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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交通运输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 

2014 年 10 月 15 日至 17 日，曼谷 

临时议程*
  项目 5 

审议今后方案重点 
 

 

  

 

2016-2017 年工作方案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根据亚太经社会 2016–2017 年战略框架，本文件概述了 2016–2017 两

年期拟议工作方案次级方案 3：交通运输。 

委员会不妨就工作方案草案向秘书处提供指导，还不妨核准关于在 2016

年召开第三届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以代替原本定于同年度召开的交通运输

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提案。 

 

一．导言 

1. 如 2016–2017 年战略框架中所述，次级方案 3 的总体目标是“加强运

输方面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以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1
  为此，秘书处

将继续支持成员和准成员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成果，建设安全、清洁和高效

的交通运输系统，以实现连接亚太区域的国际一体化多式联运和物流系统的

愿景。 

2. 拟议工作方案的各项活动主要源自《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

动方案第二阶段(2012-2016 年)》、
2
  以及于 2013 年 11 月举行的亚洲交通

                                                 

*
  E/ESCAP/CTR(4)/L.1。 

1
  2016-2017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第二部分：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16：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和社会发展。见 A/69/6，第 8-9 页。 

2
  E/ESCAP/68/9，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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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部长论坛第二届会议通过的《利用交通运输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

化部长级宣言》。
3
  此外还考虑到了正在审议中的、旨在用于制定 2015 年

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优先事项。 

3. 本文件第二章概述了次级方案 3 的工作方案草案，与 2016–2017 两年

期战略框架中所确立的各项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相对应。 

4. 将与秘书处内其他实体、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积极参与开

发本区域运输系统的其他区域委员会和运输协会相互协作，开展工作方案各

项活动。鉴于交通运输在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这些活动

将使交通运输部门对其他部门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技术

援助活动方面，秘书处将继续注重有特殊需求的国家，即，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拟议工作方案的过程中还将特

别考虑将性别因素纳入主流。 

二．2016-2017年工作方案草案次级方案 3：交通运输 

5. 2016–2017 两年期战略框架为题为交通运输的次级方案 3 确立了预期成

绩和绩效指标。 

6. 下表列出了第一项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制定和执行有

助于实现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并促

进性别平等的运输政策和方案的能力得到

提高 

(a) 成员国为执行有关可持续的运输

和道路安全的政策和方案实施了更多的

措施，包括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 

7. 预期成绩(a)下的各项拟议产出如下。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亚太经社会立法文件：交通运输相关问题报告 (1)(2016)，

(1)(2017)； 

㈡ 亚太经社会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 

a. 实质性会议服务：全体会议(6)(2016)； 

b. 立法文件：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报告(1)(2016)；交通运输相关

主要问题报告(1)(2016)； 

㈢ 特设专家组：开发可持续和包容性交通运输专家组会议(1)(2016)；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定期出版物： 

                                                 

3
  E/ESCAP/70/12，第 I A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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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概览》(1)(2017)； 

b. 《亚洲及太平洋交通运输与通信公报》(1)(2016),(1)(2017)； 

㈡ 非定期出版物：开发可持续和包容性交通运输专题系列研究报告

(1)(2017)； 

㈢ 技术资料： 

a. 联合国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区域进展情况(1)(2017)； 

b. 交通运输政策手册和软件增订版 (综合性交通运输规划模

式)(1)(2017)； 

c. 区域多式联运集装箱运量预测研究(1)(2017)； 

(c) 技术合作实地项目(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提高成员国制定和执行有关开发经济可行、环保和具有社会包容性

的国家和城市交通运输系统的政策和措施的能力，包括支持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1)(2016-2017)； 

㈡ 加强成员国制定和执行改善道路安全的政策的能力 (1)(2016-

2017)； 

㈢ 加强成员国从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各个来源调集资金、以促进可持

续地开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能力(1)(2016-2017)。 

8. 下表概述第二项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b)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规划、开发和落

实包括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网、岛屿间

船运和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在内的国际

多式联运网络的能力得到增强 

(b) ㈠ 包括亚洲公路、泛亚铁路、岛

屿间船运和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

在内的区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升级

改造的国家项目和方案的数目增多 

㈡ 亚太经社会成员成为全球、区

域和次区域协定签署国和缔约国

的数目增多 

9. 预期成绩(b)下的各项拟议产出如下所列。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向代表、报告员提供协助： 

a. 亚洲公路网工作组(1)(2017)； 

b. 泛亚铁路网工作组(1)(2017)； 

c. 陆港工作组(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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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技术资料: 

a. 关于交通运输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亚洲公路数据

库和泛亚铁路数据库的更新升级(1)(2016-2017)； 

b. 综合多式联运网络、亚洲公路及泛亚铁路网地图

(3)(2016-2017)； 

(c) 技术合作实地项目（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加强成员国对包括亚洲公路、泛亚铁路和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港在

内的综合区域交通运输网络的开发和运营能力(1)(2016-2017)； 

㈡ 加强决策者和私营部门开发和管理高效、可持续的区域/次区域交通

运输连通的能力，包括岛屿间船运(1)(2016-2017)。 

10. 下表列出了第三项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c)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和私营部门更有

能力发起并实施旨在提高国际运输业务和

物流效率的各种措施 

(c) ㈠ 采取了更多措施以消除瓶颈并

便利人员、货物和运输工具在交通

运输沿线和边界口岸有效流动 

㈡ 各国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改善物

流情况 

11. 预期成绩(c)下的各项拟议产出如下所列。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特设专家组：统筹利用单一窗口开展贸易和交通运输便利化专家

组会议(1)(2017)； 

㈡ 向代表、报告员提供协助：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中亚经济

体特别方案)交通运输与跨界工作组(2)(2016-2017)； 

(b) 其他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技术资料 

a. 关于货运代理、多式联运和物流的培训资料的更新

(1)(2016)； 

b. 运输便利化模式的更新(1)(2017)； 

c. 满足贸易与运输便利化单一窗口的需求(1)(2017)； 

(c) 技术合作实地项目（经常预算/预算外）： 

㈠ 加强成员国制订和执行运输便利化措施的能力(1)(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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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提高决策者和私营部门发展高效的货运代理、多式联运和物流服

务业的能力(1)(2016-2017)。 

12. 预计次级方案 3 下的各项目标和成绩将得到实现，如果：(a)各成员国

和准成员国的政府有意愿开展合作，并且有能力在期限内执行各项拟议方案

和项目；(b)调集足够的预算外资源，以确保各项技术合作活动进行必要的研

究、扩大影响并达到深度。 

三．供审议的议题 

13. 委员会不妨就 2016-2017 年工作方案草案提出意见，并就今后方案重点

领域提供指导。 

14. 委员会还不妨核准关于在 2016 年召开第三届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以

代替原本定于同年度召开的交通运输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提案。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