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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3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雅加达宣言 

1. 我们，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的部长和代表们，相

聚于 2022年 10月 19日至 21日在雅加达和线上举行的 2013-2022年亚洲及太

平洋残疾人十年最后审查政府间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本宣言。 

2. 我们确认，《残疾人权利公约》
1
  既是一项人权文书，也是一项发展

文书。 

3. 我们回顾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通过

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纳入了残疾人问

题，并且会员国在该决议中承诺不让任何人掉队，确认会员国在执行《2030

年议程》时应除其他外尊重、保护和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加任

何歧视。 

4. 我们注意到大会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关于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续

行动的第 76/138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认识到，残疾发生率随年龄增长而

提高，很多老年人患有残疾，鼓励会员国进行能力建设，减轻老年人的贫

困，并根据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和老年残疾人的具体需求提供社会福利

服务，在关于老龄问题的所有政策行动中强化和纳入性别与残疾意识，纠正

和消除年龄、性别或残疾歧视，并收集和使用按年龄、性别和残疾分列的数

据，用于政策的设计和执行。 

5. 鉴于灾害对残疾人的影响格外严重，我们回顾《2015-2030 年仙台减少

灾害风险框架》，
2
  其中除其他外强调了增强残疾人权能以及包容、开放和

非歧视参与减灾的重要性。 

6. 我们回顾经社会 2013 年 5 月 1 日第 69/13 号决议，经社会在其中认可

了《2013-202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部长级宣言》和《亚洲及太平洋残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2
 大会第 69/283 号决议，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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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切实享有权利”仁川战略》，
3
  并回顾经社会 2018 年 5 月 16 日第

74/7 号决议，经社会在其中认可了《北京宣言》，包括《加快实施<仁川战

略>行动计划》。
4
 

7. 我们重申经社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 77/1 号决议和 2022 年 5 月 27 日

第 78/1号决议，以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并强调，必须根据《2030 年议程》

实施平等、可持续和包容的复苏战略。 

8. 我们注意到为加强政府间协调与协作以支持促进、保护和实现残疾人权

利的国家和次区域举措而通过的相关次区域框架，即《太平洋残疾人权利框

架》
5
  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加强残疾服务总体规划 2025：残疾人权利

主流化》，
6
  并肯定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各级开展合作的价值。 

9. 我们肯定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在执行《仁川战略》和《北京宣言》、包

括《加快实施<仁川战略>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民间社会、尤其是

残疾人组织和为残疾人服务的组织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包括在 2019 冠状病

毒病(COVID-19)大流行应对、复苏和重建过程中作出的贡献，并欢迎参与推

动残疾人包容型企业和价值链的私营部门实体作出的承诺和努力。 

10. 我们注意到，亚太区域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预计 60 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例将从 2022年的 14.3%增加到 2050年的 25.9%，
7
  可能导致残疾老

年人的人数增加。 

11.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虽然有所进展，但是很多时候，残疾人、尤其是妇

女、儿童、青年、土著人、老年人、智力和社会心理残疾者以及其他弱势群

体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面临着歧视以及环境、信息和态度方面的障碍，而

且由于 COVID-19 大流行、气候变化和其他危机加剧了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残

疾人受到的影响格外严重。 

12. 我们又关切地注意到，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仍然缺乏关于残疾人状况

的可靠统计数字、数据和信息，导致官方统计数字、政策和方案没有顾及残

疾人，为此我们欢迎《2030 年议程》呼吁按残疾情况分列数据，《2030 年议

程》认识到需要大幅增加高质量、易获取、及时和可靠数据的提供，以衡量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 

13. 在改善无障碍条件和促进残疾人全面参与社会方面，我们肯定各国政府

为支持从 COVID-19 大流行中可持续复苏而采取的行动和承诺的资源，强调建

设人民的复原力，不让任何人掉队，我们还肯定技术革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强

大潜力。 

 

3
 经社会第 69/13 号决议，附件一和附件二。 

4
 ESCAP/74/22/Add.1。 

5
 在 2016 年 9 月 8 日至 10 日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波纳佩举行的第四十七届太平洋岛屿论坛

上获得认可。 

6
 在 2018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东盟峰会上获得通过。 

7
 联合国，《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特别汇总》，在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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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们特别指出，在 COVID-19 大流行、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其他风险

加剧人口群组之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导致挑战日益严峻的

情况下，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以及所有利益攸关方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

和巩固亚洲及太平洋在兼顾残疾人的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呼吁为加

强兼顾残疾人的发展政策和方案提供充足的预算拨款、进行创新并开展协

作。 

15. 我们重申，《仁川战略》和《北京宣言》、包括《加快实施<仁川战略>

行动计划》在推进残疾人权利和加快全面执行《2030 年议程》和《残疾人权

利公约》方面仍然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我们再次承诺继续落实《仁川战

略》的所有目标。 

16. 我们宣告“2023-203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继续注重有效执

行《仁川战略》和《北京宣言》，包括《加快实施<仁川战略>行动计划》，

强调需要为执行工作进行战略投资，并承诺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特别是

残疾人组织和为残疾人服务的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实体协作，通过全社会参与

的办法采取措施实现兼顾残疾人的发展，加快行动，增进和保护残疾人的权

利，具体如下： 

(a) 一旦批准或加入《残疾人权利公约》，要将国家立法与《公约》

相统一，为此要酌情全面和定期审查国家和地方立法，对职能部委和各级政

府执行《公约》进行指导，培训所有执法人员，将提供合理便利纳入国家政

策、方案和预算，并酌情建立和加强相关框架，以推动、保护和监测《公

约》的执行工作； 

(b) 推动所有年龄各种残疾男女的有效参与，包括为此在政策、方案

和政治进程的规划、执行和决策过程中提供合理便利，通过残疾人代表组织

与残疾儿童和青年密切协商，积极鼓励他们参与，提高认识，并酌情建设残

疾人及其代表组织和各级政府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能力； 

(c) 在特别关注各种残疾人以及残疾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独特需求

方面，改善城市和农村地区有形环境、公共交通、信息和通信(包括信息和通

信技术与系统)、与灾害风险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相关的必要信息和服务以及

其他公共服务的无障碍条件，并推广通用设计的产品、服务、设备和设施，

为此按照最新的国际无障碍标准和准则制定国家标准和准则； 

(d) 激发私营部门的力量，包括其资源、技术创新和人才，以便推动

兼顾残疾人的发展，为此要采取兼顾残疾人的公共采购政策，推动对公共采

购的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采取通用设计和无障碍措施，要利用

政策激励私营公司采取行动，将残疾人纳入其劳动力队伍、组织、产品、服

务、市场活动和供应链中，要促进制定产业准则和协议、尤其是媒体(包括社

交媒体)和娱乐行业的准则和协议，以推动多样性和包容性，并删除可能导致

对残疾人歧视、污名化、成见和误解的内容； 

(e) 推动采用注重性别平等的生命周期做法来制定和执行残疾人政策

和方案，要特别注意：㈠扩大主流社会保护计划和针对残疾人的社会保护计

划，将残疾幼儿、青少年、妇女和老年人包含在内；㈡向残疾儿童提供早期

发现和干预服务，将其作为人力资本建设战略、政策、方案和投资的一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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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㈢确保为所有残疾学生提供连续的全纳教育；㈣应对残疾妇女和女

童(包括老年残疾妇女)在参与及享用信息和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

务)方面经常面临的歧视和障碍； 

(f) 酌情利用经授权的国家机构和其他公认来源提供的信息采取行

动，填补残疾数据空白，并加强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跟踪兼顾残疾人的发展

进展情况的能力，为此要编制各行各业按性别、年龄和残疾情况分列的高质

量可比数据，为兼顾残疾人的政策制定、方案规划和战略实施工作提供信

息，要酌情将兼顾残疾人的发展进展报告纳入在《2030 年议程》以及其他全

球和区域发展框架内开展的自愿国别评估中。 

17. 因此，我们请执行秘书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并酌情利用亚洲及

太平洋的联合国区域协作平台和联合国在本区域的国家工作队，与成员国和

残疾人密切协作采取下列措施： 

(a) 优先考虑继续执行《仁川战略》和《北京宣言》，包括《加快实

施<仁川战略>行动计划》，并在“2023-203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期

间加强残疾人包容工作，以便在亚洲及太平洋全面有效地落实《2030 年议

程》； 

(b) 根据请求向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技术支持，以便在区域和国

家层面落实本宣言； 

(c) 根据请求支持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将残疾视角纳入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框架内开展的自愿国别评估中，包括为此建立一个机制，让残疾人及其

代表组织参与整个国家评估进程； 

(d) 继续酌情利用“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工作组的指导意见支

持本宣言的有效实施工作，以便在实现《仁川战略》所载各项目标方面取得

进展，并加快亚洲及太平洋在落实《2030 年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 

(e) 2027年举行一次中期审查，2032年举行一次政府间最后审查，以

便评估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2023-203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期间在

实施本宣言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 

(f) 将本宣言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审议和认可。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