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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新闻部经与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协商后出版



—联合国秘书长  

 2015年2月

“�今天，全球仍有17个非自治领土属于本委

员会(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我呼吁国际社会努力解决自治问题，找到

开展非殖民化进程的创新务实方法。在此

努力中，我们应遵循庄严载入《联合国宪

章》和大会有关决议的各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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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土
列为非自治
领土的领土

管理国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I 人  口I

欧  洲

直布罗陀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5.8 33,140

太平洋

美属萨摩亚  1946年以来 美国 200 55,170

法属波利尼西亚 
1946至1947  
2013年以来

法国 3,600 271,800

关岛 1946年以来 美国 540 159,358

新喀里多尼亚 
1946至1947 
1986年以来

法国 18,575 268,767

皮特凯恩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35.5 39

托克劳 1946年以来 新西兰 12.2 1,411

I.      所有数据均取自联合国秘书处2016年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工作文件；西撒哈拉数据取自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的联合国数据库(http://data.un.org)。

II.   西班牙于1976年2月26日通知秘书长，自该日起终止西班牙在撒哈拉领土上的存在，并认为有
必要正式宣布，鉴于西班牙已停止参与为该领土设立的临时行政体制，其认为西班牙从此免去
与管理该领土有关的任何国际责任。1990年，大会重申西撒哈拉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有
待西撒哈拉人民予以了结。

III.  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两国政府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存在主权争端 
(见ST/CS/SER.A/42)。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继续适用的领土 
(截至2016年)

领  土
列为非自治
领土的领土

管理国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I 人  口I

非  洲

西撒哈拉 1963年以来 II 266,000 586,000

大西洋和加勒比

安圭拉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96 15,700

百慕大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53.35 65,187

英属维尔京群岛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153 28,200

开曼群岛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264 58,238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III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12,173 2,500

蒙特塞拉特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103 5,000

圣赫勒拿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310 5,765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1946年以来 联合王国 948.2 36,689

美属维尔京群岛 1946年以来 美国 352 10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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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端。

本地图所示边界和名称以及所用称谓并不表明其得到
联合国的正式核可或认可。

非自治领土

管理国 

美属萨摩亚

皮特凯恩

托克劳

百慕大

英属维尔京群岛

圣赫勒拿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直布罗陀

蒙特塞拉特

安圭拉

美属维尔京群岛
关岛

新喀里多尼亚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

开曼群岛

西撒哈拉

法属波利尼西亚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

法国

联合
王国

新西兰

* 阿根廷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端。

本地图所示边界和名称以及所用称谓并不表明其得到
联合国的正式核可或认可。

非自治领土

管理国 

美属萨摩亚

皮特凯恩

托克劳

百慕大

英属维尔京群岛

圣赫勒拿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直布罗陀

蒙特塞拉特

安圭拉

美属维尔京群岛
关岛

新喀里多尼亚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

开曼群岛

西撒哈拉

法属波利尼西亚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

法国

联合
王国

新西兰

非自治领土



 

8

1964年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问题小组委员会在伦敦。 

摄于委员会成员抵达伦敦机场时：(从左至右)联合国主管托管 

和非自治领土的副秘书长Godfrey K. J. Amachree先生； 

Gershon Collier先生(塞拉利昂)；南罗得西亚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 

Sori Coulibaly先生(马里)；Danilo Lekic先生(南斯拉夫)； 

南罗得西亚问题小组委员会秘书Tesfaye Gebre-Egzy先生(埃塞俄比亚)。 

1964年5月30日/© 联合国图片库/MH

历史背景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有7.5亿人

即世界人口的几乎三分之一生活

在非自治领土，依赖于宗主国。

今天，只有不到200万人生活在此种

领土。

《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第七十三

和七十四条)所确立的原则继续指导

联合国的非殖民化努力，包括尊重所

有人民的自决。

《联合国宪章》第十二章(第七十五

至八十五条)还设立了国际托管制

度，第十三章(第八十六至九十一条)

设立了托管理事会，负责监管某些称

为“托管”领土的领土。这些领土根

据分别与管理国签订的协议，或按照

国际联盟的授权接受正式管理，或脱离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或由负

责管理的国家自愿将其纳入国际托管制

度。有11个领土被纳入了该制度。

自联合国创立以来，已有80多个前殖

民地获得了独立。其中，所有11个托

管领土均通过独立或与独立国家自由

结合的途径实现了自决。今天还剩下

17个非自治领土。

《宪章》规定，管理国应承认附属领

土居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同意促进领

土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方面取

得进展，协助发展适当的自治形式，

同时考虑到各领土人民的政治意愿，

顾及其所处的发展和进步阶段。



 

《宪章》还规定管理国有义务向联合

国报告领土的情况。联合国监测领土

逐步实现自决的情况。

大会为加快非殖民化的进展，于1960
年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这份称为《非殖民化宣言》

的文件申明所有人民均有自决权，宣

布应迅速、无条件地结束殖民主义。

1962年，大会设立了非殖民化特别委

员会(正式名称为“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

会”)，负责监测《宣言》的执行情

况，并就其适用问题提出建议。 

1990年，大会宣布1990至2000年为铲

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并通过了《行

动计划》。2001年，宣布了第二个铲

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2011年，大会

宣布2011至2020年为第三个铲除殖民

主义国际十年。

10

第三个铲除殖民主义
国际十年，

非殖民化 十
年
促
进
展

联 合 国

年

一位妇女参加2007年托克劳自决全民投票。

© Lone Jessen/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规定， 

非自治领土管理国有义务充分 

增进领土居民的福利， 

促进建设性的发展措施，并在合适的

时间和地点与联合国等有关国际机构

共同为此努力。以下列出 

向非自治领土提供援助的

一些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 

能够如何协助 

非自治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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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该股还按照大会相关决议提供支

助，改善委员会与管理国的合作，与

非自治领土代表保持联系，及与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发展关系，以进

一步推动非殖民化并彻底结束殖民主

义。支助行动包括密切跟踪非自治领

土发生的情况，开展研究，编写工作

文件、报告及分析和简报材料。

如果管理国和领土人民提出请求，

该部的选举援助司可为举行决定领

土未来地位的全民投票提供技术咨

询意见，或观察全民投票进程。例

如，2006年2月和2007年10月，选举援

助司一名选举专家与非殖民化特别委

员会成员应邀前往托克劳监督全民投

票，决定是否通过与新西兰自由联合

实现自治。

联合国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又称“关于非殖

民化问题的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

负责促进全面执行大会1960年《非

殖民化宣言》。为此，特别委员会

根据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有关决

议，按照具体情况采取以下行动： 

(一) 不断审查非自治领土的政治、

经济、社会状况；(二) 介绍领土的

事态发展；(三) 促进领土特定的当

前的非殖民化进程；(四) 就《宣

言》规定的非殖民化备选办法提供

咨询意见；(五) 每年举办区域研讨

会，与领土和民间社会的代表以及专

家展开面对面讨论；(六) 派遣实况

调查和咨询视察团前往各领土。

政治事务部非殖民化股向非殖民化特

别委员会和大会在以下方面提供实质

性支助，包括：年度会议审议17个剩

余非自治领土的情况；筹备和举办在

加勒比区域和太平洋区域轮流进行的

研讨会；进行考察访问；为执行委员

会经授权的工作方案而开展的其他活

2016年2月25日非殖民化委员会(二十四国特

别委员会)的开幕会议。© 联合国图片库/
Vanya Dimitrova

一名选举干事在设于因努库诺努医院的

简易投票间核实选民的选票。托克劳法

考福。2007年10月24日© 联合国/Ariane 
Rumm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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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情

http://www.un.org/en/decolonization/  
http://www.un.org/undpa/elections

Decolonization Uni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new York, nY 10017 u.s.a. 
dpadecolonizationunit@un.org

ElEctoral assistancE 
Division—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new York, nY 10017 u.s.a. 
电话：+1-212-963-8737   
传真：+1-212-963-2979
ead@un.org

新闻部利用传统的和新的信息和通信

技术，汇编和传播非殖民化进程的信

息。此外，新闻部，包括位于世界各

地的联合国新闻中心，还利用所有通

信平台传播有关非自治领土的信息，

并向非自治领土传播信息。新闻部与

政治事务部非殖民化股密切合作，更

新和维护联合国6种正式语文(阿拉伯

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的联合国非殖民化网站。

详  情

http://www.un.org/en/sections/
department-public-information 

palestine, Decolon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sectio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new York, nY 10017 U.s.a. 
电话：+ 212 963 6846
pdhrs-dpi@un.org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

经委会)已接受若干非自治领土为

准成员。加勒比发展和合作委员会 

(发合会)是拉加经委会的常设附属机

构。非自治领土作为发合会准成员，

能够以正式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全

球会议，获得技术和咨询服务，并受

益于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下列领土

享有准成员地位：安圭拉、百慕大、

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

联合国大会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颁布50周年。2010年12月14
日，纽约，联合国。© 联合国图片库/Evan 
Schneider 

拉加经委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社会发展问题区域会议，2015年11月。© 秘鲁发展和社会包容部

 外交 . 预防 . 行动

联合国政治事务部

http://www.un.org/en/decolonization/
http://www.un.org/undpa/elections
mailto:dpadecolonizationunit@un.org
http://www.un.org/en/sections/department-public-information
http://www.un.org/en/sections/department-public-information
mailto:PDHRS-DPI@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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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

尔京群岛。[1] 

详  情

http://www.cepal.org/e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av. Dag hammarskjölD 3477
vitacura, santiago De chile

电话：(56-2) 2471 2000 • 2210 2000
邮政地址：casilla 179-D,  
santiago De chile

邮政编码：7630412 [2]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委员

会(亚太经社会)已接受美属萨摩亚、

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新喀里多尼

亚为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特别

小组的准成员。[3] 特别小组每两年举

行一次会议，为此类国家和准成员本

着区域合作精神解决所面临的特殊问

题和困难提供一个专门论坛。准成员

通过在亚太经社会的地位，能够作为

正式观察员参加联合国全球会议，获

得技术和咨询服务，并受益于培训讲

习班和研讨会。

详  情

www.unescap.org 

EscaP subrEgionaL officE for Pacific

level 5, kaDavu house 
414 victoria paraDe 
pmB, suva, Fiji 
电话：+679 323 7700
e-mail: registry.epo@un.or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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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 

(最不发达等国家高代办)可向非自治

领土提供协助，具体途径是按其任务

协调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发展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注重

履行七个领域的承诺，致力于减少贫

穷、促进可持续发展。最不发达等国

家高代办可协调采取后续行动，开展

适当的宣传工作，调动资源，为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进行集体协商提供支

助。

4 资料来源： http : / /www.unescap.org/
subregional-office/pacific/contact-us

1 资料来源：http://www.cepal.org/en/estados- 
miembros

2 资料来源：http://www.cepal.org/en  

亚太经社会亚太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政府

间会议的与会者，2015年1月27日，曼谷。 

© Saskia Ketz

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文

化开幕式，2014年8月31日，萨摩亚艾帕。 

© 联合国图片库/Evan Schneider

3 资料来源：http://www.unescap.org/about/
member-states   

http://www.cepal.org/en
http://www.unescap.org
mailto:registry.epo@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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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情

http://www.un.org/en/
peacekeeping/missions/minurso 

MINURSO-HQ 

laâYoune p.o. box 5846 
grand central station (gcs) 
new York, nY 10163-5846, usa

总机：
+ 212-528 986 000
+ 1-212-963195 2/195 3/5
+ 39-0831 242(加分机号码最后三位数)

minursoinformationofficer@un.org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基会)

儿基会东加勒比地区办事处涵盖8个
国家和安圭拉、英属维尔京群岛、蒙

特塞拉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这4
个非自治领土。其工作重点是儿童

早期培育、教育、体制改革(包括建

设适合儿童特点的学校)、加强数据

系统、儿童保护、社会和经济政策改

革，还包括在《儿童权利公约》范围

内开展宣传和能力建设工作。

详� 情

http://unohrlls.org/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10017 u.s.a. 
电话：+1 212-963-9077 
电话：+1 212-963-9078
ohrlls-unhq@un.org [5]

安全理事会 1991年 4月 29日第 690 
(1991)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西撒哈拉

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所依

据的是1988年8月30日由摩洛哥和萨

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

线(波利萨里奥阵线)达成的和解建

议。该和解计划由安全理事会核可，

规定了过渡期，以筹备全民投票，供

西撒哈拉人民选择是独立还是融入摩

洛哥。虽然迄今未能组织全民投票，

但特派团执行了所规定的其他任务。

目前，西撒特派团继续在该领土参与

一些活动，包括监测停火，减少地雷

和未爆弹药的威胁，同时为执行建立

信任措施提供支持。

5 资料来源：http://unohrlls.org/press-releases/
media-contacts/

西撒特派团观察员，西撒哈拉。© 联合国图
片库/Martine Perret

儿基会报告：安圭拉学校的做法，2014年。 

© 儿基会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missions/minurso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missions/minurso
mailto:minursoinformationofficer@un.org
http://unohrlls.org/
mailto:ohrlls-unhq@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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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和财政管理、经济统计数

字收集和管理、减灾和重新安置与恢

复方案、维护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能

力建设。

开发署2002年设立了“加勒比区域技

术援助中心”项目，在金融部门监

督、制定风险管理准则领域向安圭拉

提供了援助。开发署还执行“开展减

灾、能力建设、体制构建，支持蒙特

塞拉特灾后重新安置方案”项目，为

蒙特塞拉特提供了协助。

开发署对托克劳的援助侧重于加强总

体自治能力，包括提供资金支持公共

行政改革、能力建设、电信发展，和

提供必要资金、开展必要项目，解决

关键的环境管理挑战，包括可持续自

然资源管理、减灾措施等。

开发署还为非自治领土的若干倡议和

活动提供了非项目形式的支助。

详� 情

www.undp.org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BARBADOS 
AND THE OECS

un house, marine gardens, 
christ church, barbados 
电话：+ 1 (246) 467 6000 
传真：+ 1 (246) 429 2448

儿基会太平洋办事处涵盖14个太平洋

岛国和领土，其中包括托克劳。其总

体目标是与合作伙伴合作，为太平洋

区域的儿童和妇女取得更好的成果，

包括改进政策和立法，增加获得高质

量社会服务的机会，为进行规划和开

展监测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此外，儿

基会太平洋多国方案还注重以下方

面：幼儿培育；教育；健康，包括防

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营养；水和环

境卫生；儿童保护；开展维权宣传，

通过交流信息改变行为；收集、分析

有关儿童和妇女的数据。儿基会帮助

托克劳出席同上述方案领域有关的太

平洋区域会议。

详� 情

www.unicef.org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OFFICE FOR THE EASTERN 
CARIBBEAN AREA

Post Office Box 1232
UN House, Marine Gardens
Christchurch, Barbados
电话：+ 246 467 6000
传真：+ 246 436 2812
bridgetown@unicef.org 
www.unicef.org/barbados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PACIFIC OFFICE 

fiji development bank building,  
3rd and 5th floors, 360 victoria parade

suva, fiji

电话：+ 679 330 0439
传真：+ 679 330 1667
suva@unicef.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可在以下

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和政策咨询：宏观

开发署在托克劳法考福支助的可再生能源

试点项目“能源项目”总经理Tomasi Tafia
解释该项目如何通过太阳能发电供电。 

© 联合国/Ariane Rummery

http://www.undp.org
http://www.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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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应对灾害和冲

突；生态系统管理；环境治理；处理

化学品和废物；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不断审查环境状况。

环境署有6个区域办事处：肯尼亚内

罗毕的非洲办事处；泰国曼谷的亚洲

和太平洋办事处；瑞士日内瓦的欧洲

办事处；巴拿马巴拿马城的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办事处；美国华盛顿特区的

北美办事处；巴林麦纳麦的西亚办事

处。环境署通过这些办事处开展下列

工作：促进政府间政策对话和区域合

作；增强各国的环境管理和应急能

力；提高认识，加强信息交流；将全

球政策化为区域和国家的行动。

详� 情

www.unep.org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ited nations avenue, gigiri

po box 30552, 00100, nairobi, kenYa

电话：+254 20 762 1234
unepinfo@unep.org 

p.o. box 625c, barbados 
registrY.bb@undp.org

http://www.bb.undp.org/ [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COOK IS. 
NIUE SAMOA TOKELAU

un building 
four corners matautu uta 
apia 
samoa
电话：+ 685 23670
传真：+ 685 23555
registrY.ws@undp.org 
http://www.ws.undp.org/ [7]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JAMAICA

1-3 ladY musgrove road

kingston 5, jamaica

电话：+ 876 978 2390 - 9
registrY.jm@undp.org 
http://www.jm.undp.org/ [8]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署)

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挑战和

机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努

力发挥领导作用，鼓励在爱护环境方

面开展伙伴合作，激励、教育、促使

各国及其人民既提高自己的生活质

量，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生活质量。

环境署中期战略(2014-2017年)的重

点是在七个专题领域作出努力，使本

机构更高效而有效地实现下述领域的

努库诺努环礁岛海滨。世界上易受气候变

化影响的地区之一。托克劳的努库诺努环

礁岛。© 联合国/Ariane Rummery

6�资料来源：http://www.bb.undp.org/content/
barbados/en/home/operations/contact_us.html

7�资料来源：http://www.ws.undp.org/content/
samoa/en/home/operations/contact_us.html

8�资料来源：http://www.jm.undp.org/content/
jamaica/en/home/operations/contact_us.html 

http://www.unep.org
mailto:unepinfo@unep.org
mailto:registry.bb@undp.org
http://www.bb.undp.org/
mailto:ws@undp.org
http://www.ws.undp.org/
mailto:jm@undp.org
http://www.jm.un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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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难民专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

的任务是：为逃离原籍国且不能或不

想返回者提供国际保护和援助。此类

人员逃离原籍国的原因可能是战争，

也可能是有充分理由担心因自身的种

族、宗教、国籍、政治观点或特定社

会群组成员身份而遭到迫害。难民专

员按照其任务规定，向阿尔及利亚廷

杜夫附近难民营的撒哈拉难民提供保

护和援助。

详� 情

联合国人口基金 

(人口基金)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能够在下

述领域协助非自治领土开展能力建

设：后勤、预测和管理生殖保健商

品，以及规划人口普查和设计相关的

问卷。人口基金还能提供生殖保健商

品。

详� 情

www.unfpa.org 

unfpa pacific sub-regional office

level 6 
kadavu house,  
414 victoria parade,  
suva, fiji islands

pacificsro@unfpa.org

http://countrYoffice.unfpa.org/pacific/ 

unfpa caribbean

52 knutsford boulevard

kingston 5, jamaica

电话：+ 876 906 8591
jamaica.office@unfpa.org 
http://caribbean.unfpa.org [9]

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艾滋病署)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艾滋病署)能促进(在当地负责和领

导下)采取协调一致的艾滋病对策。

其重点领域包括：领导作用和宣传；

战略信息和技术支助；跟踪、监测与

评价；民间社会的参与；调动资源。

艾滋病署召集联合国系统10个组织在

全球应对艾滋病并为此提供资源。

详� 情

www.unaids.org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15

Delivering a world where  
every pregnancy is wanted 
every childbirth is safe and  
every young person's  
potential is fulfille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605 Third Avenue
New York, NY 10158
Tel. +1 212 297 5000
www.unfpa.org

ISBN 978-0-89714-987-7 

Sales No.E.15.III.H.1 
E/7,025/2015

Printed on recycled paper.

state of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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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料来源：http://caribbean.unfpa.org/
public/Home/Contact

人口基金发
布的《2015
世界人口状
况报告：为
在危机频仍
的世界上保
护妇女和女
童而采纳变
革性议程》

www.unhcr.org 

http://www.unfpa.org
mailto:pacificSRO@unfpa.org
http://countryoffice.unfpa.org/pacific/
mailto:jamaica.office@unfpa.org
http://caribbean.unfpa.org
http://www.unaids.org
http://caribbean.unfpa.org/public/Home/Contact
http://caribbean.unfpa.org/public/Home/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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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几个例子。教科文组织指定一名

世界追忆方案方面的专家咨询人访

问了包括安圭拉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在

内的8个加勒比国家和领土(2014年12
月-2015年1月)，负责确定和选择文

献遗产，然后编写提名书，以将这些

文件登入世界追忆方案的国家、区

域、国际登记册。

此外，美属萨摩亚社区学院也参加一

个区域项目，任务是在位于法属波利

尼西亚布塔希提的美属萨摩亚太平洋

树皮布协会担任协调中心，负责根据

太平洋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

开展保护太平洋树皮布的工作。

法属波利尼西亚当局一直在与教科

文组织密切合作编写提名文件，以

将Taputapuatea/Te Po、Opoa山谷、 

Marquises岛列入世界遗产名单。

详� 情�

www.unesco.org 

UNESCO OFFICE IN KINGSTON

officer-in-charge

the towers, 25 dominica drive, 3rd floor

kingston 
jamaica 
kingston 5
电话：1 (876) 630 5300
传真：+1 (876) 630 5325
r.parua@unesco.org  [12]

UNESCO OFFICE IN APIA
p.o. box 615
matautu-uta

matautu-uta

apia, samoa

电话：+ 685 242 76
传真：+ 685 265 93
apia@unesco.org [13]

UNAIDS REGIONAL SUPPORT 
TEAM, CARIBBEAN DIRECTOR

电话：+ 1 868 625 4922
e-mail: massiahe@unaids.org [10]

unaids office in fiji

unaids countrY coordinator

电话：+ 679 3 31 04 80
rwabuhembat@unaids.org [11]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5个非自治领土在联合国教育、科学

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拥有准成

员地位，即安圭拉、英属维尔京群

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托克

劳。

教科文组织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区

域、次区域、国家三级的行动信息、

合作平台以及能力建设活动与非自治

领土进行互动。

10 资料来源：http://www.unaids.org/en/
regionscountries/countries/barbados 

11 资料来源：http://www.unaids.org/en/
regionscountries/countries/fiji 

12 资料来源：http://www.unesco.org/new/en/
kingston/about-this-office/contact-us/

13 资料来源：http://www.unesco.org/new/
en/apia/about-this-office/contact-us/ 

2003年4月24日美国航天局拍摄的特克斯和

凯科斯群岛卫星图像。© 联合国图片库/美

国地质局

http://www.unesco.org
mailto:r.parua@unesco.org
mailto:apia@unesco.org
mailto:MassiahE@unaids.org
mailto:RwabuhembaT@unaids.org
http://www.unaids.org/en/regionscountries/countries/barbados
http://www.unaids.org/en/regionscountries/countries/barbados
http://www.unaids.org/en/regionscountries/countries/fiji
http://www.unaids.org/en/regionscountries/countries/fiji
http://www.unesco.org/new/en/kingston/about-this-office/contact-us/
http://www.unesco.org/new/en/kingston/about-this-office/contact-us/
http://www.unesco.org/new/en/apia/about-this-office/contact-us/
http://www.unesco.org/new/en/apia/about-this-office/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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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支

持在农业、林业、渔业、粮食安全、

营养等方面采取可持续农村发展政策

和做法。优先工作领域之一是在粮食

安全和营养方面提高抵御灾害和气候

变化的能力。粮农组织在外地办事处

协助下向非自治领土提供援助，其中

包括设在巴巴多斯的加勒比次区域办

事处和设在萨摩亚的太平洋岛屿次区

域办事处。在非自治领土中，托克劳

是粮农组织太平洋岛屿次区域办事处

的准成员。

详� 情

www.fao.org 

SUB-REGIONAL OFFICE FOR THE 
CARIBBEAN, BARBADOS

sub-region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aribbean 
fao-slac 
p.o. box 631-c  
bridgetown 
bb11000 barbados

second floor 
un house, marine gardens 
christ church, bridgetown 
bb11000 barbados

电话：+ 1 (246) 426 7110 
fao-slc@fao.org [14]

http://www.fao.org/americas/en/ 

SUB-REGIONAL OFFICE FOR THE 
PACIFIC ISLANDS, SAMOA

sub-region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pacific

fao private mail bag 
apia, samoa

电话：(+685) 2217 
fao-sro-pacific@fao.org [15]  

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

域办事处针对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具

体需要，协调世卫组织提供技术援

助，并与其他卫生伙伴开展合作。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区域办事

处/泛美卫生组织还为美洲国家促进

国家卫生工作提供技术合作。110多
年来，泛美卫生组织还一直在美洲体

系内担任卫生专门组织。

设在巴巴多斯的泛美卫生组织/世卫

组织东加勒比国家办事处、泛美卫生

组织/世卫组织牙买加办事处、泛美

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巴哈马办事处密

14 资料来源：http://www.fao.org/americas/
caribe/en/ 

15 资料来源：http://www.fao.org/asiapacific/
pacific-islands/en/ 

航行于萨摩亚与美属萨摩亚之间的渡

轮“Naomi夫人”号停靠在托克劳3个环

礁岛之一阿塔福岛外。© 联合国图片库/

Denise Cook

http://www.fao.org
Tel:1
mailto:FAO-SLC@fao.org
http://www.fao.org/americas/en/
mailto:FAO-SRO-Pacific@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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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church, barbados  
(p.o. box 508, bridgetown, barbados) 
电话：+ 246 426 3860, + 246 426 3865 
传真：+ 246 436 9779 
eccpwr@paho.org 
http://www.paho.org/ecc

PAHO/WHO REPRESENTATION 
FOR JAMAICA, BERMUDA 
AND CAYMAN ISLANDS 

8 gibraltar hall road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mona 
kingston 7, jamaica 
电话：+ 876-970-0016 
传真：+ 876-977-1393 
email@jam.paho.org 
http://www.paho.org/jam

PAHO/WHO REPRESENTATION 
FOR THE BAHAMAS AND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2nd floor grosvenor medical center 
nassau, the bahamas 
电话：+ 242-326-7299 
传真：+ 242-326-7012 
e-mail@bah.paho.org  
http://www.paho.org/bah 

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为应用和推

广国际劳工标准提供援助。劳工组织

就非自治领土的劳工事务提供技术服

务和咨询服务，还请它们在可能的

情况下参加劳工组织主办的次区域会

议、研讨会、讲习班。该组织有时会

派遣人员前往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意

见。

详� 情�

www.ilo.org   

切协作，以连贯协调方式支助非自治

领土，在解决其卫生问题方面提高效

率、增进相互了解、统一立场。它们

的工作范围涵盖安圭拉、百慕大、英

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

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详� 情

http://www.who.int/en/

THE DIVISION OF PACIFIC TECHNICAL 
SUPPORT OF THE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WHO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SOUTH PACIFIC 

level 4, provident plaza one 
downtown boulevard, 33 ellerY street 
(p.o. box 113) 
suva, fiji 
who.sp@wpro.who.int  
www.wpro.who.int/southpacific 

THE WHO REPRESENTATIVE OFFICE 
FOR AMERICAN SAMOA, COOKS 
ISLAND, NIUE, TOKELAU AND SAMOA 

ioane viliamu building 
beach road 
(p.o. box 77) 
apia, samoa 
who.sma@wpro.who.int  

PAHO/WHO OFFICE OF EASTERN 
CARIBBEAN COUNTRIES 

daYrells and navY gardens 

世卫组织美洲区域主任Carissa Etienne博
士在“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卫生

事项”技术简报会上发言。© 世卫组织/

Violaine Martin

http://www.paho.org/ecc
mailto:email@jam.paho.org
http://www.paho.org/jam
mailto:e-mail@bah.paho.org
http://www.paho.org/bah
http://www.ilo.org/
mailto:who.sp@wpro.who.int
http://www.wpro.who.int/southpacific
mailto:who.sma@wpro.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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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治领土
ILO SUBREGIONAL OFFICE 
FOR THE CARIBBEAN

stanmore house, 6 stanmore avenue

p.o. box 1201
port of spain, trinidad and tobago

电话：+ 868 625-0524, +868 623-7704
传真：+ 868 627-8978
ilocarib@ilo.org 
http://www.ilo.org/caribbean   

ILO SUVA OFFICE

fnpf place, 8th floor,  
343-359 victoria parade

suva, fiji

电话：+ 679 331 3866
传真：+ 679 330 0248
suva@ilo.org  
http://www.ilo.org/suva

mailto:ilocarib@ilo.org
http://www.ilo.org/caribbean/lang--en/index.htm
mailto:suva@ilo.org
http://www.ilo.org/suva/lang--en/index.htm


非� 洲

西撒哈拉

概� 况

人口*：586,000

土地面积*：266,000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63年，西班牙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七十三条(辰)款传递关于西属撒哈

拉的信息。自那时以来，西撒哈拉一

直列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见

A/5514，附件三

管理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专门就西撒哈拉通过一项决

议。见大会2015年12月9日第70/98号
决议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西撒哈拉的最新年

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17 

链� 接�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西撒特派团)：http://www.un.org/zh/
peacekeeping/missions/minurso/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西撒哈

拉简介： http : / /w w w.un.org/zh /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 大西洋和加勒比�3736�非洲

大西洋和加勒比

安圭拉�

概� 况

人口：15,700(2013年估计数)

土地面积：96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92,178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传递关于背风群岛(包括安圭

拉)的信息。自那时以来，安圭拉一

直列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见

大会1946年12月14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安圭拉。见大会2015年12月
9日第70/102 B号决议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安圭拉的最新年度

工作文件：A/AC.109/2016/2

链� 接�

安圭拉政府：http://www.gov.ai/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 https : / /w w w.
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 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http://data.un.org)。
该数据库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主持。

** 1976年2月26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

表通知秘书长：“西班牙政府从今天起

断然终止它在撒哈拉领土的存在，并认为

有必要正式声明如下……(a)�西班牙今后

对该领土的管理不负任何国际责任，因为

它已停止参加为该领土设立的临时管理机

构……”(A/31/56-S/11997)。

http://www.undocs.org/A/AC.109/2016/17
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missions/minurso/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missions/minurso/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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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与 非 殖 民 化 网 站 的 百 慕

大简介： http : / /w w w.un.org/zh /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英属维尔京群岛

概� 况

人口：28,200(2010年人口普查)

土地面积：153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80,117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传递关于背风群岛(包括英属

维尔京群岛)的信息。自那时以来，

英属维尔京群岛一直列在联合国非自

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1946年12月14
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英属维尔京群岛。见大会

2015年12月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四

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最新年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4

链� 接

英属维尔京群岛政府：http://www.
bvi.gov.vg/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 https : / /w w w.
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联 合 国 与 非 殖 民 化 网 站 的 安 圭

拉简介： http : / /w w w.un.org/zh /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百慕大 

概� 况

人口：65,187(2015年估计数)

土地面积：53.35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450,370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规定的义务传递信息。自那时

以来，百慕大一直列在联合国非自治

领土名单上。见大会1946年12月14日
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百慕大。见大会2015年12月
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三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百慕大的最新年度

工作文件：A/AC.109/2016/3

链� 接�

百慕大政府：http://www.gov.bm/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 https : / /w w w.
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www.bvi.gov.vg/
http://www.bvi.gov.v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http://www.gov.b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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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开曼群

岛简介： http : / /w w w.un.org/zh /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

概� 况

人口：2,500

土地面积：12,173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宣布打算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

十三条(辰)款传递信息。自那时以

来，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一直列

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见大

会1946年12月14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附属机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 

(又称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自1964年
以来一直在审议福克兰(马尔维纳斯)

群岛问题。1965年二十四国特别委员

会提出建议后，大会通过了第2065 
(XX)号决议。 

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每年通过一项决

议，专门讨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

岛问题。见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2016
年6月23日决议(A/71/23，第206段)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英属维尔

京群岛简介：http://www.un.org/zh/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开曼群岛

概� 况

人口：58,238(2014年估计数)

土地面积：264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119,137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宣布打算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七十三条(辰)款传递关于牙买加 

(属下包括开曼群岛)的信息。自那时

以来，开曼群岛一直列在联合国非自

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1946年12月14
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开曼群岛。见大会2015年12
月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五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开曼群岛的最新年

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5

链� 接

开曼群岛政府：http://www.gov.ky/
portal/page/portal/cighome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 https : / /w w w.
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阿根廷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政府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

题上存在争端。

** 1946年12月6日，第四委员会在大会第一

届会议期间举行第25次会议。阿根廷代表团

在会上提出保留意见，指出阿根廷政府不承

认英国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主

权。联合王国代表团也同时提出保留意见，

不承认阿根廷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

http://www.gov.ky/portal/page/portal/cighome
http://www.gov.ky/portal/page/portal/cighom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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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蒙特塞

拉特简介：http://www.un.org/zh/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圣赫勒拿�

概� 况

人口：�5,765(圣赫勒拿4,580人(2015
年9月估计数)；阿森松岛917
人；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268
人(2015年11月估计数))

土地面积：310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1,641,294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宣布打算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

十三条(辰)款传递关于圣赫勒拿和附

属区的信息。自那时以来，圣赫勒拿

一直列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

见大会1946年12月14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圣赫勒拿。见大会2015年12
月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九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圣赫勒拿的最新年

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13

链� 接�

圣赫勒拿政府：http://www.sainthel-
ena.gov.sh/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 https : / /w w w.
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圣赫勒

拿简介： http : / /w w w.un.org/zh /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福克兰(马尔维

纳斯)群岛的最新年度工作文件：A/
AC.109/2016/6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福克兰(马尔

维纳斯)群岛简介：http://www.un.org/
zh/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蒙特塞拉特

概� 况

人口：5,000(2012年估计数)

土地面积：103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7,582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

十三条(辰)款传递了关于背风群岛 

(包括蒙特塞拉特)的信息。自那时以

来，蒙特塞拉特一直列在联合国非自

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1946年12月14
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蒙特塞拉特。见大会2015年
12月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七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蒙特塞拉特的最新

年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10

链� 接�

蒙特塞拉特政府：http://www.gov.ms/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https://www.gov.
u k / g o v e r n m e n t /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s /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www.undocs.org/A/AC.109/2016/13
http://www.sainthelena.gov.sh/
http://www.sainthelena.gov.sh/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www.undocs.org/A/AC.109/2016/10
http://www.gov.m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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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特克斯和凯

科斯群岛简介：http://www.un.org/zh/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美属维尔京群岛

概� 况

人口：105,080(2012年数)

土地面积：352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33,744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美利坚合众国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传递信息。

自那时以来，美属维尔京群岛一直列

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

1946年12月14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美属维尔京群岛。见大会

2015年12月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十

一节

联 合 国 秘 书 处 关 于 美 属 维 尔 京

群 岛 的 最 新 年 度 工 作 文 件 ： A /
AC.109/2016/16

链� 接�

美属维尔京群岛政府：https://www.
vi.gov/

美利坚合众国内政部岛屿事务厅： 

https://www.doi.gov/oia/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美属维尔

京群岛简介：http://www.un.org/zh/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概� 况

人口：36,689(2015年估计数)

土地面积：948.2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154,068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传递关于牙买加(属下包括特

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信息。自那时

以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一直列在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

1946年12月14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见大

会2015年12月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

十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特克斯和凯科

斯群岛的最新年度工作文件：A/
AC.109/2016/15

链� 接�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政府：http://
www.gov.tc/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 https : / /w w w.
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http://www.undocs.org/A/AC.109/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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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

美属萨摩亚

概� 况

人口：55,170(2013年估计数)

土地面积：200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404,391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美利坚合众国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传递信息。

自那时以来，美属萨摩亚一直列在联

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1946
年12月14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美属萨摩亚。见大会2015年
12月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一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美属萨摩亚的最新

年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1

链� 接�

美利坚合众国内政部岛屿事务厅： 

https://www.doi.gov/oia/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美属萨

摩亚简介：http://www.un.org/zh/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法属波利尼西亚

概� 况

人口：271,800(2014年)

土地面积：3,600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4,767,242平方公里

� 太平洋�4746�欧洲�

欧� 洲

直布罗陀

概� 况

人口：33,140(2015年)

土地面积：5.8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规定的义务传递信息。自那时

以来，直布罗陀一直列在联合国非自

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1946年12月14
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就直布罗陀问题通过一项决

议。见大会2015年12月9日第70/520号
决议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直布罗陀的最新年

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8

链� 接�

直布罗陀政府：https://www.gibraltar.
gov.gi/new/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 https : / /w w w.
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直布罗陀简

介：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
nonselfgov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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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时以来，关岛一直列在联合国非

自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1946年12月
14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关岛。见大会2015年12月9
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六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关岛的最新年度工

作文件：A/AC.109/2016/9

链� 接�

关岛政府：http://www.guam.gov/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内 政 部 岛 屿 事 务

厅：https://www.doi.gov/oia/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关岛简

介：http://www.un.org/zh/decolonization/
nonselfgovterritories

新喀里多尼亚

概� 况

人口：268,767(2014年人口普查)

土地面积：18,575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1,422,543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法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传递关于新喀里多尼亚和附属

区的信息后，1946年至1947年新喀里

多尼亚列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

上。1986年，大会重新将新喀里多尼

亚列入名单，确认“新喀里多尼亚

仍然是《宪章》所界定的非自治领 

土”。见大会1946年12月14日第66(I)
号决议和1986年12月2日第41/41号决

议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传递关于大洋洲法国殖民地

的信息后，1946至1947年法属波利

尼西亚列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

上。2013年，大会重新将法属波利尼

西亚列入名单，确认“法属波利尼西

亚仍然是《宪章》所界定的非自治领

土”。见大会1946年12月14日第66(I)
号决议和2013年5月17日第67/265号决

议

管理国

法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专门就法属波利尼西亚通过

一项决议。见大会2015年12月9日第

70/100号决议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法属波利尼西亚的

最新年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7

链� 接

法属波利尼西亚政府：http://www.
presidence.pf/ 

法国海外领土部：http://www.outre-
mer.gouv.fr/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法属波利

尼西亚简介：http://www.un.org/zh/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关� 岛

概� 况

人口：159,358(2010年人口普查)

土地面积：540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214,059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美利坚合众国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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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皮特凯恩。见大会2015年12
月9日第70/102 B号决议第八节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皮特凯恩的最新年

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12

链� 接�

皮特凯恩政府：http://www.govern-
ment.pn/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

和联邦事务部：https://www.gov.uk/ 
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 
commonwealth-office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皮特凯

恩简介： http : / /w w w.un.org/zh /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托克劳

概� 况

人口：1,411(2011年10月人口普查)

面积：12.2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318,990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新西兰宣布打算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传递关于

托克劳群岛的信息。自那时以来，托

克劳一直列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

上。见大会1946年12月14日第66(I)号
决议

管理国�

新西兰 

管理国�

法国

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专门就新喀里多尼亚通过

一项决议。见2015年12月9日大会第

70/99号决议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最

新年度工作文件：A/AC.109/2016/11

链� 接�

新喀里多尼亚政府：http://www.gouv.
nc/portal/page/portal/gouv/ 

法国海外领土部：http://www.outre-
mer.gouv.fr/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新喀里多

尼亚简介：http://www.un.org/zh/
decolonization/nonselfgovterritories

皮特凯恩

概� 况

人口：39(2015年)

土地面积：35.5平方公里

� � (皮特凯恩岛：4.35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800,000平方公里

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始末

194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宣布打算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

十三条(辰)款传递关于高级专员公署

西太平洋领土(包括皮特凯恩群岛)的

信息。自那时以来，皮特凯恩一直列

在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上。见大会

1946年12月14日第66(I)号决议

管理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http://www.undocs.org/A/AC.109/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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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有关的行动

大会每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一节

专门针对托克劳。见大会2015年12月
9日第70/101号决议

联合国秘书处关于托克劳的最新年度

工作文件：A/AC.109/2016/14

链� 接�

托克劳政府：http://www.tokelau.org.nz/

新西兰外交事务和贸易部：https://www.
mfat.govt.nz/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网站的托克劳简

介：http://www.un.org/ zh/decolonization/
nonselfgov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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