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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居署发展历史与主要⽂件
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城市化进程，数百万⼈移徙到城市及城市中⼼
区，对当地居⺠、政界⼈⼠、城市管理者、城市规划师以及政策制定者施加
了巨⼤压⼒。同时，城市也是创新和机遇的指明灯，有着推动积极变化和兼
容发展的变⾰性⼒量。因此，保证城市正常的⽣活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就
成为联合国⼈居署⼯作的重点之⼀。为了更好地了解⼈居署的⼯作，⾸先要
了解其发展历史和⼯作阶段。

⼆⼗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给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都带来了巨⼤的变
化。1976年在加拿⼤温哥华举⾏的第⼀届联合国⼈类住区会议上，各参与国
⾸次认识到城市化的挑战，在此会议上制定的《温哥华⼈类住区宣⾔》（⼈
居⼀）提供了具体的⾏动指导⽅针，以便改善在⼈类地区的⽣活并提⾼⽣活
⽔平。在此会议上，各成员国决定于1977年12⽉19⽇成⽴⼀个政府间机构：
联 合 国 ⼈ 类 住 区 委 员 会 （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Settlements），即联合国⼈居署的前⾝，并且成⽴联合国⼈类住区中⼼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作为委员会的执⾏秘
书处。

1996年制定的《伊斯坦布尔⼈类住区宣⾔》（⼈居⼆）提出了两个具有国际
重要性的问题：“⼈⼈有适当住房和在⽇益城市化的世界发展可持续的⼈类住
区”。为改善城市地区和⼈类住区的⽣活质量，⼈居⼆通过的《⼈居议程》列
举了实现城市有效发展所必须的⼏个重点领域，如进⾏合理城市规划，保证
使居⺠获得基本服务，基础设施，提供适当住房等⽣活条件。

2000年9⽉6⽇⾄8⽇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会第
55/2号决议), 联合国成员国致⼒于实现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千年发展⽬标； 发
展环境保护； ⼈权、⺠主与治理； 保护弱势群体； 满⾜⾮洲的需求； 加强
联合国。

2001年6⽉9⽇通过了《新千年中的城市和其它⼈类住区宣⾔》。会议决定，
除《⼈居议程》设定的⽬标外，联合国⼈居署还将重点制定更有效的消除贫
困战略。要在国家和国际层⾯调动和分配更多新的资源。宣⾔还进⼀步决
定，给予地⽅当局、⾮政府组织和其他⾮政府层⾯的《⼈居议程》参与者更
多权⼒，旨在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参与住房和⼈类住区开发⼯作，

联合国⼈类环境宣⾔（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https://zh.m.wikisource.org/zh-
hans/%E8%81%94%E5%90%88%E5%9B%BD%E4%BA%BA%E7%B1%BB%E7%8E%AF%E5%A2%83%E5%A
E%A3%E8%A8%80%EF%BC%881972%E5%B9%B4%E6%96%AF%E5%BE%B7%E5%93%A5%E5%B0%94%E
6%91%A9%E5%AE%A3%E8%A8%80%EF%BC%89

伊斯坦布尔⼈类住区宣⾔》（⼈居⼆），⼟⽿其伊斯坦布尔（1996年）
https://www.un.org/ruleoflaw/wp-content/uploads/2015/10/istanbul-declaration.pdf

《联合国千年宣⾔》，纽约 （2000年）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55-
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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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组织都拥有宝贵的城市资源，但却没有加以利⽤。宣⾔还重申了“⽆
贫⺠窟城市”这⼀⽬标，争取在2020年前使1亿贫⺠窟居⺠⽣活⽔平得到显著
提⾼。

2002年1⽉1⽇，联合国⼤会第A/56/206号决议通过，强化了对⼈居中⼼的授
权，并将⼈居中⼼提升为联合国系统内的⼀个成熟机构，由此诞⽣了联合国
⼈居署（UN-Habitat），全称联合国⼈类住区规划署，负责对议程提出重要
建议并进⾏调整，制定城市发展新战略，以及未来15年的住房⽬标。

《⼈居环境议程：⽬标和原则，承诺和全球⾏动计划》针对为所有⼈提供适
当的住房，可持续的⼈类住区，扶持和参与，性别平等，为住房和⼈类住区
提供资⾦，进⾏国际合作和进展评估等⽅⾯分别开展计划。 该⽂件提出了全
球⾏动计划，其中包含在不同领域内的各种战略。

2015年9⽉25⽇⼤会决议70/1。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该倡议定义了⽬标和任务，根据这些⽬标和任务可以制定可持续城市
的政策和概念。本议程是为⼈类、地球与繁荣制订的⾏动计划。它还旨在加
强世界和平与⾃由。

⼈居三会议 (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会) 于2016年10⽉17⽇⾄20⽇在
厄⽠多尔的基多召开。根据第66/207号决议，并按照每⼆⼗年⼀次的周期
（1976年，1996年和2016年），联合国⼤会决定召开⼈居三会议，以重振对
可持续城市化的全球承诺，在1996年伊斯坦布尔⼈居议程的基础上批准“新城
市议程” (参阅《倡议》）。

由此可⻅，联合国⼈居署与时俱进，及时认识到与⼈类住区有关的主要问题
和危险，为解决或缓解现有问题作出巨⼤贡献，提⾼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包
括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的⼀个问题——⼯业增⻓对城市的影响。

《新千年城市和其它⼈类住区宣⾔》（2001年6⽉9⽇)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S-25/2

联合国⼤会通过第A/56/206号决议， 纽约（2002年1⽉1⽇）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56/206&Lang=C

The Habitat Agenda Goals and Principles, Commitments and the Global Plan of Action
https://mirror.unhabitat.org/downloads/docs/The%20Habitat%20Agenda.pdf

2015年9⽉25⽇⼤会决议70/1. 变⾰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Lang=C

《新城市议程》基多 （2016年10⽉17⽇）https://uploads.habitat3.org/hb3/NUA-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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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概述

空⽓污染——⼯业是空⽓污染的主要原因，⼯⼚的运营导致污染物的排
放，包括有机溶剂、可吸⼊颗粒物、⼆氧化硫（SO2）等。这些污染物导
致全球⽓候变暖，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和⽇益严重的荒漠化，严峻损害公
共健康并破坏环境。从覆盖城市的烟雾到房屋内的烟雾，空⽓污染对健康
和⽓候构成了重⼤威胁。 据估计，空⽓污染导致每年420万⼈死于中⻛、
⼼脏病、肺癌、急性和慢性呼吸道疾病。这个问题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
区特别严重。 发展中国家居⺠承担了⼀半以上由空⽓污染造成的卫⽣负
担。
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城镇，⼤部分废⽔直接排放到最近的地表
排⽔或⾮正式的排⽔渠中，有时未经处理或稍加处 理。 除了⽣活污⽔、
⽣活垃圾外，城市医院和⼩型采矿和汽⻋⻋库等⾏业还经常将剧毒化学品
和医疗废物倾倒⼊废⽔系统。世界上，80％废⽔未经处理或再利⽤就直接
流回到⽣态系统，造成了⼤约18亿⼈使⽤被粪便污染的饮⽤⽔，使他们⾯
临患霍乱、痢、伤寒和脊髓灰质炎的⻛险。
⼟地污染——燃料和能源⾏业以及涉及危险材料的⾏业的泄漏是造成⼟地
污染的主要原因。⼟壤污染是由直接暴露于污染物，有毒⽓体泄漏到建筑
物中以及地下⽔污染引起的。 ⼟壤的性质导致污染物在污染发⽣很⻓时
间后仍残留在⼟壤中。被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地会导致许多健康问题，
例如癌症，⽓短等，因为这些有毒化学物质可通过污染⼟地上种植的⻝⽤
⽔果和蔬菜进⼊⼈体。
噪⾳污染——在⼤城市，噪⾳的来源众多，居住区的⼀些主要噪声源包括
响亮的⾳乐、交通（汽⻋、⽕⻋、⻜机等）、割草机和建筑施⼯。建筑物
和停⻋场的施⼯及道路和⼈⾏道的重铺⾮常嘈杂， 例如，

城市化与⼯业化是上世纪的两个主要进程，此时世界众多国家开始出现前所
未有的⼯业增⻓和城市化现象。 城市作为⼈⼒资源、技术和创新的 集中地，
推动了⼯业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头。联合国⼯发组织（UNIDO)发
布的报告揭⽰了⼯业化进程如何直接可⻅地影响世界⼈⺠的⽣活质量，例
如，⼯发组织的报告中强调，⼯业化在⼈类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其对技
术变⾰和创新的影响促进了专业技能发展和学习热情上涨，推动了和社会变
⾰。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类发展指数和不平等调整⼈类发展指数（2018
年），⾼⼈均制造业增⻓值和⾼⼈类发展指数价值息息相关，其中欧洲和北
美⼯业化国家位居⾸位，⽽⾮洲和亚洲的最不发达国家排名最后。 虽然⼯业
增⻓给⼈类带来的好处很多，但⼈类同时也付出了重⼤代价。⼯业增⻓给城
市⽣态带来多⽅⾯的压⼒:

Ho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atters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Population: Some Statistical Evidence.
Vienna, 2020 https://www.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2020-02/wellbeing_final_report.pdf

卫⽣健康组织⽹站 www.who.int/health-topics/air-pollution

⽔与联合国⽹站 https://www.unwater.org/water-facts/quality-and-wastewa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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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业增⻓的影响远超城市范围。城市地区以外数百平⽅公⾥降⽔模式
发⽣改变，影响到全球⽓候。

⽓动钻约造成110分⻉的噪⾳。交通噪⾳被世界卫⽣组织归类为⼈类最严
重的环境压⼒来源之⼀，仅次于空⽓污染。 ⼯作场所或环境噪声升⾼会
导致听⼒障碍、⽿鸣、⾼⾎压、缺⾎性⼼脏病、烦躁和睡眠障碍等。

⽬前，世界上有⼀半以上的⼈⼝居住在城市中，到2030年，每10⼈中就有6⼈
将成为城市居⺠，到2050年，每10⼈中将有7⼈成为城市居⺠。城市公⺠的健
康和福祉是城市最重要资源，因此为居⺠提供合适的⽣活条件是未来世界发
展的最紧迫问题之⼀。污染、⽓候变化、环境的破坏以及对淡⽔和渔业等⾃
然资源的过度利⽤，对⼈类健康、福祉和⽣计，特别是在较为贫困地区都造
成了极⼤危害，对⼈类的发展产⽣了⻓期的影响。为此，多研究此问题，提
⾼公共认识，采取多⽅⾯的举措均为必要的⾏动。城市在⼯业发展中将继续
发挥重⼤的作⽤，所以应当采取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领域发展的措施，
需要多进⾏规划、可持续发展和优化⽣产等活动。⼯业繁荣与发展的先决条
件之⼀就是可持续发展，多使⽤清洁能源，还要提⾼资源利⽤率，这样才能
保障城市⽣活条件安全和健康。

Münzel Thomas et al.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ffects of Traffic Noise with a Focus on Nighttime
Noise and the New WHO Noise Guidelines" 2020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10.1146/annurev-publhealth-081519-062400

"Noise: Health Effects and Contro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5221754/http://ist-
socrates.berkeley.edu/~lohp/graphics/pdf/hw24en08.pdf

卫⽣健康组织⽹站 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8/4/10-01041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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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居署的伙伴和拨款

经常预算拨款（由联合国⼤会批准，进⼊核⼼资⾦）
普通⽤途捐款（政府为⽀持核⼼资⾦和执⾏已批准的⼯作⽅案⽽提供的⾮
专⽤⾃愿捐款）
特别捐款（各国政府和其他捐助者为执⾏⼯作⽅案中的特定活动⽽指定的
⾃愿捐款，并与⼈居署的任务相⼀致）
技术合作捐款（政府和其他捐助者⽤于开展国家⼀级活动的专项资源）⼈
居署预算的⼤约 80％来⾃各国政府。其他捐助者包括地⽅当局、联合国
机

⼈居署与政府、联合国机构、私营部⻔、基⾦会和⺠间社会组织3,500多个伙
伴进⾏合作。近⼗年来，与⼈居署进⾏各个领域发展的利益攸关⽅增加了很
多。
⼈居署通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及全球伙伴⽹络，提供在可持续城市化问题
上进⾏有效协调的平台，使数以百万计的⼈的⽣活得到改善。

合作伙伴向⼈居署提供⼈⼒、财⼒、技术等资源⽀持，以及协助寻找信息，
进⾏监测，评估和分析。联合国作为联合国⼈居署政治和宣传伙伴，援助⼈
居署在全球，区域和地⽅各级确定政策和战略，并⽀持关于在城市化世界中
为所有⼈提供更好⽣活质量的宣传。

此外，⼈居署在城市发展⽅⾯⽀持各国政府，并分享⼈居署的专⻔知识。 ⼈
居署与拉加经委会、亚太经社会和⾮洲经委会等联合国区域委员会进⾏合
作，并与联合国教科⽂组织、世卫组织、环境署和联合国减灾署等联合国其
他机构保持沟通。

另外，⼈居署在推进《2030年议程》 和《新城市议程》 ⽅⾯向合作伙伴提供
了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

⼈居署的资⾦来源可分为四种类型：

构、私营部⻔和⺠间团体。⼈居署的主要资⾦是经常预算，指的是联合国对

⼈居署分配的⼀部分资源，基⾦会普通⽤途：对该机构核⼼规范⼯作⾮指定

⽤途拨款，基⾦会特殊⽤途：对规范性⼯作和规划提供专⽤资源。

联⼤第70/1号决；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议，2015 年 9 ⽉ 25 ⽇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70-1.shtml

《新城市议程》，（⼈居三），厄⽠多尔基多（2016年10⽉20⽇）
http://uploads.habitat3.org/hb3/NUA-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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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 - 2080万美元
 欧盟-1810万美元
 ⽇本-1170万美元
 德国-200万美元
 摩洛哥-120万美元
 加拿⼤-90万美元
 厄⽠多尔-70万美元
 美国-70万美元
 英国-60万美元
 伊拉克-50万美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包括⼀个联合国基⾦）-500百万美元
Awash Welday General Contractor- 260万美元
慈善组织-200万美元
阿布扎⽐城市规划和市政局-200万美元
联合国⼉童基⾦会-190万美元
IMMAP法国-160万美元
东南亚国家联盟-110万美元
联合国中央应急基⾦-100万美元
佩雷拉·帕索2斯研究所-50万美元
联合国⼈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40万美元

2020年⼗⼤政府捐助者是  ：
1.
2.
3.
4.
5.
6.
7.
8.
9.

10.

2020年最活跃的10个⾮政府捐助者  ：
1.
2.
3.
4.
5.
6.
7.
8.
9.

10.

综上，⼈居署与政府、联合国机构、私营部⻔、基⾦会和⺠间社会组织等
3,500多个伙伴进⾏合作。近⼗年来，与⼈居署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的利益攸
关⽅增加了很多。

政府捐助者https://donors.unhabitat.org/financial 

⾮政府捐助者https://donors.unhabitat.org/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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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居署提供的倡议

可持续城市规划

这次的议程（⼯业增⻓与城市⽣活⽔平和预期寿命的下降）是多⽅⾯的。⼯
业增⻓直接影响⼈类⽣活和城市发展的各种各样领域。因此，⼯业增⻓导致
城市居⺠的健康状况恶化，肺部和其他器官疾病甚⾄癌症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就是保健事业是议程上的关键领域之⼀的原因。此外，为减少⼯业增⻓的
负⾯影响，必须注意可持续的城市规划，这将在⼀定程度上使城市居⺠免受
⼯业化的负⾯影响。因此，可持续城市规划不容忽视。⼯业化不可避免地导
致了城市化，我们知道城市⼈⼝在不断增⻓。⼈⼝增⻓引起许多问题，例如
城市环境的垃圾污染，这使政府重视对废物分类和有效处理的重视。显然，
⼯业增⻓对⾃然有破坏性影响。现实情况是，经济发展必须以动植物，动植
物和⼴阔领⼟的破坏作为回报。今天，确保最⼤限度地保护环境免受⼯业设
施的侵害变得极为重要，⼯业设施消耗⼤量的⾃然资源，是强⼤的污染源。

下⾯罗列了⼈居署在议程⽅⾯采取的倡议。

可持续城市规划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应该分析其基础-可持续城市发展-其次，我们应该找出什么才是可持续发
展。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
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能满⾜当代⼈的需要，⼜不对后代⼈满⾜其需要的能⼒
构成危害的发展。” 它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居署在70（90？）多
个国家开展的，与国家政府和地⽅政府携⼿致⼒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和可持续的城市和⼈类住区 ” 此外，
⼈居署还⽀助在城市地区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标。作为落实⽬标的⾏动指
南，《新城市议程》是⼈居署推动城市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变⾰作⽤的
框架⽂件，是2016年在厄⽠多尔基多⼈居三会议上通过的。

由于可持续发展⽬标揭⽰了各种威胁和⽣活领域，因此⼈居署围绕三项变⾰
性承诺正在推动可持续城市发展（这⼜考虑到所有可持续发展⽬标）：

1.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以实现社会包容并消除⼀切形式的贫困和不平等；
2.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城市繁荣，以及为所有⼈确保可持续和包容性城市经
济的机会；
3.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和复原⼒的城市发展。在17个可持续发展⽬标中，第
11个是与我们的议程和⼈居署⼯作直接和整体相关的。这并不意味着可持
续发展⽬标11的创建是为了“使城市和⼈类住区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复原
⼒和可持续性”，其⽬标正⾯临着以下问题领域：

1.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化，尤其是可持续的⼈类住区规划
2.减少城市对环境的负⾯影响，包括⾃然灾害的影响；
3.提⾼国家，区域和城市各级可持续发展规划的质量
 

因此，可持续城市规划术语与城市⼯程及其组织的各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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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和环境

城市规划正是发明⻓期战略的⼯具，可以在增强和维持所有⼈的体⾯⽣活⽔
平的基础上，对城市组织进⾏预测。通过提供⼀项名为“城市领导者城市规
划”的倡议“，⼈居署为⼈们提供了制定现代有效的城市规划并向他们告知其收
益和意义的⼯具。

他们的共同努⼒旨在实现《新城市议程》的主要⽬标。第⼗届世界城市论坛
也启动了⾏动⼗年，即在未来⼗年落实可持续发展⽬标的全球⾏动。⼈居署
认为，通过建筑、可再⽣能源发电、出⾏、遗产保护和环境保护等⽅⾯的最
新技术和进展分享，城市可以在持续发展成⻓的同时，获得有史以来最强劲
的复原⼒。因此，城市能够应⽤更好的模式，更符合居⺠和游客的健康、繁
荣和未来期望。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维护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化特
征息息相关。

1.1 ⽓候变化正在影响每个⼤洲的各个国家，扰乱国家经济发展并影响⼈⺠的
⽣活，让⼈⺠、社区和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未来的代价甚⾄更为沉重。
⼈们正⾯临着⽓候变化的重⼤后果，包括⽓候模式变化、海平⾯上升和更极
端的天⽓事件。⼈类活动产⽣的温室⽓体排放正在推动⽓候变化，且排放量
正持续增加，已达到历史最⾼ （前所未有的）⽔平。为了应对⽓候 变化，各
国通过了《巴黎协定》 ，将全球⽓温上升幅度限制在2℃以下。这就是为什么
⽓候变化与我们的议程直接相关的原因。

 
《巴黎协定》规定：
将全球⽓温升幅限制在⽐⼯业化前⽔平⾼2℃（3.6℉）以内，并寻求将⽓温升
幅进⼀步限制在1.5℃以内的措施。
每五年审查⼀次各国对减排的贡献。
通过提供⽓候融资，帮助贫困国家适应⽓候变化并改⽤可再⽣能源。

1.2 由于⽣产是任何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社会的所有的问题实际
上跟⽣产有关。今天保护⾃然环境的主要⽅向是最⼤程度地维护⽣态平衡并
确保⽣态系统的⾃然关系。我们最重要的⽅向是：在保持最⼤程度的环境安
全的同时，优化⼯业企业的职能组合。 在保护⾃然环境的同时，将⽣产降低
到合理的⽔平并对其进⾏优化。 为此已采取了以下步骤：
2016年10⽉20⽇的 “新城市发议程”中提出了⼀个重要倡议：要为此将在城市
开发中促进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利⽤⼟地及资源；保护⽣态系统和⽣物多样
性，包括采取与⾃然和谐共处的 健康⽣活⽅式；推动可持续消费和⽣产⽅
式；加强城市韧性；减少灾害 ⻛险；缓解⽓候变化。

⼤会2015年9⽉25⽇通过的第70/1号决议确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制定能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城市发展战略 https://www.un.org/pt/node/60418

《巴黎协定》2016年4⽉22 https://unfccc.int/files/essential_background/convention
/application/pdf/chinese_paris_agre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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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事业

⼯业化

该决议阐明了可持续发展⽬标（SDG），对我们的议程很重要，其中⼀些⽬
标与⼯业增⻓和城市⽣活质量的下降直接相关。因此，该⽂件着眼于⼗七项
可持续发展⽬标，将其作为议程上的主要⽬标之⼀。我们要注意 的是:⽬标 13
采取紧急⾏动应对⽓候变化及其影响， ⽬标 14保护和可持续利⽤海洋和海洋
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标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 利⽤陆地⽣态系
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 荒漠化，制⽌和扭转⼟地退化，遏制⽣物多样性
的丧失。

保健事业是我们议程中同等重要的⼀部分，因为居⺠是城市及其繁荣的基
础。为了促进⾝⼼健康，延⻓所有⼈的寿命，联合国⼈类住区规划署保证实
现全⺠健康保险，让⼈们获得优质医疗服务，不遗漏任何⼈。最重要⽂件之
⼀是”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标 3 确保健康的⽣活⽅
式，促进各年龄段⼈群的福祉。主要⽬标是：⼈⼈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
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到 2030 年，⼤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
和⼟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数。

⼯业化是⼈类社会由前⼯业到⼯业状态的社会及经济改变过程。此⼀社会及
经济改变与技术创新有很密切关系，尤其是⼤规模量产和冶⾦学的进步。狭
义的⼯业化有代表性的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的定义，制造业
和第⼆产业在国⺠经济中⽐重及其就业⽐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业化极⼤地提⾼了⼈类的⽣产⼒⽔平，从⽽使实现⼯业化的国家的经济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益丰富⼜扩⼤，⼈们的⽣活⽔平逐步得
到提⾼。⼯业在⼀国经济中的⽐重不断提⾼以⾄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主体的
过程。这⼀过程的特征主要是农业劳动⼒⼤量转向⼯业，农村⼈⼝⼤量向城
镇转移，城镇⼈⼝超过农村⼈⼝。

历史经验证明，⼈均资源相对不⾜的国家通过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
⼯业化。这种国家不仅难以实现⼯业化和经济发展，⽽且其环境污染妨碍⼈
⺠⽣活质量的提⾼。

2016 年 5 ⽉ 27 ⽇ ， 联 合 国 环 境 ⼤ 会 通 过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的
UNEP/EA.2/Res.15号决议，肯定健康的⽣态系统和可持续管理的资源⽅⾯的
作⽤，并重申坚定致⼒于全⾯执⾏题为《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联⼤第70/1号决议所列的可持续发展⽬标。该⽂件提请注意以下
⽬标：⽬标 9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
⼯业化，推动创新；澄清⼀下：到 2030 年，所有国家根据⾃⾝能⼒采取⾏
动，升级基础设施，改进⼯业以 提升其可持续性，提⾼资源使⽤效率，更多
采⽤清洁和环保技术及产业流程；向⾮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 的财政、技术和技能⽀持，以促进其开发
的可持续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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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业化在许多⽅⾯是⼀个复杂且代价⾼昂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不可避免
现象很多，例如环境恶化、各种负⾯因素对⼈类健康的影响、经济和社会不
平等、城市⾥贫困的加剧以及房屋的缺乏。这些都是联合国⼈居署议程上的
问题。

通过对世界上⼯业化现状的全⾯分析，并讨论在议程上最重要问题后，联合
国⼈居署⼤会通过呼吁采取⾏动并提⾼公众认识的决议。为了分析今⽇局势
并实现决议中的⽬标，⼈居署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区域委员会进⾏合作，还
重视与政府的合作。同时，规定的可持续发展⽬标明确罗列着建⽴发展可持
续城市的必要措施，这最终将导致城市⽣活各个⽅⾯的改善。⼈居署在进⾏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使⽤可再⽣能源、合理利⽤⽔资源和创造安全城市环
境等⽅⾯的⼯作。这种⼯作最终以创造舒适和安全城市为⽬的。上述的⽬标
和活动说明⼈居署在指定的发展⽅针内进⾏逐步⼯作，以及促进⼯业化进程
的可持续发展并得到有关部⻔和机构的⽀持。

⼈居署采取的措施对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标⾄关
重要。 建议将报告中提出的举措在各个国家到应⽤，以克服与城市化和⼯业
化进程相关的问题及其有害后果。

国家应该积极落实⼈居署的⽬标。通过这些⾏动，国家将确保城市在⽣态、
医疗保健以及合理利⽤资源和处理废物等领域可持续发展。

10



参考书⽬
1. 联合国⼈类环境宣⾔（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s/%E8%81%94%E5%90%88%E5%9B%BD%E4%BA%BA%E7%B1%BB%
E7%8E%AF%E5%A2%83%E5%AE%A3%E8%A8%80%EF%BC%881972%E5%B9%B4%E6%96%AF%E5%BE%B
7%E5%93%A5%E5%B0%94%E6%91%A9%E5%AE%A3%E8%A8%80%EF%BC%89

2. 伊斯坦布尔⼈类住区宣⾔》（⼈居⼆），⼟⽿其伊斯坦布尔 (1996年）
https://www.un.org/ruleoflaw/wp-content/uploads/2015/10/istanbul-declaration.pdf

3. 《联合国千年宣⾔》，纽约（2000年）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55-2.shtml

4. 《新千年城市和其它⼈类住区宣⾔》（2001年6⽉9⽇)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S-25/2

5. 联合国⼤会通过第A/56/206号决议， 纽约（2002年1⽉1⽇）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56/206&Lang=C

6. The Habitat Agenda Goals and Principles, Commitments and the Global Plan of
Actionhttps://mirror.unhabitat.org/downloads/docs/The%20Habitat%20Agenda.pdf

7. 2015年9⽉25⽇⼤会决议70/1. 变⾰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Lang=C

8. 《新城市议程》基多（2016年10⽉17⽇）https://uploads.habitat3.org/hb3/NUA-Chinese.pdf

9. Ho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atters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Populatuon: Some Statistical
Evidence. Vienna, 2020 
https://www.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2020-02/wellbeing_final_report.pdf

10. 卫⽣健康组织⽹站 www.who.int/health-topics/air-pollution

11. ⽔与联合国⽹站 https://www.unwater.org/water-facts/quality-and-wastewater-2/

12. Münzel Thomas et al.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ffects of Traffic Noise with a Focus on Nighttime
Noise and the New WHO Noise Guidelines" 2020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10.1146/annurev-publhealth-081519-062400

13. "Noise: Health Effects and Contro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5221754/http://ist-socrates.berkeley.edu/~lohp/graphics/
pdf/hw24en08.pdf

14. 卫⽣健康组织⽹站 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8/4/10-010410/en/

15. 联⼤第70/1号决；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议，2015 年 9 ⽉ 25 ⽇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70-1.shtml

16. 《新城市议程》，（⼈居三），厄⽠多尔基多（2016年10⽉20⽇）
http://uploads.habitat3.org/hb3/NUA-Chinese.pdf

17. 政府捐助者https://donors.unhabitat.org/financial

18. ⾮政府捐助者https://donors.unhabitat.org/financial

19. 制定能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城市发展战略 https://www.un.org/pt/node/60418

20. 《巴黎协定》2016年4⽉22⽇
https://unfccc.int/files/essential_background/convention/application/pdf/chinese_paris_
agreement.pdf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