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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临

时议程(第一部分)及其说明(第二部分)。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在大流行病期间采取利用技术的合作行动。 

3. 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包容型宽带接入。 

4. 扩大空间应用的使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包容型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 

(a)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包容型技术和创新政策指导方针； 

(b) 为使业务创新能够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c) 通过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支持各国包容型技术和创新。 

6. 审议次级方案的今后重点。 

7. 其他事项。 

8. 通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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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明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将 可 在 线 查 阅 会 议 的 日 程 ， 网 址 ：

www.unescap.org/intergovernmental-meetings/committee-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science-technology-and-innovation-

third。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委员会将选举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将 可 在 线 查 阅 与 会 者 名 单 ， 网 址 ： www.unescap.org/inter 

governmental-meetings/committee-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science-technology-and-innovation-third。 

(c) 通过议程 

文件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CICTSTI/2020/L.1)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和通过临时议程，并可作出必要修改。 

2. 在大流行病期间采取利用技术的合作行动 

文件 

在大流行病期间采取利用技术的合作行动(ESCAP/CICTSTI/2020/1) 

说明 

消毒机器人、低成本诊断、社交媒体、开放大数据以及远程医疗、电子

学习和远程办公等在线服务和解决方案，只是亚太区域各国政府为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而部署的技术应用程序中的一小部分。在电子抗灾能

力和包容性宽带的支持下，亚洲及太平洋展示了各国政府能够主动与私营部

门和学术界的主要技术利益攸关方接触，应对疫情和紧急情况。本区域技术

先进的国家在调用技术和大规模部署创新解决方案以抗击疫情方面发挥了带

头作用。然而，部分国家在增强电子抗灾能力和包容性宽带方面的进展太

慢，难以奏效，问题仍然是：进展较差国家如何从这些解决方案中获益？ 

文件 ESCAP/CICTSTI/2020/1 概述了各国政府在抗击 COVID-19 方面如何

部署一系列技术，包括前沿技术、低成本技术和数字技术。报告还审查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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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对策以及使用数字和地理空间技术遏制该传染病的情况，并审查了各国

政府为提高电子抗灾能力和数字包容性而采取的对策和措施。还介绍了私营

部门和学术界如何在技术应对中发挥作用的范例，以及可以支持协作应对未

来大流行病的各种开放式创新模式，以便所有国家都能从技术解决方案中受

益。 

委员会不妨讨论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分享经验教训，并确定政策优先事

项和区域合作领域，以便更有效地从技术上应对 COVID-19 和未来的大流行

病。 

3. 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包容型宽带接入 

文件 

通 过亚太信 息高速公路 倡议促进 包容 型宽带 互联互通 区域合 作

(ESCAP/CICTSTI/2020/2) 

2019-2022年亚太信息高速公路总体计划(ESCAP/CICTSTI/2020/INF/1) 

2019-2022 年 亚 太 信 息 高 速 公 路 区 域 合 作 框 架 文 件

(ESCAP/CICTSTI/2020/INF/2) 

说明 

过去十年间，亚洲及太平洋在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方面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本区域一些发达国家在与信通技术有关的主要指标占全

球主导地位。然而，数字鸿沟持续存在，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不平

等，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和 COVID-19等大流行病爆发期间。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其第 75/7 号决议中请成

员和准成员考虑在次区域一级制定和实施信通技术联合活动。它还请秘书处

继续支持正在开展的活动，并鼓励各利益攸关方参与实施《2019-2022年亚太

信息高速公路总体计划》和《2019-2022 年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区域合作框架文

件》。重点指出政府官员利用信通技术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是重要组成部分。 

文件 ESCAP/CICTSTI/2020/2 讨论了与数字技术和区域互联互通相关的

新趋势，以及成员国在实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行动方针中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此外，还概述了亚太信息高速公路指导委员会 2019 年 8 月第三届会议提

案的实施进展情况。最后，文件概述了亚洲及太平洋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

展培训中心与能力建设和利用信通技术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方案

和活动。 

委员会不妨注意到《2019-2022 年亚太信息高速公路总体计划》和

《2019-2022 年亚太信息高速公路区域合作框架文件》的执行进展情况以及中

心各项方案和活动。委员会还不妨就秘书处目前和今后在这方面的工作提供进

一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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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扩大空间应用的使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文件 

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地理空间信息的应用(ESCAP/CICTSTI/2020/3) 

说明 

在《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018-2030 年)》中确认快

速的数字创新继续提高地理空间信息的可用性，这为亚洲及太平洋各国特别是

特需国家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更多的工具选择。还着重指

出需要利用与扶持性综合技术、流程和工具相关的新数据来源和分析，以便向

公民、企业、组织和政府提供及时、可靠和高质量的信息。这对循证决策和加

强行动问责制至关重要。 

文件 ESCAP/CICTSTI/2020/3审查了《行动计划》在减少灾害风险和抗灾

能力以及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执行进展情况。文件概述了区域执行情况、良好

做法和汲取的经验教训。文件还评估了未来趋势，并就可以加强区域合作的领

域提出建议。 

为执行《行动计划》所载的政府间模式，请委员会讨论这些问题并认可

各项建议，以期加强空间应用领域的区域合作，并指导秘书处目前和今后的工

作。 

5. 包容型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 

(a)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包容型技术和创新政策指导方针 

文件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包容型技术和创新政策指导方针(ESCAP/CICTSTI/2020/4) 

说明 

技术和创新有可能提高实现《2030年议程》宏伟目标的努力的效率、效

力和影响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具有包容性。至关重要的是，

技术和创新政策必须包括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目标。此外，此类政策应旨在

确保更平等地分享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好处。然而，技术和创新也可引发不

平等和排斥。正如大会确认，对穷人而言，科学、技术和创新带来的希望仍

未实现。
1
 

亚太区域的各种政策和举措根据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促进技术和创

新，满足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支持和吸引妇女参与，并让技术和

创新造福最贫穷人口。 

 

1
 见大会第 74/22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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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SCAP/CICTSTI/2020/4 介绍了政策经验，并就如何制定包容性技

术和创新政策提出了准则草案。 

委员会成员不妨分享各国在促进包容性技术和创新政策方面的经验，包

括良好做法和汲取的经验教训。请委员会就准则草案提出评论意见，并说明

可能需要秘书处以培训、研究或咨询服务的形式提供支助，以推动包容性技

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b) 为使业务创新能够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文件 

为使业务创新能够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ESCAP/CICTSTI/2020/5) 

说明 

商业一直是亚太区域创新和经济活力的源泉。然而，为了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迫切需要创新的政府政策，激励企业专注于创造社会和环境价值以

及经济价值。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社会企业、包容性商业和影响力投资等创新的商业

模式和做法正在不断涌现。它们可以界定为旨在产生社会和环境影响力以及

经济回报的商业模式和做法。 

在这一领域的国家政策创新方面，亚太区域各国政府一直走在前面。在

区域一级，亚洲及太平洋成员国首次通过决议，同意按照亚洲及太平洋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区域路线图所概述的那样，支持发展有利于社会

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环境。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也在制定次区域指

导方针，以促进包容性企业。 

文件 ESCAP/CICTSTI/2020/5 概述了在推动商业创新以促进包容的可持

续发展方面新出现的政策选择，并为正在考虑制定这一专题战略的成员国提

出了基本的、切实可用的指导原则建议。 

委员会成员不妨分享各国在推动企业创新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经验，包括良好做法和汲取的经验教训。请委员会就拟议的指导原则提出意

见，并通过说明在国家和区域两级推动这一问题所需的支助，以指导秘书处

的工作。 

(c) 通过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支持各国包容型技术和创新 

文件 

2018 至 2020 年向成员国提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ESCAP/CICTSTI/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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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件介绍了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和亚太经社会向成员国提供的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委员会不妨就支持和加强中心和秘书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提出

意见投入和建议。 

6. 审议次级方案的今后重点 

秘书处将概述其在信通技术、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工作，包括其对

根据经社会会议结构应当纳入所有委员会工作主流的领域的贡献。 

委员会不妨根据其审议情况，就方案计划的编制工作向秘书处提供指

导。 

7.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审议上述议程项目未涉及的其他事项。 

8. 通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CICTSTI/2020/L.2) 

说明 

委员会将审议并通过第三届会议的报告，以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七届会

议。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