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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敲响警钟

1. 七十五年前，世界从一系列灾难性事件中浴火重
生：连续两次世界大战、灭绝种族、毁灭性流感大暴
发和世界性经济萧条。联合国的创立者们聚首旧金
山，承诺使后世免遭战祸；重申对基本人权、人的尊
严和价值、男女间及大小国家间平等权利的信念；
建立能够维持正义和尊重国际法的条件；促进社会
进步和改善生活水平，增进自由。他们相信为建立
更美好的世界作出集体努力的重要价值所在，并为
此目的创建了联合国。 

2. 《联合国宪章》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自1945年以
来，国际准则和机构为数十亿人民带来了独立、和
平、繁荣、正义、人权、希望和支持。但对其他许多人
来说，这些愿望从未完全实现，而且正在日渐衰减。
还有太多人被排除在外，无从获得技术和经济转型
带来的机会和好处，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这
些人将面临黯淡的未来。 

3.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是二战以来前
所未遇的挑战，揭示出我们共同的脆弱性和相互
关联性。疫情暴露出人权问题并加剧了各国社会
中深藏的脆弱性和不平等，加深了人们对机构和
政治领导层的失望情绪，因为病毒一直难以根除。
我们还目睹了许多疫苗民族主义的实例。此外，离
实现期限还剩不到十年时间，可持续发展目标被进
一步抛离轨道。

4. 与此同时，这场疫情导致集体行动大幅增加，人
们齐心协力应对真正的全球威胁。全世界需要团结
起来，生产和分配人人都够用的疫苗。我们认识到
国家在解决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也需要行为
体网络，其范围远远超出国家，包括城市、公司、科
学家、卫生专业人员、研究人员、民间社会、媒体、
信仰团体和个人。当我们所有人都面临同一个威胁
时，在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开展合作、同舟共济是
唯一的解决办法。

COVID-19的代价

 y 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减少3.5%。

 y 因疫情而陷入极端贫困的人数达1.24亿。
疫情导致贫困人口激增，还将拉大贫困的
性别差距，这意味着陷入极端贫困的女性
将多于男性。

 y 2020年，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23.7亿)无
法获得足够的食物——仅一年就增加近3.2
亿人。 

 y 初步估计，由于保健服务短缺和获得食物的
机会减少，儿童死亡率可能增加高达45%。

 y 2020年总工时减少8.8%，相当于2.55亿个
全职工作岗位。

 y 行动受限、社会隔离和丧失经济保障等情
况，使世界各地妇女更易遭受家庭暴力。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
https://sdgintegration.undp.org/accelerating-development-progressduring-covid-19
https://sdgintegration.undp.org/accelerating-development-progressduring-covid-19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5647/9781464816659.pdf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updated-estimates-impact-covid-19-global-poverty-looking-back-2020-and-outlook-2021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2021/zh/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20/10/05/reversing-the-inequality-pandemic-speech-by-world-bank-group-president-david-malpass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trends2021/WCMS_79445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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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体系取得的成就一瞥

和平

消除贫困

健康

性别平等
环境

人权

人道主义行动

尽管国际紧张局势、冲突和暴力不断，但在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帮助下，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核浩劫的发生。

国家间冲突，1946 – 2020年

来源：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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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帮助确保数十亿人 
过上更安全、更长久、更有尊严的生活。

80%的会员国批准了至少四项核心国际人权条约， 
所有会员国都批准了其中至少一项条约。

来源：人权高专办，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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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以来 
消耗臭氧层的排放，1986年指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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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境署，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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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联合国与伙伴组织向
25个国家的9 800多万人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来源：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年

全球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为期10年的努力，
共计接种5亿多剂疫苗，最终于1980年正式消灭
天花。

目前，已为全球85%的儿童 
接种疫苗，预防其患上令人 
衰弱的疾病。

来源：世卫组织，2020年

85%

极端贫困人口总数（单位：10亿）

来源：世界银行，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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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地区

南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90%的联合国会员国批准或加入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妇女在国家议会席位中的占比（百分比）

来源：统计司，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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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

5. 不要心存任何幻想。如果我们不从涂炭生灵并
摧毁民生的失败中汲取教训，COVID-19在未来的
挑战面前可能会相形见绌。我们的最佳预测显示，
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继续一切照旧，甘
冒遭遇严重崩溃和长期危机的风险；还是齐心协力
取得突破，建立一个造福人类和地球的国际体系。
绝不能无视这些征兆，也绝不能坐失这些良机。 

B.	再续团结情

6. 在2020年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世界各国
人民表达了对国际合作的信念，同时也对联合国的
承诺与其日常生活的现实相脱节表达了关切。会员
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见大会第
75/1号决议)中对此作出呼应，决心信守自己已经作
出的承诺，并要求提出建议，以推进我们的共同议
程，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7. 本报告力图回应这些呼吁，评估了面对的挑战，
并建议采取行动，在已见成效的做法基础上再接再
厉，同时改善未见成效之处。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多
边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我们已显示，我们能
够携起手来，共同制定集体解决方案。但这种行动
还不够频繁，不够有效，方式也不够包容。 

8. 本报告的所有提议都取决于深化团结襄助。在
一个彼此关联的世界上，团结襄助不是施舍慈善，
而是常识。这是一项合作原则，因为我们彼此息息
相关，任何社区或国家都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应对挑
战。它关乎我们对彼此和为彼此承担的共同责任，
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人性，人人具有尊严，彼此千
差万别，能力和需要也各不相同。COVID-19和与
变种病毒的赛跑突显了团结襄助的重要性——即
便在疫苗接种活动取得很大进展的国家，也是如

此。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
的生物多样性也是如此，没有生物多样性我们都
无法生存，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亦然。在缺乏团
结襄助的局面下，我们遇到了一个关键的悖论：国
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但也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难以实现。

9. 通过更坚定地致力于团结襄助——在国家一级、
代际之间和多边体系中——我们可以避免崩溃的局
面，进而取得突破，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本报告提
出了一条前进道路，它以重续我们的社会契约为
中心，适应本世纪的挑战，考虑到青年和子孙后
代，并辅之以一项全球新政。

10. 在国家一级确立基于人权的牢固的社会契约是
我们共同努力的必要基础。社会契约可能未写入任
何一份文件，但对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他们的
权利和义务所依赖的基础，影响他们在生活中的机
会。它对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因为当国家内部的
纽带破裂时，国家之间的纽带就起不了作用。我们
在许多国家和区域目睹不平等、不信任和不容忍现
象，而这种现象又因COVID-19疫情的毁灭性影响而
恶化。由此可见，是时候重续新时代社会契约了。
在这个新时代，个人、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作为伙伴
共同努力，建立信任，提高参与度和包容度，并重
新定义人类进步。

团结是一项基本价值观念，“根据这一观念，
在应付全球挑战时必须遵循公平和社会公
正的基本原则，公平分担费用和负担，确保
受到损害或得益最少的人得到得益最多的
人的协助”(大会第57/213号决议)。

何谓团结

https://www.un.org/zh/un75
https://undocs.org/zh/A/RES/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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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		
遭遇崩溃和长期危机的情景

• COVID-19呈地区性流行，并持续
变异

• 较富裕国家囤积疫苗，没有公平分
配的计划 

• 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 对未来的大流行病毫无防范

• 多个国家在2030年时比暴发大流行
病之前更加贫困

如果发展中国家无法公平地
获得COVID-19疫苗，估计仅
在2021年全球经济就将付出
高达9.2万亿美元的代价

社会契约瓦解，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

青睐单边主义， 
不愿同舟共济

国际机构陷入 
资金不足和业绩不佳的循环

对于事实、科学或知识
无法达成共识

自1750年左右以来温室气体
浓度的增加无疑是由人类活
动引起的，并导致了1850年
至1900年间约1.1°C的升温。

当前的灭绝率是过去1 000万 
年中任何其他时刻的10至
100倍

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可
能比鱼还多

3 000

2 000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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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自2010年以来，非国家冲突激增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存在多
达827 000种可感染人类的
病毒 

36个低收入国家陷入主权债务
困境或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
风险（2021年2月）

来源：国际商会，2021年

来源：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2021年 来源：联合国，2019年

来源：环境署，2020年

来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2021年

来源：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

大流行病置人于死地 不平等现象破坏稳定地球不宜居

警示信号

对多边主义的影响

来源：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2020年

• 由于人类活动的排放水平维持不变， 
全球气温升幅将在二十一世纪突破
2°C

• 热浪、洪水、干旱、热带气旋和其他极
端事件在规模、频率和时间上都史无
前例，并在以前从未受到影响的地区
发生

• 北极夏季无冰；大部分永冻土消失，每
年都会出现极端海平面情况

• 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不可逆转

• 超过10亿人面临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

• 人权继续遭到侵蚀

• 贫困加剧，大量劳动者失业并失去
收入

• 为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公益物提
供的资金不足

• 多国暴发抗议，却常受到暴力镇压

• 技术为分裂推波助澜

• 建立和平办法出新赶不上新型战争
花样迭出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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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		
实现突破的情景，展望更加绿色、安全、美好的未来

可持续恢复 信任和社会保障健康人类和健康地球

希望迹象

对多边主义的影响

• 广泛、公平地分享疫苗

• 未来暴发大流行病时，能够在100天
内生产出疫苗，并在1年内分配至全
球各地

• 处于危机和冲突环境中的民众有机
会获得更好的生活

• 修订全球债务架构

• 重塑商业激励机制，支持全球公益物

• 推动解决非法资金流动和避税问题，
促进气候融资

• 金融和经济体系支持更可持续、更具
韧性和更加包容的增长模式

相比一切照旧的办法，通过向
低碳、可持续增长办法转型， 
到2030年可创造26万亿美元
的直接经济收益

• 对人权普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有力
承诺

• 全民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包括全民健
康覆盖

• 全民数字连通

• 优质教育、技能提升和终身学习

• 逐步缩小性别、种族、经济和其他方
面的不平等

• 在机构及其服务的民众之间、在社区
之间和社区内部建立平等伙伴关系，
以加强社会凝聚力

• 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1.5°C

• 所有国家和部门到2050年实现脱碳 

• 为深受气候紧急情况影响的国家提
供支持

• 确保向新型劳工生态系统的公正
过渡

• 为子孙后代保留运作良好的生态
系统

• 社区具备适应和抗御气候变化影响
的能力

通过投资于治理、社会保障、
绿色经济和数字化，到2030
年使1.46亿人摆脱极端贫困

（包括7 400万妇女和女童）

利用现有技术可减排30%的 
甲烷，并能以零净成本减排
多达40%的甲烷

来源：环境署，2021年来源：开发署，2020年 来源：联合国，2021年

各国及其他行为体合作解决
至关重要的问题，携手开创

多边主义新时代

所有行为体 
对履行承诺负责

国际体系为所有处于 
紧急情况的人更快采取行动

联合国成为数量更多且日益 
多样化的行为体开展合作的 

可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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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国家一级加强团结的同时，必须对青年和子
孙后代作出新的承诺——《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
对他们作出了庄严保证。早就应该与当今青年一代
加强团结，他们感到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
忽视了他们的现在，牺牲了他们的未来。我们必须
采取措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在规划设计他们自己的未来方面让他们拥有更大
发言权。我们还必须找到途径，有系统地考虑到
本世纪预计将出生的109亿人(主要是在非洲和亚
洲)的利益：只有我们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共同思考
和行动，我们才能取得突破。

© 联合国照片/Manuel Elias 

12. 为了支持社会内部和代际团结，我们还需要一
项全球新政。二十一世纪国际合作的目的是实现一
系列重要的共同目标，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决定我
们人类的福祉乃至生存。特别是，我们需要更好地
保护全球公域并提供更广泛的全球公益物——这
些事项造福全人类，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或行为
体单独处理。其中许多目标(“是什么”的问题)已
列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纪念联合国
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我认为，现在是会员国与
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一道，通过加强对全球公域
和全球公益物的多边治理，为实现这些目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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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问题)制定战略的时候了。此外，我们必须从
COVID-19的应对工作中吸取教训，更加有力地应
对重大风险。

13. 最后，联合国可为各国所用，因为这个组织的
目标恰恰是通过合作解决国际问题。联合国在全
球各地派驻人员机构，其成员具有普遍性，其活动
涵盖了各种人类需求。它的基本价值观不是任何区
域的专属。事实上，这些价值观见之于世界各地的
每一种文化和宗教：和平、正义、人的尊严、公平、
容忍，当然还有团结。然而，尽管联合国的基本宗
旨和原则历久弥新，但本组织必须随着世界的变
化而变化，成为一个更加网络化、更具包容性、更
为有效的组织。

C.	我们的共同议程

14. 我们已经绘就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蓝图，包括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
书、《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气候
变化的《巴黎协定》及其他重要文书。这些只是75
年来通过艰苦努力制定的许多决议和国际文书中的
一部分，是一项重要遗产。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加以
发展，并加倍努力予以执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是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核心所在。《2030
年议程》是为人类、地球、繁荣与和平制订
的行动计划，力求使所有人享有人权并实现
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整体的，不可
分割的，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经济、社会和环境。因此，本报告中提出的
多项行动都旨在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特别是考虑到COVID-19大流行在这方面造
成的差距和拖延。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业已开展的行动，反过来也将对执行我们的
共同议程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的共同议程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间的关系

15. 但是，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需求，需要
新的认识和安排来满足这些需求。如果我们要加强
团结，为人类和地球实现突破，我们就必须把我们
过去取得的最佳成就与最有创造性的未来展望结
合起来。本报告建议采取的行动具有紧迫性、变
革性，能弥补重大差距。当初，联合国的创立者们
走到一起，下定决心使子孙后代免遭战祸，现在，
我们同样必须齐心协力，使子孙后代免受战争、气
候变化、大流行病、饥饿、贫困、不公正以及我们
可能尚未完全预见的一系列风险的影响。这就是
我们的共同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