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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亚太地区的活⼒在推动全球增⻓⽅⾯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资本投资使该地区能够发挥其优势，充分利⽤全球化并创造制

造业与服务业的就业机会。数百万⼈摆脱了贫困，织牢社会保障“安全
⽹” 不断增强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亚太地区进展引起了世界关注。但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作的重点是那些被落在后⾯的⼈，尤其是仍然⽣活在

极端贫困中的 4 亿⼈。2 我们的⼯作旨在改善⽣活条件、减少⽇益加剧
的不平等并努⼒⽀持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要解决好多⽅

⾯的贫困问题：贫富之间、男⼥之间以及城乡居⺠之间⽇益扩⼤的差距

持续缺乏保障公⺠权利和保护的有效机制和法治体系，使差距变得更严

重。在⼀些国家，最富有的 20% 现在拥有⾼达 80% 的财富。我们的社
会中的⼤群体⽣活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城市贫⺠、农⺠⼯、⽼年⼈、残

疾⼈与农村社区的⼈⽆法找到⼯作，⽆法获得社会保护、教育、医疗保

健、清洁⽔和卫⽣设施或能源。妇⼥经常受到严重歧视。最⼤的威胁在

于，快速的经济增⻓导致着环境退化，这对最脆弱的⼈群造成了⼤⼤的

影响。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充分理解这些挑战。但是，怎样解决好

这些问题仍是⼀种悬⽽未决的问题。亚太经社会的论点是，社会发展需

要成为我们经济增⻓战略的核⼼。需要⼀种跨越国界和政策部⻔的措

施，来更公平地分享收益并确保保护最弱势群体。承诺重视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为这种⽅法提供了明确的框架。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标

及历史

1.  《亚太社会发展碍于贫困》 (1995年)
2.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OWARDS 
A PEOPLE-CENTRED TRANSFORMATION” (2017)
3.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OWARDS 
A PEOPLE-CENTRED TRANSFORMATION” (2017)
4. ESCAP. “2030 Agenda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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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社会与该地区的其他联合国实体和政府间组织密切合作，在以下

领域开展⼯作实现这个⽬标：

1）宏观经济政策、减贫与发展筹资；
2）贸易、投资与创新；
3）运输；
4）环保与发展；
5）信息通信技术与减灾；
6）社会发展；
7）统计；
8）能源。

需要在各级体制进⾏改⾰，向该地区不断增⻓的⼈⼝提供基本服务，增

加对充⾜⻝物、⾐服、住房、⽔、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基本需

求。因此，亚太经社会⽀持其成员国的⽅⾯如下：

❖ 加强和实施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和计划，包括监管和
体制框架；

❖ 准备、参与多边和区域贸易、运输、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和环境伙
伴关系和协定，并从中受益；

❖ 与⺠间社会实体和私营部⻔建⽴有效的伙伴关系；

❖ 审查在实现全球和区域会议通过的国际商定的发展⽬标和指标⽅⾯的
进展。

5. ESCAP. “Committee on Social Development” 
6.《亚太地区的⾼等教育与社会发展》 (2003 年）
7. “ESCAP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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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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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28⽇，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37号决议，为促进战后亚洲



经济的重建与发展，由中华⺠国倡议，于上海成⽴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

会（英语：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Far East），简
称“亚远经委会”（ECAFE）。亚远经委会秘书处设⽴之处现址为上海⻩
浦路106号红楼。

1949年，全会迁⾄泰国曼⾕。

1974年，改名为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以反映其成员国的地理
位置，简称 "亚太经社会"。

1974年，联合国⼤会扩⼤亚太经社会的任务，⾃那时以来此委员会成为
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个不同区域内的中⼼。

2014年，沙姆沙德·阿赫塔尔⼥⼠担任第⼗任副秘书⻓级别的亚太经社委
员会执⾏秘书⻓，前任秘书⻓诺埃琳·海泽来⾃新加坡。

8.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
9 《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2014年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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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年，亚太地区的社会在经济增⻓的推动下取得了重⼤进展，

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并供给了获得基本服务等机会。 然⽽，这
些经济收益掩盖了“富⼈”与“穷⼈”之间⽇益扩⼤的差距。 “穷⼈”包括越来
越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个⼈和群体，他们通常⽣活在社会边缘。

社会发展司促进社会保护，促进性别平等，并加强残疾⼈、⽼年⼈、⻘

年和移⺠的社会包容。 我们的⼯作基于数据分析和研究。

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不让任何⼈掉队”的推动下，社会发展
司提供:

1）规范⽀持和区域的对话

社会发展司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的区域政府间对话，包括在 2030
年议程和亚洲及太平洋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标区域路线图的背景
下； 《北京宣⾔和⾏动纲要》、《残疾⼈权利公约》与《仁川战略》；
国际⼈⼝与发展会议⾏动纲领；⻢德⾥⽼龄问题国际⾏动计划以及《安

全、有序和正常移⺠全球契约》。

2）政策倡导、研究和分析

社会发展司提供关于机会不平等和确定最落后者的原创研究和基于证据

的政策分析、社会保护、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和⼥孩权⼒；⽼龄化社会

和⽼年⼈、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和残疾⼈的权利。

3）技术⽀持、咨询服务和能⼒建设

社会发展司通过⽀持各国政府加快实施《2030 年议程》和其他全球和
区域框架的国家级活动来建设亚太地区的能⼒。如上所述，国家层⾯的

活动是根据可持续发展⼯作提出的建议，促进规范⽀持和区域对话，以

及开展政策宣传、研究与分析。

社会发展委员会的活动和倡议

10. ESCAP. “Committee on Social Development”
11.  ESCAP.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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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程
 
 

⽼龄化社会;
残疾包容性发展;
性别平等和妇⼥赋权;
不平等和不让任何⼈掉队;
国际移⺠;
⼈⼝与发展;
社会包容;
社会保障;
⻘年赋能。

以可持续发展⽬标为核⼼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 2015 年 9 ⽉由
联合国成员国通过。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保在制定⼏乎所有可持续发展⽬标时都关注
适当的实施⼿段。 《2030 年议程》的实施⼿段包括解决系统性问题的
承诺，使政策和机构⼀致性、多利益攸关⽅伙伴关系、数据、监测和问

责通过亚太经社会的⼯作得到解决。 亚太经社会正在为此重于执⾏⼿段
的全球进程做出积极的贡献，包括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发展筹资，同

时加强区域⼀级所有执⾏⼿段的交付。

社会发展司的主要⼯作⽅针:

12

12.《联合国纪事。2030年议程》
13. ESCAP. “Social Development”

13

⽼龄化社会

⼈⼝⽼龄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亚太地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
⾏⽼龄化。 ⽼年⼈，即 60 岁以上的⼈，到 2021 年将达到 6.5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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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1 年，⽼年⼈⼝占总⼈⼝的⽐例为 14%，预计到 2050 年将上升
到四分之⼀。

由于出⽣时的预期寿命较⻓，⽼年⼥性的⼈数超过⽼年男性，2020-
2025年⽼年⼈⼝中的53%是⼥性。

⽼年妇⼥与男⼈通过有偿⼯作和⽆偿护理⼯作对经济和社会做出积极的

贡献。然⽽，⽼年⼈陷⼊贫困的⻛险较⾼，⽽且往往⽆法获得⾜够的资

源、服务和参与。促进⽼年⼈的参与和社会保护，促进妇⼥在整个⽣命

周期的经济参与，是确保⽼龄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策。在整个⽣

命周期中，性别不平等和对妇⼥的歧视往往会持续到⽼年，使妇⼥⾯临

更⾼的贫困⻛险。

在⽼龄化的社会中，提供包括⻓期护理在内的医疗保健服务⾄关重要。

随着⽼年⼈⾮传染性疾病的增加，这些疾病会增加医疗保健成本，因此

需要制定创新政策，例如，使⽤信息通信技术，以促进获得对⽼年⼈友

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有了⾜够的政策，⼈⼝⽼龄化就可以实现。

亚太经社会⽀持与⼈⼝⽼龄化有关的全球筹备和后续⾏动，例如⻢德⾥

⽼龄问题国际⾏动计划和国际⼈⼝与发展会议。

2021 年 5 ⽉，亚太经社会举⾏了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关于《⻢德⾥⽼龄
问题国际⾏动计划》亚太第四次审查和评估的第⼀次⾮正式磋商，启动

审查进程。 2021 年全年将在国家、此地区层⾯进⾏进⼀步磋商。

亚太经社会定期汇编和出版有关⽼龄化和⼈⼝⽼龄化问题报告、研究论

⽂和政策简报的数据。

14. 2020 ESCAP population data shee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0 15 2020 ESCAP Population Data Sheet. (30.09.2020) 
16. 《亚洲⽼龄化催⽣社会危机 我们还能为迟暮之族做些什么？》(2017年12⽉26⽇) 
17. 《亚洲⾯临⼈⼝⽼龄化挑战  2050年⽼年⼈达10亿》  (2016年3⽉2⽇) 18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Brief: Financing for Long-term Ca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01.10.2018) 19 ESCAP. “First
informal consultation of ESCAP member States on the Asia-Pacific Fourth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process, survey, data and policies”
18.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Brief: Financing for Long-term Ca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01.10.2018) 
19. ESCAP. “First informal consultation of ESCAP member States on the Asia-Pacific Fourth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process, survey, data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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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包容性发展

20. “ESCAP Resolutions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Decad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13-2022”
(30.04.2019)
21.  “Working Group on the Asian and Pacific Decad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13-2022” 
22. 《亚太地区的⾼等教育与社会发展》（2003年）

在亚洲及太平洋，6.9 亿男⼈、⼥⼈和⼉童，占该地区总⼈⼝的 15%，
⽣活在某种形式的残疾之中。由于⼈⼝⽼龄化、慢性健康状况、⾃然灾

害、道路交通伤害、恶劣的⼯作条件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预计未来

⼏⼗年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尽管这种预期的不断增加，残疾⼈往往是看

不⻅的，听不⻅的，也数不清的。他们参与社会⽣活的各⽅⾯时仍然⾯

临多种障碍，并⾯临⼈权受到侵犯的⻛险。他们往往⽆法获得教育、体

⾯的⼯作、社会保护服务和法律⽀持，并且贫困率⾼得不成⽐例。研究

表明，更好地利⽤残疾⼈的⽣产能⼒可以促进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发

展，并有助于其国内⽣产总值增⻓ 1% ⾄ 7%。然⽽，对残疾⼈的负⾯成
⻅阻碍了他们作为社会平等成员⾏使权利和履⾏责任。此外，缺乏关于

残疾⼈的可靠和可⽐数据阻碍了残疾政策和⽅案的设计和实施。

亚太经社会致⼒于加强能⼒、知识和区域合作，以⽀持仁川战略和北京

⾏动计划。 为此，亚太经社会与亚太各国政府、残疾⼈的⺠间社会组织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亚太经社会是 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
⼗年⼯作组的秘书处，该⼯作组成⽴于 2013 年初，是全⾯有效实施仁
川战略的咨询机构。 ⼯作组由 30名成员（即 15 个名来⾃政府和 15 个
名来⾃⺠间社会组织）组成，由委员会正式认可。 ⼯作组每年举⾏会
议，审查区域在实施仁川战略⽅⾯的进展，并通过⼀系列关于重要残疾

议程的决定和建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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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和妇⼥赋权

尽管我们在确保性别平等和促进妇⼥赋权⽅⾯取得了区域性的进展，但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妇⼥仍然⾯临着歧视性政策、社会和⽂化障碍以及

对其安全的威胁，这些威胁侵犯了她们的权利并限制了她们的潜⼒。在

过去的 20 年⾥，经济参与⽅⾯的性别差距⼏乎没有改变。在我们地
区，⼯作年龄⼈⼝中只有  50% 的⼥性从事经济活动，⽽男性则为
84%。亚太地区约 64% 的职业⼥性从事⾮正规就业。南亚和西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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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的⼥⼯以及东南亚 60% 的⼥⼯都集中在弱势就业岗位。

在政治参与⽅⾯，虽然⼥性在国家议会中的⽐例从 1990 年的 8% 上升
到 2018 年的 18%，但该地区仍落后于 24% 的全球平均⽔平。在整个亚
太地区，17.3% ⾄ 68% 的⼥性（15 ⾄ 49 岁）遇到亲密伴侣的暴⼒⾏
为，对妇⼥和⼥童及其家庭造成严重后果，并给各国带来⼤⼤的经济成

本和社会灾难。

亚太经社会⽀持决策者和从业者在履⾏性别平等和提⾼妇⼥地位领域的

国际承诺⽅⾯开展区域合作。作为增强妇⼥经济权能战略的⼀部分，亚

太经社会正在⽀持为妇⼥创业创造有利条件的努⼒。

不平等和不让任何⼈掉队平等和妇⼥赋权

⽬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冠状病毒⼤流⾏爆发之前，估计有 2.33
亿⼈⽣活在极端贫困中，低于每天 1.90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 另有 10 亿
⼈被困在每天收⼊低于 3.20 美元（中低收⼊贫困线。近 20 亿⼈每天⽣
活费低于 5.50 美元。据亚太经社会估计， 9,300余万⼈可能已经低于
3.20 美元/⽇）。

不平等也持续存在。 在实⾏中等和⾼等教育、依赖清洁燃料以及获得⾦
融和互联⽹⽅⾯的差距特别⼤。 许多国家的收⼊不平等正在加剧，我们
地区也有世界上财富所有权最不平等的国家。

社会发展司的⽬的是帮助政府扭转这些趋势，我们提倡更加关注衡量不

平等，特别是机会不平等，例如教育、清洁能源、⽔和卫⽣、营养和医

疗保健。 我们的⽅法集中在识别最落后的⼈，他们通常会遇到交叉的劣
势。 我们的研究依赖于创新的分析⼯具来识别最落后的⼈。 我们的成果
被收录在亚太经社会的出版物中，包括我们的旗舰《亚洲及太平洋社会

展望》以及其他知识产品。

23. “Game changers: Wome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6.09.2018) 
24. ESCAP. “Soci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and Leaving No One Behind”
25.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OWARDS A PEOPLE-
CENTRED TRANSFORMA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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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

 2019年，亚太地区有近6500万国际移⺠。 来⾃亚太经社会国家的近
1.06 亿移⺠⽣活在其出⽣国之外，占世界所有移⺠的近 40%。该地区
的⼈们为了⼯作、教育、家庭、永久定居和退休⽽迁移，原因是政治和

武装冲突、粮⻝不安全、环境变化和灾难。

如果管理得当，移⺠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的地国可以

⽤移⺠的技能受益并填补劳动⼒缺⼝，⽽原籍国的社区可以从移⺠汇款

及其建⽴的联系中受益。然⽽，最⼤限度地提⾼潜在利益并最⼤限度地

减少迁移的潜在负⾯影响仍然是⼀个挑战。 该地区的⼤部分迁徙都是不
规则的。 这使移⺠容易受到虐待和剥削，伤害移⺠和整个社会。

作为联合国亚太地区国家政府间的平台，亚太经社会⽀持所有相关利益

攸关⽅参与的对话和区域合作，以在国家和区域层⾯实现安全、有序和

正常的国际移徙。2021 年，亚太经社会将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移
⺠⽹络合作举办第⼀次亚太地区全球契约的情况审查。 这次政府间会议
将召集成员国、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实体和相关利益攸关⽅评估进展并

确定最佳做法、经验教训、挑战和新趋势。 会议还将讨论冠状病毒对地
区的国际移⺠的影响。

26. ESCAP. “So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7. “ 政策简报： 2019 冠状病毒病对东南亚的影响”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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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

经济发展和国内移⺠共同推动了城市⼈⼝的增⻓，包括特⼤城市的扩

张。 国际移⺠也是亚太地区⼤多数国家⼈⼝和发展动态的⼀个突出特
征。

亚太经社会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机构合作，在协助各国制定和实

施以国际⼈⼝与发展会议（⼈发会议）⾏动计划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为指导的⼈⼝与发展政策⽅⾯发挥着关键作⽤。



社会包容

已知 17 个国家明确将 HIV 传播或暴露定为刑事犯罪

正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阐明的那样，保护和促进弱势和边
缘化群体的权利是实现亚太地区的包容、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
这个⽅⾯，亚太经社会关注妇⼥和⼥童、⻘年、残疾⼈、⽼年⼈和移

⺠。 此外，亚太经社会还⽀持其成员国感染艾滋病毒⻛险往往较⾼的关
键问题。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亚太地区的艾滋病毒流传速度继续超过应对措施。 新感染主要集中在城
市中⼼和艾滋病毒暴露⻛险较⾼的关键⼈群中——性⼯作者、注射吸毒
者、男男性⾏为者、年轻⼈、变性⼈、移⺠与囚犯。 这些群体中的个⼈
⾯临法律和政策障碍，阻碍他们获得艾滋病毒预防、治疗、护理和⽀

持，并导致污名化和歧视。 虽然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已采取具
体步骤改⾰阻碍普遍获得艾滋病毒服务的国家法律，但惩罚性法律、政

策和做法仍然普遍存在。需要以保证权利为基础，资源充⾜、法治，来

确保我们不让任何⼈掉队。

根据最新的可⽤数据：

28. ESCAP. Soci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9. “新型城镇化实现社会包容性亚洲城市贫困和包容性城市国际政策研讨会举办” (2017) 
30. “Creating Enabling Legal Environments: Conducting National Reviews and MultiSectoral
Consultations on Legal and Policy” (2014) Barriers to HIV Services 
31.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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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社会每⼗年召开⼀次委员会年会和亚洲及太平洋⼈⼝会议，包括

每次会议五年后的中期审查。 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的区域论坛，亚太
经社会努⼒增进对⼈⼝问题、挑战和机遇的了解。 亚太经社会通过政府
能⼒建设、国家间研究和分析、传播最新⼈⼝信息、监测国际承诺以及

提供技术⽀持以确保其实施，⽀持调整⼈⼝政策。

31



已知 13 个国家根据艾滋病毒状况对⼊境、逗留和居住施加某种形式
的限制

已知 18 个国家将同意的成年男性之间的同性性⾏为定为刑事犯罪
已知 33 个国家将性⼯作的某些⽅⾯定为犯罪
已知对毒品相关犯罪判处死刑的 15 个国家
已知有 11 个国家为注射吸毒者设⽴强制戒毒和康复中⼼
13 个国家没有明确⽀持在其国家政策中提及减少注射吸毒者危害的
措施

社会保障

社会保护在建⽴复原⼒、保护⼈们的收⼊和福祉以及保持发展成果⽅⾯

发挥着重要作⽤。因此，这是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推动
因素。 在应对诸如冠状病毒⼤流⾏之类的协变量危机时，它的重要性⼀
次⼜⼀次地得到强调。 社会保护也将是适应⼈⼝⽼龄化、移⺠、城市
化、技术进步、灾害和⽓候变化等未来挑战的关键。

随着本地区加快实现 2030 年议程，全⺠社会保护打造更具包容性、韧
性和繁荣的亚太地区⾄关重要。

2020 年 10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承认社会保护对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
发展的核⼼作⽤，并批准了《加强亚洲及太平洋社会保护区域合作⾏动

计划》。 该⾏动计划是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商定区域共同愿景、战略和社
会保护平台的指导⽂件。

亚太经社会倡导在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实施全⺠社会保护，并努

⼒加强亚太区域决策者设计、实施和资助包容性社会保护的能⼒，以此

作为实现 2030 年议程的⼯具。它通过发挥知识平台的作⽤，通过其社
会保护⼯具箱和社会保护模拟⼯具⽀持国家和地区在社会保护⽅⾯的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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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UNESCO.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Protection 
33.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SOCIAL PROTEC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1) 
34. “我国获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亚太地区“良好实践奖”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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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社交媒体和⻘年赋权” 
36. UN. 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Youth 
37. ESCAP. Social Development. Youth Empowerment

⻘年赋权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15 ⾄ 24 岁的年轻⼈不到 7 亿，占世界⻘年的
60%。 2003 年⾄ 2015 年期间，中等教育⽑⼊学率从 59% 增加到
80%，⽽⾼等教育⽑⼊学率在 2005 年⾄ 2015 年期间从 7000 万增加
到 1.25 亿。 由于就业、教育和保健⽅⾯的挑战，他们获得了可持续的⽣
计。

投资于年轻⼈具有经济意义。 如果该区域各国政府制定响应迅速的国家
⻘年政策并承诺对⻘年进⾏更多投资，就会为⻘年创造机会，从⽽更积

极地为发展进程做出贡献。 年轻⼈带来新鲜的想法和活⼒，以便下⼀代
领导⼈能够更好地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亚太经社会是《世界⻘年⾏动纲领》的区域协调中⼼，该纲领是国家⾏

动和国际合作的蓝图，以创造条件和机制促进改善⻘年⼈的福祉和⽣

计。 在 2030 年议程的背景下，亚太经社会促进⻘年在积极促进发展进
程并使其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作⽤。

亚太经社会致⼒于加强知识、能⼒和区域合作，通过协助各国政府制定

全⾯的国家⻘年政策并让⻘年参与其⽅案，以改善⻘年⾯临的状况。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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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特殊情况国家组由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岛

屿发展中国家组成。 这些国家的⼈⼝超过 4 亿，占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
亚太发展中国家总⼈⼝的四分之⼀。 它们的经济特点是持续存在结构性
发展挑战，经济增⻓波动，出⼝收⼊严重依赖数量有限的商品或低⼯资

制成品。

联合国制定了战略⾏动，通过执⾏全球任务并将其纳⼊主流，以应对有

特殊需要的国家⾯临的发展挑战，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伊斯坦布尔⾏动

纲领》、《内陆发展中国家维也纳⾏动纲领》和《萨摩亚途径》 对于⼩
岛屿发展中国家。 本着这⼀精神，亚太经社会⼀直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
区域发展伙伴密切合作，协助这些国家特别重视⽣产能⼒、基础设施、

贸易和运输便利化、⼈⼒资源开发、私营部⻔发展、有针对性地利⽤官

⽅发展 援助以及其他外部援助和机构发展，包括促进各级治理。 亚太经
社会还为这些经济体的决策者提供能⼒建设⽀持，帮助他们制定旨在加

强可持续发展⽬标⽅⾯区域合作的综合⽅法、模式和⼯具。

处于特殊情况的国家

38. ESCAP. Countries in Special Situations 
39. 与处于特殊情况国家有关的⾏动 
40. ESCAP. Countries in Special Situation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41.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the Decade” 2011-2020 (2011)

最不发达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成⽴于 1971 年，⽬的在于阐明对⾯临严重结构性增⻓
障碍的低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持措施。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三年期审
查将通过三个标准来评估哪些国家应该被添加到名单或从名单中毕业：

收⼊标准、⼈⼒资产标准以及经济和环境脆弱性标准。

《2011-2020 ⼗年期⽀援最不发达国家⾏动纲领》或《伊斯坦布尔⾏动
纲领》阐明了 2011-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和战略，重
点是加强⽣产能⼒和使它们能够 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

亚太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前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基

⾥巴斯、⽼挝⼈⺠⺠主共和国、缅甸、尼泊尔、所罗⻔群岛、东帝汶和

图⽡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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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发展中国家

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亚太经社会的 15 个成员和 7 个联系成员被归类为
⼩岛屿发展中国家。 由于地处偏远、陆地⾯积有限、⼈⼝稀少、经济规
模适中以及对外部环境和经济冲击的⾼度暴露和脆弱性，它们⾯临着特

定且⽇益增加的挑战。

⼩岛屿发展中国家加速⾏动途径重申了采取紧急和具体⾏动解决⼩岛屿

发展中国家脆弱性问题的承诺。 它还强调迫切需要通过以真正和持久的
伙伴关系为中⼼的多利益攸关⽅⽅法，以协调⼀致的⽅式为⼩岛屿发展

中国家⾯临的主要挑战寻找其他解决办法。

42. ESCAP. Countries in Special Situations: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43. “Secon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4) 
44. ESCAP. Countries in Special Situation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45. “SIDS Accelerated Modalities of Action (SAMOA) Pathway” (2014)

15

内陆发展中国家

亚太地区12 个内陆发展中国家包括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
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挝⼈⺠⺠主共和国、蒙古、尼泊

尔、塔吉克斯坦、⼟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该地区的内陆发展中国

家是⼀个异质的群体，其经济规模、⼈⼝规模和地理特征差异很⼤。在

可持续发展⾯临的各种挑战中，克服结构性障碍的能⼒有限，其中包括

由于⽆法进⼊海洋⽽导致世界市场的⾼运输成本，以及有效参与和参与

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的孤⽴。

《2014-2024 年内陆发展中国家维也纳⾏动纲领》侧重于发展和扩⼤基
础设施、增强竞争⼒、扩⼤贸易、结构转型、区域合作以及促进包容性

经济增⻓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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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亚洲是⼀个快速发展的地区，2030 年议程中确定的严重社会问
题仍然存在，亚太经社会正在解决该议程下的许多挑战。 在社会发展委
员会的框架内，有以下⼯作领域：⽼龄化社会、残疾包容性发展、性别

平等和妇⼥赋权、不平等和不让任何⼈掉队、国际移⺠、⼈⼝与发展、

社会包容、社会保障、⻘年赋能。在这些领域的框架内，亚太经社会正

在与其他区域组织⼀起采取各种⾏动，实施亚太地区社会发展政策。

亚太经社会特别关注处于特殊情况的国家。亚太经社会在这⼀分类中将

国家分为三类: 最不发展国家、陆地发展中国家及⼩岛屿发展中国家。亚
太经社会⼀直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区域发展伙伴密切合作以协助这些国

家，亚太经社会还为这些经济体的决策者提供能⼒建设⽀持，帮助他们

制定旨在加强区域合作的综合⽅法、模式和⼯具 可持续发展⽬标。

冠状病毒感染（冠状病毒）使亚太地区的局势复杂化。 新冠病毒⼤流⾏
期间，亚太地区的许多社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不仅是亚太经社会，

也是所有区域组织⾯临的新挑战和任务。

上述任务和活动表明，亚太经社会正在系统地实施 2030 年议程，为亚
太地区国家的可持续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亚太地区国家及区域组织应与
亚太经社会密切合作，实现和维护该地区居⺠的社会福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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