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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亚洲及太平洋《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执行情况以及与

经社会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摘要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 2020年 11月

18 日至 19 日在线举行的 2020 年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题为“开展

区域合作，支持 COVID-19之后的社会经济复苏”的成果。 

理事会促请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欧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委会)、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

专门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机构向特别方案参加国提供积

极支持，以加强该次区域的合作，促进在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后实

现具有可持续性、有复原力和包容性的社会经济复苏，并向循环经济过渡。理事

会邀请各国际机构协助特别方案参加国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执行各相关国际议程，

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

纲领》，以及关于在特别方案区域使用联合国法律文书、规范、标准和建议减少

贸易和运输壁垒并同时加强互联互通的阿什哈巴德倡议。 

理事会通过了题为“加强区域合作，支持 COVID-19 之后的社会经济复苏”

的《比什凯克宣言》。此外，理事会决定进一步从整体上审议特别方案秘书处的

设立以及特别方案基金的需求。理事会请联合国秘书处为特别方案参加国举行协

商，以便就这些问题作出最后决定。理事会将在 2021 年下届会议上继续审议协商

结果。此外，理事会注意到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关于特别方案

统计专题工作组的声明。根据各参加国在讨论期间提出的意见，理事会决定继续

在网上开展专题工作组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成本。理事会注意到乌兹

别克斯坦政府关于设立新的特别方案投资和金融合作专题工作组的倡议，同时考

虑到该国政府将向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提交关于新设专题工作

组的资料，供理事会 2021年下届会议进一步审议。 

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定于 2021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由乌兹别克斯坦政

府担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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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决定 

1.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在第十五届会议上作出了下列决定： 

决定 1(SPECA/GC/Dec/2020/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2020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举行的 2020 年联合国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题为“开展区域合作，支持 COVID-19 之后的社

会经济复苏”的成果。理事会促请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

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捐

助机构向特别方案参加国提供积极支持，以加强次区域的合作，促进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后实现具有可持续性、有复原力和包容性的社

会经济复苏，并向循环经济过渡。理事会邀请各国际机构协助参加国在国家

和区域层面执行各相关国际议程，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内陆发

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以及关于在特别方案区域使

用联合国法律文书、规范、标准和建议减少贸易和运输壁垒并同时加强互联

互通的阿什哈巴德倡议。 

决定 2(SPECA/GC/Dec/2020/2) 

理事会通过了 2020 年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题为“加强

区域合作，支持 COVID-19之后的社会经济复苏”的《比什凯克宣言》。 

决定 3(SPECA/GC/Dec/2020/3) 

根据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第 5 号决定(SPECA/GC/Dec/2019/5)，联合国

秘书处制定了关于设立特别方案基金的法律文件草案，即：关于设立特别方

案基金的协定、特别方案基金章程和总部协定。理事会对欧洲经委会秘书处

编制这些文件表示赞赏。 

理事会决定进一步从整体上审议特别方案秘书处的设立以及特别方案基

金的需求。理事会请联合国秘书处为特别方案参加国开展协商，以便就这些

问题作出最后决定。理事会将在 2021 年下届会议上继续审议协商结果。 

决定 4(SPECA/GC/Dec/2020/4) 

理事会注意到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关于特别方案统计

专题工作组的声明，并根据参加国在讨论期间提出的意见，决定统计专题工

作组继续在网上开展活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成本。 

理事会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于设立新的特别方案投资和金融合作

专题工作组的倡议，同时考虑到该国政府将向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

会秘书处提交关于新设专题工作组的资料，供理事会 2021 年下届会议进一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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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5(SPECA/GC/Dec/2020/5)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特别方案五个专题工作组自上届会议以来的活动进

度报告，并对其报告所述活动的执行情况表示满意。理事会还赞赏地注意到

在执行阿什哈巴德倡议、特别方案贸易便利化战略、可持续贸易原则和特别

方案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 

决定 6(SPECA/GC/Dec/2020/6) 

理事会衷心感谢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主持并出色地举办了理事会第十五届

会议和 2020 年经济论坛。 

决定 7(SPECA/GC/Dec/2020/7) 

理事会欢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主动提出担任特别方案 2021 年主席，并

选举乌兹别克斯坦为 2021年特别方案主席国。 

决定 8(SPECA/GC/Dec/2020/8) 

理事会决定，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和 2021 年经济论坛将在乌兹别克斯

坦举行。这些活动的确切日期和地点以及 2021 年经济论坛的主题将予以商

定，并通过外交渠道传达。 

决定 9(SPECA/GC/Dec/2020/9) 

理事会衷心感谢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为在线举办这些

重要的年度活动所作的努力，并感谢其为加强特别方案所积极开展的工作及

其为特别方案活动的实施提供的持续支持。 

二． 会议记录 

A． 2020 年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的成果“开展区域合

作，支持 COVID-19之后的社会经济复苏” 

(议程项目 3) 

2. 2020 年经济论坛的重点是加强次区域的合作，以支持 COVID-19 之后的

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复苏。论坛为特别方案参加国及其伙伴提供了一个平台，

以讨论和制定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采取协调行动以应

对 COVID-19 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想法，同时考虑到从近期政策行动中吸取的经

验教训。论坛讨论了执行支持社会经济复苏的中短期措施与响应加快执行

《2030 年议程》和《维也纳行动纲领》等相关国际议程的行动呼吁之间的互

补性。 



ESCAP/77/5 

 

4  B21-00050 

B． 特别方案基金、特别方案秘书处和其他问题 

(议程项目 4) 

3. 土库曼斯坦政府提议，通过特别方案每个参加国在参加国的初始捐款和

年度经常捐款中提供均等的财政捐款，设立特别方案基金。作为管理基金的一

项备选方案，土库曼斯坦政府提议在特别方案主席国的首都设立基金秘书处，

直至其主席任期结束。因此，基金秘书处每次都会搬到下一个主席国的首都。

或者，土库曼斯坦政府建议将基金秘书处的职能委托给位于日内瓦的欧洲经委

会。同时，有与会者指出，在考虑上述所有提案时，有必要考虑国际法律规范

以及其他参加国的意见。 

4. 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表示，她支持这一倡议，欧洲经委会准备在初始阶

段提供协助。她强调指出，设立该基金的决定权在于特别方案的参加国。 

5.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代表表示，特别方案秘书处的问题应该是优先事项。鉴于 COVID-19 大流行期

间各国的经济状况，捐助方的捐款将是为该基金供资的最佳选择。土库曼斯坦

代表指出，通过设立特别方案基金，各国可以发出深化合作的信号，另一方

面，稍后可在设立基金的实际行动的基础上获得捐助方的援助。 

6. 主席建议首先讨论设立特别方案秘书处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设立特

别方案基金相互关联。 

7.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建议将特别方案秘书处设在塔什干，并指出乌兹别克

斯坦政府将为秘书处提供全力支持和适当的工作条件。哈萨克斯坦代表提醒与

会者，哈萨克斯坦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份关于将特别方案秘书处设在阿拉木图的

概念说明。概念说明已在经济论坛之前分发给特别方案参加国。他要求理事会

始终如一地贯彻早先作出的决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代表

支持有必要就设立特别方案秘书处问题进行进一步协商的看法。土库曼斯坦代

表建议，关于特别方案秘书处的决定应与特别方案基金的决定一并审议。 

8.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特别方案参加国之间进一步协商期间，需要对特别

方案秘书处和基金的设立进行整体审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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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特别方案统计专题工作组今后活动的声明 

(议程项目 5) 

9.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的代表宣读了欧洲经委会统计司司长和亚太经社会统

计司司长致理事会的一封信。特别方案统计专题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举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

别克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专题工作组同意考虑解散，因为成员国倾向于在

更广泛的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国家集团中工作。各国还对有大量议程相似的国

际会议表示关切。特别方案国家将能够参加欧洲经委会/欧盟统计局/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以新形式为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举办的年度高级别讨论会。他们

仍将能应邀参加欧洲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组织的其他相关论坛。这封信包含的

论点是，新的年度会议形式将允许更广泛的国家参与，进而使特别方案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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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这将有助于交流最佳做法和培训机会，例如欧洲经委会、亚太经社会和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为中亚国家提供的最佳做法和培训机会。欧洲经委会

秘书处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请理事会审议此事并核准解散统计专题工作组。 

10. 土库曼斯坦代表不支持解散统计专题工作组的想法，并建议专题工作组

继续在网上开展活动，因为这不需要太多资金。乌兹别克斯坦代表支持这一提

议。 

11.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提议设立一个新的特别方案投资和金融合作专题工作

组。关于设立新的专题工作组的概念说明将与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会

秘书处分享。 

D． 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以来开展的特别方案活动 

(议程项目 6) 

12. 欧洲经委会秘书处代表简要概述了特别方案专题工作组自理事会第十四

届会议以来开展的活动。 

13. 赞赏地注意到特别方案专题工作组自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以来开展的活

动。 

E． 选举特别方案下一任主席国 

(议程项目 7) 

14.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提议由其主办 2021 年经济论坛和理事会第十六届会

议。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团长确认了这一提议，并对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

经委会秘书处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代表支持乌兹

别克斯坦担任 2021 年东道国的提议。理事会选举乌兹别克斯坦为 2021 年特别

方案的主席国。 

F． 2021 年特别方案经济论坛和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的日期和

地点 

(议程项目 8) 

15. 这些活动的日期和地点将予以商定，并通过外交渠道传达。日后还将确

定 2021年经济论坛的主题。 

G．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9) 

16. 在该议程项目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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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安排 

A． 会议的开幕、会期和安排 

17. 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在线举行。会议由

2020 年特别方案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亚太经社会和欧洲经委会联合举

办。 

B． 参会人员 

18.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以及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由于技术原因，阿富汗代表未能出席本届会议。来自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联

合国机构和方案、特别方案参加国的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以及国际和区域组

织、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C． 议程 

19. 理事会通过了下列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 

3. 2020 年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经济论坛的成果“开展区域合

作，支持 COVID-19之后的社会经济复苏”。 

4. 特别方案基金、特别方案秘书处和其他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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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特别方案统计专题工作组今后活动的声明。 

6. 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以来开展的特别方案活动。 

7. 选举特别方案下一任主席国。 

8. 2021 年特别方案经济论坛和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的日期

和地点。 

9. 其他事项。 

10. 通过决定。 

11. 会议闭幕。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