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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经社会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包括

各区域机构的工作：次区域发展活动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九届会议报告 

 

 

内容提要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中亚特别方案)理事会第九届会议满意地注意

到，2014 年 12 月 4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题为“改善互联互通：中亚特别

方案对阿富汗变革十年成功的重要贡献”的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取得的成

果。理事会还指出，方案的工作计划重点应是向阿富汗和其他成员国提供能力

建设和其它形式的技术援助，目的是加强区域贸易、交通运输和电信连接以及

改善口岸服务。理事会呼吁捐助方增加对方案框架中的项目的供资。理事会强

调，区域基础设施的发展应辅之以能力建设和援助，从而完善和统一相关法规

框架，为基础设施的安全和高效使用提供便利。理事会核准了 2014 年中亚特

别方案经济论坛的结论。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关于中亚特别方案各个项目工作组自理事会上一届会

议以来所开展工作的进度报告，对所开展的活动的范围表示满意，并对支持各

工作组下设项目的捐助方表示感谢。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欧洲经委会中亚特别方案联合办事处的

工作报告，并鼓励在特别方案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办事处在项目执行中的作用。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中亚特别方案与各区域组织和机构之间合作情况

的报告。理事会还表示支持在区域合作的战略性领域中进一步加强与伙伴组织

和捐助方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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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决定 

第 1项决定(SPECA/GC/Dec/2014/1)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2014 年 12 月 4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题为“改善互

联互通：中亚特别方案对阿富汗变革十年成功的重要贡献”的 2014 年中亚特

别方案经济论坛取得了成果。理事会还指出，特别方案的工作计划重点应是向

阿富汗和其他成员国提供能力建设和其它形式的技术援助，目的是加强区域贸

易、交通运输和电信连接以及改善口岸服务。理事会呼吁捐助方增加对特别方

案框架中的项目的供资。理事会强调，区域基础设施的发展应辅以能力建设和

援助，从而完善和统一相关法规框架，为基础设施的安全和高效使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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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项决定(SPECA/GC/Dec/2014/2) 

理事会核准了 2014 年 12 月 5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 2013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

济论坛后续会议：“中亚特别方案对中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作用”的

结论。由于中亚特别方案以联合国构架下的政治中立的区域框架为基础，因此

可能成为一个平台，用以交换最佳实践和开展能力建设，以及统一和实证各项

举措以满足对数据和报告的要求，从而支持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所需的监测和

问责的区域方面的工作。特别方案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和问责框架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授权和资源的局限，特别方案自身无法成为履行这

项职能的机制。 

第 3项决定(SPECA/GC/Dec/2014/3)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 2014 年 12 月 5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关于加强中亚特别

方案自主权问题的集思广益会议的成果。理事会呼吁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

委会)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把会议期间提出的想法和

倡议拟成具体的提议并转发与会者。 

第 4项决定(SPECA/GC/DEC/2014/4)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关于中亚特别方案各个项目工作组自理事会上一届会议以

来所开展工作的进度报告，对所开展的活动的范围表示满意，并对支持各工作

组下设项目的捐助方表示赞赏。 

第 5项决定(SPECA/GC/Dec/2014/5) 

理事会呼吁欧洲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继续就评估参与国需求以及详细准备支持

阿富汗和其他成员国之间互联互通的项目提案开展活动，目的是将这些内容纳

入中亚特别方案 2015-2016 年期间的工作计划，有待即将举行的理事会会议通

过。 

第 6项决定(SPECA/GC/Dec/2014/6)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欧洲经委会中亚特别方案联合办事处的工作

报告，并鼓励在特别方案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办事处在项目执行中的作用。 

第 7项决定(SPECA/GC/Dec/2014/7)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中亚特别方案与各区域组织和机构间合作情况的报告，

并支持在区域合作的战略领域中进一步加强与伙伴组织和捐助方之间的协调和

合作。 

第 8项决定(SPECA/GC/Dec/2014/8) 

理事会衷心感谢阿富汗在 2013-2014 年期间担任中亚特别方案主席国所积极开

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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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项决定(SPECA/GC/Dec/2014/9) 

理事会决定，特别方案 2015-2016 年期间的主席国将在有兴趣的参与国之间通

过外交渠道协商决定。理事会还决定，2015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和理事会

第十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将另行转达。 

第 10 项决定(SPECA/GC/Dec/2014/10) 

理事会衷心感谢土库曼斯坦政府出色地组织了 2014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

和中亚经济体理事会第九届会议并对与会者提供了热情款待。 

第 11 项决定(SPECA/GC/Dec/2014/11) 

理事会深为赞赏欧洲经委会秘书处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及其各自的执行秘书为

举行这些重要的年度活动所作的工作，并特别感谢他们为加强中亚特别方案所

作的积极努力以及为方案执行工作所不断给予的支持。 

二． 导言 

1. 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中亚特别方案)理事会第九届会议于 2014 年

12月 5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 

三． 出席情况 

2. 出席会议的有：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代表、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和副执行秘书、亚太经社会副

执行秘书以及亚太经社会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办事处兼亚太经社会/欧洲经委会

中亚特别方案联合办事处主任。其他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和

区域组织的代表以及学术界的成员也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四． 会议开幕 

3.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 2014 年主席国、阿富汗外交部副部长 Atiqullah 

Atifmal先生担任会议主席。 

4. 主席在开幕词中着重强调，为了充分挖掘中亚特别方案的潜力，需要吸收

更多高级别的决策人员，就区域合作的关键问题开展政策讨论。战略性讨论必

不可少，因为讨论可以提醒决策人员此种合作带来的巨大政治、安全和经济上

的好处。经济论坛上的讨论推动产生了加强区域合作的政治意愿，不仅指出了

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对整个区域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中亚特

别方案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其所提供的技术援助在日新月异的交通运输、贸易和

通信基础设施的高效和专业化运作中的关键作用。支持特别方案的各区域委员

会已提供了大量相关的法律文书、规范、标准和建议，可能对区域统一的法规

框架的拟定工作提供指导。此种宣传将有助于为各项目工作组框架下提供的技

术援助调动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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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在开幕词中请各位代表针对会议议程项目涉及的问题

(尤其是中亚特别方案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问责框架中的潜在作用)、关于加

强各成员国对中亚特别方案的自主权的问题以及特别方案更加积极地参与改善

阿富汗与其他成员国之间互联互通的问题提供战略指导。明确表述需求以及各

成员国更加积极地参与捐助方的协调工作将有助于筹集特别方案在这些领域更

加积极地开展工作所需的资金。 

6. 亚太经社会副执行秘书指出，要顺利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获

得所有各方——政府、国际组织、捐助方、企业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一致支持。

在此方面，中亚特别方案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战略、最佳实践以及经验

教训方面提供必要的指导，还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

落实过程中成为一个次区域问责机制。他还强调，为了加强问责，有必要对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进展情况开展有效的监测、评估和报告。在此方面，必须

设立能够充分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多面性的可测量目标和指标，并建立一个有

稳定资金来源的目标实施框架。 

7. 特别方案参加国代表团团长对中亚特别方案表示支持，并希望理事会将要

作出的决定能够对特别方案的进一步加强提供指导。 

五． 通过议程 

8. 理事会通过以下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 

3. 2014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改善互联互通：中亚特别方案

对阿富汗变革十年成功的重要贡献”的成果； 

4. 2013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后续会议：“中亚特别方案对中亚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作用”的成果； 

5. 关于加强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自主权问题的集思广益会议的成果； 

6. 中亚特别方案自从理事会上届会议以来开展的活动； 

7. 扶持阿富汗和中亚之间互联互通的项目提案； 

8. 亚太经社会/欧洲经委会中亚特别方案联合办事处自从理事会上届

会议以来开展工作的报告； 

9. 中亚特别方案与各区域组织和机构的合作； 

10. 选举中亚特别方案下任主席国；2015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以

及理事会第十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 

11. 其它事项； 

12.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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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14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改善互联互通：中亚特

别方案对阿富汗变革十年成功的重要贡献”的成果 

9. 主席请亚太经社会副执行秘书介绍 2014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主席的

概述和结论。经过讨论，理事会随后在议程项目 3 之下通过了第一项决定

(SPECA/GC/Dec/2014/1)。 

七． 2013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后续会议：“中亚特别方案

对中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作用”的成果 

10. 主席请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报告 2013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济论坛后续会议

的主要结论。经过讨论，理事会随后在议程项目 4 之下通过了第二项决定

(SPECA/GC/Dec/2014/2)。 

八． 关于加强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自主权的集思广益会议的成

果 

11. 主席请欧洲经委会副执行秘书介绍关于加强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自主权的

集思广益会议成果的报告。经过讨论，理事会随后在议程项目 5 之下通过了第

三项决定(SPECA/GC/Dec/2014/3)。 

12. 阿塞拜疆代表提议理事会考虑更改中亚特别方案的名称，从而将阿富汗和

阿塞拜疆更加明确地包括在内。会议商定在理事会下届会议上讨论这一事项。 

九． 中亚特别方案自从理事会上届会议以来开展的各项活动 

13. 主席请亚太经社会/欧洲经委会中亚特别方案联合办事处主任介绍中亚特

别方案各工作组自理事会上一届会议以来所开展工作的进度报告。
1
  经过讨论，

理事会随后在议程项目 6之下通过了第四项决定(SPECA/GC/Dec/2014/4)。 

十． 扶持阿富汗和中亚之间互联互通的项目提案 

14. 主席请欧洲经委会经济合作和贸易司司长介绍扶持阿富汗和中亚特别方案

其他参加国之间互联互通的项目提案。
2
  经过讨论，主席建议理事会在议程项

目 7之下通过第五项决定(SPECA/GC/Dec/2014/5)。 

十一. 核准贸易问题项目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15. 亚太经社会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办事处兼亚太经社会/欧洲经委会中亚特别

方案联合办事处主任报告了亚太经社会/欧洲经委会中亚特别方案联合办事处

                                                 

1
  进度报告可查阅 www.unece.org/index.php?id=37178#/。 

2
  项目提案可查阅 www.unece.org/index.php?id=3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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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理事会上届会议以来开展的工作。
3
  经过讨论，理事会在议程项目 8 之下

通过了第六项决定(SPECA/GC/Dec/2014/6)。 

十二. 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与各区域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合作 

16. 中亚特别方案驻欧洲经委会副协调员口头汇报了该方案与各区域组织和机

构间的合作情况。经过讨论，理事会随后在议程项目 9 之下通过了第七项决定

(SPECA/GC/Dec/2014/7)。 

十三. 选举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下届主席国；2015 年中亚特别方

案经济论坛以及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十届会议的

举行日期和地点 

17. 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团长代表中亚特别方案参加国发言，对阿富汗政府出色

主持了该方案 2014 年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并提议为此通过一项决定。理事

会随后在议程项目之下通过了第十项决定(SPECA/GC/Dec/2014/10)。 

18. 关于议程项目 10：“选举特别方案下届主席国；2015 年中亚特别方案经

济论坛以及理事会第十届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理事会通过了第九项决定

(SPECA/GC/Dec/2014/9)。 

十四. 其它事项 

19. 主席感谢土库曼斯坦政府出色组织了特别方案的各项活动并提供了盛情款

待。他还感谢两个区域委员会、特别是欧洲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两位执行秘书

对主席国阿富汗和整个特别方案的大力支持。理事会在议程项目 11 之下通过

了第十一项决定(SPECA/GC/Dec/2014/11)。 

十五. 会议闭幕 

20. 会议主席在闭幕发言中感谢各位与会者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工作。理

事会通过的各项决定将在其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在此区域层面的监测和问责

的潜在作用以及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强特别方案参加国的自主权方面对特别

方案提供指导。理事会已确认特别方案更加积极参与改善阿富汗和其他参加国

之间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主席再次感谢土库曼斯坦政府的热情款待和对特别方

案在阿什哈巴德举办的活动的大力支持。 

____________ 

                                                 

3
  报告可查阅 www.unescap.org/events/9th-session-speca-governing-counc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