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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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本文件旨在探讨自愿国别评估如何通过南南合作和改进循证决策数据影

响发展规划。文件探讨了在自愿国别评估背景下，南南合作在提升领导力，

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循证决策方面发挥的作用。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实施工作达到时间中点之际，必须支持成员国调动必要的资源、技术知

识和伙伴关系，以恢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各

国如何获得知识、动力和政治意愿，以实施加快进展所需的方向修正和循证

改革。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通过结对方案，促进了自愿国别评估过

程中的南南合作，并在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急需的领导力方面发挥了根

本性作用。为鼓励在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上相互学习，本文件探讨了

自愿国别评估如何能够强化循证决策，特别是在针对不平等现象和掉队人群

的决策方面。来自亚太地区的证据表明，结对方案扩大了自愿国别评估对循

证决策的影响。本文件还探讨了在评估进程中推动南南合作成功的因素，以

及利用有关掉队人群证据的情况。此外，本文件还概述了可通过加强哪些关

键领域，增强在自愿国别评估背景下内，结对方案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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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工作达到时间中点之际，必须支持

成员国调动必要的资源、技术知识和伙伴关系，以挽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取得的进展。八年来，实施工作日益成为会员国的工作重点，各国十分关注

自愿国别评估在动员各国利用证据，采取具体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的关键作用。为了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了解各国如何获得知

识、动力和政治意愿，以实施方向修正和改革。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亚太经社会)的结对方案促进了自愿国别评估进程中的南南合作，在提升

实现可持续发展亟需的领导力方面发挥了根本作用。在各国政府提交第二、

第三或第四次评估报告时，关于掉队人群和南南合作意义的证据甚至更为重

要。 

2. 本文件所载资料有助于成员国更多了解南南合作的积极影响以及各国利

用自愿国别评估数据的情况。在评估中加强证据的使用，特别是查明不平等

现象和掉队人群情况，可以加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循证决策。报告还评估了

促进结对和南南合作发挥的关键作用，包括评估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

响。这些影响包括影响社会和经济改革；加强监测可持续发展进展情况的数

据分析和机构；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导力；在区域层面与利益攸关

方展开对话并争取其参与。本文件利用这些例子，评估了南南合作在加快可

持续发展目标循证决策方面发挥的作用。 

二． 回顾亚太地区自愿国别评估进程取得的进展 

3.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要在实现《2030年议程》方面取得进展，需要更

高层次的领导能力、伙伴关系和知识，来实现变革。在自愿国别评估过程中

支持南南合作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本节概述了亚太经社会自愿国别评估结

对方案的主要内容，并回顾了亚太经社会如何促进各国分享数据分析方面的

经验，特别是与掉队人群相关的数据分析经验。本节还概述了如何利用南南

合作及其基本原则，
1
  加强政治意愿、知识和动力，加快进展，采取新的循

证改革，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第三节将进一步探讨结对方案带来的变

化。 

4. 自愿国别评估进程必须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有力数据分

析。然而，必须确保关于不平等和掉队最远人群的数据成为数据收集的核心

组成部分，并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循证决策。亚太经社会支持了若干参与

自愿国别评估进程的国家利用各种平台和工具评估不平等现象；确定掉队最

远的群体；并利用该信息指导评估。为确保包容性循证政策得到此类数据支

撑，亚太经社会推动举办了次区域同行交流班，并在结对倡议和考察访问中

纳入了关于“不让任何人掉队”的交流。各国部委和国家统计局之间交流数

据分析和循证决策方面的经验做法，特别是与掉队人群有关的经验做法，有

助于积累隐性知识、专门技能和政治意愿。这种方法有助于确保各国政府获

 

1
 南南合作应继续以尊重国家主权、国家自主权和独立、平等、无条件、不干涉内政和互利

等原则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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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施必要路线修正时所需动力和知识，对解决排斥问题、增加本地区的机

会至关重要。 

5. 亚太经社会于 2019 年在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发起了第一个结对倡

议。事实证明，这是南南合作的一个极佳体现。代表们通过对每个国家的一

次考察访问，了解到彼此的体制结构和改革议题。由于格鲁吉亚政府正在进

行第二次评估，它可以与乌兹别克斯坦分享其利用自愿国别评估推进社会政

策改革的经验。格鲁吉亚通过让民间社会、媒体和议会等监督机构参与评估

和结对进程，向乌兹别克斯坦表明这些利益攸关方在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南南合作的“做中学”要素显而易见：乌兹别克斯坦在

其赴格鲁吉亚考察团中，包括了以前没有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利益

攸关方，如智囊团代表、议员和博客作者。他们通过参与，成为乌兹别克斯

坦评估进程的一部分。此外，如下文所述，乌兹别克斯坦计划接待第二个考

察团，作为 2023年结对方案的一部分。
2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与蒙古和塔吉克

斯坦分享自上次评估和结对倡议以来实施的社会改革，从而凸显结对方案及

其带来的社会改革的长期持续影响，从而支持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

展。 

6. 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2022年开展的结对方案包括考察访问和报告草

案同行评价，在此过程中促进了民间社会、国家统计局和私营部门代表以及

议员等利益攸关方与两国政府官员的交流。两国政府正在筹备第二次评估，

并热心与区域同行分享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通过在线参与和联合研讨，各

国得以分享有关体制安排、政策方向和战略性多方伙伴关系的信息，以加强

《2030 年议程》的实施，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筹备性的在线接

触为斯里兰卡代表成功访问巴基斯坦奠定了关键基础。这次考察访问旅行汇

集了政府代表，包括地方政府和国家统计局代表，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代表。考察的目的是建立关系、提出问题、讨论评估进程以及不同行为主体

在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在考察期间，建立了联系，增强了信

任，参加者相互学习，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进一步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和催化

剂。隐性知识，如个人见解，可能更难以书面或在线形式表达或与他人分

享，这凸显了面对面互动的价值。 

7. 作为结对方案的基石，每个国家的报告草稿都进行了同行评价。同行评

价取得成功的基础是区域伙伴之间通过面对面接触建立的联系和信任。考察

团代表就报告初稿提供了诚恳和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并就评估中更多使用证

据进行了有益的对话。代表们在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分别介绍

了同行评价结果并组织了一次联合会外活动，从而完成了结对进程。 

8. 2022年，菲律宾和图瓦卢分别进行第三次和第一次进行国家自愿评估。

为进行评估，亚太经社会试行了小规模结对，目的是探讨如何利用结对支持

更传统的南南合作和指导。作为结对活动的一部分，菲律宾代表向图瓦卢代

表介绍了菲律宾在自愿国别评估方面的经验，包括该国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做

法。两个伙伴国家的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自愿评估小组举办了一次在线技能研

 

2
 在撰写本报时，乌兹别克斯坦已定于 2023 年 1 月接待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的结对研学考察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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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班。研讨班期间探讨了数据收集、指标选择、数据差距分析等问题，图瓦

卢代表得以直接向菲律宾统计研究所代表提出问题。虽然这只是一次简短的

活动，但结对中采用辅导的方法，加上有意选择数据和统计作为研讨主体，

凸显了南南合作在促进知识交流和采用循证决策方面可以发挥的潜在作用。

在本例中，数据领域的结伴提高了对数据重要性的认识，增进了对评估进程

中收集、分析和交流数据的不同方法的理解。图瓦卢政府在第一次自愿国别

评估报告中表示，该国计划设立一个新的单位，来加强数据收集工作，侧重

于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的落实情况。 

9. 2022年，亚太经社会与三个国家——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就自愿国别评估启动了其首个南南合作倡议。亚太经社会借鉴以往结对

倡议的经验教训，主动将倡议重点放在各国确定为感兴趣领域的关键改革和

良好做法上。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主要利益攸关方得以交流一些方

面的良好做法，包括社会政策改革、掉队人群数据分析、跟踪可持续发展目

标进展情况，以及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此外，他们还分享了评估进程中的经

验教训。利益攸关方包括民间社会、国家统计局和私营部门的代表以及议

员。2023 年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察访问结束时，将安排三国政府交流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知识、领导模式以及加快改革步伐的经验。这些交流将为其自愿

国别评估提供信息，并为 2023年晚些时候报告初稿的同行评价提供参考。 

10. 不同的结对安排和南南合作安排扩大了自愿国别评估在四个关键领域的

影响。如下文所述，这些南南合作倡议通过强化加速进展的政治意愿、行动

势头和驱动力，促成了新的改革，加强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领导力。

此外，这些活动还加强了机构建设，以及数据在循证决策和进展监测中的使

用，并促进了地区一级利益攸关方对话和参与。 

A． 社会和经济改革 

11. 参加结对方案的吸引力在于有机会与本地区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建立联

系并向其学习。乌兹别克斯坦有兴趣了解在该地区解决类似问题并成功改革

社会政策的国家，同行有什么心得。将乌兹别克斯坦与格鲁吉亚结对是有益

的，因为格鲁吉亚有着良好的社会改革记录；因此，该国拥有乌兹别克斯坦

正在寻求的专门知识。从南南合作倡议中得出的重要经验是，结伴对象必须

能够弥补知识差距，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提供必要空间，让伙伴国

家获取隐性知识、验证想法、学习他国试过的方法和工具。乌兹别克斯坦有

兴趣实施与社会保障和加强人力资本有关的社会政策改革。由于参加了结对

方案，乌兹别克斯坦接触到了格鲁吉亚实施的创新性社会政策举措，如有针

对性的社会援助方案；该国代表还会见了实施新的社会保障改革的实践专

家。 

12. 结对方案是一种催化剂，激发了政治意愿，增强了实施新的社会改革的

技能。乌兹别克斯坦 2020 年自愿国别评估显示，政府对冠状病毒病(COVID-

19)大流行作出了快速反应。这一应对措施包括修改其社会保障方案，作为应

对危机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在第一次评估之后，政府于 2020 年底推出了数

字社会保障单一登记平台，并进一步改革了该国的社会保护制度和现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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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
3
  虽然在评估之前已经有社会保障制度，但结对方案通过加强执行

评估，了解变革所需的隐性知识，增强政治意愿，使评估对社会改革产生了

更大影响。有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在一个研讨会上介绍了这些改革，

作为该国与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的新结对倡议的一部分；它还将在 2023 年接待

一次结对考察。这表明知识交流周期的力量——一个在南南合作方面经常讨

论的话题。通过交流，各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反过来再与其他感兴趣的

国家分享自己因此取得的成果和变化。事实证明，结对方案是各国探索新的

社会和经济政策及创新方案的有效途径。结对方案还帮助各国增强政治意

愿、实操技能和专门知识，助力在国内实施新的循证改革，特别是针对那些

掉队人群。 

B． 加强关于掉队人群的数据收集工作，强化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

情况的机构。 

13. 自愿国别评估可以成为加强循证决策体制安排，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执

行情况的跳板。结对方案和区域自愿国别评估诊所可以成为交流经验、创新

建机制、加强现有机构和监督机关权威和职责的重要催化剂。 

14. 北亚、中亚和东南亚次区域会议上举办的区域自愿国别评估讲习班已成

为各国收集、分析、利用掉队人群数据经验的平台。在讲习班期间，各国分

享了如何利用数据分析工具评估机会不平等现象、跟踪影响弱势边缘群体关

键指标进展情况的经验。此外，各国还彼此分享了如何将此类数据纳入国家

监测系统、规划进程，以更好利用证据，支撑针对掉队人群的政策举措。结

对方案以这些诊所为基础，让正在进行评估的国家了解类似国家如何利用新

数据为循证改革提供信息，推动循证改革。国家统计局是结对方案和考察访

问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提供了数据收集和政策之间的关键联系。 

15. 一些国家以自愿国别评估进程为契机，加强体制改革，以更好收集数

据，监测数据变化，特别是关于弱势群体的数据。在图瓦卢，对掉队人群的

分析已纳入国家自愿评估。在文莱达鲁萨兰国，正在以第二次评估为契机，

通过建立数据跟踪系统，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持续监测。该国

政府计划利用跟踪系统，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关注有可能掉队的人。在东南

亚，次区域评估诊所和会议表明，各国有兴趣交流利用数据监测系统的经

验，更好收集关于不平等现象和掉队人群的数据。次区域各国，包括文莱达

鲁萨兰国、柬埔寨和东帝汶，交流了思路、想法和计划。会议得出结论认

为，作为评估进程的一部分，加强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使用，特别是关于不

平等现象和掉队人群的分类数据，可以加强在国家决策中使用和要求提供关

于弱势群体的证据。 

16. 在斯里兰卡，第二次评估之前，国家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就被赋予协调、

监测和评价《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的明确职责。然而，与巴基斯坦民间社

会、私营部门和政府代表分享可持续发展体制安排的契机，使可持续发展理

事会和斯里兰卡相关机构重新反思本国机制，汲取本国教训，并努力加强自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The road to recovery: how social protection can address the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Uzbekistan”(Tashkent， 2021)。 



ESCAP/RFSD/2023/4 

 

6 B23-00035 

身影响。
4
  斯里兰卡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对打算分享的意见进行了批判性和分

析性重新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其体制结构。该机构目前正在

制定新的可持续发展监测和评价框架，包括制定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具体目

标。此外，通过与巴基斯坦联邦和省级可持续发展目标单位接触，斯里兰卡

正在研究如何在各级政府进一步将《2030 年议程》制度化，并让议员更积极

地参与，以加强全国的政治自主权和机构能力。 

17. 巴基斯坦代表利用结对机会，取得了关于斯里兰卡如何通过体制安排支

持评估，以及政府协调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总体思路的隐性知识

和了解。虽然巴基斯坦自身的自愿国别评估在加强该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单位

的作用方面以及在扩大这些单位的职责和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结对

方案使该国政府能够学习斯里兰卡的经验做法，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单位

的职责和影响。亚太经社会促成了两国之间关于体制安排的知识交流，使巴

基斯坦代表能够提出问题，讨论不同的思路，并提出新的措施，以根据当地

情况加强本国体制机制。在考察访问和在线讲习期间，两国政府代表分享了

各自国家高绩效部门创新的经验。斯里兰卡代表强调了教育和卫生部门的改

革。巴基斯坦的代表随后分享了鼓励青年人参与技术倡议以加强经济的经

验，以及利用空间数据改进服务决策方面的经验。 

18. 议会和最高审计机构等监督和问责机构在自愿国别评估进程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结对方案不仅有助于提高这些监督机构在评估进程

中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提高它们在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方面的作

用。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议员参与结对活动，就如何加强议会参与

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情况进行了独特的交流。结对活动还凸显了格鲁吉

亚国家审计署在评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方面发挥的新作用。格鲁吉亚

介绍了本国向议会制过渡中进行的改革，以及本国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

情况的战略。 

19. 由于了解到格鲁吉亚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乌兹别克斯坦代表也

努力加强本国议会在监督《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方面的作用。为此，乌兹

别克斯坦成立了一个议会委员会，负责制定支持《2030 年议程》的工作计

划。该国还设立了一个主题为以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议会间论坛，该

论坛通过了一项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宣言。至关重要的是，乌兹别克

斯坦代表随后与该地区同行分享了这一新的经验，告知 2023 年结对伙伴如何

将这些监督机构纳入自愿国别评估进程和正在进行的《2030 年议程》进展审

查。虽然本地区监督部门参与自愿国别评估的程度在增加，但很明显，结对

方案正在通过加强这些机构的职责、动机和实操技能，扩大它们对推进关键

改革的影响。由于两国文化和改革背景的共同性，在两国议员和政府官员之

间牵线搭桥，就监督机构的作用进行隐性知识交流，重新点燃了进行体制改

革的政治意愿。为了确保对制度产生最大影响，必须让政府官员与议员一起

 

4
 斯里兰卡代表通过对巴基斯坦的考察访问和在线会议，分享了该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体

制安排方面的隐性知识和专门技能。两国还对对方的自愿国别评估报告草稿进行了同行互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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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结对进程。这样做还有利于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规划和预算编制，

使两者建立直接关联。 

C．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领导能力 

20. 南南合作正在以第二次自愿国别评估为抓手，通过完善机制，加强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领导力。在评估进程中通过“诊所”将各国和利益攸

关方结对并联系起来，已不仅仅是支持更有效的评估过程，而是在实现

《2030 年议程》方面增强领导能力。领导力可以被理解为影响变革和培养个

人和机构蓬勃发展的能力。
5
  领导人应了解适应的重要性，并应认识到集体

努力的作用以及动员人民团体应对可持续发展重大挑战的必要性。通过为各

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反思和分享创新和经验教训的空间，结对方案和相

关的次区域同行学习倡议增强了领导人的信心、实操能力和动力，有助于扩

大他们的努力。 

21. 格鲁吉亚、斯里兰卡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自愿国别评估进程和参与结对计

划完成之后，继续在可持续发展和南南合作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格鲁吉亚在

2020 年利用结对方案，加强了该国作为可持续发展、利益攸关方参与以及社

会经济改革方面的知识提供者在本地区的作用。格鲁吉亚政府在与乌兹别克

斯坦分享其在结对方案期间的创新、做法和经验教训后，在访谈中表示有兴

趣在计划于 2024 年进行的第三次自愿国别评估期间，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南南

合作举措。斯里兰卡政府利用自愿国别评估和结对进程，扩大和深化可持续

发展理事会的领导和召集作用，并扩大了该机构对《2030 年议程》的影响。

结对方案和多个行为主体对巴基斯坦的考察激励斯里兰卡可持续发展理事会

动员人民团体，加强机制建设，让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等关键利益攸关方参

与应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6
  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还在巩固部际指导委员

会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便在评估之后继续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

行提供政治领导和指导。作为自愿国别评估的结果，斯里兰卡正在实施新的

战略机制，以使有关当局参与解决评估过程中在每个部门发现的差距。 

22. 在蒙古，政府正在利用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结对方案，展示

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领导能力。蒙古通过与结对伙伴举办在线研讨，

分享知识专长，包括指标的本地化、利益攸关方参与、加强机构建设，展示

了它如何通过加强个人和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来影响变革。蒙古

代表介绍了该国可持续发展国家委员会及其自愿国别评估机构间小组的良好

做法。他们还分享了最近一次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日的信息，在开放日期

间，蒙古政府加强了本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广、宣传和参与。开放日

增强了蒙古扩大努力的信心、技能和动力。有趣的是，随着蒙古充分致力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该国加入了结对方案，既寻求发挥领导作用，又同时

 

5
 Phumzile Mlambo-Ngcuka and Rangita de Silva de Alwis， Redefining Leadership in 

the Age of the SDGs: Accelerating and Scaling Up Delivery through Innovation and 

Inclusion (Philadelphia， Faculty Scholarship at Penn Carey La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arey Law School， 2019). 

6
 Sri Lank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cil Sri Lanka， Inclusiv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a Sustainably Developed Nation for All，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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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他国家学习，以期加快本国努力的步伐。例如，蒙古希望向其他国家学

习如何将关于不平等和弱势群体的数据纳入自愿国别评估和持续监测进程。

该国认为自己既是知识的提供者，也是知识的学习者，它欢迎南南合作，将

其作为加强自愿国别评估和该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领导能力的工具。

蒙古向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展示了如何通过培养个人和机构进行国别

评估的能力来影响变革，以及如何加强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领导作

用。 

D． 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参与和行动 

23. 自愿国别评估进程中的南南合作可以成为区域一级加强对话和利益攸关

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渠道。通过结对方案推动的区域考察访问可以促进政府

与民间社会、国家统计局、私营部门和议员在区域和国际两级的南南合作。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当前结对方案的参与者，两国已表明愿意分享

经验教训，并在社会政策改革、加强数据系统、媒体改革和议会领导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开展合作。显然，区域同行采用的多方参与制度，让参与各国

从中受益。在网上讲习班和考察访问中，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努力安

排从事类似政策工作的官员以及议员和民间组织代表参加。两国代表直接对

口的目的是加强区域合作和行动。这种隐性知识有助于提高代表的实操技能

和信心，促使更多利益攸关方参与自身的改革和评估进程，并有助于促进国

家和区域两级的包容性对话，从而在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成功的关键领

域加强区域合作和交流。 

24. 各国政府在筹备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自愿国别评估时，越来越多

地寻求与面临类似挑战的同行建立联系。他们希望找到解决共同问题的可行

办法。在实施《2030 年议程》的这一关键时刻，就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展区域

经验交流、对话与合作是加快进展的关键推动因素。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等

区域性可持续发展论坛及相关活动在促成更大的区域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这些论坛是南南合作倡议的协调中心，为交流工具和方法以及进

一步开展区域对话和行动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通过南南合作，在评估进

程中促进区域层面有意义的知识分享，就共同挑战开展合作，为实现《2030

年议程》带来了价值。 

三． 经验分享：促进南南合作倡议和自愿国别评估中循证决策

的关键因素 

25. 在执行《2030年议程》的时间中点，必须了解哪些因素成功推动了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研究自愿国别评估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的渠道，以及结对活动和循证决策如何有助于扩大这种影响。本节概述了哪

些因素可能成功推动了南南合作举措，并促进自愿国别评估中更好使用弱势

群体数据。本节还研究了这些因素如何增强了评估的影响。本节旨在帮助成

员国了解促使自愿国别评估结对成功的关键驱素，以及促进将弱势群体数据

更多纳入决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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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亚太经社会认真匹配具有类似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国家，有利于各国了解

本地区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从而加强有效的结对方案。各国选择参加结

对方案，往往是为了接触实践专家，学习改革和推动体制进程的操作方法。

亚太经社会针对有兴趣学习其他国家所用方法的国家，举办了几次关于数据

分析和监测进程的结对讲习班。各国往往希望学习与本地情况相关的干预措

施和工具，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各国可具体说明有兴

趣与哪些改革气候和背景类似的国家建立联系。如果在匹配过程中密切关注

这类请求，同行之间共享的方法和经验就更有可能被采用。这样做还有利于

相关国家更多采用与自愿国别评估进程有关的良好做法，并促使民间社会、

媒体和私营部门等不同利益攸关方参与。由于各国政府往往认为量身定制的

咨询意见更有意义，因此仔细地匹配相关国家有助于调动政治意愿，将咨询

意见付诸实践。 

27. 将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结对，也有助于加深联系、

尊重和信任。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在考察访问和在线讲习期间建立了开放和

友好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促进了同行之间就报告初稿坦诚交流反馈意

见。这两个国家的代表都认为，区域同行提出的建议既有帮助又务实，特别

是因为这些建议来自一个具有类似背景并遇到类似挑战的国家。在南南合作

中，不应低估认真匹配和建立信任的作用，因为这凸显了长期提供认真协助

的重要性，有助于建立伙伴关系，为学习奠定基础。 

28. 将考察访问作为南南合作的核心部分纳入自愿国别评估进程至关重要。

考察访问创建了一个互动平台，用于获取和传播实践专家关于评估进程、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整个《2030 年议程》的知识和见解。例如，通过访问各机

构，与国家统计局、各部委和议会的同行接触，来访者可以了解关键改革的

具体操作方法。双方可以相互评价对方的报告和战略草稿，并就国别评估进

程交流意见和见解。参加考察访问还有助于联合国系统确定并向政府官员或

利益攸关方提供与自愿国别评估有关的个性化能力建设服务和技术支持。此

类发展援助和支持服务包括支持利益攸关方参与、数据分析、制定路线图、

加强体制等，所有这些都是评估完成后执行《2030年议程》的组成部分。 

29. 支持各国切实了解如何利用和整合自愿国别评估进程和当前规划过程中

留下来的数据，是促进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亚太经社会采取了一系列

有效办法来支持各国，包括提供数据分析平台和工具使用方面的培训，促进

同行交流以及与次区域各国分享经验教训，以及将结对国家的统计局、政府

部委和民间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分享其收集和监测掉队人群数据的方法。通

过这些方法的结合，可有效确保各国获得实操技能、工具和意愿，以采用或

继续使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系统，支持循证决策。 

30. 亚太经社会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南南合作结对倡议的召集者和促进者所发

挥的作用是该方案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亚太经社会在履行这一作用的

同时，坚持不干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亚太经社会通过发起和促成结对国家

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为利益攸关方和官员会面、互动、提问和分享创造了空

间和平台。亚太经社会可在查明和归纳各国在规划、监测和改革进程中的关

键共同点和经验教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亚太经社会还可以促成各国政府就

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此外，亚太经社会还可以识别沟通障碍，确定共同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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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和感兴趣的领域，支持利益攸关方参与结对进程。通过结对，亚太经社会

还可以快速发现自愿国别评估进程中随时出现的能力不足，有助于提高评估

效率，为结对方案取得最大成果奠定有效基础。此外，由于亚太经社会的区

域作用，有可能在区域一级与其他国家和其他区域分享这些经验教训。 

四． 结论和建议 

31. 随着《2030年议程》执行工作的时间中点日益临近，自愿国别评估正在

成为动员各国政府就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具体行动的重要工具。随着各国政

府提交第二、第三或第四次评估报告，加强掉队人群数据分析、加强南南合

作日显重要，此举有利于各国更好获得数据、学习实操方法、建立伙伴关

系、强化政治意愿、保持前进势头。在自愿国别评估进程中开展南南合作，

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亟需的领导和循证决策。 

32. 通过合作，可鼓励会员国分析掉队最远者的数据，
7
  并将其纳入可持

续发展自愿国别评估和循证决策。分析在获得基本机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改进关于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是自愿国别评估的重要组成部

分。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数据分析要为评估报告中的政策建议提供信息支

撑，并不断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进程。会员国可考虑加强数据收集

和分析工具，以确保这些工具有效地针对掉队最远的群体。各国还可以将数

据收集和分析工具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数据监测系统。 

33. 经社会可支持准备进行自愿国别评估的会员国与其他国家交流数据分析

方面的最佳做法，并分享将数据纳入决策和规划进程的经验教训和建议。作

为评估进程的一部分，通过同行讲习班、交流或结对，促进本地区各国交流

数据分析和监测进程方面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是成员国学习新方法、克

服障碍和在决策中更好考虑掉队最远者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 

34. 应鼓励会员国考虑参加亚太经社会自愿国别评估结对方案、制定南南合

作措施。准备进行第二、第三和第四次自愿国别评估的会员国可考虑加入结

对方案，因为参加该方案可为评估进程和国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

力带来切实好处，包括确定学习、交流和能力发展的关键优先事项。结对方

案为与其他国家分享专门知识、数据系统、改革和思路、学习他国经验提供

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和平台。因此，结对方案可加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

导力。 

35. 应加强各地区和各机构在南南合作倡议和数据分析同行学习方面的良好

做法和经验交流。亚太经社会的结对方案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借以分享南南

合作新出现的示范做法，并就关键促进因素向各机构提供咨询意见。亚太经

社会可支持会员国分享其南南合作体制安排，并制定以南南合作原则为指导

的举措。
8
  随着各国逐步了解推动南南合作举措取得成功的因素及其给自愿

 

7
 亚洲及太平洋有 29 个国家提供了 1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掉队最远者的资料。见亚太经社

会，“不让任何人掉队”平台。可查阅 https://lnob.unescap.org/。 

8
 南南合作应继续以尊重国家主权、国家自主权和独立、平等、无条件、不干涉内政和互利

等原则为指导。 

https://lnob.unesc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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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评估带来的价值，各成员国不妨与其他国家分享重要的心得体会。会员

国还可考虑在其自愿国家评估中加强对南南合作活动及其支持架构的描述，

以推广正在采取的成功举措。 

36. 会员国应鼓励民间社会代表、议员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参与南南合作

和数据分析举措。会员国可考虑让主要利益攸关方参与结对计划，以促进对

口单位之间交流经验和知识。今后，关键利益攸关方参与评估进程、持续监

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程度可以增加。 

37. 必须加强研究南南合作倡议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的影响。鼓励会

员国在到南南合作原则框架下，思考和分享结对计划带来的变化。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南南合作方案加强了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体制结构和数据系

统，对社会改革有激励作用，并加强了区域和国家在实现《2030 年议程》方

面的领导能力。为了扩大结对计划的规模，必须研究加强在结对举期间获得

的实操技能通过何种机制促成积极变化。 

38. 支持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南南合作倡议应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

内扩大规模。在南南合作方面拥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会员国可考虑资助和组

织结对活动，作为自愿国家评估结对方案的一部分，或在数据分析和监测方

面规划更多举措。加强与不让任何人掉队、气候变化和绿色增长等具体专题

有关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以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这方

面存在巨大潜力。会员国可考虑确定南南合作数据分析的关键优先专题或具

体领域，并概述促进和扩大这些举措所需的关键支持领域。 

39.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的与会者不妨讨论本文件中所载各项建议，

并向秘书处提供指导，说明应在更大程度上探讨哪些建议。这些建议可作为

一个基础，供成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讨论通过加强南南合作更好利用自愿

国家评估进程中掉队人群数据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