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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
一体化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2017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曼谷
议程项目 9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部长级宣言

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以支持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部长级宣言草案
一．前言
1. 我们，参加 2017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曼谷举行的第二次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部长级会议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
准成员的部长和代表，
2. 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
2
3
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联合国
4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通过的《巴黎协定》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5
视公约》，
3. 铭记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6
并 回 顾 关 于 执 行 《 2011-2020 年 十 年 期 支 援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行 动 纲 领 》
7
《2014-2024 年十年内陆发展中国家维也纳行动纲领》 和《小岛屿发展中
8
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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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特殊挑战以及解决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多种
多样特定发展需求的必要性，
5. 还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对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实现包容性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潜力，
6. 赞赏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一
体化、以支持本区域实施《2030 年议程》的工作，
7. 回顾经社会 2014 年 5 月 23 日关于“实施 2013 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
济合作和一体化曼谷宣言》的第 70/1 号决议特别强调在四个领域开展亚洲和
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迈向构建一个一体化市场，发展区域无缝互
联互通，加强金融合作，加强经济合作以应对共同的脆弱性、风险和挑战，
8. 感谢秘书处按照第 70/1 号决议的要求努力支持四个专家工作组的工作，
每个专家工作组注重 2013 年《曼谷宣言》所确定的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
一个领域，
9. 回顾经社会 2017 年 5 月 19 日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实施《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区域路线图”的第 73/9 号决议，
10. 确认区域路线图中确定的合作领域包括第 70/1 号决议中确定的区域经济
合作和一体化的四个领域，
11. 又确认中小微型企业对本区域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创收作出了重大贡
献，
12. 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重要性、以及消除阻碍妇女充分参与区域
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障碍的重要性，
13. 注意到，在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上举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高级
9
别对话、 2017 年 4 月在曼谷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促
10
进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对话、
以及在经社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上举行的关于开
展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以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级别对话上
11
的讨论情况，
14. 强调亚太区域内有效开展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对于利用重大的贸易和投资
机会作为驱动增长的引擎和减贫的重要性，
15. 进一步认识到，互联互通在加强和拓展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中心地
位，有利于促进贸易、吸引投资、推动旅游、增强社会文化联系及实现更大
流动性，从而为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机会，
16. 重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需
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要素为基础，并以旨在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减少不
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凝聚力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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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SCAP/72/34，第 254-2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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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SCAP/73/41，第 262-27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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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强调需要鼓励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政策和框架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
对接，从而以综合平衡的方式纳入经济、社会和环境考量，
18. 还强调采用及时、具有国际可比性和分门别类的数据，对于迈向构建一
个一体化市场、发展本区域无缝互联互通、加强金融合作及加强经济合作以
应对共同的脆弱性、风险和挑战，以及对于查明弱势群体都具有重要的作
用，同时强调需要支持成员国发展制作这种数据的足够的能力，
19. 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为基础，
20. 强调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推进区域银行业务和支付安排，以支持和便利亚
太区域各国间的贸易和商业交易的重要性，
21. 又强调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区域倡议和发展伙伴可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并促进必要的资金筹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2. 承认区域和次区域倡议及私营部门在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
化方面的宝贵作用，
23. 认识到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论坛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重要构
件，而且这些组织有相当多的机会可通过合作并从彼此间的思想和经验交流
中获益，
24. 又认识到在这方面经社会需要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对话与合作，
从而在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实施《2030 年议程》中提高协同增效和互补，
25. 还认识到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机构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以及互
联互通方面已经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以努力尽量减少重复劳动并实现高
度成本效益和效率，

二．政策方向
26. 决心共同努力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以支持实施
《2030 年议程》；
27. 申明支持落实亚洲及太平洋实施《2030 年议程》区域路线图，为此，除
其他外，在 2013 年《曼谷宣言》中确定的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优先领域
采取协同行动，包括：
(1) 通过开展贸易便利化和解决保护主义问题，努力降低贸易成本和过
境费用以促进市场一体化；
(2) 在交通运输、能源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包括通过在区域倡议方
面的合作和协作，发展全区域无缝互连互通；
(3) 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包括在国内资源调动、金融普惠、发展资本市
场、公私伙伴关系等领域的合作，以支持金融稳定；
(4) 通过发展多种危险预警系统、创新工具和体制机制，以减轻灾害、
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影响带来的影响，应对共同的脆弱性、风险和挑战；

28. 决心在所有四个领域全面开展这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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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认识到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重要性；在此方面也有必要加强区域对
话，酌情根据国际商定原则及适用的国家法律、条例和政策，解决移民工人
的权利保护问题；
30. 申明我们齐心协力，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等有特殊需要的国家优先提供援助，包括酌情支助提高其能力和增加技
术援助，以帮助它们利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带来的机遇；
31. 酌情并根据需要努力改造国家统计系统和相关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以
作为大幅改进与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有关的健全和可比数据和统计资料供
应的一种手段；
32. 鼓励并支持成员国促进性别平等，并查明和解决妇女充分参与经济活动
的障碍；
33. 酌情邀请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捐助国、多边融资机构、联合国系统相
关机构和组织、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区域组织、相关非政府组织、国际智库和
私营部门，继续在其任务授权和核心能力范围内，为实施区域经济合作和一
体化议程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
34. 决定暂定于 2021 年召开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部长
级会议，以酌情审查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议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
况；
35. 请执行秘书：
(1) 在工作方案中并通过经社会会议结构，继续高度优先重视加强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2) 通过分析研究、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方案，继续协助成员国努力开
展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以促进《2030 年议程》；
(3) 继续根据请求支持成员国依照亚洲及太平洋实施《2030 年议程》区
域路线图，努力全面实施《2030 年议程》，
(4) 酌情加强和促进联合国系统在亚太区域的各相关组织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之间的沟通、合作与协作，以支持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实施
《2030 年议程》；
(5) 继续打造并加强经社会与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和倡议之间的伙伴关
系，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6) 支持于 2021 年召开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部长
级会议。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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