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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促进共同发展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简称经社部，其主要职

责是帮助世界各国应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

的挑战。我们的工作从联合国发展议程开始：该议

程反映人类进步的共同愿望，根植于自由、平等、

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和相互负责等价值观。

联合国发展议程代表着国际社会在广泛议题上达成

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共识，涉及扶贫、卫生、赋予妇

女权能、治理、融资和环境等诸多领域。

“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外，发展议程还包括影响国计民生的一系列

跨领域问题，从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的不均衡，到

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危机，包括气候变化，还涵盖

发展与冲突的关系等。

经社部致力于促进共同发展，特别关注最弱势群体

的发展。这反映了它从根本上关注各国内部和各国

之间的公正与平等，无论其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的

高低。

促进共同发展不仅意味着达成全球协议，在根本上

更意味着采取实际行动。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确定

最为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并审查应对这些问题的政

策选择。所有利益攸关方应一起，就目标、指导原

则和解决方案等达成共识。各国承诺采取具体行

动，并制定具有时限的目标，在全球、区域、国家

和地方各层面将承诺转化为行动，并对取得的进展

进行检测和评估，确保采取有效行动并取得成果，

尤其是为了那些最需要帮助者。经社部向所有这些

行动提供支持。

联合国系统中的经社部
经社部属联合国秘书处，经费来源于会员国会费。

该部于1997年改组成目前形式，由沙祖康副秘书长

领导。沙祖康先生作为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

书长，负责经社部管理工作，向秘书长提出社会、

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咨询意见，并与各国政

府、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发展重要的伙伴关

系。该副秘书长还负责召集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

员会、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发展规划和倡议网络等会

议，并兼任由联合国秘书处十个实体部门实施的联

合国经常预算的发展账户的方案主管。

沙祖康先生还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秘书长。该

会议，又称里约＋20。

在指导和管理经社部过程中，副秘书长由两位助理

秘书长协助工作，一位负责经济发展事务，另一位

负责政策协调和机构间事务。

建立全球共识
重视所有人民和国家的公平参与是联合国的独特之

处，并使发展议程具有普遍合法性。经社部通过组

织联合国会员国授权召开的全球会议和峰会，帮助

各国在可持续发展、人口、社会发展、发展筹资和

其他关键领域寻求共同立场，制定行动计划。这些

会议的目的是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更自由的生活和更

高的生活水平——即《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划的愿

景，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发展战略。

经社部支持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经社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审议工作和共识建

设。该部促进高层介入多个全球发展问题，并支持

包括联合国系统、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等各利益攸

关方在内的广泛协商。

在过去十年里，各方达成的共识已经通过民间社会

组织更多地参加联合国的审议而变得更具包容性。

在经社部外联方案的协助下，数量众多、经认可的

民间社会代表每年都参加经社理事会会议及其职能

委员会和论坛会议。



开展前沿性研究

经社部的专业人员从事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研

究，找出趋势并分析政策选择。他们的工作对于联合国的

谈判协商至关重要，并对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合作努力提供

指导。每年经社部的刊物以印刷品和电子格式的形式在全

世界发行。

经社部的分析工作包括评估世界经济和社会局势，此项工

作是自194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对话的主要内容。经社部在

开展其调研时还借助60多个国家的大学、私人研究组织、

政府机构和中央银行的专家。

此外，经社部在监测和执行全球经济和社会进展承诺方

面，包括在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经社部

在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和森林等方面的国

家报告中综合分析数据和资料，全面审查发展筹资、能

源、饮水与卫生、消费与生产以及公共管理等诸多方面的

进展。

经社部还监督全球统计系统，拟定世界上广为使用的权威

性人口估算和预测。这些统计为有依据的评估和制定实现

发展目标的战略提供了基础。

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大会

国际营养会议

国际人口与发展
会议

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可持续发展全
球会议

第四次妇女问
题世界会议

社会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

第二届联合国
人类住区会议
（人居二）

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

千年首脑会议

世界教育论坛

社会问题首脑会议＋5

关于《北京宣言和行
动纲要》5周年审查的
大会特别会议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
脑会议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关于儿童问题的大会特
别会议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5

关于内陆和过
境发展中国家
的国际部长级
会议

信息社会世界
首脑会议

自1990年以来的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时间表

联合国世界金融和经
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
影响会议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
会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05年世界首脑
会议

《哥本哈根宣言
和行动纲要》的
10周年审查

《北京宣言和行
动纲要》10周年
审查

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
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
后续国际会议

就千年发展目标举行
的高级别活动

《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要》的15周年
审查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15周年审查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

《关于实施〈巴巴多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
的5年期审查

第四次联合
国最不发达
国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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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各国发展能力  经社部根据请求，为各

国政府就如何将联合国有关峰会和会议制定的政策框架

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和项目提供咨询意见。此外，经

社部为制定和实施成功的国家政策和项目提供能力建设

方面的支持。它还提供许多分析和方法工具，供国家层

面的伙伴们使用。

从全球承诺到国家行动 在联合国发展议

程框架下，经社部各部门及各办公室在促进惠及全民的

发展方面履行关键职能。

    经社理事会支助与协调厅 
     www.un.org/esa/coordination/

经社理事会支助与协调厅协助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就全球发展问

题达成共识。其所采取的方法是，通过经社部和整个联合国系

统的实质性分析和建议，促进各会员国之间的谈判。支助与协

调厅就联合国发展议程后续行动提供咨询意见，特别是通过年

度部长级审查和多利益攸关方发展合作论坛。支助与协调厅积

极协调联合国各机构，包括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并与民间社

会建立联系。每年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申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

咨商地位。

    社会发展司  www.un.org/index

社会政策与发展司通过其分析和规范性工作促进宣传和了解消

除贫穷、创造就业和融入社会等核心社会问题。该司协助各国

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制定社会政策，促进更为安全、公正、

自由和包容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成员——青年、老

人、富人、穷人、残疾人、土著人——都是积极参与者。该司

的工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柱十分关键。它还是社会发展

委员会、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秘书处。

    可持续发展司  www.un.org/esa/dsd

可持续发展司是联合国系统内发展问题的权威性专门机构，确

认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权利，并全面整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

保护三个方面。该司作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秘书处，促进包容

性参与和伙伴关系，通过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促进可持续发

展。该司推动实施21世纪议程和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以及巴

巴多斯行动方案和毛里求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该司同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借调的工作人员一道，组成将

于2012年6月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的秘书

处。

    统计司  unstats.un.org

统计司负责加强全球统计系统。该司作为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秘

书处，协调全球统计活动，编写和传播统计资料，制定统计方

法标准和准则，向各国统计系统提供支持。该司还协助各成员

国获得联合国统计数据，范围包括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

地理数据，可通过联合国数据库（UNdata）在线免费获取。

     人口司  www.unpopulation.org

人口司研究人口变动，监测世界范围的人口趋向和政策。该司

在生育率、死亡率、国际移徙和城市化，以及在人口数量和结

构等方面为所有国家进行人口估计和预测，该估计和预测被联

合国系统各部门、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等在推算数据指标、推

导数据模型、制定政策与规划、推广信息和宣传等方面广泛使

用。人口司作为人口与发展委员会实务秘书处，还负责监测千

年发展目标第5项下达到妇幼保健有关指标所取得的进展。

  发展政策分析司  www.un.org/esa/policy

发展政策分析司是联合国内的主要发展研究单位。其目标是为

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确保各国和它们的人民从日益一体化的

世界经济中获益提供分析基础。该司的核心职能包括监测全球

经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改善联合国发展议程的实施

而分析新的长期发展趋势，审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并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政策分析方面的支持，以使它们更好地整合宏观经

济、社会和环境政策。

    公共行政司  www.unpan.org/dpadm

公共行政和发展管理司协助各国建立公共机构和政府能力，促

进可持续发展、推动公共部门改革和改善服务的提供。该司的

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的目的是：促进以透明、问责和公民参与

原则为基础的面向公民、高效、高能的政府。该司强调公共管

理方面的创新，尤其是电子政务和扩展信息社会。

    森林论坛秘书处  www.un.org/esa/forests

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在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森林原则声

明、全球森林目标和所有类型森林的无法律约束力文书的基础

上，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秘书处是所有与森林问题相关事项

的联合国协调中心，支持论坛有关全球森林政策制定、实施和

协调工作。秘书处还就森林筹资等关键问题提供信息和分析。

为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在森林方面的合作，它还是森林合作伙伴

关系的秘书处。

     发展筹资厅  www.un.org/esa/ffd

发展筹资厅为在各级执行蒙特雷共识和多哈宣言中的协议和承

诺的持续后续行动提供秘书处支助。为此，该厅推动具有包容

性的政府间进程，并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以协调统筹

处理以下领域的问题，包括：国内资源动员、私人投资流动、

国际贸易、官方发展援助、外债和全球金融及经济体系与架

构。

    能力发展厅  www.un.org/esa/cdo/

能力发展厅支持主管经社部副秘书长监督以能力发展为目的的

资源使用。在部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能力发展厅帮助成员国

制定、协调能力发展战略。能力发展厅还支持经社部积极参与

作为联合国发展集团成员的工作。该厅通过包括区域和国家层

面的合作机制，促进经社部在规范性和分析方面的工作与联合

国全系统业务的联系。能力发展厅还帮助经社部动员合作伙伴

关系，支持能力建设活动。

    战略规划股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about/strategic-planning

战略规划股支持副秘书长确定和实现经社部战略目标，在特定

领域促进全部门的行动，围绕关键的实质性优先事项，努力加

强经社部与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联

系与合作。该股是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也是经

社部参与政策委员会工作和其他战略规划过程的协调中心。它

还领导经社部有关冲突、灾害和发展特别工作组的工作。

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会议 
(里约＋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