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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正被迫面对并非由我们造成的危
机。我们会担心未来——以及子孙后代的未来，这
也不足为奇。

但我们不会沉默。我们将继续为更加公正、更具韧
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而无畏战斗。

领导者必须赶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有可能被抛
在后面。

世界必须为下一代，即世界上近半数的 30 岁以下
人口以及为子孙后代，本世纪尚未出生的上百亿
人采取行动。 

此刻，势必需要重新构想联合国及其在世界上的
作用。

相信我们的能量和创新能力。 

在我们启动未来议程时与我们携手合作。

我们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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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将不得不承受我们这一代的所为
和不作为所带来的后果。长期以来，在关于未来的
讨论中，青年的声音一直被边缘化。现在必须通过
与青年有意义的互动来做出改变。”
纪念联合国75周年的宣言

“年轻人也必须以自己未来设计者的身份坐
在谈判桌旁，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老一辈的

决定，坦言之，老一辈在许多关键方面的表现
的确都有失水准。”  

2021 年工作重点， 联合国秘书长

“孩子和青年男女是变革的关键力量，他们将
在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找到平台，把自身
无限的行动力用于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当中。”
2030 年议程 可持续发展

https://undocs.org/A/75/L.1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1-01-28/secretary-generals-remarks-member-states-priorities-for-2021-bilingual-delivered-scroll-down-for-all-english-version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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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2020年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大会诚邀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第75届会议
结束前提交报告，就推进我们的共同议程和应对当前及未来的挑战提出建议”。

在编写提案时，秘书长启动了广泛和包容性的进程，以促进进行深刻思考。其中包括
要求年轻的思想者、领导者和活动家形成解决方案，以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所面临
的挑战。

作为由八位联合国基金会下一代领袖组成的小组，我们共同响应秘书长的要求，邀年
轻人一同打造《我们的共同议程》。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与600多名青年思想者和活动家、伙伴组织和决策者进行了
接触，将思想、观点和愿望整理成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的配套文件——其
最终成果是《我们的未来议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历程》中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以及
我们编制报告的方法。

我们要对在此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表示感谢和祝贺。 

我们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António Guterres，他决意为年轻人提供塑造我们未来的
机会。他为我们提供了做出贡献的机会，我们对此感到荣幸。

副秘书长Amina J. Mohammed为我们提供了明智的建议，表明了代际对话的重要
性，而助理秘书长Volker Türk在《我们的共同议程》的编写过程中始终倡导让年轻人
发挥作用。

我们要感谢秘书长办公厅的团队在全程提供的支持，具体包括 Michèle 
Griffin、David Kelly、   Aditi Haté、Claire Inder、Michael McManus、Julie Morizet 和 
Sweta Madhuri 等。

秘书长的青年问题特使Jayathma Wickramanayake改变了年轻人在联合国内
部的作用。我们要感谢她、Marija Vasileva-Blazev、Bianca Liu Herzog、Mette 
Poulsen、Hillary Bakrie，以及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所有帮助制定本报告的人
士。

我们要感谢以下合作伙伴提名我们为研究员，并感谢他们的一贯支持，即BRAC、Girl 
Up、不懈开发组织和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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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Elizabeth Cousens使联合国基金会成为下一代领袖项目
的家园，她的智慧和见解令我们受益匪浅。我们还要感谢联合国基金会高级副总裁
Sofia Borges的支持，感谢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我们提供的大力帮助。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联合国基金会团队的支持，具体包括：Annabel 
Rodriguez、Augusta Fraser、Chrysula Winegar、Clair White、David Steven、Elisa 
Travisono Lynch、Emma Williams、Helen Morton、Jane Frewer、Jill 
Isenbarger、Jonathan Tanner、Julius Eneström、Kaysie Brown、Krista 
Rasmussen、Lewis Broadway、Liam Mulroy、Megan Roberts、Pelle 
Enarsson、Rajesh Mirchandani、Sueann Tannis、Taylor Gehrcke、Thure Krarup
和Tiffany Virgin等。我们还要感谢Bojan Francuz的支持，感谢国际合作中心将他
借调到团队中兼职。  

其他许多由年轻人领导或关注年轻人的合作伙伴也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帮助，具体
包括ActionAid、Afresist、Apolitical、英国文化协会、CIFF、CIVICUS、欧洲对外行动
署、全球青年动员活动、全球青年生物多样性网络、希尔顿基金会、 马拉拉基金会、
万事达卡基金会、Millennials Movement、纳拉女性主义共同体、OECD、荷兰外交
部青年大使办公室、ONE、和平、公正和包容社会的开拓者、国际计划组织、罗伯特·
博世基金会有限公司、救助儿童会、美国联合国协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青
少年发展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和青年组、世界银行工作小组、世
界经济论坛、青年组织和青年集体。 

我们有幸得到了一些世界领先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指导，包括国际合作中心的
Alisa Jimenez、欧洲对外行动署的Ana Plavsic、联合国妇女署的Anita Bhatia、
非洲开发银行的Atsuko Toda，以及Afresist 的Aya Chebbi、DfE Digital的Ben 
Balward、Beautiful Trouble的Carolina Munis、 寻求共同点组织的Daniel Hsuan、
布鲁金斯学会的Emiliana Vegas、 纽约大学的Emily Ralic-Moore、加拿大共享服务
公司的Eve Grebert、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H.E.Fatima Kyari Mohammed、
寻求共同点组织的Gajithira Puvanendran、全球教育商业联盟的Jamira Burley、
绿色和平组织的Jennifer Morgan、斯德哥尔摩+50 Johanna Lissinger Peitz大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Joyce Msuya、格林纳达常驻联合国代表Keisha McGuire、
加拿大共享服务公司的Leizl Pineda、国际计划组织的Lily Rosengard、马拉拉
基金的Lucia Fry、经合组织Maria Pascual、非洲开发银行的Martha Phiri、和
平建立联盟的Megan Schleicher、寻求共同点组织的Mena Ayazi、Beautiful 
Trouble的Nadine Bloch、女性传承的Natasha Mwansa、欧洲青年论坛的Nikita 
Sanaullah、Apolitical的Olivia Bellas、停止强奸倡议的Oluwaseun Ayodeji 
Osowobi、国际合作中心的Pema Doornenbal、 Afresist的Rahel Weldeab 
Sebhatu、恒今基金会的Roman Krznaric、美国国务院的Schuyler Miller、寻求
共同点组织的Solvi Karlsson、威尔士未来世代委员会的Sophie Howe、Afresist
的Syeda Re'em Hussain、法律援助正义中心的Tara Wekhyan、教育科技中心的
Victoria Collis、和平建立联盟的Zander Willoughby等。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所有提供时间、精力、想法和见解的年轻人表示极大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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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感谢以下领导大型头脑风暴环节行动小组的年轻人、主持《国家对话》的未
来领导者连接计划的校友，以及在活动中发言的人士。

行动小组负责人：Adrian Kalule Hassan、Alhassan Sesay、Anass 
Mountassir、Anusha Natarajan、Bojan Francuz、 Dustin Liu、Eesha Moitra、Eston 
McKeague、 Gilang Ardana、Leslie Collao Bazan、Liam Herbert、Mark 
Cheung、Nalule Joanita Sylivia、 Oliver Pang、Patricia Nalubega、Pooja 
Tilvawala、Priyanka Jaisinghani、Sahana Kaur、 Sameera Chukkpalli、Tayebwa 
David Brandon和 Yulia Shalomov等。国际青年领袖组织也做出了宝贵贡献。

《国家对话》：Abdullah Bin Shabbir、Alphaxrd Gitau Ndungu、 Angel 
Santamaria、Amal Golli、Christine Mwaura、Fatima Outaiss、Greta Rios、Hasiba 
Amin、Jihen Ferchichi、Kajri Babbar、Karina Negara、Ola Samy、Olaoluwa 
Abagun、Omar Khorshed、Qazi Mohammed Zulqurnain Ul Haq、 Sanchit Gupta
和Stanley Azuakola等，不懈开发组织的培训讲师Inés Yabar，以及英国文化委员会
的Charlie Holloway、Suzana Patwary和Tony Reilly，他们将未来领导者连接计划小
组成员聚集在一起。

其他活动：S4YE青年顾问委员会的Alieu Jallow、Girl Up的Arimbi Yogasara、 ONE
的Carine Umutoniwase、 未来领导者连接计划的Dekhra ElHidri、下一代未来
思考引导师Finn Strivens、 E3G的Heather McKay、万事达卡基金会的Joseph 
Ssembebwa、YACAP的Mitzi Jonelle Tan、 Millennials Movement的Rosario Diaz 
Garavito和 BRAC的Samanjar Chowdhury。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策实验室为我们对未来工作和非正规经济的思考提供了
宝贵意见，具体包括：Gaurav Pratap Singh、Muhammad Farooq Wajid、Pandit 
Noopur、Purushottam Prakash Gupta、Smarak Swain、Sokvisal Sin和Wan 
Faizatul Afzan等。我们也要感谢Francesco Mancini对政策实验室工作的领导。

以下年轻人为行动小组和大型头脑风暴环节做出了贡献，或者参与了《国家对话》： 

Ana Paula Uribe、Anas Nakri、Ashely Bass、 Binti Ismayatim、Daniela Paz、David 
Leshchiner、Donna Zeng、Elizabeth Adhikari、 Evelyn Vivar、Gerd Junne教
授、Henriette Weber、Jecinta Egbim、Jimena Paredes Tintaya、 Keshia DeFreece 
Lawrence、Krishna Narayan Sundaram、Mariana Rios Cesias、Mavia Gutierrez 
Mejia、Micaela Quispe Rodriguez、Payal Thukral、Sanjeeta Dhaka和Vishvani 
Sharma等。 

Abdelhadi Idrissi、Abdulmumin Edidi、Abiodun Akanbi、Adel Reda、Adelia 
Rakhmawati、Afshan Sayed、Ahmad Saddauna Alli、Ahmed Abdulkadir、 Ahmed 
Yassin、Alamin Abubakar Adam、Albesa Aliu、Alejandra Camacho、Ali Azim 
Afridi、Alina Altaf Hussain、Alita Dyah、Althea Reyes、Alvine Kipchumba、Amal 
Oumimoune、Amina El Karimi、Ammar Rashad、Andrea Prescott-Cornejo、Anita 
Nnabundo、Annisa Fitria、Anzal Abbas、Arayna Khan、Areeba Qamar、Aymen 
Sarraj、Ayomide Arowosegbe、Ayush Jha、Barbara Akinyi、Barrack 
Mwenda、Basma Mrini、Benjamin Adeoye、Billy Gareth、Brian Kiprono、Brian 
Kokoya Walela、 Brian Munaita、Burhan Saleem Arab、Carol Macharia、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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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ithi、Chaimae Hassina、 Chbinou Mohamed Firas、Chelsea Mining、Cherelle 
Angeline、Chiebuka Obumselu、 Christiana Agada、Cole Powers、Daniya 
Yousuf Varoo、Deborah Moindi、Diana Malenge、Dimple Purohit、Diyaudeen 
Tijani、Djebbi Firas、Edwin Chandra、Eesha Iftikhar Qazi、Elisha Ogutu、Emma 
Mwangi、Erick Carreras、Eugenia Ochoa、Fadwa Badih、Fatuma Mkungu、Feryel 
Ksiksi、Fidelis Njeri、Gaurav Jain、Ghada Bouzaiene、Ghassen Chetioui、Goutham 
Bhaskarr、Grace Muguro、Hajer Kharrat、Hajra Mudassar、Hamza Ben 
Tahar、Hamza Saidi、Harina Kaur Oberoi、Harshini Ramesh、Hendriyadi Bahtiar 
Daeng Sila、Hilda Wanjiku、Himani Mehra、Hosea Alusiola、Ibukunoluwa 
Emiola、Inez Taniwangsa、Irene Muithya、Irvine Lumumba、Ismail Chaki、James 
Musyoki、Jasmine Mohsen Ahmed、Jones Muithya、Jorge Angel Olvera 
Morales、Josephine Muguro、Joshua Alade、Julie Apopo、Kaushik Raj, Kennedy 
Rapando、Khadijah Muhammad、Kireyna Santoso、Lamis Abdeladhim、Leilah 
Busienei、Liliana Ortiz、Linet Mumbi、Lobna Neili、Loice Jobando、Maha Ben 
Ftima、Malek Essid、Manasa Dhar、Maral Dipodiputro、Maria Awwal、Mariem 
Hammami、Marissa Uli、Marshell Adi Putra、Mary Mwangi、Mathilde 
Ensminger、 Maureen Mwangi、Md Zeeshan Ahmad Khan、Med Fares 
Aissa、Mehak Bumra、Melanie Banerjee、 Melica Rosandi、Menna Azmy、Menyar 
Azizi、Midhat banu Firozkhan、Mohamed Amine Jmila、Mohamed Radhwen 
Jouini、Mohamed Souhayb Ben Rached、Mohammad Nasrallah Hussein、Mohd 
Kafeel Khan、Muhammad Ashar Khan、Muhammad Danish、Muhammad 
Ehtsham、Muhammad Khairunnas、Mulla Ahraz Muzawar、Mumtaz 
Begum、Muntaha Kamran、Nabeel Lal、Nadia Hadouej、Naoures Khedri、Nihit 
Bohra、Nisrine El Amiri、Nisrine Jaouane、Niyati Sharma、Noreen Shams、Nour 
Kouchta、Ochanya Okoh、Ogechi Stephen、Olajide Ganiu Olakunle、Olamide 
Aseperi、Olive Mumbo、Ons Laamouri、Osho Chhel、Oussama El 
Omari、Paige Percy、Paola García、Peris Chumama、Perla Primavera Luis 
González、Peter Kamau Wanyangi、Phalguni Sundaram Biswal、Pius 
Mionki、Poojan Sahil、Poornima Khehra、Pragya Roy、Qurat Ul Ain、Rachel 
Goud、Rahmat Asemota、Rick Sarkar、Rofiat Jubreel、Sahib Dino、Salma 
Touzani、Sana Fatima、Saquib Alam、Sarah El-Menawi、Shanyal Zafar、Sharon 
Njoroge、Sheharyar Zameeer、Shivangi Mehra、Shubhankar Gautam, Sirine 
Bejaoui, Sirine Douss、Siti Sarah Nisrina、Sky Shi、 Sonam Chaturvedi、Sophiya 
P、Sowrya Kasim、 Sufra Khan、Surbhi Dwivedi、Taiwo Isola、 Thomas 
Agida、Thufailah Mujahidah、Touria Laamari、Ugoeze Nwakudu、Veronicah 
Kamau、 Wajeeh Ilyas Qureshi、Walter Muithya、Wendy Ochieng、Widad 
Yesfi、Winfred Mwihaki、Winnie Mokaya、Yasmine Kazen、Yassine Akesbi、Yusha'u 
Abubakar、Yusuf Ahmad、Zarif Hosain、Zinab Zidan Abdelfatah和Zopash Khan等。

《我们的共同议程》通过联合国基金会得到了来自以下机构的慷慨资助：比尔和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康拉德·N·希尔顿基金会、约翰·D 和凯瑟琳·T·麦克阿
瑟基金会、大卫与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有限公司、联合国基金
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瑞典王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
国。我们感谢他们对年轻人所做的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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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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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大会诚邀秘书长提出建议，以“推动
我们的共同议程，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为多边主义如何适应21世纪的威胁
提出了愿景。它呼吁在各国、各民族和世代之间的团结基础上，
重新致力于创造人类和地球的未来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秘书长呼吁年轻人作为“自己未来的设计者”，应在谈判桌上拥
有一席之地。《我们的未来议程》是对秘书长这一呼吁的响应。 

2021年，有八位“下一代领袖”启动了开放、包容和充满活力的
进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群策群力，荐言献策。  

我们专注于为下一代，即占世界人口近半数的30岁以下年轻人
所面临的挑战寻找解决方案。 

这一代人的范围很广，涵盖依赖他人养育和照顾的幼童，就读于
大中学校的十几岁的学生，或在求职道路上的人，以及二十几
岁，逐步经济独立步入社会的人，以及开始组建家庭的人。

随着全球人口正步入老龄化阶段，年轻人正成为一种日益稀缺
的资源。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发挥自身潜力，特别是我们中的大
多数人所生活的地区，从历史上看属于全球体系中的代表性不
足的地区。

全球机构必须履行包容和平等参与的原则，让“年轻”国家和年
轻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还探讨了子孙后代面临的挑战，他们虽然尚未出生，但我们
今天所做决定将影响到他们未来的生活。 

目前世界人口尚不足80亿，但在本世纪的未来几十年间，可能会
有百亿以上的人口出生。我们不能继续忽视这些沉默的多数。 

我们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在《联合国宪章》对后代作出承诺的基
础上，确保未来年轻人的权利。

https://www.un.org/pga/75/wp-content/uploads/sites/100/2021/03/Letter-PGA-VS.pdf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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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我们都将年轻人的建议反馈给秘书长的团队，以便考
虑将其纳入《我们的共同议程》。我们感谢联合国在这项工作中
把我们作为平等的伙伴对待。

还曾要求我们编写一份独立报告——《我们的未来议程》，以便让
年轻人的声音能够被广泛地听到。 

毋庸置疑，我们的提案涉猎范围很广。没有一个年轻人是相同
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和愿望。但这是许多合作伙伴和网络
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涵盖了年轻人面临的诸
多关键挑战。

《我们的未来议程》呼吁制定《新一代新政》——这项全球计划旨
在解决COVID-19疫情后的直接和紧迫的重点工作，并满足对优
质教育和技能培养、安全和有意义的工作和经济机会，以及更可
持续的生活方式的长期需要。

我们还提出了《释放新一代》的建议——描绘了使年轻人有可能
成为自己未来的设计者的转型，并提出了振兴多边体系的十点
计划。

在联合国即将完成其作为全球合作的普遍平台的第一个百年之
际，我们敦促领导者——无论他们是在国际体系、政府、民间社
会、企业、慈善机构或其他地方工作——对这些建议作出响应。 

我们邀请领导者在社区、国家和全球层面与青年对话。UN75磋
商表明，年轻人比老一辈对全球合作更加乐观。我们是多边主义
最广大的支持者！ 

通过几代人之间的团结，我们可以激励采取新的行动，以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探讨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其他

未来蓝图的承诺。 

这份报告也是为我们这一代人所撰写。现在需要年轻人抓住主
动权，在书写国际历史的新篇章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的需求、
愿望和活力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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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ding Agnes Cynthia,  
乌干达

Amélie J. Mariage,  
西班牙 

Aya-Maria Rouhana,  
黎巴嫩 

Jevanic Henry, 
圣卢西亚共和国

Kartik Sawhney,  
印度

Poonam Ghimire,  
尼泊尔

Valeria Colunga,  
墨西哥

Aishwarya Machani  
(召集方), 英国

《下一代领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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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一代
的新政 

工作的未来
个我们能找到安全和有意义工作的世界

▶ 在疫情期间快速启动增长

制定将年轻人置于经济复苏核心的全球就业战略

▶▶ 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采取行动，刺激未来产业，支持年轻创业者，给年轻工
作者公平待遇

学习权
个我们能学到所需知识和技能来获得成长的
世界 

▶ 修复疫情造成的损害

制定紧急计划来提供补充学习机会，触达最落后
的儿童

▶▶ 结束学习危机

改革教育系统的蓝图，以学习者为中心，让年轻人
获得工作和生活所需的技能

拯救我们的星球
个尊重所有人共同家园的世界 

▶ 疫情后建设更绿色的环境
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治理污染做出雄心勃勃和具有
约束力的承诺

▶▶ 结束地球上的紧张局面
绿色转型、环境和代际公正，以及作为可持续未来
设计师的年轻人

实现方式

全球行动的新模式

明智和公平的投资

驾驭创新，规划未来

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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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性转变

振兴多边主义 

释放新一代

为年轻人伸张正义
防止暴力· 增加诉诸司法的机会·消除歧视性

壁垒·重建社会契约

拥抱我们对现状的挑战
结束对人权捍卫者的攻击 · 停止网络关闭· 提升复原

力·促进代际间的对话

为我们提供塑造未来的空间
支持青年领导的运动·使青年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投资于

年轻的和平建设者·使互联网安全成为一项人权

让我们能参与决策制定
支持公民教育·提高选民投票率·让年轻人更深入地参

与政治·拥抱深度民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实施《面向新一代的新政》，更新《联合国
2030年青年战略》

建立年度青年高级别会议机制

创建《联合国的未来》——具有包容性治理
模式的全球联合方案

编写《未来契约》，明确对后代的义务

强化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的领导作用

建立全球青年投资和伙伴关系平台

为“年轻国家”提供领导机会

创建全球青年特使网络

重视国际体系中的年轻员工

年轻员工与秘书长之间定期举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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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一代的
新政

学习权
一个我们能学到所需知识和技

能来获得成长的世界 

工作的未来
一个我们能找到安全和有意义

工作的世界

拯救我们的星球
一个尊重所有人共同家园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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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权
通过签署《2030年议程》，各国承诺向全世界的学习者提
供优质教育。 

无法兑现这一承诺正在损害整整一代人的利益。

数百万年轻人失学。在学生中，许多人未能充分发挥其潜
力。COVID-19疫情造成的混乱使得这种趋势愈演愈烈。 

很多年轻人甚至无法读写，数量之多令人无法接受——其
中大多数在遭受着其他形式的歧视。

即使我们成功地学习了基础知识，我们中的许多人在离开
教育系统时，并未掌握在快速变化的经济和社会中茁壮成
长所需的技能。 

为了应对COVID-19，我们呼吁实施一项紧急计划，以修复
该疫情造成的损害，并帮助那些最落后的儿童。

为结束学习危机，我们呼吁制定《改革教育系统的蓝图》，
以学习者为中心，使年轻人获得工作和生活所需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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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消除导致儿童失学的障碍

我们的教师得到所需的支持，以帮助我
们作为学习者蓬勃发展

我们被教导作为全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的教育使我们能够适应工作领域

我们被赋予充满好奇心、创造性和创
业精神的空间

每个人都能自信地阅读和书写至少一种语言

所有人都能获得教育机会，学生可以毫无恐惧
地在学校上学

在这个世界中……

……个我们能学到所需知识和技能
来获得成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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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教育体系加剧了不平等
态势
大多数教育体系业已落后。教学方法缺乏来自
学习科学的依据。课程仍植根于 19 世纪制定
的框架当中。教学方式往往会扼杀学生的创造
力。

残障人士和拥有不同学习需求的人无法获得
相关基础设施和课程提供。他们和来自边缘化
社区的学生最有可能成为暴力、欺凌、骚扰和
歧视的受害者。 

年轻人并未准备好应对快速变
化的世界
许多年轻人认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其并未掌
握在就业市场做好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尤其
是在数字和绿色经济等增长行业更是如此。 

国际流动学生能得到最好的工作，但只有最富
有的人才能出国留学。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承诺为无力负担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更多奖
学金，该承诺却已落空。

疫情正在加剧不平等态势
COVID-19迫使九成的学生离开所在学校和大
学，在那些缺乏电力、互联网和计算机以转向
到远程学习的国家，学习者受到的打击最大。

上千万儿童可能永远无法重返校园，而学校关
闭将使学生在一生中损失10万亿美元的收入。
在各国当中，尤其是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
国家，在需要资金来帮助学生迎头赶上的时
候，却遭至教育预算削减。

世界未能履行其教育承诺
目前的趋势表明，2030 年将有 2 亿多儿童失
学，半数以上的儿童将不学习读写或掌握其他
基本技能。2030 年，只有六成的年轻人具有高
中学历。

边缘化社区 —— 残障人士、LGBTQ +、原住民、
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和其他人 —— 很
可能遭至抛弃。

https://www.unicef.org/protection/violence-against-children-in-school
https://www.oecd-forum.org/posts/53006-young-people-don-t-feel-ready-for-the-future-of-work
https://www.oecd-forum.org/posts/53006-young-people-don-t-feel-ready-for-the-future-of-work
https://www.oecd-forum.org/posts/53006-young-people-don-t-feel-ready-for-the-future-of-work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4&Target=4.b
https://gem-report-2019.unesco.org/chapter/monitoring-progress-in-sdg-4/scholarships-target-4-b/
https://data.unicef.org/resources/remote-learning-reachability-factsheet/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1/April/English/text.ashx
https://docs.edtechhub.org/lib/CDC2W7Q6/download/H5SED8BF/Damani_2021_Covid-19%20and%20EdTech%20in%20Africa.pdf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node/17871/pdf/save_our_education_0.pdf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798061592482682799/covid-and-education-June17-r6.pdf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26481614027788096/pdf/Education-Finance-Watch-2021.pdf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s46-more-than-half-children-not-learning-en-2017.pdf
https://www.who.int/disabilities/world_report/2011/report.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mandated-areas1/education.html
https://www.unhcr.org/edu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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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疫情所造成的损害  
制定紧急计划来提供补充学习机会，触达最落后的儿童

 Ւ 安全地重新开放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Ւ 在每个国家，至少在未来两个学年实施一项教育恢复计划，以帮助弥补失去的学
习机会。 

 Ւ 消除对边缘化儿童打击最大的障碍，包括歧视性的立法和政策、学费以及缺乏技
术和互联网接入。 

 Ւ 到 2026 年，实现 4 千万以上的女孩接受教育的全球目标，同时打击基于性别的
歧视和暴力，并改善获得卫生设施的机会。  

 Ւ 实施安全学习战略，保护儿童和年轻人在学校、学院和大学内及其周围免遭暴力
和虐待。

结束学习危机 
改革教育系统的蓝图，以学习者为中心，让年轻人获得工作
和生活所需的技能

学习技能 
 Ւ 及时收集和公布分类数据，以显示在解决学习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 

 Ւ 为了使更多儿童能够掌握阅读、书写、进行基本数学运算和使用基本技术，制定
富有弹性的五年目标。 

 Ւ 向任何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基于证据的基本技能教学方案和材料，并翻译成当地
语言，以零成本或低成本提供。

 Ւ 在设计推广4C标准（批判性思维、协作、创造和交流）的课程时，与学生进行协商。 

 Ւ 为父母，特别是年轻父母提供资源和培训，使他们能够支持孩子的校外学习，并
投资于早期儿童教育。

工作技能
 Ւ 在世界每个地区开发一个平台，以预测未来的经济体需要哪些技能。

 Ւ 为所有学生提供职业建议、工作经验和接受指导的机会，创造从教育到工作更顺
畅的道路。

 Ւ 在各级教育中教授金融知识。

 Ւ 与私营部门合作，培训青年创业者，重点放在可持续的企业和未来的商业部门。

我们的提案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348/PDF/373348eng.pdf.multi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7-foreign-and-development-ministers-meeting-may-2021-communique/declaration-on-girls-education-recovering-from-covid-19-and-unlocking-agenda-2030
https://www.end-violence.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7/compress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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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Ւ 与数字技术公司合作，提供数字和媒体素养培训，推进社会未来所需
的技能。

 Ւ 连接政府、企业、慈善家和捐助者，创建奖学金和交流项目，增加学生
的流动性，为来自边缘化社区的年轻人打开大门。 

生活技能
 Ւ 为所有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接触大自然的机会。 

 Ւ 向所有年轻人提供全球公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 

 Ւ 推广高质量的青年工作和其他机会，提供公民参与和社会行动所需的
知识、技能和态度。 

 Ւ 将对人权的认识和诉诸司法系统的方法纳入青年教育中。 

 Ւ 在所有学校课程中引入全面的性健康教育，增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支
持，并从根本上缓解教师压力问题。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ec.europa.eu/assets/eac/youth/library/reports/quality-youth-work_en.pdf


21

全球行动的新模式 
我们请求秘书长倡导学习权。

在E9 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呼吁国家和国际领导人组成一个高目标联盟，为重建教
育体系提供政治支持。

领导小组应在 2022 年全球教育会议之前，为支持教育复苏的一揽子计划造势。我们
请求领导人在2023 年第二届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推出《教育体系转型蓝图》。 

新的全球教育合作机制需要尽快全面投入运作，以便能够加强全球和区域合作，以实
现教育转型。学生必须在这种新的治理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所有国家应每年在高级别政治论坛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报告他们为弥合学习差
距所做的努力。 

明智而公平的投资
所有政府都应扭转对教育预算的削减，并在未来两年提供 10% 的助推基金，以资助教
育从 COVID-19 中恢复。 

我们呼吁制定一项较长期的计划，以弥补教育的年度全球融资缺口，缺口目前在 1780 
亿至 1930 亿美元之间。至少 10％ 的国际资金应该用于教育领域的重要全球公共产
品。

投资的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招募、发展和支持 2020 年代全球教育系统转型所需的7 
千万年轻教师。

驾驭创新，规划未来 
我们支持教育未来国际委员会的工作，“重新设想知识和学习如何能塑造人类和地球
的未来。” 

我们请求国际委员会与教师和年轻人合作，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课程，并使教育
系统对来自少数群体的学习者更具包容性。

我们呼吁与技术公司达成契约，提供高质量的开源教育技术工具，供课堂内外使用，通
过Giga倡议连接每所学校，并投资于技术，为偏远地区的学习者提供上网条件。 

我们如何实现教育转型

https://en.unesco.org/education2030-sdg4/coordination/e9-partnership
https://sdg.iisd.org/events/sdg-summit-2023/
https://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global-education-meeting-2021-draft-outcome-en.pdf
https://educationcommission.org/updates/saveourfuture-defend-education/
https://educationcommission.org/updates/saveourfuture-defend-education/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MLc-Gwt7lSxp_mg_KyN6SobpSD-pby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MLc-Gwt7lSxp_mg_KyN6SobpSD-pby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MLc-Gwt7lSxp_mg_KyN6SobpSD-pbyZ/view?usp=sharing
https://educationcommiss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Transforming-the-Education-Workforce-Full-Report.pdf
https://educationcommiss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Transforming-the-Education-Workforce-Full-Report.pdf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717/
https://en.unesco.org/futuresofeduca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education-plus-development/2021/06/21/what-does-a-common-agenda-for-global-public-goods-in-education-look-like/
https://gigaconnect.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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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未来
《2030 年议程》承诺到 2020 年大幅度减少未就业、未接受教

育或培训的年轻人的比例，但这一目标仍未实现。 

COVID-19 疫情已经证明，在危机中，年轻工作者最先失去工
作，最后才恢复工作。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和国际体系并 未
采取任何措施防止出现 “封锁一代”。  

对许多年轻人的影响可能会持续一生。即使经济复苏，我们面
临的工作领域将极大程度上不同于父母一代。

为了应对 COVID-19，我们呼吁制定将年轻人置于经济复苏核
心的全球就业战略。

为了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我们呼吁采取行动，刺激未来产
业，支持年轻创业者，给予年轻工作者公平的待遇。

我们不会被迫从事破坏地球
的工作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596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30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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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轻松地从教育领域转向工作领域

我们在工作中有安全感

我们能得到公平的报酬，能够养活自己和
家人的生活

我们不会被迫从事破坏地球的工作

我们能在未来的行业中找到稳定的工作

鼓励我们创新，并支持我们建立企业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我们能找到安全和有意
义工作的世界

我们不会因为年轻或出于任何其他原因
而面临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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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在工作场所面临歧视
年龄歧视在许多工作场所普遍存在，其中年轻
人面临情感和身体虐待的几率更高。 

许多年轻人很少有法律保护、福利或培训机
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96％的年
轻工作者从事非正规就业，越来越多的年轻工
作者受到零工经济的剥削。

年轻创业者面临重大阻碍  
年轻人具有高度创业精神，特别是在缺少其他
机会的地区更是如此。但年轻人缺乏获得资
本、培训、技能和指导的机会。

鼓励年轻的创业者，特别是年轻的社会创业
者，可以减少失业，打造可持续的劳动力供给，
支持当前和未来的经济。 

年轻人缺乏他们想要和需要的
绿色就业机会
年轻人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对环境的影响。
大多数人认为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工作的前
景并不吸引人。 

到 2030 年，更绿色的经济可以创造 2400 万个
就业岗位，其中许多将提供给年轻工作者。但
是，为了应对 COVID-19，G20 国家已经花费了
近2500亿美元支持化石燃料 —— 远超他们在
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入。

太多年轻工作者被劳动力市场
拒之门外
即使在疫情之前，年轻人的失业可能性是年长
者的三倍以上。当COVID-19发生时，对就业的
影响是年轻人的两倍以上。

即使有经济机会，质量也往往很低。5500 万年
轻工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https://www.who.int/news/item/18-03-2021-ageism-is-a-global-challenge-u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6831.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6831.pdf
https://www.youthbusines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9/GenerationEntrepreneur.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wp-content/uploads/sites/21/2020/07/2020-World-Youth-Report-FULL-FINAL.pdf
https://assets.ey.com/content/dam/ey-sites/ey-com/en_gl/topics/oil-and-gas/ey-how-do-we-regenerate-this-generations-view-of-oil-and-gas.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8654.pdf
https://www.energypolicytracker.org/region/g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4/countries-leading-post-pandemic-green-recovery/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6634NEET_Sida_brief.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702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764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376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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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快速启动增长  
制定全球就业战略，将年轻人置于经济复苏的核心位置

 Ւ 启动复苏晴雨表，按年龄层跟踪疫情的影响，并据此指导如何分配复苏资金。 

 Ւ 紧急制定并实施一项全球青年就业战略，最终履行可持续发展SDG 8.b的承诺。

 Ւ 为首次求职者制定工作保障计划，在基础设施、社会关怀和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
提供工作机会。

 Ւ 为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求职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Ւ 将紧急社会保护措施变成所有年轻工人的安全网，将非正规就业者也包括在内。

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采取行动，刺激未来产业，支持年轻创业者，给年轻工作者
公平的待遇

未来的产业 
 Ւ 制定区域战略，在年轻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加的国家建设数字化、复原力和零碳基

础设施。 

 Ւ 将年轻人置于向净零排放过渡的核心，通过全球和国家绿色新政投资创造就业
机会。

 Ւ 制定国家目标和计划，在未来的产业中创造绿色工作和其他工作机会。

 Ւ 为在化石燃料和其他碳密集型行业工作的年轻人提供培训和支持，使他们重新
掌握技能并进入新的行业。

 Ւ 投资于新一代的公务员，让他们有精力、有技能、有自由度，以便重塑机构以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

青年创业者
 Ւ 通过培育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和为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初创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

机会来支持青年创业者。 

 Ւ 消除使年轻人难以注册和创办企业的法律和监管障碍，同时使青年创业者更容易
开设银行账户和获得其他基本金融服务。 

 Ւ 在《2020 年世界青年报告》的建议的基础上，为青年创业者引入激励措施，例如税
收减免和延长缴费或偿还贷款的宽限期。 

我们的提案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youth-and-covid-19-response-recovery-and-resilience-c40e61c6/
https://sdgs.un.org/goals/goal8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youth-and-covid-19-response-recovery-and-resilience-c40e61c6/
https://530cfd94-d934-468b-a1c7-c67a84734064.filesusr.com/ugd/6c192f_70a36614cf6f445c8d73a781dd1dad3e.pdf
https://www.itu.int/en/ITU-D/Innovation/Pages/Nurturing-A-Digital-Innovation-Ecosystem-That-Accelerate-Youth-Resilience-and-Empowerment-In-Benin.aspx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news/24-eu-member-states-commit-digital-day-take-action-support-growth-eu-startups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news/24-eu-member-states-commit-digital-day-take-action-support-growth-eu-startups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wp-content/uploads/sites/21/2020/07/2020-World-Youth-Report-FULL-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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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Ւ 为年轻公务员创造更多创业机会，为他们提供制定和实施数字和创新
战略的机会。

 Ւ 为年轻人提供学习创业和社会创业的机会，并为创业者创建面对面或
在线的指导网络。

给年轻工作者提供公平待遇
 Ւ 立法并执行现有法律，以确保所有雇主为年轻工人提供有尊严的、报

酬丰厚的、充实的工作，并提供能改善福祉、发展和个人成长的福利。

 Ւ 终止无薪实习和零工时合同，并将社会保护扩大到非正规工作者，使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再是片面的。

 Ւ 重新设计数字和实体工作场所，利用疫情提供的机会，将远程、现场和
混合工作的机会结合起来，同时紧急为年轻父母提供托儿服务支持。

 Ւ 承诺在招聘、发展和保留年轻公务员方面采取更公平和更透明的程
序。

 Ւ 让年轻工作者更容易移民到劳动力老龄化的国家，为数字游民提供签
证和支持，承认在其他国家获得的教育证书，并在年轻移民在国外时
给予保护。

 Ւ 结束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和其他形式的虐待，采用道德审查和其他机制
来促进安全的工作环境。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wp-content/uploads/sites/21/2020/07/2020-World-Youth-Report-FULL-FINAL.pdf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2523030_Ethics_Audit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isabilities/envision2030-goal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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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行动的新模式
我们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区域开发银行和区
域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为年轻人制定全球就业战略。

我们坚持要求就这一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与我们协商，并为我们提供渠道，以便在领导
人未能取得成果时追究其责任。 

促进年轻人的就业应该是发展筹资高级别对话、2022 年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国的 20 
国集团以及德国担任主席国的 7 国集团的核心目标。 

我们请求中央银行在其任务中对充分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给予同等重视。当各国面临
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保护劳动力市场。

明智而公平的金融
我们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进行创新。 

我们请求政府与金融服务提供商合作，创建小额贷款和平台，使我们能够以灵活的条
件众筹资本，并为年轻创业者提供定制金融服务。年轻人应该对资金分配提出建议。 

我们不应该因为想要做出积极的改变而承受负担。未来的投资者应该为高风险的创业
企业建立特别资助计划，例如那些涉及新技术、绿色经济和最后一英里社区的企业。 

我们呼吁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投资于测试和扩大由青年领导的合作倡议，以推动社会
变革。

驾驭创新，规划未来 
如果互联网无法得到普遍使用，就无法促进平等。 

我们敦促所有政府加快努力，根据网络契约的原则，确保互联网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 

我们要求科技公司为推进这一目标贡献资金和专业知识，并投资于培训新一代年轻工
作者的数字知识。

我们如何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wp-content/uploads/sites/21/2020/07/2020-World-Youth-Report-FULL-FINAL.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wp-content/uploads/sites/21/2020/07/2020-World-Youth-Report-FULL-FINAL.pdf
https://issuu.com/sdsnyouth/docs/ysr2020_r_9c277160c38968
https://contractforthe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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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我们的星球
年轻人在地球面临紧急情况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气温正在上升，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COVID-19，我们正在
目睹一场数千万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灭绝事件。 

造成这种紧张局面的不是我们，但我们却将首当其冲地承担其
后果。我们呼吸着有毒的空气长大。我们目睹大自然在我们周
围消失。而我们每天都在为领导者未能采取行动拯救气候而付
出代价。

今天的精英们必须结束他们对绿色宣传的沉迷，并最终致力于
环境和代际公正，而不是期望我们做出所有的牺牲。 

为了应对 COVID-19，我们呼吁在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方面
做出雄心勃勃和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为了结束地球上的紧张局面，我们呼吁绿色转型、环境和代际
公正，以及赋予年轻人作为未来设计师的权力。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speech/triple-planetary-crisis-forging-new-relationship-between-people-and-earth
https://www.globalcitizen.org/en/content/air-pollution-kill-more-people-covid-19/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cosc.2020.615419/full


29

我们不再生活在对失控的气候变化和其他灾难
性风险的恐惧中

向环境不公正的受害者提供赔偿

人们在被迫适应气候和环境变化时得到支持

当地社区了解并维护他们的环境权利

我们有能力为活着的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地球

我们受益于绿色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红利

整个国家、城市和生态系统不再处于毁灭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尊重所有人共同家园的世界

我们的子孙继承了一个健康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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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对环境决策的参与有限
年轻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
的问题，但许多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的
系统中，“有权势的人利用其权力谋取私利，而
且往往是短期利益。”

年轻人希望参与到解决方案中来，但在参与气
候行动主义时面临着艰巨的障碍，包括缺乏机
会、知识、能力和资源等。 

环境破坏加剧了不平等，破坏
了社会契约
气候变化由富人导致，而最严重的影响却落在
穷人身上。前1%的人导致的排放量是世界上
较贫穷的一半人口的两倍。气候变化已经 使全
球不平等加剧了 25％。

气候是一个代际问题。年长的精英们由于没有
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而破坏了社会契约，年
轻人看到他们没有未来，特别是在非洲、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更是如此。 

生物多样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降低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发现，“在留给后代的
遗产方面，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灭绝正在 加速。许多生态系统已遭至无法逆转
的破坏。 

没有地球为我们提供的财富，我们就无法生
活。但是，尽管经济有所增长，但人均自然资本
存量已经下降了40％。我们需要有一个半以上
的地球才能维持当前的生活方式。

气候变化威胁着数十亿人的生
命和生计  
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承诺采取稳定气候所需的
行动。联合国警告称，“目前的气候雄心水平离
让我们走上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道路还非
常遥远”。

气候每变暖一度，就会有10亿人 暴露在威胁生
命的极端高温下。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很多国
家都有消失的风险。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
食物和水系统将难以支持到 2050 年，届时世
界人口将超过90亿。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9/12/climate-change-ranks-highest-as-vital-issue-of-our-time/
https://oxfamilibrary.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621052/mb-confronting-carbon-inequality-210920-en.pdf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6/20/9808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2020-02/ipbes_global_assessment_report_summary_for_policymakers_en.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57629/Dasgupta_Review_-_Headline_Messages.pdf
https://unfccc.int/news/greater-climate-ambition-urged-as-initial-ndc-synthesis-report-is-published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52543589
https://www.cnbc.com/2021/05/19/maldives-calls-for-urgent-action-to-end-climate-change-sea-level-rise.html
https://unfoundation.org/blog/post/climate-change-and-the-future-of-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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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建设更绿色的环境 
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治理污染做出雄心勃勃和具有约束力
的承诺

 Ւ 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使世界不可逆转地在 2050 年前实
现净零排放。 

 Ւ 通过使所有国家的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将其转化为可透明监测的碳预算，使净
零排放成为普遍、可信且必须实施的计划。 

 Ւ 商定国家和全球的绿色新政，开辟通往净零排放的道路。 

 Ւ 停止将应对 COVID-19 的复苏资金用于化石燃料，并迅速增加用于绿色投资的比例
（目前的水平低于 20%）。

 Ւ 以疫情期间减少排放和污染的行为改变为基础，包括远程办公、减少乘机和减少驾
驶出行等。

 Ւ 在 2021 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商定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改变我
们与自然的关系，为 2030 年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和指标。

结束地球上的紧张局面 
绿色转型、环境和代际公正，以及作为可持续未来设计师的年
轻人

绿色转型
 Ւ 立即停止化石燃料补贴和新的勘探，到 2050 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使用，到 2025 

年禁止新的化石燃料锅炉，到 2030 年禁止制造新的内燃机车，到 2030 年在富裕国
家停止使用煤炭，到 2040 年在全球各地停止使用煤炭。

 Ւ 使可再生能源成为新的默认能源，作为清洁和高效能源技术“立即和大规模扩张”
的一部分。

 Ւ 商定一个路线图和行动计划，使航空公司、航运和重工业去碳化，同时终止激励这
些部门污染的不公平补贴。

 Ւ 根据为自然和人类的高雄心联盟提出的标准，作为实现到 2050 年保护地球一半面
积的第一步，我们应在 2030 年保护地球上至少30％的土地和水域。

环境和代际公正 
 Ւ 普及低碳电力和其他再生燃料，首先提供给 1/3 无法获得可负担、可靠的现代能源

的人群。

我们的提案

https://ukcop26.org/
https://unfoundation.org/our-common-agenda/climate-report/
https://unfoundation.org/our-common-agenda/climate-report/
https://unfoundation.org/our-common-agenda/climate-report/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en/themes/green-recovery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beceb956-0dcf-4d73-89fe-1310e3046d68/NetZeroby2050-ARoadmapfortheGlobalEnergySector_CORR.pdf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beceb956-0dcf-4d73-89fe-1310e3046d68/NetZeroby2050-ARoadmapfortheGlobalEnergySector_CORR.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f21b11aaf514f59e25e0dfa/t/5f738de4db69212d423cdf28/1601408484910/200619+Concept+Note+HAC+.pdf
https://www.half-earthproject.org/discover-half-earth/
https://www.half-earthproject.org/discover-half-earth/
https://www.campaignfornature.org/g7-nations-endorse-protecting-30-of-land-and-oceans-by-2030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d371cb401986300013881d3/t/5fc69cf5f8cdb769c6cbe660/1606851834938/GCEEP-ALLReports-Summary-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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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Ւ 为享有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提供宪法和其他法律保障，使气候变
化的受害者能够就生态灭绝等罪行将污染者告上法庭。 

 Ւ 建立全球框架，在 2050 年前保护多达2 亿环境移民和难民的权利和
未来。

 Ւ 将外国投资直接用于针对气候倡导者的法律援助，包括原住民，他们
的土地可以成为为环境而战的“防线”。 

 Ւ 支持当地环境维护者，他们正以“惊人的数量”受到骚扰和杀害。 

年轻人作为可持续未来的设计师 
 Ւ 支持并听取年轻的气候活动家的意见，在气候赋权行动 议程的基础

上，响应#周五为未来和其他由年轻人领导的运动的要求。 

 Ւ 在每个国家选举一名可持续发展青年特使，任期两年，在设计和实施
国家气候承诺和行动中代表青年发言，并与青年气候支持者合作，在
国际体系中扩大青年的影响。 

 Ւ 实施《国家自主贡献青年参与计划》，使青年切实参与设计和实施国家
减排承诺。

 Ւ 建立青年自然创新实验室，支持青年领导的社会创业和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以开发署加速器实验室为框架，并借鉴原住民和地方知识。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environmental-rights-and-governance/what-we-do/advancing-environmental-rights/what-0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6/22/legal-experts-unveil-new-definition-ecocide
https://www.ipcc.ch/apps/njlite/srex/njlite_download.php?id=5866
https://thischangeseverything.org/book/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environmental-rights-and-governance/what-we-do/advancing-environmental-rights/who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environmental-rights-and-governance/what-we-do/advancing-environmental-rights/who
https://unfccc.int/topics/education-youth/the-big-picture/what-is-action-for-climate-empowerment
https://fridaysforfuture.org/
https://issuu.com/ndcpartnership/docs/ndcp-yep-112620
https://www.iucn.org/theme/nature-based-solutions/initiatives/decade-ecosystem-restoration
https://www.iucn.org/theme/nature-based-solutions/initiatives/decade-ecosystem-restoration
https://acceleratorlabs.un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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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行动的新模式
我们请求所有国家、地区和国际领导人将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定为 2021 年的首要任
务。如果他们不打算在峰会上作出符合净零排放的承诺，我们则要求他们发表公开演
讲，解释原因。

股东、评级机构和保险公司必须强调，如果企业坚持过去的污染做法，他们将面临巨大
损失。我们呼吁经合组织和 G20 国家的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碳风险。 

我们呼吁将气候和环境风险纳入所有决策中，并对气候、生物多样性、污染和能源贫困
问题采取联合行动。

关于地球未来的决定绝不能闭门造车。我们支持将全球大会作为一个平台，让人们探
索结束地球紧张局面的行动。我们希望能够举行全球儿童和青年大会。

明智而公平的投资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与私营部门合作，到 2030 年将每年的清洁能源投
资增加两倍，达到约 5 万亿美元的水平，其中大部分新资金由历史上或目前的主要排
放国提供。从化石燃料和军事化中撤资将加速该目标的实现。 

污染者必须付出代价。我们敦促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国际金融机构在 2030 年前将碳
定价在 100 美元左右，并设计适当监管的碳市场。我们呼吁对亿万富翁征税。

我们欢迎使用边境调整税，阻止污染越境出口，并增加可重新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的收
入。 

各国政府必须提供关于绿色金融的透明数据，以解决腐败问题，并确保其取得成果并
惠及最弱势群体。 

驾驭创新，规划未来

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的价格有望出现大跌，但现在必须使它们成为所有国家和部门
的默认选项。 

我们请秘书长召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联盟，这些伙伴关系、网络和联盟具有最大的
潜力，可以加速实现净零排放。所有这些伙伴关系都应该分配资源来支持青年创业者。

如何拯救地球

https://www.fsb-tcfd.org/
https://globalassembly.org/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405543d2-054d-4cbd-9b89-d174831643a4/NetZeroby2050-ARoadmapfortheGlobalEnergySector_CORR.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ff9c5ce4b0a53decccfb4c/t/59b7f26b3c91f1bb0de2e41a/1505227373770/CarbonPricing_EnglishSummary.pdf
https://www.ft.com/content/7a812f4d-a093-4f1a-9a2f-877c41811486
https://www.ft.com/content/7a812f4d-a093-4f1a-9a2f-877c41811486
https://www.systemiq.earth/wp-content/uploads/2020/12/The-Paris-Effect_SYSTEMIQ_Full-Report_December-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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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新一代

变革性转变
为年轻人伸张正义

拥抱我们对现状的挑战
为我们提供塑造未来的空间

让我们能参与决策制定

振兴多边主义
重塑国际机构的形象

放大青年的声音  
加强全球领导力

以更大的雄心壮志开展工作 
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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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变革而奋斗，尽管我们占世界人
口的半数，但在决策和权力体系中，我们的代表人数不足，
重要性也被低估。 

在通过正式机构来制定直接影响我们生活的政策方面，我
们的机会很少，且限制颇多。年轻妇女和女孩以及来自边缘
群体的年轻人面临着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最严重的参与障
碍。

作为回应，我们中的许多人设计了自己的参与模式，希望能
通过社区和社会活动，建设更好的世界。但是，当我们和平
抗议时，我们遭到忽视、轻视或压制 —— 往往是以暴力的方
式。 

难怪许多年轻人对掌权者深感失望，有些人对未来失去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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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领导人要兑现承诺，倾听年轻人意见并与青年合
作，就需要进行四项变革性的转变。

我们必须：

 Ւ 从不平等、歧视和暴力转变为为年轻人伸张正义

 Ւ 从 期待合规转变为接受我们对现状的挑战

 Ւ 从控制我们的命运转变为给予我们空间塑造未来

 Ւ 从 让我们置身事外转变为让我们参与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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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不平等世界中。 

这种不平等具有强大的代际性。年轻人遭受过多的暴力。我们
面临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排斥。各种机构经常歧视我们，有
时还会主动侵犯我们的人权。

年轻人应该生活在以其最大利益为本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
会中。 

当年轻人成为犯罪受害者或在金
钱、债务、住房、公共服务方面以及
家庭方面遇到法律问题时，为他们
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使司法走出
法庭，进入他们生活的社区。 

紧急实施基于证据的包容性方
案，以防止和应对针对儿童、青
年、妇女和LGBTQ+ 社区的相互
关联的暴力行为。各国政府必须
制止警察和其他司法人员虐待我
们，并采取更多措施来打击“腐败
的破坏性影响”。

各机构应对年轻人需求有更多的
回应，并对其行动更加负责。我们
赞同秘书长关于重塑社会契约的
呼吁，这将“使年轻人能够有尊严
地生活”。 但是，只有在我们的机
构更值得信任的情况下，新的社
会契约才能持久。

立法消除阻碍年轻妇女和 
LGBTQ+、原住民、残障人士和其
他边缘社区的人参与公共事务的
歧视性障碍，并采取措施，纠正社
会性和结构性的歧视。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

为年轻人伸张正义

https://www.undp.org/blogs/access-justice-all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violence-against-childre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youth-violence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youth-violence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violence-against-women
https://www.hrw.org/news/2020/05/18/global-report-card-lgbtq-rights-idahobit
https://ungass2021.unodc.org/uploads/ungass2021/documents/YouthForum/UNGASS_Youth_Forum_Statement_2_June_2021_68.pdf
https://ungass2021.unodc.org/uploads/ungass2021/documents/YouthForum/UNGASS_Youth_Forum_Statement_2_June_2021_68.pdf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0-07-18/secretary-generals-nelson-mandela-lecture-%E2%80%9Ctackling-the-inequality-pandemic-new-social-contract-for-new-era%E2%80%9D-delivered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Pages/EqualParticipation.aspx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67997/files/E_CN.4_Sub.2_2002_21-EN.pdf


39

我们没有义务认同你们的观点。 

Greta Thunberg 曾站出来告诉世界领导人，他们令我们感到失
望。Malala Yousafzai在为女孩的学习权发言时，头部中弹。当她恢复意
识时，她拒绝保持沉默。

在公开场合，你们赞扬这些年轻女性的反抗和领导能力。但是，当世界没
有注意到我们的时候，年轻活动家常常被视为威胁，而不是因其改造社
会的潜力而受到重视。

太多的年轻活动家遭受到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我们不应由于为自己发
声并捍卫自身权利而受到惩罚。疫情不能成为让我们沉默的借口。

结束对青年人权捍卫者、正义捍
卫者、记者和其他动员起来建设
更美好世界的年轻人的攻击。所
有国家都必须履行义务，保护和
支持年轻活动家。

结束政府在抗议和危机时期关闭
互联网的做法。网络公民空间对
我们的自由至关重要。令人无法
接受的是，关闭互联网的次数、时
长和严重程度继续上升。 

促进民间社会、当地医疗机构、学
校和大学之间的合作，以帮助年
轻人在示威时保证身体安全和心
理承受力；为青年活动家创造安
全的工作空间；并提供处理心理
创伤的咨询服务。

为代际对话创造空间。副秘书长和我
们谈到了青年人和其他几代人之间
交换彼此真实想法的必要性。我们同
意，所有年龄段的人的视角都很重
要，我们必须相互倾听，相互交流。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

拥抱我们对现状的挑战

https://acleddata.com/acleddatanew/wp-content/uploads/2021/04/ACLED_A-Year-of-COVID19_April2021.pdf
https://www.un.org/youthenvoy/2020/10/joint-statement-on-recent-violent-escalations-during-youth-led-protests-around-the-world/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srhrdefenders/pages/defender.aspx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A_HRC_47_24_Add.2_E.pdf
https://www.un.org/youthenvoy/wp-content/uploads/2021/06/Global-Report-on-Protecting.-Young-People-in-Civic-Space.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qfhEDAQGKhQUCHU_IkDTdMGaKCcu0MA/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qfhEDAQGKhQUCHU_IkDTdMGaKCcu0MA/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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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推动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地推动变革，在气候、暴力、种族不公、性别
平等和民主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

但我们需要安全的空间来召开会议，制定未来议程，并动员实施。 

既需要网络空间，也需要线下空间，特别是在许多人仍然无法接触到互联网
的情况下。我们决心释放基层社区的力量，同时也在年轻人之间建立起跨越
国界的联系。

我们希望权威一代的领导人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与我们见面，而不是总
是期望我们来你们平台做客。沟通不应该仅限于单向进行。 

让未经正式注册或没有庞大行政
团队的组织的年轻人更容易从
公共、私人和慈善机构获得资金。
资助方应使用数字跟踪工具，以
更省时的方式监测和评估赠款情
况。 

支持青年理事会、学生会、青年领
导的组织和网络、青年俱乐部和
其他针对年轻人的包容性空间，
提供资源，确保这些空间不论社
会经济背景如何，都保持开放和
无障碍。 

制定法律，将互联网安全作为一项人
权，并让年轻人切实参与有关互联网
治理的对话，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在网
上表达自己。  

在关于青年、和平与安全的独立进展
审查的建议基础上，到 2025 年将 37 
亿美元用于资助和培训青年和平建
设者方面，人均投资 1 美元。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

为我们提供塑造未来的空间

https://www.civicus.org/documents/reports-and-publications/Youth_Resourcing_Consultation_Report_2019.pdf
https://www.un.org/en/chronicle/article/government-policy-internet-must-be-rights-based-and-user-centred
https://www.un.org/en/chronicle/article/government-policy-internet-must-be-rights-based-and-user-centred
https://www.intgovforum.org/multilingual/index.php?q=filedepot_download/4874/2454
https://unoy.org/downloads/the-missing-peace/
https://unoy.org/downloads/the-missing-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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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们，就没有关于我们的一切。 

我们占世界人口的半数，几乎所有重大决定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
响我们或我们的未来。 

年轻人的投票率太低，我们只占世界议会议员的2%，年轻女性的代表人
数则更少。 

我们很少影响候选人的选择，在确定工作重点时也被排除在外。甚至很
少有议会设立专注于年轻人的委员会或议会机构。

支持公民教育计划，以帮助年轻
人了解社会如何作出决定，建立
他们如何与政府接触的意识，并
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捍卫权
利的方式。 

解决年轻人投票率低的趋势，使
选民登记更便利，并鼓励教育和
工作场所在投票日为人们提供休
息时间。我们认为，所有国家的投
票年龄都应为 16 岁。

致力于使年轻人在议会和内阁中
得到公平的代表。竞选公职的年
龄限制不应高于人们可以投票的
年龄。 

采纳公民大会 和深度民主的审议模
式，让年轻人参与将影响他们未来的
政策的讨论。议会和政府大楼应该组
织市政厅活动和开放日，让更多人前
来参观。

在国际会议上，确保国家代表团中始
终有年轻人。我们认为 35％ 的代表
应该年龄在 35 岁以下，并应接受培
训，以便他们能够在重大会议上发表
自己的意见。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

让我们能参与决策制定

https://www.ipu.org/our-impact/youth-empowerment/data-youth-participation
https://www.ipu.org/resources/publications/reports/2018-12/youth-participation-in-national-parliaments-2018
https://www.ipu.org/resources/publications/reports/2018-12/youth-participation-in-national-parliaments-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0/04/BrookingsPolicy2020_BigIdeas_Winthrop_CivicEducation.pdf
https://www.idea.in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voter-turnout-trends-around-the-world.pdf
https://citizensassembly.co.uk/
https://deepdemocracy.ca/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wp-content/uploads/sites/21/2020/05/Youth-Delegates-Guide_May-20200-WEB-1.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wp-content/uploads/sites/21/2020/05/Youth-Delegates-Guide_May-20200-WE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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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到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脱节。如果我们想融入
其中，就需要拥有外交官在长期职业生涯中形成的技能。尽
管承诺使用多种语言，但日常业务还是用英语进行，把许多
人排除在外。

在对全球问题做出重大决定时，我们很少参与讨论。充其
量，在领导者对我们发表演讲时，我们才有象征性的机会参
与小组讨论。但是，小组中仅凭一个年轻人怎么能代表世界
上大约半数人口的观点呢？

在我们发言后，我们的想法很少被决策者采纳，我们缺乏继
续影响和要求领导人负责的渠道。 

而作为年轻的工作人员，我们面对的是等级森严的旧时组
织，这些组织往往缺乏文化、技术和工具，以及利用新一代
国际公务员的能量所需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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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年轻人相信国际体系的变革潜力。我们提出了一项重
振多边主义的计划，以迎接 21 世纪及以后的挑战。

我们必须：

 Ւ 重塑国际机构的形象，使其成为下一代和未来一代
的平台

 Ւ 放大“年轻国家”和年轻人的声音  

 Ւ 和年轻人一起努力，加强全球领导力

 Ւ 以 20 世纪拯救了数百万生命的儿童生存革命计划
的同样雄心壮志来实现这一目标

 Ւ 改变工作惯例，重视国际体系中的年轻公务员

https://www.forbes.com/sites/ashoka/2020/01/28/the-childhood-survival-revolution-how-james-p-grant-convinced-the-world-to-save-its-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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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多边体系
的十点计划

将实现《新一代新政》作为国际体
系的核心任务，同时更新联合国

《2030 年青年》战略和《2030 年议
程》，以反映《我们的共同议程》和《
我们的未来议程》中的建议内容。

撰写《未来契约》，规定世界对本世
纪尚未出生的大约百亿人和未来
几代人的义务。

01
重塑国际机构的形象，使其成
为面向未来的平台

03

02

《未来契约》可能会在斯德哥尔
摩+50 会议 上推出，2022 年将是
第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重要峰会
召开的 50 周年。

在国际系统内为青年人口众多、大
多数子孙后代将出生的国家提供
领导机会。

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后的高级别一
般性辩论周内，设立一次跨代际青
年高级别会议，向联合国大会作出
承诺并提出决议。

04

放大“年轻国家”和年轻人的声音

所有国家都应派三名青年代表出席本次会
议，领导人和部长也应出席会议。经社理事
会青年论坛和青年高级别会议都应以混合
方式举办，以实现多边对话的民主化。   

https://www.un.org/youthenvoy/wp-content/uploads/2018/09/18-00080_UN-Youth-Strategy_Web.pdf
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policy/stockholm50/
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policy/stockholm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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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年轻人纳入联合国高级领导人才库，
为整个国际系统的年轻工作人员提供更
多机会，并在所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中结束无薪实习。

每年在年轻工作人员和秘书长、其他国
际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常驻联合国代表之
间举行一次互动对话。

“创建联合国的未来”：这是全球项
目将联合国大家庭内外的国际组织
聚集在一起，采用包容性的治理模
式，为年轻人提供领导角色。

建立全球青年投资和伙伴关系平
台，以促进为青年和与青年一起推
动解决方案，并作为具有伙伴关系
的合作伙伴，减少分裂，增加影响
力。

保持并加强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
题特使的领导作用，为她及其继任
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政治支持，使
联合国成为世界青年的家园。

邀请秘书长与其他国际和区域组
织的领导人合作，建立一个青年特
使网络，在整个多边体系中代表年
轻人。

07

09

05

08

10

06

加强年轻人的全球领导力

以更大的雄心壮志开展工作

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全球青年特使网络应得到青年
部长、市长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小组的支持。

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各组织应制定最低
质量标准，以促进就业机会和增加多样
性， 特别是为处境不利的年轻人。

这个新实体将借鉴艾滋病规划署的模
式。它将通过统筹协调，为年轻人提供
服务，增强年轻人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能
力，并促进代际合作。必须为其提供适当
的资源。

https://5d962978-9e17-4b96-91be-93983605fae8.filesusr.com/ugd/b1d674_9f63445fc59a41b6bb50cbd4f800922b.pdf
https://5d962978-9e17-4b96-91be-93983605fae8.filesusr.com/ugd/b1d674_9f63445fc59a41b6bb50cbd4f800922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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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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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新一代 

我们必须履行对彼此和对地球的责任
占据半数的世界人口，我们的行为方式影响深远。因
此，让我们心存善念，谴责歧视，憎恶暴力，维护和
平，尊重对话和民主。我们必须摒弃混乱和不平等，
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共同家园。 

我们必须与长辈合作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我们将继承的遗产感到失望。要
求我们解决并非是我们造成的问题。但是，老一辈人
也肩负重任，其中许多人代表我们作出了牺牲。我
们只能通过代际合作，积极地破旧立新，以及向今天
的领导人提供我们的创造力来设计有远见的解决方
案，才能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们必须让领导者负起责任
帮助并不意味着对不作为的现象视而不见——或对
今天的一些精英所造成的破坏置若罔闻。领导人做
出的决定，或避免做出的决定，将在我们的生活中产
生反响。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指出错误。而那些获
得平台支持的人必须放大那些被轻视或忽视的年轻
人的声音。

我们必须成为子孙后代的拥护者
保护子孙后代利益的道义责任落在每个人身上，无论
其年龄大小。但是，未来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在我们
当中，有些人将活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子孙将活到下
一个世纪。因此，让我们面向未来，确保自己的行动不
会给后代带来厄运。让我们建立一个我们将自豪地传
递下去的遗产。

我们的使命是让年轻人成为
未来的设计师，但不会止步
于此。

在我们的社区、国家和全球
舞台上，我们必须继续在决
策桌上争取空间。我们有数
十亿人之众。现在是我们挺
身而出，大声疾呼，着手建设
我们想要的世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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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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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下一代领袖项目，我们一直是一个包容性进程的召集人，
为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和我们的配套报告《我们
的未来议程》汲取世界各地年轻人的能量和想法。 

我们通过一种集体参与的方法研究、产生和完善建议，分四个
阶段为本报告造势。

发现（12 月至 1 月）
招聘、探索关键主题、早期提案  

下一代领袖项目在 2021 年 1 月得到确认。 

我们得到 BRAC、Girl Up、不懈开发组织和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提名，
并由联合国基金会一个小组进行面试。 

我们的年龄从 18 岁到 30 岁不等，来自世界六个不同的地区。我们有不同的
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以在这里了解相关信息。 

我们在 1 月份发布了一份挑战报告，启动了我们与其他年轻人的对话。该报告
借鉴了年轻人在联合国 75 周年大会和“我们希望的未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
征文比赛中的作品，联合国基金会的案头研究，以及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见解。 

发展（2月-4月）
通过开放和包容的流程收集提案

2 月份，我们举行了大型头脑风暴环节。在两周内，这一系列在线活动为青年
领袖、思想者和活动家提供了平台。他们被邀请领导行动小组，进行研究，并参
与开放空间的讨论，为下一代和未来几代人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确定创造性
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在最后的“Big Pitch”环节中，20 个行动小组汇集了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年轻
人，在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轻人面前展示了各自的想
法。 

4 月举行的经社理事会青年论坛提供了另一个与年轻人接触的机会。我们组
织了一个关于“年轻女性领导人的共同议程”的会外活动，这是下一代领袖项
目、格林纳达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助理秘书长 Anita Bhatia 之间
的代际对话。我们还为经社理事会青年论坛的参与者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以
反馈他们的想法和建议。 

我们通过与青年专家（包括联合国儿童和青年组全球协调人）以及参与实施青
年、和平和安全议程的青年进行小规模的对话，加深了对关键主题的理解。 

审议（5 月至 6 月）
与全球青年、伙伴组织和专题专家一起完善提案并确定优先次序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xGXy7_qe1zVMcyTUwuyo0Da0kNkVKp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hsfRAqeaoNKwRN_eG8FSoEd6U33oe4K/view?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w3s92RHW8s
https://www.un.org/youthenvoy/2020/06/the-future-we-want-the-un-we-need-essay-competition/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p4Uhid5FmayQ5zrUIAg6ftdNsXAk8QQZW2Bo6R3tb7A/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TRNzp1-RKQcW36AcGYtjxS55gftyv5o/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ueIcALGPxDNLNffKLkzGSx6WXybo5z3pO-eTdP9QUbA/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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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初，我们开始将我们的想法转化为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制作了一份临时
报告，概述了供进一步讨论的想法。 

来自伙伴组织的代表对这些提案进行了压力测试。我们召集了 20 多个组织参
加伙伴论坛，人们有机会参加分组讨论，讨论我们在每个关键主题中提出的建
议。

为了履行我们对秘书长办公厅的承诺，即我们将在既定网络之外进行咨询，我
们通过一系列国家对话，接触了以前没有参与过联合国的年轻人。在未来领导
者连接计划的帮助下，我们在十个国家（加拿大、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
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突尼斯）组织了这些活动。

在整个 6 月，我们继续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主办的一系列圆桌会议，与专题专
家进行磋商。我们讨论了教育、司法、行动主义和公共服务的未来等主题。 

对话（贯穿始终）
确保我们的建议得到听取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在各种活动中进行了介绍，并与高级政策制定者会面。这
些对话是实现我们的提案的基础。 

3 月，我们与助理秘书长 Volker Türk 组织了一次头脑风暴会议，分享了大型
头脑风暴环节的成果。他给我们提供了反馈意见，并敦促我们与“不寻常的嫌
疑人”即以往从未与联合国接触过的人联系。 

4 月，我们在联合国基金会主办的 “网络早餐对话 “中向成员国介绍了我们的
建议。我们与秘书长的青年问题特使 Jayathma Wickramanayake 和女性传
承组织的 Natasha Mwansa 一起，敦促各国将年轻人纳入其决策过程并投资
于他们的未来。随后，我们与秘书长的青年问题特使举行了一场头脑风暴，特
使帮助我们制定了建议，并分享了多边系统如何更好地促进她的工作。 

我们在 6 月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对话表明，联合国最高领导层正在听取我们
的工作，为夏季一系列决策者对话奠定了基础。 

我们已经与非洲开发银行的高级领导人、即将召开的斯德哥尔摩+50 会议
的大使、威尔士未来世代专员、环境署副执行主任等人进行了交谈。我们
还主办了一系列“关于下一代和未来一代的早餐对话”，邀请各成员国听取
我们的建议。我们很感激能与 Martha Phiri、Roman Krznaric、Jayathma 
Wickramanayake 以及一些杰出的年轻领导人同台发言。 

我们参加的活动包括平昌和平论坛；史汀生中心关于联合国 75 周年宣言的欧
洲视角的活动；与联合国粮食系统青年网络的对话；IPI 关于青年、和平和气候
行动的代际对话；机构间青年发展网络的年度会议；全球挑战基金会的新形态
论坛；年度 Girl Up 领袖峰会等等。 

我们将继续主持和参加与联合国系统内外领导人的对话，分享我们的建议并
争取他们的支持。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Tjf2RHdXHcs7CgNpswfJg0UoKd95ZOiJH7D4kCMpNk/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Tjf2RHdXHcs7CgNpswfJg0UoKd95ZOiJH7D4kCMpNk/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rcYjMxq9HJkQEgFAfYROf4ogvxfXsWS/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Von37dTzNKCGVl2ow9kd1GKbMuchcbv/view?usp=sharing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future-leaders-connect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future-leaders-connec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qfhEDAQGKhQUCHU_IkDTdMGaKCcu0MA/view?usp=sharing


联合国秘书长 António Guterres 呼吁年轻人成为自
己未来的设计者，他要求一批下一代领袖与世界上的
年轻领导者、活动家和思想者合作，为《我们的共同议
程》即他对未来国际合作的愿景做出贡献。

除了帮助形成秘书长关于新的代际团结的建议外，下
一代领袖还在《我们的未来议程》中阐述了他们对下一
代和未来的愿景和计划。 

在年轻人面对并非由他们造成的危机时，《我们的未来
议程》呼吁为新一代人达成新的协议，并建立一个能够
兑现其承诺的年轻多边体系，以倾听年轻人心声并与
其一起工作。


	_3i0nvxphg36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