要加快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科学、技术和

创新生态系统，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各种职能、资源和机构(如公共管理机

构、金融部门、教育机构、各行各业、企业家、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方以及

任何其他利益攸关方等)有效而高效地连接起来； 

(d) 一名专家提出以下措施供审议： 

㈠ 加强区域/国际合作，包括亚太经社会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

和创新委员会；科学、技术和创新机构网络(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网络)以

及区域创新平台(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 

㈡ 开展全球包容性创新合作(如全球技术推进机制、南南合作和太平洋

环带合作等)。 

B． 支持创新型企业家 

4.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 

(a) 市场上有不同种类的企业。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进步需要更多的增长

型企业和增值型企业，也需要新入行企业。这些企业面临着若干障碍和挑

战，必须在市场型经济体制下向这些企业提供适当的企业治理方法和良好的

商业环境。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将各种资源和专门知识连接起来促进

企业发展； 

(b) 企业战略一直以离岸外包和推动全球价值链为方向； 

(c) 创新必须与市场需求挂钩才能不脱节；为此提出开放式创新模式，

作为企业向市场引入更多新思想的一项有效策略； 

(d) 对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了解释，着重提到需要提供充足资金，

特别是在创业初期； 

(e) 介绍了中国在创业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 

㈠ 创业发展方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吸引了更多年轻人从商，现

有 400万名企业家； 

㈡ 创业现代化； 

㈢ 重视科学、技术和创新驱动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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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开发科学园，提供技术和企业发展服务支助以及企业融资和小额金

融服务； 

㈤ 适当的政策，例如发展技术驱动型行业(如电子商务和社会/社交媒

体等)以及建设基础设施； 

㈥ 利用成功企业家积累的留存收益资助开展更多研究与开发工作； 

㈦ 一条有效策略是利用后发优势，例如通过逆向工程从现有产品和服

务中学习借鉴。 

(f) 根据多条相关法律，菲律宾实施了各种方案和供资计划，结果不尽

相同。国家重点和现状是： 

㈠ 菲律宾正在推动技术从研究开发顺利转向商业化，营销从地方市场

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其他重点政策领域包括技术转让和升级以及创业发

展； 

㈡ 大多数客户属于中小和微型企业，都面临各种挑战； 

㈢ 有关中小和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方案往往各自为政，经费不足。

主管部委和各机构间的协调也存在问题。采取的举措包括： 

a. 商业许可证制度； 

b. 技术评估和验证； 

c. 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方面充分的相关法律； 

d. 通过教育使学生成为企业家； 

e. 信通技术部门的企业孵化。 

㈣ 农业也是开展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目标产业。 

5. 会议的主要结论如下： 

(a) 经查明，中小和微型企业资金支持不足和融资渠道不畅是创新型企

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应重新审查政府援助的问题和金融部门的作用； 

(b) 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进行政策协调、确

定轻重缓急并提供充足资金是加强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面临的挑战； 

(c) 着重指出小额金融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增进青年和女性企业家的创

新方面。 

C． 衡量创新以及创新扶持机构的角色 

6.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 

(a) 要将性别观点纳入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的主流(巴基斯坦)，需

要： 

㈠ 妇女通过教育实现知识驱动型发展；妇女进一步参与科学、技术和

创新活动(例如女性研究员进入科学、技术和创新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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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向妇女提供更多正式培训(例如获得高学位等)； 

㈢ 妇女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生殖健康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科学、技

术和创新活动； 

㈣ 制定连贯、循证的政策；进行监测和评价；开展性别平等影响评估； 

㈤ 增加女子学校的理科教师； 

㈥ 采取便利化措施，例如实行灵活工作制并提供日托服务，以鼓励妇

女参与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 

(b) 衡量创新(中国)： 

㈠ 政府对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与开发活动投入了大量人力资源，创

造了大量科学、技术和创新产出。虽然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研究机构提

供技术支持，但是企业发挥了主要作用(占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与开

发活动的 40%以上)； 

㈡ 顶尖产业包括汽车、电子产品和高科技以及交通运输设备； 

㈢ 重视原创性研究和开发，并投资于高等教育部门； 

㈣ 三种主要模式是新技术开发、技术升级和技术转让； 

㈤ 企业孵化器和扶持机构提供了技术和资金两方面的支持； 

㈥ 政府启动了各种发展方案来支持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如“一带

一路倡议”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计划等； 

(c) 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以及生命周期评估方案(泰国)： 

㈠ 政策扶持主要侧重于税率奖励，鼓励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与开发

活动。短期内会减少税收，但会增加企业利润，因此未来有望增加税收

收入； 

㈡ 通过开发可持续性评估工具并建立多用途、多用户综合数据库，支

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 

(d) 衡量创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㈠ 介绍了教科文组织在亚洲及太平洋各地开展的科学、技术和创新举

措：基础科学普及、可持续发展、信通技术、环境、水文、地球科学、

污染、灾害、古迹保护、教育/培训、创业和农村发展； 

㈡ 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方面与政府、捐助方、私营部门和其他各

方建立伙伴关系； 

(e) 清洁技术创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㈠ 全球方案旨在推动 20多个国家的清洁技术企业； 

㈡ 通过筛选(获得进一步支助的比例不足 1%)向特定企业家提供培训指

导和资金支持； 

㈢ 开展了政策宣传，并对清洁技术产业进行了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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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与地方商业协会和风险投资公司合作，鼓励专利注册。 

7. 会议的主要结论是： 

(a) 坚定的政治意愿是性别观点主流化的驱动力之一； 

(b) 需要提高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国家和国际议程中的地位； 

(c) 在当今科学、技术和创新不断发展强大的世界，应该重新审查技术

转让问题，特别是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转让技

术，“中心”可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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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亚太技转中心 2017 年工作方案 

1. “中心”的工作方案与亚太经社会的贸易、投资和创新次级方案对接。理

事会在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于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十二届会议上核准了下

列项目和/或方案。 

2. 关于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机构支助项目，尤其侧重技

术转让和技术创新部署——由亚太技转中心所获机构支助款(多捐助方)提供

经费。经与亚太经社会战略和方案管理司协商，该中心已开发并正在实施由

亚太技转中心所获机构支助款(多捐助方)提供经费、关于加强亚太经社会成

员国国家创新体系、尤其侧重技术转让和技术创新部署的机构支助项目。这

个项目将支持“中心”定期开展实质性活动，以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政策

制定者和主要利益攸关方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能力，因此需要促进区域

合作，扩大新技术创新知识和信息获取渠道，提高政策和战略制定的技能和

能力，开展技术转让，推广新兴技术的采纳和利用，并鼓励技术型创业。 

3. “印度未来粮食计划：通过建立农业创新加速平台加强亚洲特定最不发

达国家的粮食保障”——有望获得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支持，资金总额约

为 150 万美元。该中心拟定了一份题为“印度未来粮食计划：通过建立农业

创新加速平台加强亚洲特定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保障”的项目提案。这个项

目旨在通过向三个最不发达国家(即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尼泊尔)转让印度的

农业创新技术以提高粮食保障。该项目将于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间实施，要

取决于“中心”目前调集资源的结果。 

4. 南南合作加强亚太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预计从联合国发展账

户第十编获取资金，并与亚太经社会贸易、投资和创新司合作开展。“中

心”与亚太经社会贸易、投资和创新司合作拟定了一份由联合国发展账户第

十编预算供资、关于南南合作加强亚太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的项目文

件。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加强亚太区域选定国家通过制定科学、技术和创

新政策与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力。该项目定于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

由贸易、投资和创新司和“中心”联合实施。 

5. 《亚太技术监测》和《增值技术信息服务最新资料》。理事会决定，作

为“中心”的旗舰出版物，《亚太技术监测》的出版方式保持不变。《增值

技术信息服务最新资料》期刊仍分两个领域出版(如生物技术以及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本决定的实施时间将与亚太经社会战略和方案管理司协商决定。

这两份期刊也将通过社会/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等)广泛传播，以扩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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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年度

财务报表 
(美元) 

收入 
 

捐款 345 329 

捐款的汇兑收益/损失 - 

利息收入 8 435 

总收入 353 764 

减去：支出 220 599 

收支相抵净额 133 165 

截至 1月 1日的资金结余 856 701 

减去：退还捐助者款项 - 

截至 12月 31日的资金结余 989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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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年度财务报表，按项目内容分列 
(美元) 

 

联合捐款：能力开

发项目 

印度政府：能力开

发项目 

印度政府：技术合

作项目— 

国家创新体系 

联合捐款：加强国

家创新体系 

共计 

收入 

     
捐款 142 301 203 028 - - 345 329 

捐款的汇兑收益 - - - - - 

利息收入 5 675 2 456 214 90 8 435 

总收入 147 976 205 483 214 90 353 764 

减去：支出 (14 869) 206 629 2 484 26 354 220 599 

收支相抵净额 162 844 (1 145) (2 270) (26 264) 133 165 

截至 2016年 1月 1日的资金结余 581 519 257 414 17 768 - 856 701 

减去：退还捐助者款项 (281 836) - - 281 836 -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的资金结余 462 527 256 269 15 498 255 572 989 866 

 

 



E/ESCAP/73/13 

 

18 B17-00141 

附件五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年度

收到的现金捐款 
(美元) 

国家/地区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年度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年度 

1. 能力开发项目 

  孟加拉国 - 

 中国 29 855 30 000 

印度 203 028 363 668 

印度–印度环境、林业与气候变化部臭氧股 - 10 425 

印度尼西亚 10 000 10 00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9 865 - 

中国澳门 5 000 5 000 

马来西亚 15 000 15 000 

巴基斯坦 7 500 7 379 

菲律宾 - - 

大韩民国 35 081 34 146 

斯里兰卡 5 000 5 000 

泰国 15 000 15 000 

越南 10 000 14 000 

小计 345 329 509 618 

2. 技术合作项目 
  印度(用于促进国家创新体系) - 100 000 

小计 - 100 000 

总计 345 329 609 618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