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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方向
8.1

该方案的立法授权来自下列大会决议：第 55/279 号决议，其中大会核可

2001 年 5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第 56/227 号决议，其中大会
决定依照秘书长 2001 年 11 月 23 日报告(A/56/645 和 Add.1 和 Add.1/Corr.1 和
2)中所载建议设立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
办事处；第 65/280 号决议，其中大会赞同 2011 年 5 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四
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
动纲领》；第 58/201 号决议，其中大会认可 2003 年 8 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国际
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
境运输合作新的全球框架内解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第 63/2 号决议，
其中大会通过 2008 年 10 月在纽约举行的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关于《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中期审查的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第 59/311 号决议，其中大会核可 2005
年 1 月在路易港举行的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
求斯宣言》。
8.2

方案任务包括下列四个主要部分：
(a) 调动和协调国际支助和资源以有效地实施：㈠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

㈡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十年审查成果；㈢ 《毛里求斯战略》；
(b) 加强监测和落实这三项行动纲领；
(c) 宣传和促进对三类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及其各自行动纲领的认识；
(d) 报告将实施行动纲领作为有关国家实现国际发展目标有效手段的情况。
8.3

该方案还将帮助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载于《联合国千年宣言》

以及联合国各主要会议成果和国际协定中的目标。该方案将调动国际支助，帮助
其三类服务对象建设能力，增加技术和财政资源，以促进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两性平等是实施这三项行动纲领的一个重要方面。
8.4

高级代表办事处总体工作方案是围绕三个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次级方案

制定的。这三个次级方案是次级方案 1(最不发达国家)、次级方案 2(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次级方案 3(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8.5

为了实现三大工作领域中的各项目标，高级代表办事处将采用下列做法和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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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宣传并倡导在全球发展合作议程上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关切给予高度优先地位，坚持将重点放在他们的特殊需要
上，并确保通过全球经济治理、协调和团结一致促进应对与上述三类脆弱国家有
关的问题和挑战；
(b) 动员国际支助和资源帮助这三类国家克服其脆弱性、建立复原能力并走
上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持续发展道路；
(c) 监测并采取后续行动，促进各类特殊处境国家及其发展伙伴根据各自的
行动纲领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采取支助性政策；
(d) 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区域组织)、捐助者和民间社会共同
努力，确保这三项行动纲领所列优先事项主流化；
(e) 支助最不发达国家通过表明自己的需要、关切和兴趣等方式切实参与政
府间进程，继续力陈应给予这三类国家特殊考虑和待遇以克服其脆弱性的理由；
(f)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建立协调机制，促进在国家、次区域、区域和
全球各级实施这三项行动纲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下列领
域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促进和加强
国家间合作安排，以便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
以及与该区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交流经验和开展技术合作；促进合作或
一体化，以改进过境运输和基础设施发展，便利人员、货物和服务流动，强化多
式联运运输和后勤服务的发展，包括过境设施，从而能够积极参加全球化进程；
建设各国能力，将行动纲领纳入其国家发展战略主流，并收集和分析用于监测这
些行动纲领实施情况的数据；
(g) 监测和协调具体行动和倡议的落实，以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建立高
效率的过境运输系统；
(h) 在各个领域中促进南南合作以使这三类国家受益；
(i) 主动接触所有利益攸关者，包括与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
以加强对这三类国家的支助；
(j) 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三个次级方案之间的协同作用，因为这三类国家面临
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包括结构薄弱、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经济规模小、在世界
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以及地理位置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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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1
最不发达国家
本组织目标：使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减小自身的脆弱性，建立复原能力，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
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毕业,以及动员国际支助，促进这些国家的持续、公
平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最不发达国家与发展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得到

(a) ㈠ 履行对最不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加强

的发展伙伴增加
㈡ 实施免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的最不发达
国家贸易伙伴增加

(b)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

(b) ㈠ 达到毕业标准的最不发达国家增加
㈡ 将《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各项规定纳入
国家发展战略主流的最不发达国家增加
㈢ 让有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议会、民间社会
和私营部门)参与执行和监测《伊斯坦布尔行
动纲领》的最不发达国家增加

(c)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以及其他国际和多边组织之

(c) ㈠ 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并报告其活动

间的协调得到加强，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后续行

情况的联合国系统实体及其他国际和多边组

动，支助最不发达国家

织增加
㈡ 对最不发达国家产生直接和积极影响的
联合活动增加，包括特别工作组、讲习班、讨
论会、专题小组讨论会、简报和出版物

战略
8.6

为实现以上目标，最不发达国家股的战略重点将是：
(a) 提高人们对最不发达国家特殊需求的认识，并倡导对它们给予特殊待

遇，具体方式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伙伴将《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各项规定
纳入国家发展和合作框架；
(b) 动员国际支助和资源，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包括通过南南
合作；
(c) 加强联合国系统协调和一致性，并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建立伙伴关
系，包括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及其他国际和次区域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支助最不发
达国家实现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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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监测落实《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各项宗旨、
目标和指标的情况，并协调实施具体行动和倡议，旨在处理最不发达国家的脆弱
性问题，以期进行有意义的中期审查；
(e) 在国家和区域二级建设最不发达国家能力，将在国家一级执行关于《伊
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各项宗旨、目标和指标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有效纳入主流，并
就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f) 开展针对这一进程中所有有关利益攸关方的外联和能力建设活动，以便
能够交流经验，并让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执行《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
；
(g) 建立伙伴关系，包括与议会、民间社会组织、基金会、媒体、学术界和
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以支助最不发达国家；
(h) 推动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地参加政府间机构的决策进程，这将有助于实现
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次级方案 2
内陆发展中国家
本组织目标：通过有效应对内陆发展中国家地理劣势造成的挑战，以及成功举办《阿拉木图行动纲
领》十年审查会议，使内陆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多地参加全球贸易系统，进一步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
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在建立高效率的过境运输系统和降低贸易交

(a)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更多具体行

易成本方面取得进展

动，如标准化、简化边界过境手续及制订和修订
过境交通协议

(b) 通过加强机构间协作和合作，成功筹备和组
织进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十年审查

(b) ㈠ 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组织开展的对内陆发
展中国家有直接和积极影响的联合举措增
加，包括实质性援助及技术和财政援助
㈡ 通过一项面向行动的行动纲领、一份面
向行动的宣言和多项面向行动的决议，协助
内陆发展中国家有效参加全球贸易系统

战略
8.7

为实现以上目标，内陆发展中国家股的战略重点将是：
(a) 宣传、倡导和动员包括财政和技术资源在内的支助，以对《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执行情况进行全面 10 年审查，并促进落实审查成果；
(b) 支持在国家、次区域和全球各级建立伙伴关系，促进执行新行动纲领，
以满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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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改善联合国系统和各组织的协调中心与有关的次区域、区域和其他国际
组织之间的联系，加强联合国系统同这些组织的合作与协调，特别是与那些在内
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开展实地业务活动的组织；
(d) 监测和协调实施为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建立高效率的过境运输系
统而制定的具体行动和计划。

次级方案 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本组织的目标：通过成功执行《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
战略》和成功审查《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审查《巴巴多斯行

(a) ㈠ 在全球和区域各级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

动纲领》和《毛里求斯战略》进程中，进一步认

家的宣言、决议和决定增加

识和了解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及其脆

㈡ 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产生直接和积极影

弱性

响的宣传活动增加，包括能力建设讲习班、
会议、简报和出版物

(b) 在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和《毛里求斯

(b) 根据气候变化长期融资倡议公开或正式承诺

战略》成果方面，国际社会增加对小岛屿发展中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方案的发展合作伙伴增

国家的支持，以使他们能够充分适应气候变化

多

(c)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机构间协作和伙伴

(c) 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产生直接和积极影响的

关系得到加强

联合方案和活动增加，包括能力建设讲习班及技
术和财政援助

战略
8.8

为实现以上目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股的战略重点将是：
(a) 在全球和区域各级展开协调一致的宣传活动，增进对包括气候变化挑战

在内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优先事项和特殊情况的认识；
(b) 在全球一级倡导和动员国际支助，寻找资金来源并争取捐助者支助，促
进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和《毛里求斯战略》，包括帮助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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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授权
大会决议
55/2

联合国千年宣言

60/1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65/1

履行诺言：团结一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次级方案 1
最不发达国家
大会决议
55/279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56/227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57/276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58/228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59/244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62/203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63/227

布鲁塞尔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
情况

64/213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65/280

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65/286

执行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毕业的国家的平稳过渡战略

66/213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12-22296 (C)

2003/17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2006/41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执行工作

2007/31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执行工作

2008/37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执行工作

2009/31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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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7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执行工作

2011/9

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
2001/320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次级方案 2
内陆发展中国家
大会决议
58/201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
合作新的全球框架内解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61/212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
的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
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62/204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
的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
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63/2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全球
新框架下满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中期审查成果文件

63/228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
的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
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64/214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
的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
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65/172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
的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
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66/214

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
发展中国家与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
会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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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大会决议
59/311

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国际会议

61/196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
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62/191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
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63/213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
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64/199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
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65/156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
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66/198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
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12-22296 (C)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