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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第六届会议 

2010年 9月 27日- 10月2日，阿斯塔纳 

 

经过修订的临时议程说明 

本文件中列出了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第六届会议的临时

议程(第一部分)、以及临时议程说明(第二部分)。 

一、临时议程 

A． 高级官员会议段 

1． 会议开幕： 

(a) 开幕致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趋势、挑战、机遇及政策视角。 

3． 审查执行情况： 

(a)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第五届会议的建议(2005年)； 

(d) 首尔绿色增长倡议； 

(b) 北九州清洁环境倡议。 

 

4． 对亚洲及太平洋重大环境与发展挑战及其应对战略的深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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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长级宣言草案。 

6． 2011-2015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 

7． 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议草案 

8． 其他事项。 

9． 通过高级官员会议段的报告。 

B． 部长级会议段 

10．部长级圆桌会议。 

11．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政策视角。 

12．审议并通过高级官员会议段的报告。 

13．其他事项。 

14．通过《部长级宣言》、2011 – 2015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

域执行计划及其辅助性倡议、以及本届会议的报告。 

15．会议闭幕。 

二、议程说明 

A． 高级官员会议段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将由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宣布本届会议开幕；随后将由东道国

哈萨克斯坦的一位代表在会上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会议将选举产生由一名主席、若干名主席和一名报告员组成的

会议主席团。 

(c) 通过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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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文件 

经过修订的临时议程说明 (E/ESCAP/MCED(6)/L.1/Rev.1) 

会议将审议通过经过修订的临时议程说明。 

2． 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趋势、挑战、机遇、以及政策视角 

会议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趋势、挑战、机遇、以及政策视角

(E/ESCAP/MCED(6)/1) 

会议将审查近年来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内发生的迅猛变化，认明各种

新出现的挑战和机遇，并针对如何在本区域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

的发展问题讨论各种政策视角。为便于进行此项审查工作，会议将收到

一份由秘书处编写的文件(E/ESCAP/MCED(6)/1)，其中概要介绍了《绿

色增长的资源与弹力》（一份即将出版的联合国出版物）中所得出的各

项主要调研结果。该出版物中列述了各种相关的数据和证据，并对不断

发展演变的发展格局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供各方在知情的基础上

制订政策和作出决策。 

会议不妨审议上述报告中所列述的各项相关议题，并对那些拟列入

部长级宣言草案和 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

草案之中的优先重点行动进行思考和研判。 

3． 审查执行情况 

(a) 2005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第五届会议提

出的各项建议 

会议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第五届会议(2005 年)各项建议的执

行进展情况 (E/ESCAP/MCED(6)/2) 

文件 E/ESCAP/MCED(6)/2 中扼要分析了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

部长级会议第五届会议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并将之作为对落实涉及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21世纪议程》、《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和第五届部长

级会议本身等项国际承诺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执行工作的一项投入。 

(b) 首尔绿色增长倡议 

会议文件 

《首尔绿色增长倡议》贯彻落实情况(E/ESCAP/MCE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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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ESCAP/MCED(6)/3 中分析了在贯彻落实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上所通过的《首尔绿色增长倡议》方面取得的各项成果。 

(c) 北九州清洁环境倡议 

会议文件 

审查《北九州清洁环境倡议》的实施情况(E/ESCAP/MCED(6)/4) 

文件 E/ESCAP/MCED(6)/4中介绍了在实施第四届部长级会议(2000

年)上所通过的、并已于 2010 年 2月间结束了其全部活动的《北九州清

洁环境倡议》方面取得的各项成果。 

会议不妨审查在贯彻落实这些区域性承诺和倡议过程中所取得的

进展，并就未来的相关行动方针提供指导，其中包括可能在临时议程项

目 6 项下予以审议的区域执行计划草案中可能列入的各项优先重点议

题。 

4． 对亚洲及太平洋重大环境与发展挑战及其应对战略的深入审查 

会议文件 

水资源管理方面新出现的挑战与趋势 (E/ESCAP/MCED(6)/5) 

能源资源管理方面新出现的挑战与趋势(E/ESCAP/MCED(6)/6) 

亚洲及太平洋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面新出现的挑战

(E/ESCAP/MCED(6)/7) 

对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进行投资：新出现的机遇与政策

(E/ESCAP/MCED(6)/8) 

这一议程项目将使本届会议有机会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面对的各

项重大议题进行深入审查，并进一步就推进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

展的应对战略和措施展开讨论。将在四份议题文件中分析以下诸方面的

区域和国际合作情况：(a) 水资源管理；(b) 能源资源管理；(c) 具有包

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d) 对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进行投

资。同时亦将对各项跨领域议题 — 在能力建设方面新出现的趋势和依

然存在的差距、融资与投资、技术开发、转让和使用等  进行分析。 

会议不妨审议上述各项文件中所列述的议题，并制订有效的战略和

协调划一的行动，以便将之列入部长级宣言草案和 2011-2015 亚洲及太

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草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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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长级宣言草案 

会议文件 

部长级宣言草案 (E/ESCAP/MCED(6)/WP.1) 

将提交一项部长级宣言草案，供高级官员会议段审查，然后将之提

交本届会议的部长级会议段。 

将在这一部长级宣言草案中确认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和准成员承诺

致力于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还将在此项宣言草案中表明本

区域各国谋求环境上可持续的发展的承诺。 

6． 2011-2015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 

会议文件 

2011-2015 年亚洲及太 平 洋 可持 续发 展区域 执行 计划 草案

(E/ESCAP/MCED(6)/WP.2) 

在本议程项目下，会议将审查并讨论 2011-2015年亚洲及太平洋可

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草案(E/ESCAP/MCED(6)/WP.2)。此项文件旨在提

供一个重点突出的、列明具体行动的框架，用以支持各方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做出的努力。 

落实此项区域执行计划的方式方法，诸如开展区域合作、为技术转

让提供资金、实行财政改革、以及监测和审查计划落实情况等，都在执

行计划草案中作了重点论述。亚太经社会连同联合国其他伙伴组织和机

构、以及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将应邀开展相互协助，便利此

项计划及其各项相关倡议的贯彻落实，并为此与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

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 

高级官员会议段将审议并最后敲定 2011-2015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

续发展执行计划草案，同时建议各位部长予以通过。 

7． 阿斯塔那“绿色桥梁”倡议草案 

    会议文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泰王国外交使团于2010年8月11日向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递交的普通照会(E/ESCAP/MCED(6)/10) 

哈萨克斯坦政府目前正在着手发起一项旨在支持这一部长级宣言

草案、以及亚洲及太平洋2011-2015年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草案的

倡议。各位高级官员不妨审查并讨论此项阿斯塔那“绿色桥梁”倡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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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期最后敲定这一草案的内容并建议各位部长予以通过。 

8． 其他事项 

会议不妨审议由高级官员会议段和/或秘书处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 

9． 通过高级官员会议段的报告 

会议文件 

高级官员会议段的报告草稿 (E/ESCAP/MCED(6)/WP.3) 

高级官员会议段将审议并通过高级官员会议段的报告

(E/ESCAP/MCED(6)/WP.3)，供部长级会议段审议。 

B． 部长级会议段 

10． 部长级圆桌会议 

将在本届会议期间安排举行一次互动式圆桌会议，就如何应对与本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重大挑战、以及就各位部长对定于 2012 年在

巴西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1  的观点和看法，展开讨论。各协

作组织及场外活动组织者的代表将针对在圆桌会议上讨论的主题简短

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各位部长及代表团团长将可在专题讨论会上展开互

动式对话。执行秘书最后将对圆桌会议的讨论情况进行总结归纳。 

11．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政策视角 

本议程项目将使各位部长有机会就可持续发展所涉各种新出现的

和持续存在的挑战发表意见和看法。谨此邀请各位部长和代表团团长阐

明其国家官方政策，并概要介绍其各自对本国、次区域和区域可持续发

展挑战、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战略和政策方针。会议或还愿在国家、次

区域和区域各级采取的具体的和切实的措施提供指导，同时亦考虑到

《21 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各项成果、以及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筹备工作进程。 

12． 审议高级官员会议段的报告 

会议将审议高级官员会议段的报告(E/ESCAP/MCED(6)/9)。预计报

告中将列有部长级宣言草案的修订案文、以及区域执行计划草案的修订

案文。这两份文件中将反映出各方就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挑战和

                                                
1   见大会 2009年 12月 24日第 236号决议，第 20 - 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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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视角、2006-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的执行

进展情况、以及对本区域重大环境与发展挑战及其应对战略的深入审查

展开讨论的情况。报告中还将重点论述各方就各项实质性议题和所提出

的关注问题开展辩论的情况。 

13． 其他事项 

由各位代表和/或秘书处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均将在本议程项目下

进行审议。 

14． 通过部长级宣言、2011–2015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

及其辅助性倡议、以及本届会议的报告 

会议将审议并通过列于高级官员会议段报告中的部长级宣言草案

和 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草案

(E/ESCAP/MCED(6)/9)。部长级宣言意在重申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和准成

员谋求在本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区域执行计划则意在详细拟定

拟为实现在宣言中所阐明的愿景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会议还将审议各项

旨在推进针对区域执行计划的落实工作采取行动的辅助性倡议。会议最

后将审议并通过本届会议的报告草稿(E/ESCAP/MCED(6)/L.2)。 

15． 会议闭幕 

将由有关人士在会上致闭幕词。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