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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报告 

内容摘要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 2016 年

11 月 22 日和 23 日在阿塞拜疆占贾召开的 2016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

论坛所取得的成果。理事会通过了《扩大合作加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占贾

宣言》，它展示了次区域以“坚定致力于加强合作和政策一致性以实施可持

续发展目标”为中心的共同愿景。《宣言》还以战略性的方式将特别方案重

新定位为促进其成员国开展政策协调和一致性的平台。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自其上次会议以来特别方案各工作组的工作进度报

告。 

理事会对特别方案与其他方案之间加强合作取得进展表示欢迎，并请亚

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和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以及伙伴组织通

过开发实施联合项目等方式继续开展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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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决定 

1. 在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上，理事会作出以下

决定： 

第 1项决定(SPECA/GC/Dec/2016/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2016 年 11 月 22 日和 23 日在阿塞拜疆占贾举办的

2016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的成果《扩大合作加强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理事会呼吁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以及联

合国其他机构和方案大力支持特别方案成员国为开展合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作出区域努力。 

第 2项决定(SPECA/GC/Dec/2016/2) 

理事会通过了《扩大合作加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占贾宣言》。 

第 3项决定(SPECA/GC/Dec/2016/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成员国和特别方案专题工作组

就落实理事会第十届会议宣言的条款所做的工作，建议通过交流最佳做法、

开展能力建设、联合开发和实施区域项目以及分享关于应用新的财务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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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的经验，使特别方案框架成为支持在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

进展的重要平台。 

第 4项决定(SPECA/GC/Dec/2016/4) 

理事会欢迎围绕关于加强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作为依照《扩大合作加强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占贾宣言》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合作机制

的作用而开展前瞻性的评估工作。 

第 5项决定(SPECA/GC/Dec/2016/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自其上次会议以来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各专题工作

组的工作进度报告。理事会对特别方案的项目活动范围及其稳定的预算外筹

资表示满意。 

第 6项决定(SPECA/GC/Dec/2016/6) 

理事会欢迎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欧洲和中亚的区域联合国发展集团工

作队、特别方案国家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加

强合作，通过加强次区域合作和加强特别方案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支持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理事会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对于为特别方案

国家成功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援助非常重要。理事会邀请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及其伙伴组织继续密切开展合作，包括

进一步开发实施联合项目。 

第 7项决定(SPECA/GC/Dec/2016/7) 

理事会对阿塞拜疆政府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担任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主

席国期间积极开展的工作深表感谢。 

第 8项决定(SPECA/GC/Dec/2016/8) 

理事会注意到，土库曼斯坦政府正在考虑担任 2017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

案主席国。土库曼斯坦政府的决定将通过外交渠道予以确认。 

第 9项决定(SPECA/GC/Dec/2016/9) 

2017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以及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

的具体日期和地点将予以商定并通过外交渠道传达。 

第 10项决定(SPECA/GC/Dec/2016/10) 

理事会衷心感谢阿塞拜疆政府出色地组织了 2016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

经济论坛以及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并对与会者提供了慷慨的热情款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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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项决定(SPECA/GC/Dec/2016/11) 

理事会深为赞赏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和欧洲经济委员会

秘书处以及这两个区域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为举办这些重要年度活动所作的努

力，并特别感谢它们为力求加强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积极开展工作，以及为

方案的实施持续提供支持。 

二． 导言 

2.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在阿塞拜

疆占贾举行。在理事会会议举行之前，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和 23 日举办了

关于“扩大合作加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2016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

济论坛。 

三． 参会人员 

3. 来自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

库曼斯坦的代表以及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副执行秘书出席了会议。来自联合国其他机构

和方案、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以及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代表作

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四． 会议开幕 

4. 2016 年特别方案主席国阿塞拜疆的经济部副部长 Sahil Babayev 先生担

任会议主席。 

5. 主席强调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多边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变得日益

重要。区域合作和区域间合作成为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

也是实现繁荣、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6.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的开幕词由亚太经社会副执行秘书宣读。在开幕词

中执行秘书强调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特别方案国家转变其发

展轨迹提供一个稍纵即逝的好机会。2016 年在特别方案主持下的活动使各国

得以评估《2030 年议程》的执行进展情况，以及评估通过在北亚和中亚加强

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可以取得重大成果的领域，包括贸易、互联互通、统计能

力发展、增强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等领域。 

7. 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需要一种全面的办法来落实

《2030 年议程》，以便应对当今紧迫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这一响应办

法是以和平共处和法治为基础的，并且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五． 通过议程 

8. 理事会通过以下议程： 

1. 会议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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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议程。 

3. 2016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的成果；《扩大合作加强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占贾宣言》获得通过。 

4. 对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进行评估。 

5. 审查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自理事会第十届会议以来开展的活动。 

6. 选举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的下一任主席国，2017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

方案经济论坛及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7. 通过决定。 

8. 其他事项。 

9. 会议闭幕。 

六． 2016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的成果；《扩大合

作加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占贾宣言》获得通过 

9. 2016 年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旨在评估该次区域在实施可持续发

展目标方面如何进行自身定位，评估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战略和体制框架，

并审查实用办法和模式。2016 年经济论坛的与会者尤其审查和讨论了以下议

题： 

(a) 恢复和重新平衡经济增长：审查经济绩效和优先的政策改革； 

(b) 在国家一级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c) 统计评估和统计能力建设需求； 

(d) 环境可持续性与资源使用效率； 

(e) 重新平衡发展以促进平等、包容和社会正义； 

(f) 对特别方案进行评估。 

10. 主席提交了“扩大合作加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宣言草案。理事会

随后进行讨论并通过议程项目 3 下第 1 项决定(SPECA/GC/Dec/2016/1)和第 2

项决定(SPECA/GC/Dec/2016/2)。 

七． 对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进行评估 

11.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提交了特别方案的评估计划。理

事会随后进行讨论并通过议程项目 4 下第 3 项决定(SPECA/GC/Dec/2016/3)和

第 4项决定(SPECA/GC/Dec/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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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审查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自理事会第十届会议以来开展的

活动 

12.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提交了特别方案各专题工作组自

理事会上届会议以来的工作进度报告。理事会随后进行讨论并通过议程项目 5

下 第 5 项 决 定 (SPECA/GC/Dec/2016/5) 和 第 6 项 决 定

(SPECA/GC/Dec/2016/6)。 

九． 选举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下一届主席国，2017 年中亚经

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及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

点 

13. 特别方案国家的几位代表对阿塞拜疆政府 2016 年期间担任特别方案主席

国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经主席提议，理事会通过议程项目 6 下第 7 项决定

(SPECA/GC/Dec/2016/7)。 

14. 关于特别方案 2017 年主席一职以及 2017 年特别方案会议的具体日期和

地点，理事会通过议程项目 6 下第 8 项决定(SPECA/GC/Dec/2016/8)和第 9 项

决定(SPECA/GC/Dec/2016/9)。 

十． 其他事项 

15. 各国代表团团长感谢阿塞拜疆政府的盛情款待以及出色组织了特别方案

的各项活动。他们也对两个区域委员会总体倾力支持特别方案表示感谢。经

主席提议，理事会通过议程项目 8 下第 10 项决定(SPECA/GC/Dec/2016/10)和

第 11项决定(SPECA/GC/Dec/2016/11)。 

十一． 会议闭幕 

16. 会议主席、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亚太经社会副执行秘书在致闭幕

词时呼吁特别方案国家、联合国系统及发展伙伴同心协力执行理事会各项决

定。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