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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本文件载有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的临时议程(第一部分)和临时议

程说明(第二部分)。 

一． 临时议程 

1.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亚洲及太平洋加速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复苏并全面

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3. 迈向 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4. 通过自愿国别评估加速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5. 审查本区域在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机遇： 

(a) 《2030年议程》在次区域一级的实施情况； 

(b) 区域一级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7、9、11和 17方面的进展情

况； 

(c) 报告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一级支持实施《2030 年议程》的

全系统成果。 

6. 其他事项。 

7. 通过第十届论坛报告。 

 

 逾期提交本文件是为了将最新资料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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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明 

1.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开幕 

(a) 致开幕词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其他高级官员和

政府代表将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第十届论坛的与会者将选举一名主席和多名副主席。 

(c) 通过议程 

文件 

临时议程(ESCAP/RFSD/2023/1/Rev.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SCAP/RFSD/2023/1/Add.1) 

说明 

论坛将审议并通过临时议程，视需要，临时议程可能会有变动。 

第 十 届 论 坛 的 与 会 者 名 单 和 日 程 安 排 可 查 阅 ：

www.unescap.org/events/apfsd10/。 

2. 亚洲及太平洋加速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复苏并全面实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文件 

通 过能源、 粮食和金融 之 间的相 互 关联性实 现可持 续 发展目 标

(ESCAP/RFSD/2023/2) 

说明 

在 2023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加速从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

19)大流行中复苏和各级全面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总主题的

指导下，第十届论坛的与会者将审查 COVID-19 大流行、冲突和气候变化对本

区域实施《2030 年议程》的不利影响，并着重提出能源、粮食和金融之间的

相互关联性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最近，粮食和能源价格的飙升以及供应链的

中断引发了生活成本危机，加剧了本区域多个国家的社会紧张局势。与此同

时，疫情之后债务困扰和财政赤字日益严重，各国政府在确保粮食安全、可

持续农业生产和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及提供社会、经济和健康保护方面面临着

更大挑战。生计的丧失加上生活成本的上升加剧了多层面的贫困和不平等，

使弱势群体更加落后，并阻碍了《2030年议程》的实施进展。 

http://www.unescap.org/events/apfs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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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P/RFSD/2023/2 号文件审查了能源、粮食和金融之间的相互关联

性，提出了在这些相互关联的领域实现绿色包容性转型的必要性和机遇。文

件中介绍了应对本区域面临的能源、粮食和金融相关挑战的良好做法和创新

解决方案，并确定了通过本区域能源、粮食和金融系统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关键行动、政策建议和途径。 

第十届论坛与会者不妨注意到该文件，并对本区域各国政府如何加速从

COVID-19疫情中复苏和各级全面实施《2030年议程》进行指导。 

3. 迈向 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文件 

2030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在逆境中倡导可持续性

(ESCAP/RFSD/2023/3) 

说明 

2023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将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至 20 日在纽约举

行，这次峰会标志着《2030 年议程》实施工作的中点，将是一个全面审查进

展情况并为 2030 年之前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政治指导的机会。第十

届论坛将提供一个平台，用于审查区域进展情况，确定本区域前行道路的优

先事项，并在峰会之前和峰会的筹备过程中展示解决方案和变革行动。 

ESCAP/RFSD/2023/3 号文件介绍了亚洲及太平洋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其中兼顾了 COVID-19疫情对全面实施《2030年议程》

可能产生的影响。文件中还审查了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和长期存在的数据缺

口，重点介绍了那些已经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作出承诺并取得进展的

国家。 

请第十届论坛与会者对本区域各国政府如何弥合差距和加快《2030年议

程》实施进展进行指导，并从区域角度提出重点问题，供 2023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峰会审议。 

4. 通过自愿国别评估加速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文件 

通过开展南南合作和改进循证决策所用数据，加强自愿国别评估对加速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ESCAP/RFSD/2023/4) 

说明 

讨论内容将侧重于自愿国别评估在加强循证决策方面的作用。作为国家

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的基石，自愿国别评估将成为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

下于 2023年 7月 10日至 19日在纽约举行的 2023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

坛的审议基础。《2030 年议程》中规定，国别评估自愿进行，由国家主导，



ESCAP/RFSD/2023/1/Add.1 

 

4 B23-0002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可开展，并涉及多方利益攸关方。亚洲及太平洋几

乎所有亚太经社会成员国都至少开展了一次评估。 

ESCAP/RFSD/2023/4 号文件探讨了自愿国别评估如何通过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影响了发展规划，以及自愿国别评估如何改进了循证决策所用数据、

尤其是查明了不平等现象和落后人群。使用数据分析工具和改进监测系统能

够在决策和规划中加强数据分析和利用。自愿国别评估进程中的南南合作和

三方合作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领导力和知识交流，从而进一步加

强循证决策。在《2030 年议程》实施工作中点之际，当务之急是支持成员国

调集资源、技术知识和伙伴关系，从而使成员国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继续取得进展。亚太经社会的结对方案在培养这种急需的领导力方面发挥着

根本性作用。这项方案正推动着可持续发展体制结构的重大变革，并加强了

政治意愿和专门知识，实施快速进展所需的循证政策改革。 

请第十届论坛与会者对如何在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加强使用自愿国别评估

以及如何评价进展情况和加速实施《2030 年议程》进行指导。 

5. 审查本区域在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机遇 

(a) 《2030年议程》在次区域一级的实施情况 

文件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次区域一级的实施情况(ESCAP/RFSD/2023/5) 

说明 

讨论内容将侧重于亚洲及太平洋次区域层面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年议

程》的情况，以期鼓励作出加速努力的具体承诺。 

ESCAP/RFSD/2023/5号文件着重介绍了 2022年举办的次区域论坛就第十

届论坛的主题以及 2023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审议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 9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和目标 17(促进目标

实现的伙伴关系)——所交流的一些观点。讨论期间，与会者将重点介绍每个

次区域在实施《2030 年议程》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加快进展的

机遇和优先行动，包括为此加强伙伴关系并促进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 

(b) 区域一级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7、9、11和 17方面的进展情况 

文件 

区域一级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7、9、11 和 17 方面的进展情况

(ESCAP/RFSD/2023/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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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讨论内容将侧重于如何促进举办一次关于为 2023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

政治论坛将审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 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 11(可持续城

市和社区)和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加速行动的区域对话。 

ESCAP/RFSD/2023/INF/1号资料文件介绍了本区域在实现 2023年可持续

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审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着重提

出了需要加快行动的重点优先领域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加强政策一致性方

面的机遇。 

(c) 报告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一级支持实施《2030年议程》的全系统成果 

2019 年，秘书长概述了用于指导联合国区域资产重组以支持《2030 年

议程》的五个重点变革领域(见 A/74/73-E/2019/14，第 109–118 段)。由

此，每个区域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联合国区域协作平台，并正

在编写联合国在区域一级支持《2030 年议程》的全系统成果年度报告。这一

分议题下的讨论将侧重于 2022 年期间区域一级的全系统行动和成果，包括通

过区域协作平台下建立的专题联盟所开展的行动和取得的成果。 

值此《2030年议程》实施工作中点之际，请第十届论坛与会者对联合国

如何在区域一级进一步支持《2030 年议程》的实施工作(尤其是 2023 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峰会将审查的目标)以及如何帮助在 2030 年之前加快实施工作给

予进一步指导。 

6. 其他事项 

第十届论坛与会者不妨审议提请其注意的其他事项。 

7. 通过第十届论坛报告 

文件 

报告草稿(ESCAP/RFSD/2023/L.1) 

说明 

第十届论坛与会者将审议并通过报告，包括主席的讨论摘要和建议，并

由亚太经社会转交 2023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 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峰会。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