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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 52 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发言 

2019 年 4 月 1 日  美国纽约 

 

尊敬的主席先生：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代表团对主席和主席团各位

成员的当选表示祝贺，对秘书处为本届会议所做的出

色准备工作表示衷心感谢。我们赞赏此前 77 国集团+
中国的发言。 

中国代表团高度赞赏秘书长向本届会议递交的报

告。 
1994 年 9 月，包括中国在内的 179 个国家共同签

署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5 年来，

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实现国际人发大会所确定的各项

目标，为世界人口发展和减贫事业作出贡献。2013 年

至 2018 年底，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

少 8239 万，每年减贫规模在 1000 万以上。中国人民

健康状况持续得到改善，2018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

下降到 18.3/10 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6.1‰，总体上

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近年来，中国政府继续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

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保障女性合法权益，不

断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在

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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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成效。积极实施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全面提高

人口素质。 
主席先生， 
当今时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密。尽管过去 25 年全球人口发展取得了不小的

成就，但仍有不少挑战需要克服。在此，我们倡议: 
——坚持在国家最高层面研究制定人口发展战略

并推动落实《行动纲领》。将人口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加强政府各项政策的人口因素分析，促

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坚持各国政府自主解决本国人口与发展问

题，结合人口再生产类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制定

和执行适合本国国情的人口发展政策和计划，最大限

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坚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加快实现人

人享有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创业、医疗卫生、公共

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

条件。 
——坚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各国政府和国际

社会应继续加强在人口与发展上的经验交流和政策对

话，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共同应对人口与

发展过程中各项挑战。 
主席先生， 
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践行《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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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世界人口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

努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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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 52 届会议初步日程 

 

4 月 1 日 （周一） 

10:00-11:00 1.选举官员 

2.通过会议日程及其他组织事宜 

（E/CN.9/2019/1；E/CN.9/2019/L.1） 

11:00-12:00 主旨发言和互动讨论 

Ms. Amina J. Mohammed,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 

Ms. Ashley Judd, 联合国人口基金亲善大使 

Ms. Natalia Kanem,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 Ms. 

Maria-Francesca Spatolisano, 联合国政策协调和机构间

事务助理秘书长 

Mr. John Wilmoth, 联合国经社事务部人口司司长 

12:00-13:00 3.一般性辩论 

(a) 为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进一步实施《国际人口

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采取的行动 

(b) 审查和评价《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及其

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续落实和评估的贡献 

秘书长关于审查和评价《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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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续落实和评估的贡

献的报告(E/CN.9/2019/2) 

秘书长关于侧重于审查和评价《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

动纲领》及其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续落实和

评估的贡献的人口方案监测报告(E/CN.9/2019/3) 

秘书长关于协助进一步实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

纲领》所需资金流动情况的报告(E/CN.9/2019/4) 

15:00-18:00 3.一般性辩论（继续） 

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非正式磋商决议草案 

4 月 2 日（周二）  

10:00-12:00 就人口与发展区域会议的主要结论和建议进行高

级别互动式小组讨论 

12:00 -13:00 3.一般性辩论（继续） 

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非正式磋商决议草案 

15:00-18:00 3.一般性辩论（继续） 

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非正式磋商决议草案 

截止提交决议草案 

4 月 3 日 （周三） 

10:00-13:00 3.一般性辩论（继续） 

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非正式磋商决议草案 

15:00-16:30 专家小组讨论和互动讨论 

16:30-18:00 3.一般性辩论（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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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非正式磋商决议草案 

4 月 4 日 （周四） 

10:00-13:00 4.秘书处在人口领域的方案执行情况和今后工作

方案 

秘书长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2018 年在

人口领域的方案执行情况和工作进展的报告

（E/CN.9/2018/5） 

3.一般性辩论（继续） 

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非正式磋商决议草案 

15:00-18:00 非正式磋商决议草案 

4 月 5 日 （周五） 

10:00-13:00 3.一般性辩论（继续） 

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非正式磋商决议草案 

15:00-18:00 就提案草案采取行动 

5.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载有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的秘书

处说明(E/CN.9/2019/L.2) 

6.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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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H.E. Courtenay Rattray先生（牙买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副主席： 

Yuliana Angelova 女士（保加利亚-东欧地区） 

René Lauer 先生（卢森堡-西欧及其他地区） 

Saidu Nallo 先生（塞拉利昂-非洲地区） 

Leila C. Lora-Santos 女士（菲律宾-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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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 25 周年 
宣言 

（2019 年 3 月 15 日稿） 
 

我们, 各国政府部长和代表, 于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 1召开

25 周年之际，齐聚纽约，出席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 52 届

会议，纪念 1994 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回顾并

评价大会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及其对《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续工作的贡献，同时讨论其对将于 2019 年

7 月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主题为“赋予人民权

力,确保包容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贡献，还将

讨论其对将于 2019 年 9 月由联合国大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

论坛的贡献。  

 

1. 重申《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

其进一步实施的关键行动 2以及评价结果, 认可区域审查会议成

果文件, 强调区域审查会议成果文件是每个区域根据自身需求

量身定制，并讨论通过的人口与发展指导纲领； 

2. 欢迎在实现《行动纲领》制定的相关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取得进展, 并强调在落实《行动纲领》方面仍然面临诸多

挑战与障碍, 因此，承诺将进一步采取行动, 确保不打折扣、快

                                                             
1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报告， 1994 年 9 月 5 日-13 日，开罗（联合国文献，出售品编号：E95.XIII.18）

第一章，决议 1，附件、 
2 参见联合国大会决议 S-21/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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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落实《行动纲领》；  

3. 强调《行动纲领》及其进一步实施的关键行动为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基础, 充分有效落实《行动纲领》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及其他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目标至关重要； 

4. 认为保证《行动纲领》的充分落实需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

有效调动资源, 此外，还需通过双边、多边渠道和私营领域，创

新机制，多方筹集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额外资源,避免各

国政府为实现《行动纲领》的目标孤军奋战； 

5. 鼓励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各个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

及其他利益攸关方, 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协助发展中国家

落实《行动纲领》； 

6. 强调高质量分类数据的可及性和有效性对于评价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取得的进展至关重要； 

7. 呼吁联合国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等

各个民间机构做出承诺, 确保加大力度、不打折扣、快速落实《行

动纲领》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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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成员 
第五十二届（2019） 

——截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 
 
非洲国家（12 名成员） 
 
布隆迪                      （2019） 
喀麦隆                      （2021） 
科特迪瓦                    （2022） 
马达加斯加                  （2021） 
马里                        （2021） 
毛里塔尼亚                  （2022） 
摩洛哥                      （2020） 
塞拉利昂                    （2019） 
苏丹                        （2020） 
乌干达                      （2020） 
______                      （2022） 
 
亚太国家（11 名成员） 
 
孟加拉国                    （2022） 
中国                        （2022） 
印度                        （202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19） 
日本                        （2021） 
菲律宾                      （2019） 
卡塔尔                      （2020） 
土库曼斯坦                  （2020） 
瓦努阿图                    （2022） 
___________                 （2021） 
___________                 （2022） 

 

东欧国家（5 名成员） 
 
白俄罗斯                     （2019） 
保加利亚                     （2022）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20） 
罗马尼亚                     （2021） 
俄罗斯联邦                   （202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9 名成员） 
 
阿根廷                       （2022）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       （2019） 
巴西                         （2021） 
智利                         （2020） 
哥伦比亚                     （2022） 
海地                         （2022） 
古巴                         （2021） 
牙买加                       （2019） 
墨西哥                       （2021） 
 
西欧及其他国家（10 名成员） 
 
比利时                       （2021） 
加拿大                       （2020） 
丹麦                         （2021） 
芬兰                         （2020） 
法国                         （2021） 
德国                         （2022） 
以色列                       （2019） 
荷兰                         （2022） 
卢森堡                       （2021） 
美国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