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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2019年 5月 27日至 31日，曼谷 

临时议程
*
  项目 4(d) 

审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亚洲及太平洋的执行情况： 

减少灾害风险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

议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由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泰国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三次亚洲及

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在曼谷召

开。 

鉴于空间科学、数字创新及其应用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

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共同愿景是加强区域合作，并考虑

采取具体步骤，努力扩大空间应用的普及和利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这次会议为亚洲及太平洋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区域路线图

优先专题领域下采取具体行动提供了指导。在会议结束时，部长们通过了第

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的报告

(ESCAP/MCSASD/2018/2)以及《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

级宣言》(ESCAP/75/10/Add.1)和《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30年)》(ESCAP/75/10/Add.2)。 

经社会不妨审查并核可部长级会议的报告，并对报告的落实工作提供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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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要经社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A． 需要经社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1. 谨提请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注意第三次亚洲及太

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的下列建议，供其审议并采取可能的

行动： 

建议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建议，经社会

在 2019 年 的 第 七 十 五 届 会 议 上 核 可 载 于 ESCAP/75/10/Add.1 和

ESCAP/75/10/Add.2 中的《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宣

言》和《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年)》。 

B． 提请经社会注意的事项 

2. 谨提请经社会注意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下列决定： 

决定 1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通过了载于

ESCAP/75/10/Add.1 和 ESCAP/75/10/Add.2 中的《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

可持续发展部长级宣言》和《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

2030年)》。 

决定 2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支持发布关于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和地理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两年期报告，该报告将指

导《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 年)》实施期间的政策

行动。 

决定 3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决定召开第四

次部长级会议，以配合实施《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

2030年)》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 

二． 会议纪要 

A． 通过空间应用的全面普及和利用，支持在亚洲及太平洋实施可持续发

展目标 

(议程项目 2) 

3. 部长级会议面前有秘书处关于“实现空间应用的全面普及和利用以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说明(ESCAP/MCSASD/2018/1)、“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

可持续发展部长级宣言草案”(ESCAP/MCSASD/2018/L.2/Add.1)和“亚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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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 年)草案”(ESCAP/MCSASD/2018 

/L.2/Add.2)。 

4. 经社会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作了发言：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中

国、斐济、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缅甸、

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图瓦卢、越南。 

5.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代表作了发言。 

6. 部长级会议注意到本区域一些旨在最大限度发挥空间应用对可持续发展

的贡献的前瞻性举措。 

7. 部长级会议表示对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面承诺，并确认

空间应用对支持落实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8. 部长级会议确认，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

年)草案系根据成员和准成员在公开、集体和包容的协商过程中所表达的需求

制定。 

9. 部长级会议指出，要有效利用空间应用，仍然需要应对若干挑战，并认

识到亚太行动计划一旦获得通过，可有助于克服这些挑战。 

10. 部长级会议表示支持开展区域合作，以此作为支持落实亚太行动计划的

一个重要手段，并呼吁相关政府间机制、国家政府及国际和技术组织开展合

作，并调整其工作以尽可能支持落实行动计划。 

11. 部长级会议表示将继续与成员、准成员、政府间机制、秘书处以及国际

和技术组织合作，执行亚太行动计划。 

12. 部长级会议注意到几个国家正在努力改进其空间技术和应用方案，以支

持实现《2030年议程》的工作。 

13. 部长级会议对成员和准成员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进一步利用空间技术和

地理空间信息应用所作的宝贵贡献和努力表示赞赏，并承诺继续共同努力，使

亚洲及太平洋成为如已在运作的区域机制所展现的空间技术应用合作的模范区

域。 

B． 通过部长级会议的报告 

(议程项目 3) 

14. 部长级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通过了本报告，包括载有“亚洲及太平

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宣言”的 ESCAP/75/10/Add.1 和载有“亚太

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年)”的 ESCAP/75/10/Add.2。 

三． 会议安排 

A． 部长级会议的开幕、会期和安排 

15.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0日在曼谷召开。 

16. 部长级会议由泰国副总理兼司法部长、国家空间政策委员会主席巴

金·詹东空军上将宣布开幕。亚太经社会代理主管也作了发言。 



ESCAP/75/10 

 

4  B19-00068 

17. 马尔代夫国防和国家安全部长 Adam Shareef Umar 先生和不丹王国政府

信息和通信部临时顾问 Nidup Dorji先生作了主旨发言。 

B． 出席情况 

18. 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出席了本次部长级会议：阿塞拜疆、孟加拉

国、不丹、柬埔寨、中国、斐济、法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

尔代夫、蒙古、缅甸、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

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汤加、土耳其、图瓦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越南。 

19. 下列常驻亚太经社会观察员代表出席了会议：尼日利亚。 

20. 下列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基金和其他实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21.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亚洲－太平洋

地区电信组织、东亚和东南亚地球科学方案协调委员会。 

22. 下列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亚洲理

工学院、世界地理空间行业理事会/地理空间媒体与通信集团。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23. 部长级会议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 Kanyawim Kirtikara女士(泰国) 

副主席： Karunarathna Paranavithana先生(斯里兰卡) 

  Thomas Djamaluddin先生(印度尼西亚) 

D． 议程 

24. 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下列议程：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和主旨发言；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通过空间应用的全面普及和利用，支持在亚洲及太平洋实施可持续

发展目标。 

3. 通过部长级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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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件清单 

文  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普通分发文件   

ESCAP/MCSASD/2018/1 实现空间应用的全面普及和利用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 

2 

ESCAP/MCSASD/2018/2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部长级会议报告 

 

工作文件   

ESCAP/MCSASD/2018/WP.1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

宣言草案 

 

ESCAP/MCSASD/2018/WP.2 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

2030年)草案 

 

限制分发文件   

ESCAP/MCSASD/2018/L.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c) 

ESCAP/MCSASD/2018/L.2 报告草稿 3 

ESCAP/MCSASD/2018/L.2/Add.1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

宣言草案 

2 

ESCAP/MCSASD/2018/L.2/Add.2 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

2030年)草案 

2 

在线信息   

www.unescap.org/intergovern

mental-meetings/third-

ministerial-conference-

space-applications-

sustainable-development# 

与会者须知  

www.unescap.org/intergover

nmental-meetings/third-

ministerial-conference-

space-applications-

sustainable-development# 

暂定日程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