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E/ESCAP/CTR(3)/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August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交通运输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2012 年 10 月 10－12 日，曼谷 
临时议程项目 4

*
 

2013 年第二届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的筹备工作

 

 

2013 年第二届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的筹备工作
**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经社会铭记着本区域产出、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问题、并深知交通运输部
门需要设法迅捷而有效地满足这些方面出现的各种新需求，为此在其 2008 年
4 月 30 日关于“设立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的第 64/5 号决议中，请执行秘书
于 2009 年间举办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第一届会议、并在第一届会议决定了
各届会议之间的时间间隔之后定期举行论坛会议。论坛第一届会议于 2009 年
间在曼谷举办，共有来自 27 个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以及来自各伙伴组
织的 150 多名代表出席了该届论坛。论坛第一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亚洲发
展交通运输的曼谷宣言》，从而为本区域就建立国际一体化多式联运和物流
系统的优先工作领域，诸如拟定一项政府间陆港协定等，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指导。 

第二届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预定于 2013 年 11 月或 12 月间举行。本文
件概述了秘书处就本届论坛议程所作的提议。经社会在其第 64⁄5 号决议中请
执行秘书确保“此届论坛制定侧重政策的区域议程，以应对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过境政策、便利化、物流、区域间及国际运输连接、筹资和安全诸领域
的问题、以及它们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性”。考虑到全球金融
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影响、以及于 201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大会)的成果，委员会不妨就本届论坛的拟议议程向
秘书处提供指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文件 E/ESCAP/CTR(3)/L.1。 

        **  本文件之所以未能按时提交会议服务处，是因为秘书处需要与成员国就 2012 年 6 月间举行的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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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在其 2008 年 4 月 30 日关于“设立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的第

64/5 号决议中，经社会请执行秘书于 2009 年间举办论坛第一届会

议，确保论坛制定侧重政策的区域议程，以应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过境政策、便利化、物流、区域间及国际运输连接、筹资和安全诸领

域的问题、以及它们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性。依照这

项决议，于 2009 年 12 月 14-18 日在曼谷举行了第一届亚洲交通运输

部长论坛。 

2. 部长论坛审查了在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釜山宣言》

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

2011 年)1  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并审议了五大主题项下范围广

泛的问题：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与发展；交通运输与贫困；

交通运输与环境；交通运输与社会。论坛还通过了《关于亚洲发展交

通运输的曼谷宣言》，2  从而为在部长级层面上就本区域建立国际

一体化多式联运和物流系统的优先工作领域，诸如拟定一项政府间陆

港协定等，提供了政策方向。《曼谷宣言》还为 2012 年 3 月在第二

届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

行动方案》(第二阶段，2012-2016 年)提供了指导。3 

3. 在预定于 2013 年 11 月或 12 月间举行的第二届部长论坛上，各

国部长和其他高级别代表不妨就为加速建设国际一体化多式联运网

络、以及为应对本区域在交通运输领域面临的各项挑战所应采取的优

先行动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本文件中所列本届论坛的拟议日程亦考虑

到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以及于 2012 年 6 月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大会)的成果。4 

二、论坛第二届会议的拟议议程 
 

4. 自论坛第一届会议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迅猛的变化。

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对亚洲及太平洋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尽管

各国所遭受冲击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例如，由于欧洲、日本和北美

的进口需求放缓，5  那些出口依赖型国家更为直接地感受到危机所

造成的影响。贸易发展的放缓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导致公共和私

                                                 
1  见文件 E/ESCAP/63/13，第五章。 
2  经社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第 66/4 号决议。 
3  经社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第 68/4 号决议，附件，附录一。 
4  见大会 2012 年 7 月 27 日第 66/288 号决议“我们希望的未来”。 
5  《2012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在动荡和商品价格高企的时代谋求实现共同

繁荣》(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2.II.F.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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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部门缩小了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此外，自 2010 年以来，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亦呈下滑趋势。6 

5. 在此种情况下，本区域各国政府应当重新评估它们的中长期交通

运输发展战略。尽管区域内贸易有可能抵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与其他

区域之间贸易放缓的现状，但其进度和方向取决于本区域连接各国的

有形基础设施质量以及各国在消除边境障碍方面所开展的工作。此

外，各国政府还应寻求有形基础设施的其他筹资渠道，加强规划和监

督机制以确保以合理的方式利用投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里约

+20 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中所反映的那样，各国政府正不断

就发展更可持续交通运输的必要性达成共识。 

6. 作为于 2012 年 1 月 25 日提交至大会的“联合国秘书长五年行动

议程”的组成部分，秘书长承诺动员联合国系统支持旨在奠定可持续

发展基础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战略。在交通运输领域，他呼吁联合国

系统“召集航空、海事、轮渡、铁路、公路和城市公共交通业者与各

国政府和投资者举行会议，就建立更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提出建议

并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以努力解决全世界特别是城区交通堵塞和污

染不断加剧问题。”7  第二届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将为成员国审

议如何加强交通运输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提供机会，同时相

互交流有关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所带来挑战的意见和看法。

在此方面，秘书处为论坛第二届会议的议程提出了如下各项主题。 

7. 为促进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发展而加强区域交通运输网络的连通
性：由于各国对区域内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区域交通运输网络的有

形连通和运行连通对本区域可持续贸易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亚洲公

路网和泛亚铁路网已取得稳固发展，而且本区域在制定政府间陆港协

定(见E/ESCAP/CTR(3)/2)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因此这一议程项目

将讨论旨在进一步整合和改进这些区域网络的政策、以及如何以可持

续方式促进国际交通运输网络的运行。有待于在这一议程项目下讨论

的相关议题包括：(a) 提高长途货运模式中铁路和水路运输的份额；

(b) 通过发展内陆集装箱库场和陆港加强多式联运的连通性；(c) 通过

执行《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区域战略框架》8  促进在亚洲公路网沿线

上货物、人员的高效运输和车辆的高效运行；(d) 通过促进国际铁路

运输便利化和各国铁路主管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提高泛亚铁路网的

利用率；(e) 精减和协调过境文件和手续；(f) 制定旨在促进专业物流

服务发展的政策。 

 
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全球衰退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额下降》，2012

年 4 月 4 日，表 1。摘自网页：
www.oecd.org/dac/developmentaidtodevelopingcountriesfallsbecauseofglobalrecession.htm。 

7  《秘书长五年行动议程》，2012 年 1 月 25 日，摘自网页：
www.un.org/sg/priorities/sg_agenda_2012.pdf。 

8  经社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第 68/4 号决议，附件，附录二。 

http://www.oecd.org/dac/developmentaidtodevelopingcountriesfallsbecauseofglobalrecession.htm
http://www.un.org/sg/priorities/sg.agenda_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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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筹措资金：面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

响，本区域许多政府应努力为基础设施的开发、维护和运行寻求其他

筹资和交付渠道。在这一议程项目下有待讨论的议题包括：可持续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开发和运行的其他筹资来源，尤其是弥合亚洲公路网

和泛亚铁路网投资缺口所需要的资金来源，诸如通过公私营伙伴关

系、南南合作和气候资金等形式。 

9. 以可持续的交通运输促进包容性发展：可持续交通运输系统为其

所服务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做出贡献。以往交通运输

的规划者大都侧重于道路部门的发展，而未能充分关注机动化所产生

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许多社区仍未建造起连通道路或享

有负担得起的交通运输服务。在这一议程项目下有待讨论的议题包

括：(a) 在实现包容的和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发展方面可采取的有效政

策和最佳做法，其中包括如何设法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强化亚洲公

路网、泛亚铁路网和陆港所做的贡献；(b) 道路安全问题；(c) 如何满

足穷人和弱势群体在出行方面的需求。 

三、供审议的议题 
 

10. 委员会不妨就论坛第二届会议的组织工作、尤其是本届会议的拟

议议程提供指导。 

11. 委员会还不妨鼓励成员和准成员考虑担任承办论坛第二届会议的

东道国。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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