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020/15/Add.1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8 Ma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0 年届会
2020 年 7 月
议程项目 15
区域合作

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的区域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西亚经济社会
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摘要
本文件是秘书长关于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的区域合作的报告的增编，其中
载有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安曼举行的第六届特别会
议、非洲经济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9 日以虚拟方式举行的委员会主席团特别会议
以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以虚拟方式举行的第七十六
届会议通过或认可的决议和决定信息。这些决议和决定全文可查阅：
www.regionalcommissions.org/our-work/regional-commissions-sessions-resolutionsand-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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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1.

2019 年 12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安曼举行的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六届特别会

议通过了第 336(S-VI)号决议。根据该决议提出以下决议草案，供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采取行动：

决议草案
接纳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为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表示注意到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安曼举行的第
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2019 年 12 月 21 日第 336(S-VI)号决议，见本决议附件，
核可接纳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为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
附件
第 336(S-VI)号决议
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申请加入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表示注意到 2019 年 9 月 14 日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给西亚经济社会委
员会秘书处的信，其中索马里请求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委员会，
又表示注意到 2019 年 10 月 21 日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给委员会秘书处的信，
其中阿尔及利亚请求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委员会，
回顾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8 年 7 月 22 日第 2008/8 号决议于 2008 年接
纳苏丹加入委员会，根据理事会 2012 年 7 月 10 日第 2012/1 号决议接纳利比亚、
摩洛哥和突尼斯加入，并根据理事会 2015 年 7 月 22 日第 2015/32 号决议接纳毛
里塔尼亚加入，
又回顾其 2012 年 5 月 10 日第 302(XXVII)号决议，其中邀请所有阿拉伯国
家加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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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申请加入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2.

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接受这两项申请；

3.

请委员会执行秘书就本决议执行情况采取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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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A.

非洲经济委员会
2.

2020 年 3 月 17 日，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主席团同意举行主席团部

长级特别会议，由任命为主席团成员的成员国部长参加，以便在非洲财政、规划
和经济发展部长会议第五十三届会议因全球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病推
迟召开后满足秘书处的法定要求。
3.

因此，非洲经委会秘书处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召开非洲财政、规划和经济发

展部长会议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团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与非洲
经委会 2021 年方案计划和预算有关，另一项与 COVID-19 有关。决议摘要如下，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
第 970(LIII)号决议
2021 年方案计划和预算
4.

非洲财政、
规划和经济发展部长会议通过了委员会 2021 年方案计划和预算。

会议请委员会执行秘书继续支持委员会努力争取必要的额外资源，以便对冠状病
毒病(COVID-19)大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后果进行至关重要的循证分析，以此为基础
协助区域采取必要战略和措施，减轻 COVID-19 对非洲国家发展前景的影响。会
议又请委员会与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协作，应成员国要求设计电子学习和
量身定制的培训和能力发展方案；根据《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 年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组织和协调会议，并报告《框架》执行情况。最
后，会议要求委员会通过在数字科学、司法和教育部门培养包容性数字技能和人
的能力，支持会员国、区域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实施非洲数字转型战略。
第 971(LIII)号决议
冠状病毒病
5.

非洲财政、规划和经济发展部长会议呼吁采取行动克服冠状病毒病(COVID-

19)造成的人类危机；刺激经济，减轻大流行病造成的经济影响；向私营部门提供
流动资金；支持国际贸易以及基本医疗用品和粮食畅通无阻地流动；并支持各国
政府的恢复工作。
6.

部长会议又请委员会执行秘书与其他伙伴一道，继续与非洲财政、规划和经

济发展部长合作，解决非洲国家面临 COVID-19 对其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冲击所关
切的问题。

B.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7.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0 年 5 月 21 日以虚拟形式举行的第七十

六届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决议，摘要如下，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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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1 号决议
在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合作，以推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
发展
9.

委员会鼓励成员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加强海洋和海洋资源方面的区域经济、社

会和环境合作，以造福所有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为
此提高成员国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的能力，并确保以无害环境和包容各方的方式
发展经济；鼓励执行各项政策，减少各种来源的海洋污染，特别是海洋塑料污染，
目标是到 2050 年将海洋塑料垃圾造成的额外污染减少到零；促进北南、南南和
三方合作，以建设能力，交流信息，缔结公私和民间社会伙伴关系，使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在减少灾害风险和灾后恢复方面促进伙伴关系和发展创新办法，交流信息和专门
知识，从而建设复原力和多灾种预警系统；加强各级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政策协调，
包括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政策协调。
10. 委员会又请执行秘书继续加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的伙伴关
系；加强和促进国家能力，并应请求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提供技术援助，以有效执
行相关的国际商定公约，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支持各国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分享
经验，并加强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方面的合作；加强和促进国家衡量和
核算海洋可持续发展进展情况的能力；与全球和区域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密切协作，
支持就海上的可持续互联互通问题系统开展区域对话，并将此作为委员会促进区
域可持续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工作的一部分。
第 76/2 号决议
开展区域合作，在亚洲及太平洋应对大流行病和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
11. 委员会重申国际和区域合作对加强所有成员的复原力应对大流行病和其他
相关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委员会肯定确保基本货物和服务持续流
动和人员流动的重要性，从而克服大流行病的不利影响带来的挑战。委员会鼓励
各国重点指出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病给数百万人造成的不平等差距、贫
困和日益加剧的健康风险，并强调从 COVID-19 危机中复苏为亚洲及太平洋更好
地重建提供了机会，包括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立更为平等、包容和
可持续的机构、经济和社会，使之能够尊重人权、面对未来任何大流行病和区域
面临的其他相关危机更有复原力。委员会重申可持续发展行动和交付十年，并重
申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鼓励委员会所有成员采取行动，促进可加强全
球团结应对 COVID-19 疫情的措施。
12. 此外，委员会请执行秘书分析亚太区域从 COVID-19 以及其他大流行病和类
似大规模危机中复苏的能力，并就各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采取
具体而协调的行动提出见解，包括就应对 COVID-19 以及区域今后的大流行病和
大规模相关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提出建议，同时铭记初期应对工作的经验和最佳
做法，使各国能够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好地进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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