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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组织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
总干事的报告
增编
本文件补充 IDB.38/14 号文件所载信息，并介绍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问题高级
别全体会议（千年发展目标峰会）成果文件和工发组织对这次会议的具体贡献。

一. 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全体会议
1. 如 IDB.38/14 号文件所报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全体会议（千年发
展目标峰会）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纽约举行。大会根据秘书长的建议
决定召集这次峰会，主要目标是加快朝着到 2015 年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进
展，同时考虑到已经在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如大会第
64/184 号决议所述）。为此，大会主席指定两名共同协调人即塞内加尔的 Paul
Badji 大使和丹麦的 Carsten Staur 大使，负责领导政府间谈判进程。除官方筹备
进程之外，还有一些相关活动和报告为峰会之前的政府辩论提供了素材。
IDB.37/4 号文件概述了工发组织是如何为这项工作作出贡献的。
2. 千年发展目标峰会包括六次全体会议和六次交互式圆桌会议，为期三天，
峰会的结果是会员国通过了简明的着重于行动的成果。在峰会之外还举办了几
次附带活动和其他相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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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题为“履行诺言：团结一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峰会成果文件 1 重申世界
领导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看法，并制定了到 2015 年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行动议
程。赋予联合国强有力的授权，以继续支持政府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成果文件
以过去十年取得的成功和汲取的经验教训等实例为基础，概要指出所有利益相
关者为加速实现八项目标中的每项目标而应当采取的具体步骤。成果文件还断
言，尽管由于经济和金融危机而有所倒退，许多国家在消除贫穷、提高入学
率、增加获得洁净水的机会和改进健康方面还是取得了明显进步，千年发展目
标仍然是可以实现的。为了有力地推动加快在妇女和儿童健康方面的进展，来
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与私营部门、基金会、国
际组织、民间社会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一道，承诺今后五年向秘书长全球妇幼健
康战略提供超过 400 亿美元的资源。此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以
及商业代表还在峰会上就八项目标中的每项目标作出其他一些重要承诺。
4. 成果文件强调生产性部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缓解贫穷方面的重要作用。
成果文件建议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要能够实现持续、包容和平等的
经济增长，增加生产性就业机会，并促进农业和工业发展。认为促进农业生
产、提高生产率和增进可持续性对于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至为关键，除其他以
外包括发展强大的农业价值链、改进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并发展和传播农业技
术。承认贸易是增长和发展的引擎。除了多哈贸易回合取得圆满成果，强调还
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文件通篇突出强调了技
术在加快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特别是，文件呼吁提供充足和可
预期的财务支持和高质量的技术支持，以及发展和传播适当、负担得起且可持
续的技术，并按照相互商定的条件转让这类技术。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构成严重危险和挑战，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对于保障和推动朝
着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取得进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文件大力支持增加获得负
担得起的能源的机会，提高能源效率并确保能源的来源和使用具有可持续性。
5. 千年发展目标峰会成果文件将作为工发组织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的指导。

二. 千年发展目标峰会期间工发组织所作贡献概述
6. 在纽约出席 2010 年 9 月至 20 日至 22 日举行的千年发展目标峰会期间，总
干事参加了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在联合国研究方案范围内举办
的一次小组讨论，主题是“千年发展目标：我们能否信守承诺？”小组由五名
联合国高级代表组成，小组呼吁重申减轻贫穷的急迫性，指出尽管全球金融和
经济危机导致倒退，但如果世界领导人信守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这些目标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对工发组织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强调普遍获
得能源对于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至为关键。
7. 2010 年 9 月 17 日，总干事参加了由世界能源论坛举办的联合国能源问题高
级别会议。总干事作为联合国能源机制主席，在会议开幕时作了主旨发言。这
次高级别活动侧重于易获得的、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认为这是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的前提条件，并寻求制定路线图，说明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
民间社会如何有效合作，实现可持续获得能源，造福所有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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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千年发展目标峰会之外，工发组织举办了联合国秘书长能源和气候变化
问题咨询小组/联合国能源机制第三次联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能源和气候变
化咨询小组/联合国能源机制的工作组宣读了关于其最近活动的介绍，并讨论了
预订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0 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期间可能举行的附带活动。还向会议通报了新设立
的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问题高级别小组最近的活动。会议还讨论了加强联合国
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能源方面协作的问题，包括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机制与私营
部门公司协作。
9. 在工发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共同举办、联合国基金会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在纽约主办的高级别附带活动的议程上，今后二十年消除能源
贫穷和需要采取全球行动促进获得能源占据最重要位置。世界领导人参加了这
次活动，其中包括奥地利总统 Heinz Fischer 先生、塞内加尔总统 Abdoulaye
Wade 先生、埃塞俄比亚总理 Meles Zenawi 先生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以及
其他官员。他们都表明支持这项全球行动，支持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筹集资金
和制定相关目标、政策和措施。其他著名的与会人员包括挪威前首相和世界卫
生组织（卫生组织）总干事 Gro Harlem Brundtland 女士、爱尔兰前总统和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Mary Robinson 女士、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主席
Rajendra Pachauri 先生、知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并就能源和环境挑战撰写
了一些受到广泛称赞的书籍的 Thomas L. Friedman 先生。
10. 发言者强调能源始终是“遗漏的”千年发展目标。指出全世界有近 30 亿人
依靠传统的固体燃料烧饭和取暖，逾 15 亿人不能用电。获得可靠的现代洁净能
源服务将大大减轻贫穷、增进两性平等、改进健康并促进经济发展。与会者指
出普遍获得能源的障碍并非技术性的，并强调社会各方面对提升能源获得在政
治和发展议程中的位置缺乏承诺。他们一致认为下一届联合国大会需要宣布
2012 年为普遍获得能源年。这样的举动将预示着关于获得能源的全球行动的开
端并给这个关键问题增添新的活力。
11. 在这次能源问题附带活动期间，联合国与国际能源署（能源署）之间独特
的伙伴关系为及早发布《2010 年世界能源展望》题为“能源贫穷：如何让全球
人口都获得使用现代能源的机会”的一章提供了机会。能源署的报告是与工发
组织和开发署一道编写的，该报告就能源贫穷问题提供了新的详细的分析和数
据。报告指出，只有在另外 3.95 亿人能够用电、另外 10 亿人能够使用将有害烟
尘降到最低的现代做饭设施的情况下，到 2015 年消除极端贫穷这一目标才有可
能实现。
12. 2012 年 9 月 21 日，总干事还参加了由美国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 女士主办
的一次活动。国务卿宣布美国将在今后五年为一个称作“全球清洁炉具联盟”
的项目提供约 5,000 万美元种子资金。十几个其他伙伴还将捐助 1000 万美元或
更多，其中包括政府、多边组织和公司赞助人。暴露于传统炉具和明火产生的
烟尘每年导致 190 万人提前死亡，而妇女和幼童受害最大。工发组织目前正在
探讨如何能够为这一举措作出贡献，包括促进技术转让机制以及制定标准和建
立测试设施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制造清洁炉具。
13. 在峰会期间，总干事还参加了关于“处理新出现的问题和不断变化的办法”
的圆桌讨论会。这是为峰会筹划的一次主要官方活动。会议由芬兰总统 Tanja
Halonen 女士和斯洛文尼亚总统 Danilo Türk 先生主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多名部长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系统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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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代表出席了会议。主要议题是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粮食安全、
政策问责和冲突的影响。一致认为要实现全球复苏，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应作为这一模式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必须促进自高
碳至低碳的转变，实现资源效率较高的绿色增长，将绿色工业视为主要增长引
擎。总干事强调，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对于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必
不可少，特别是在增强妇女能力和减缓贫穷方面。在目前的全球范围内，关键
是确保可持续的复苏和获得能源，同时通过生产性活动特别是为青年创造财富
和工作岗位。确保最近在西非等贫穷区域发现的石油有利于平衡和包容性增长
也很重要。
14. 在千年发展目标峰会最后一天，举行了由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主持的联合国
私营部门论坛。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系统的代
表约 300 人出席了这次论坛，以查明采取哪些方式方法，加快朝着到 2015 年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并确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论坛还提供一次机会，
使商业界可以交流他们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已经采取的行动，并就如何使商业
界参与支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向政府和联合国提出建议。与会者就下列问题举
行了专题讨论：贫穷与饥饿；妇幼保健和艾滋病毒/艾滋病；通过创新型信息和
通信技术获得教育；金融包容方面的创新；增强妇女能力和实现平等；以及绿
色经济。工发组织总干事担任绿色经济小组的首席讨论人，该小组重点探讨所
有利益相关者以满足全球能源和资源需要并促进可持续增长的方式相互协作的
机会，同时保证环境和处理气候变化。与会者强调资源优化、水和能源效率、
污染管理、能源和碳定价政策和获得现代、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的重要性，认
为这是实现绿色增长的关键问题。此外，还认为减缓贫穷是绿色增长的核心，
而反过来绿色增长只能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因此绿色工业是这些努力的根本所
在。

三. 结论
15. 千年发展目标峰会成果文件和总干事参加的各种活动的辩论和提出的观点
将对工发组织通过促进可持续工业发展而加快朝着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的
各项工作起指导作用。如 IDB.38/14 号文件所报告，工发组织将千年发展目标视
为其各项活动的总框架，并认为具有竞争力并在环境上可持续的工业对于加速
经济发展、减少贫困并加速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四.

需要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6. 理事会似宜注意到本文件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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