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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所计划的和已执行的经济增长路线使亚太区域各国继续面临不断

减少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供需之间的冲突。亚太各国的环境可持续性还

与两个因素相互联系：燃料和能源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以及持续存在

和经常发生的各种社会经济挑战，例如减贫、粮食安全、保健和福

祉、获得各种服务、公平流动和灾害脆弱性。因此，各国在国家一级

采取了若干政策和做法，以便采用全面的综合方式应对这些挑战。 

本文件综述了最近对所涉及的广泛问题进行的分析，以及各国政

策和做法中出现的新趋势，包括应用绿色增长方式，从而为成员国进

一步交流相关信息和国家经验奠定了基础，并概述了今后为促进环境

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和减贫活动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而展开区域合作

的可能方向。 

委员会不妨审查本文件，并就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向秘书处提供指

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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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在亚太各国继续面临环境可持续性挑战之时，人们日益认识到随

着环境可持续性问题而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挑战，包括减贫、粮食安

全、保健和福利、获得各种服务、公平流动、消费和生产方式以及减

少灾害风险。各国在努力以全面的综合方式应对这些挑战时，推出了

一些新的政策和做法。 

2. 2010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2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六届亚洲及太

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一项部长级宣言，其目的包括创

造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鼓励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此，会

议通过了《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性区域执行计划》，其

中把“协调快速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作为一个

重要方案领域。这样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就能够进一步协助成员国执行

该方案(见文件 E/ESCAP/67/8)。 

3. 本文件概述了环境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在国家一级采取的有利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做法中出现的新趋势，

包括上述绿色增长方式。因此本文件不仅为进一步交流相关信息和国

家经验，并且为确定今后区域合作的方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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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趋势 
 

4. 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再次对资源耗竭和环

境可持续性恶化表示关切。会议通过的部长级宣言尤其强调，不可持

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给承载能力带来了更大压力，而这又导致生活质

量下降，因为：(a) 交通运输、废物和化学品使用的部门性增长扩大

了生态足迹；(b) 空气、水、土地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受到威胁。《宣

言》还强调，由于气候变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和更加严重，气候

变化风险日益加剧。 

5. 《宣言》还认识到，水和粮食资源不断减少以及气候变化引发自

然灾害，加重了亚太地区脆弱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负担。 

6. 这种趋势去年在继续。虽然亚太区域正在从金融危机中稳步复

苏，其大多数经济体对困扰着全球其他地区的金融不稳定、高昂的粮

价以及大幅震荡的能源和商品价格有较强的抵御能力，但持续不平

等、不断加剧的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和环境变化，使亚太区域的前景仍

然不容乐观。此外，人们对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亚太区域经济日益全

球化感到担忧。 

7. 从图 1 可看出在 2004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的 7 年间粮农组织粮

食价格指数与布伦特原油价格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粮食和能源价格

不断上涨对穷人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使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出现倒

退。亚太经社会估计，除 2010 年已受影响的 1900 万人外，2011 年

亚太区域还将有 4,200 万人再次陷入贫穷。根据最坏的前景预测，许

多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时间将推迟达五年之久。 

图 1  

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和布伦特原油价格， 

2004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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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粮食安全正成为亚太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时，

生产、分配和消费各环节损失或浪费的粮食占全世界所生产粮食的大

约三分之一。丢弃食物残渣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发出恶

臭、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焚烧造成空气污染等，穷人尤其易受

其影响。这些问题还可能造成社会问题，例如穷人因食用食物残渣而

面临健康风险。 

9. 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在能源部门也很重要。不能享有现代

能源和清洁能源对于人类福祉和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尽管电网覆盖

面扩大了，但在南亚有五分之四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在东南亚，每

天靠不到一美元生活的穷人中绝大多数人的烹饪和取暖仍然依靠传统

的生物量燃料、木材、农业残留物和牲畜粪便。据悉，在极端情况

下，城市贫民用成堆的垃圾塑料袋和纸张进行烹饪，造成严重的室内

空气污染，增加了患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另一方面，贫穷的加剧还使

人们为寻求廉价燃料而更加依靠传统的生物量燃料。2008 年的专题

研究“亚洲及太平洋的能源保障与可持续发展”1  中阐述了这一恶性

循环的概念(见图 2)。 

图 2  

贫穷与能源的恶性循环 

 

 

  贫穷

资 料 来 源 ：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能源 保 障 与可持续发展”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8.II.F.13)。 

10. 《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状况报告》着重说明发展中国家贫

穷与环境污染/ 退化的循环(见图 3)。这种相互作用造成了生态退化的

螺旋性下滑趋势，使亚太区域许多最贫穷者的人生安全、经济福祉和

健康受到威胁。2 

                                                 
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8.II.F.13。 

2  联合国，《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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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发展中国家贫穷与环境退化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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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其他部门，生态系统退化促成了与贫穷相关的变化迅速而复杂

的循环。人们从生态系统获益颇多，它提供各种物资(能源、水、食

物、木材以及城市和农村家庭使用的纤维)、文化服务(地方归属感或

旅游业)和调控服务(减轻洪灾、遮挡暴风雨和调节气候)，但过度开

发或改变生态系统提供物质服务的功能，可能加剧生计脆弱性，并且

削弱了其提供的诸如控制土壤侵蚀和泥石流等生态系统调控服务。过

度开发可能是为了减贫等短期经济利益，但往往对长期利益造成不可

逆转的损失，从而加剧贫穷。毁林和改变土地用途可能与大规模侵吞

和迁移边远社区相关，这也造成了生计丧失和贫穷加剧的严重危险。 

12. 许多经济体中，农业在经济产出和就业中所占份额最大，因为很

多人从事自给自足农业、主要依靠微薄的资产、农田、小规模牲畜饲

养和经济作物、以及诸如鱼类和非木材森林产品等共同自然资源。因

此，各种灾难对生计造成的最大影响往往体现在农业部门遭受的破坏

和损失——即住房以及包括农田、牲畜、农业企业和小企业在内的生

产性资产受到的破坏和损失及就业损失。在城市和农村社会中也会造

成保健、教育、心理和男女平等方面的很大影响。 

13. 几年来，由于人们担心气候变化，加上能源供应紧张，促使农业

部门生产燃料而不是粮食，进一步限制了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的供

应。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诸如洪灾、旱灾、极端气温、台风、飓

风和野火等水文灾害频发和严重，与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有联

系。这些灾害不仅造成直接经济破坏和生命损失，并且对人类发展产

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灾害损失往往与社会经济和环境不平衡造成

的贫穷和穷人的脆弱性相联系，或加剧了这种贫穷和脆弱性。而灾难

又可能使人们陷落贫穷，削弱其脱贫能力。其部分原因是是那些始终

面临此种危险和收入冲击的人很可能无法摆脱贫穷和脆弱，形成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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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其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3 

14. 交通运输是确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基础设施之一。然而，

目前交通运输耗用了世界上 50%以上液体化石燃料，占与能源相关

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一，4  并造成空气污染和相关的健

康问题。同时，交通运输不发达又削弱了城市地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例如由于交通堵塞)，并放大了一些社会风险的影响，诸如人身安全

(例如出现交通事故)、连通性、公平流动以及环境无障碍等的程度降

低。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交通运输，所有这些问题将同时加剧，

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15. 关于亚太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报告中越来越多地强调环境、社

会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对最近各种趋势进行的分析再次证实了

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呼吁是正确的：转变发

展模式，走上“可持续包容性发展”道路；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环

境，以推动必要的改革，从而形成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各种对策趋势 
 

16. 针对这种新出现的趋势，亚太区域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

始执行各种政策和方案，明确地处理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并以综合方

式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17. 尤其是，考虑到亚太区域每生产一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所使用的

资源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三倍以上这一事实，需要采取重大政策措施来

提高使用资源效率，减轻资源紧缺的风险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和社会

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以下介绍的几个实例反映了各种相关政策

和方案： 

A． 发展战略 

 

18. 日本政府一直在促进 3R（“减量、再用、循环”），以创造一

个在经济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的可持续社会。日本正在从只注重管理

危险物质逐渐走向使整个经济成为绿色经济的新阶段。3R的另一个

目的是促进技术发展，尤其是在资源效率、废物回收和再循环、以及

开发新的绿色产品等领域，将其作为日本今后推动增长和就业的动力

之一。在研发高能效家用电器和办公室设备、以及再循环基础设施方

面，已进行了大量投资。5 

                                                 
3  亚太经社会和国际减灾战略(2010 年)，《保护发展成果，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灾

害情况报告》。 

4  国际原子能机构，(2005 年)，1971-2003 年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经合组织/原子能
机构。 

5  http://www.env.go.jp/recycle/3r/en/index.html 。 
 http://www.meti.go.jp/policy/recycle/main/English/index/htm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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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正在执行一项有深远意义的政策措

施。所采取的举措包括《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 年)中提出

的 2006 年资源节约型社会倡议。 2008 年的《促进循环经济法》中

详细阐述了这项政策指示，引导全面展开工作，以节能、节水、节材

和保护环境的方式指导和形成中国的经济发展。这项计划坚决主张经

济发展不能破坏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不能破坏包括较不发达西部地

区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社会福祉。《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

2016 年)重申了这一举措。6 

20. 2009 年 2 月印度尼西亚启动了 59 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

划，涵盖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些资金用于

节能投资、促进就业的灌溉工程、基础设施项目和加强农村地区居民

能力的方案、乡村和城镇道路建设、以及防止工人被解雇和提高印度

尼西亚商业竞争能力。7 

B． 污染和废物 

 

21. 大韩民国政府执行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来改进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

以及加强粮食安全。政府从 1990 年代初开始探讨可采取那些措施对

食物残渣进行再循环处理，将其变为肥料或饲料等，以促进粮食生

产。至 2004 年，81.3%的食物残渣经回收处理变为牲畜饲料和肥料，

而在 2000 年这个比例只是 45.1%。自 2005 年以来，在全国实施《食

物残渣处理全面计划》，以改变饮食文化以及促进减少浪费粮食和回

收利用食物残渣。8 

22. 孟加拉国在国家和地方两级启动了与废物管理有关的若干法律、

条例、政策和计划。1995 年，一个全国性研究组织“关心废物问

题”在达卡开展了一个在社区各地堆肥的项目，以便利用垃圾中的有

机部分。该组织以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式，发动了挨家挨户收集固体垃

圾的工作，然后将这些垃圾送到社区堆肥厂，将其变为有机肥料。

1998 年，环境和森林部把关注废物问题组织选为由工发组织支助的

“达卡市五区城市固体废物社区管理项目”的下属执行机构。关注废

物问题组织处理了约 124,400 吨有机废物，产生了 31,100 吨堆肥，

每公斤获利 0.01 美元。肥料公司也通过改进和出售堆肥获得很高利

润。使用有机肥料对农民也有利，每公顷作物产量提高了 30-50%。

此外，这些项目还为城市贫民、特别是妇女创造了 986 个工作机会，

 
6  http://www.chinacp.org.cn/eng/cppolicystrategy/circular_economy.html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REGTOPENVIRONMENT/Resources/ 
circularreport.pdf 。 

7 2009 年亚太经社会和世界银行，危机谈判、新兴市场和财政危机，印度尼西亚一
揽 子 刺 激 计 划 ， 2009 年 3 月 18 日 。
http://crisistalk.worldbank.org/2009/03/indonesias-stimulus-package.html 

8  http://www.un.org/esa/dsd/dsd_aofw_ni/ni_pdfs/NationalReports/korea/ 
WasteManagement.pdf 
http://www.agnet.org/library/ac/2001b/ 
http://eng.me.go.kr/content.do?method=moveContent&menuCode=res_cit_was_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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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共有 494,290 人获益于家庭垃圾处置系统，并节省了市政废物

管理费用。9 

23. 2001-2006 年期间，关注废物问题组织还使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减

少了 17,000 吨，节省了 33.12 公顷的垃圾掩埋场。此外，2006 年开

始的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达卡有机废物堆肥”10  每天收集 700

吨有机垃圾，将其变为堆肥，在其七年的排放权期间预计将使温室效

应气体排放减少 85,259 二氧化碳总量。这个项目经核证的减排活动

还通过生产堆肥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该项目预计将创造 1,000 个工

作机会，每年生产 5 万吨堆肥。达卡的几个贫民窟和全国其他社区都

在推广这种做法。 

24. 为了减少废物和所需的垃圾掩埋场空间，中国香港环境保护部制

定了一个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政策框架(2005-2014 年)，11  其中概述

了在中国香港减少和回收废物的计划，其方法包括制订至 2014 年废

物回收率达 50%的目标。根据这个框架，中国香港建立了一个生态

园，这是一个专门进行回收处理的工业园区。该项目使废物回收业有

了发展空间，通过在当地促进废物的再用、回收和循环，有利于创造

循环经济。这个计划减轻了与废物相关的各种问题；有助于促进地方

经济，推动了创造绿色就业。在 2011 年初组织的一次生态园就业招

聘会上，废物回收业提供了 120 多个就业机会。12 

25. 亚太区域许多国家都认识到这些挑战，并正在采取步骤促进可持

续交通运输。例如，中国通过对公共交通进行巨额投资等若干措施积

极促进可持续交通运输。例如广州市于 2010 年启动了快速公交系

统，目前该系统每小时往每个方向运送 26,900 名旅客，每天运载量

约为 80 万人。在这项计划中，各车站都有自行车停车点，地铁和快

速公交系统之间有直达通道，这在中国属于首例。为了进一步支持非

机动车交通运输发展，新修建了与快速公交系统车站平行的自行车

道，并于 2010 年 6 月启动了公用自行车计划，首批投入了供 1000 人

使用的自行车（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印度的尼赫鲁全国城市改

造计划的目的是支持发展可持续基础设施，作为更广泛的城市改造进

程的一部分。列入该计划的各城市预计将制订为期 20-25 年的全面的

城市发展计划，概述城市的总体战略，并有具体的方案和政策及财政

计划。将根据各城市发展计划，制订关于土地使用、环境管理和城市

交通运输项目的更详尽计划。随后将由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为其中的

一些项目提供资金。 

                                                 
9  http://www.uncrd.or.jp/env/3r_02/presentations/BG2/RT2_01_Bangladesh.pdf ； 

http://www.env.go.jp/recycle/3r/en/asia/02_03-3/06.pdf ； 
http://www.wasteconcern.org/Publication/SAARC%20Country%20Paper_Banglaadesh. 
pdf。 

10 http://cdm.unfccc.int/Projects/DB/SGS-UKL1134142761.05/view 。 

11 http://www.epd.gov.hk/epd/msw/ 。 

12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waste/prob_solutions/eco_front.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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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源与气候变化 
 

26. 中国的 2005 年《可再生能源法》推动了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

动，是这个部门发展的主要框架。这项法律中规定了多种财政激励措

施。来自各方面的投资促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取得了很大进展。到

2009 年底，整个能源部门的产出总值为 170 亿美元，雇用了约 150

万人，其中太阳热能设备业雇用了 600,000 人、生物量发电 266,000

人、太阳能光伏发电 55,000 人、风能发电 22,200 人。能源部门不仅

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通过太阳能热水系统使热水供应更加可行和经

济，有益于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13 

27. 为了解决长期电力短缺问题，以及使不在电网覆盖范围内的更多

民众能够获得能源，印度启动了全国太阳能计划第一阶段，包括推广

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生物量能源等，以生物量能源以及扩大

电网覆盖面和提高其供电能力作为辅助手段。其目的还包括减少温室

效应气体排放和老的火力发电厂造成的传统空气污染。政府还努力提

高工业能效，其方法是，根据《2001 年节能法》进行强制性工业能

源审计，并为主要的排放业规定了具体的减少能源指标，作为《2008

年全国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政府的干预措施包括资助/开

发可再生技术，以及提供各种提高能效措施，并在交通运输、建筑、

电器、照明和信通技术部门开发清洁应用技术。所有上述措施的目的

是使更多的人，包括边远社区和贫穷社区，能够享有能源、建立新的

增长引擎、加强工业界应对资源紧张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14 

28. 从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看，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国

家之一，该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的首次国家来文

中强调环境和土地使用方式的复杂性，及其是对于这个以农业为主的

国家的脆弱性和自然资源枯竭的影响。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2008 年)进一步把“粮食安全、社会保护和保健”三大支柱列为最

重要事项，以确保社会中最贫困者和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最脆弱群

体受到保护、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并确保所有方案都注重在粮食安

全、安全住房、就业以及获得包括保健在内的各种基本服务方面的需

要。15 

D． 森林与农业 
 
29. 尼泊尔政府执行了两项政策，即社区林业和森林租赁政策，以便

尤其通过划定森林保护区以及促进社区林业和环境保护来扭转森林覆

盖率下降的趋势。社区林业的好处包括通过森林保护、伐木和集材、

 
13 http://www.unep.org/greeneconomy/SuccessStories/RenewableEnergyinChina/tabid/ 

29865/Default.aspx 。 
14 http://www.greenpurchasingasia.com/node/308 。 
15 孟加拉国（2008 年），《2008 年孟加拉国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计划》。 

http://www.greenpurchasingasia.com/node/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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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非木材森林产品创造就业和收入。经济方面的好处是，森林可持

续提供薪柴，家庭能源需要的四分之三是靠薪柴。改进森林管理和扩

大其覆盖面还有助于保护自然。一些社区森林活动还为低收入人群设

立了奖学金方案，并开展了储蓄和信贷活动及其他创造收入活动。16 

30. 在中国，1997 年黄河流域发生严重干旱，1998 年长江中游地区

发生灾难性洪灾。对此，中央政府于 1998 年立即制定了《自然森林

保护方案》，并在 1999 年展开了《坡地保护方案》，即“退耕还

林”方案。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雄心勃勃的为环境服务提供资金

的方案。为了复原被破坏的土地，恢复其控制洪水的功能，政府规定

向那些把退化的土地和坡度很陡的农田变为生态林/经济林或草地的

农民每年提供谷类实物补贴和现金补贴；并在规划期开始时免费提供

种苗。此外，此项方案还注重改变农村经济结构，使参与该方案的农

民能够逐渐从事在环境和经济方面可持续的活动，例如畜牧业和非农

业工作。17 

31. 2008 年，越南政府发布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试行政

策”，以便通过帮助社区保护森林和改善当地生计来消除农村贫穷，

并确定了用于此目的的可持续私人资助来源。已将地方试验项目的经

验纳入国家政策框架，同许多国家举措联系起来。2010 年森林生态

系统付费的总收入比计划数高约 18%，而支出总额则比计划数低

54%。2010 年，政府批准发布《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法令》。支持这项

法令的人认为，一旦在全国执行该法令，所产生的收入将达 10 亿美

元。许多东南亚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和泰国，都采用了这个项目的模式。18 

32. 在中国，《旱地可持续农业项目》的目的是支持发展农民和地方

农业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以采用更好的可持续耕作法、增加农民收

入和减少贫穷。这个项目主要是在甘肃、河南和山东三个省的 27 个

县里开展，这些地区农村家庭收入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

通过采用可持续耕作法，谷物产量大幅增长：小麦增加了 40%，春玉

米增加 38%；灌溉用水和饮用水也增加；土地侵蚀现象减少、杀虫剂

和肥料的使用减少；通过农民互助组积累的社会资本增加；妇女作用

增强，在果树和蔬菜管理以及畜牧养殖业中发挥重要作用。19 

                                                 
16  http://www.unep.org/greeneconomy/SuccessStories/ForestManagementinNepal/tabid/ 

29869/Default.aspx 。 
17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stevehar/JMS per cent20paper.pdf； 

http://www.cifor.org/pes/publications/pdf_files/China_paper.pdf； 
http://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1/05/110511114213.htm 。 

18 http://www.ecosystemmarketplace.com/pages/dynamic/article.page.php?page_id=7593 
&section=news_articles&eod=1； 
http://enviroscope.iges.or.jp/modules/envirolib/view.php?docid=3265 ； 
http://www.greengrowth.org/capacity_building/National-
Seminar/2011/Thailand/Documents/PRESENTATIONS/2nd/7.pdf 。 

19 http://pid.adb.org/pid/LoanView.htm?projNo=38301&seqNo=01&typeCd=3 
http://www.fao.org/docrep/006/y3951e/y3951e0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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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越南的“停止早期喷药”运动以创新方式利用通信技术提高人们

对与环境和减贫相关的各种问题的认识。1994 年，越南农业和农村

发展部同国际水稻研究所发动了一场运动，目的是使湄公河三角洲种

植稻米的农民大规模减少使用杀虫剂。这场运动向 200 万个农村家庭

展开宣传，使农民认识到杀虫剂带来的各种问题，包括相关的健康和

环境问题。运动中利用无线电短剧、传单和海报，并展开实地活动，

鼓励农民负责任地使用杀虫剂。后续调查表明，由于开展了这项运

动，杀虫剂用量减少了一半。取得这一成功的关键是，在确定宣传目

标之前，大力开展质和量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有助于运动组织者编

制创新性资料，选择适合受众的媒体工具。因此，这次运动采用一种

寓教于乐的方式，此种方式还成功地应用于其他领域，例如艾滋病毒

/艾滋病宣传、肥料使用法和社会变革等。20 

E． 评估 
 

34. 以上实例只是说明我们可能取得何种成就的一些很少的例子。事

实上，许多国家都正在采取类似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反映亚太

区域各国日益注意环境、经济和社会挑战之间的联系，认识到多部门

综合对策的重要性。 

35. 然而，这种综合对策主要是由环境部考虑、拟订和执行，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部或财政部尚未从政策方面给予其足够注意。因此，这

种可持续发展政策只能产生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附带利益”，即只

是实现环境目标的“副产品”。 

36. 国家一级的体制能力建设将是加强这种综合方式的关键所在。必

须进一步努力增进相关部委之间的政策统一和协调，以使经济和社会

政策自觉地考虑到环境可持续性，环境政策也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因

素；社会包容方式应有助于执行各种环境和经济政策。经济目标和环

境目标相结合一直是绿色经济方式的一个主要特点。 

37. 在国家一级进一步拟订和执行综合考虑到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

的政策时应注意到，成员国在《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

长级宣言》中认识到，“妥当地适用于各国具体国情、而且从可持续

发展的视角加以理解的绿色增长，正是支持经济迅猛发展、实现各项

千年发展目标和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路径之一”，并决定应“携手增

强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促进切实实现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亦

即绿色增长，将之作为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

件之一”。 

四、今后的道路 
 

38. 如上文第 36 段所述，国家一级的体制能力建设将是加强此种综

合方式的关键所在。必须进一步努力增进相关部委之间的政策统一和

                                                 
20   http://www.unep.fr/shared/publications/pdf/DTIx0679xPA-CommunicatingEN.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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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以使经济和社会政策自觉地考虑到环境可持续性，环境政策也

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因素；社会包容方式应有助于执行各种环境和经济

政策。使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相结合一直是绿色增长方式的一个主要

特点。 

39. 为了协助成员国制订和执行相关政策，以应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更

广泛影响以及持续存在的社会经济挑战，即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亚太经社会一直致力于加强跨部门全面方式以

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40. 亚太经社会环境与发展司率先宣传和试行把环境、经济和社会因

素结合起来的创新性政策，从 2003 年以来开展了扶贫公私伙伴关系

项目，这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一项重大后续行动。该项

目尤其强调公私伙伴关系结构和理念中的扶贫内容，是在财政、行政

和技术方面有效地提供各种基本服务和确保人民福祉的一种方式。这

个项目最初的活动是在巴基斯坦生物园区展开一个试点示范项目、在

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一座小水电站、以及在斯里兰卡改善水分配情况。 

41. 虽然秘书处的若干活动一直都有扶贫内容，但在许多情况下并不

那么直接，现在秘书处试图更直截了当地促进采用跨部门全面方式实

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2012-2013 两年期工作方案草案把其环境与发

展次级方案的目标定为“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

环境、能源和水资源管理以及城市发展方面的区域合作，包括采用绿

色增长办法或环境可持续增长方法，包括其他有效政策举措，以促进

亚洲及太平洋包容的和可持续的发展”。
21
 

4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其他外，预计秘书处将提高地方和国家政

府及其他相关利益方的认识和加强其能力，以制订和执行相关战略，

把环境可持续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采取绿色增长方式和其他

有效政策举措）、对自然资源开发进行有效规划和管理、以及实现两

性平等主流化，从而在农村和乡村地区促进减贫和实现包容性可持续

发展。秘书处还将努力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一项共识，即把环境

可持续性纳入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区域观点，同时促进这方面

的区域合作。 

43. 在执行上述战略的行动中，秘书处正在更加重视增长质量，强调

经济、社会和生态质量之间的平衡，而不是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只追求

经济增长的数量。除其他外，在大韩民国、联合王国和其他成员国的

支助下实施的《绿色增长能力建设方案》将成一种主要工具，用来加

强亚太国家能力，从而使其能够在面对持续的社会经济挑战之时以综

合方式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涉及的各种问题。 

44. 在与柬埔寨和哈萨克斯坦成功合作加强其国家机构能力后，秘书

处最近收到蒙古政府的一项请求，请求协助其建立绿色增长委员会，

并制订国家绿色增长路线图，以促进在各部委内以综合方式加强政策

                                                 
21  见文件 E/ESCAP/67/14, 次级方案 4, 环境与发展，本组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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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贯性和协调，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环

境可持续性目标。 

45. 亚太经社会为支持成员国以全面方式应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

所采取行动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与拉加经委会和人居署合作出版的

“发展生态效益高、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基础设施的指导原则”，这是

发展帐户项目的一部分。报告中介绍了关于在亚洲及太平洋建立具有

竞争力的和有活力的城市的各种政策选项，这项工作将在韩国国际协

力团资助的关于制订东亚低碳绿色增长路线图的项目下继续展开。 

五、供审议的其他议题 
 

46. 各成员国和准成员不妨就各国做出的努力、以及在面对持续的社

会经济挑战之时以综合方式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涉及的各种问题方面的

政策选项交流意见、经验和信息。 

47. 委员会不妨在相关框架内就秘书处今后的工作方向为其提供指导

意见。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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