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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联合国人民：	
重续以人权为基础的新社会契约

18. 社会契约需要不断发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
境。革命、战争、经济崩溃或其他灾难立刻给社会契
约带来压力。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足够迅速地适应，
就很容易受到干扰破坏。由于COVID-19，所有国家
都经历了环境的剧烈变化。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
这一冲击发生时，我们已经在许多方面未能履行对
彼此和我们共有的地球的关爱义务。鉴于这次疫情
及疫后的情况，我们迫切需要以全面处理人权问
题的办法为基础，重续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使更多
的行为体能够解决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问题。

A.	重续社会契约的基础

19. 社会契约源于国家以下和国家两级，其确切架
构无疑由每个社会决定。然而，任何社会契约也都
具有全球层面。所有社会都面临全球压力并受其
影响，而各国内部的团结为我们的国际合作提供了
基础。因此，我将调动全联合国系统之力，协助各国
重续基于人权的社会契约。从我们为共同议程开展
的协商情况看，我认为根据二十一世纪的情况重续
社会契约有三大基础：(a) 信任；(b) 包容、保护和参
与；(c) 对人类和地球至关重要方面的计量和估值。
这些理念在不同社会、区域和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
得到阐明，但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就这些理念形成
了共识，将团结、尊重人权、问责和平等各原则奉为
核心原则。《2030年议程》通过承诺不让任何人掉
队，切实体现了这些原则。

16. COVID-19给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带来了新的紧
迫性。甚至在疫情之前，许多社会中的团结精神就
已经减弱。在不公平感加剧、民粹主义抬头、兜售
简单化解决方案、伪解决方案和阴谋论的内向型民
族主义议程兴起的大环境下，治理变得更加困难。
民众和为其服务的机构之间日益脱节，许多人感觉
被抛在了后面，不再相信这个体系在为他们发挥作
用，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增加，由于没有公认的事
实和共同的理解而酿成越来越深的信任危机。人们
质疑我们共享我们的社会和这个脆弱星球的方式，
质疑连接我们的根本纽带，质疑我们与那些持有异
见、感到待遇不公或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接触之道。

17. 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支离破碎的社会契约：社会
内部对人们如何解决共同问题、管控风险、集中资
源提供公益物，以及对他们的集体机构和规范如何
运作的共识。这些对等规范的确切性质各不相同，
但它们是普遍存在的。 

通常认为“社会契约”一词源于西方或欧洲
哲学。不过，在非洲、美洲、亚洲和中东等各
个地区和各个宗教传统中，都存在着反映民
众、家庭、社区和其领袖之间对等义务的相
关概念。

何谓社会契约

https://www.edelman.com/trust/2021-trust-ba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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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任

20. 建立信任和消除不信任——在民众与机构之间，
以及社会内部不同的人和群体之间——是我们的决
定性挑战。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都很重要，而且相
辅相成，但下述建议主要侧重于后者。在全球各地，
对主要机构的信任度已经全面坍塌，原因是这些机
构不仅实际上而且在民众看来未能提供服务，未能
做到公平、透明和包容，未能提供可靠的信息，未能
改变人们的生活。例如，由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和政府对公众的不信任，维持关于COVID-19公共卫
生限制措施的共识变得更加困难。相反，对公共机
构信任度较高(连同人际信任度较高)的国家在管控
疫情方面做得就比较好。我们未来将面临的各种挑
战将需要对彼此和我们的机构有类似的信任度，甚
至是更高的信任度。

21. 民众希望其意见得到倾听，并参与影响他们的
决定。机构可以建立更好的方式来倾听其本应服务
的民众，并考虑他们的意见，特别是经常被忽视的
群体，如妇女、青年、少数群体或残疾人的意见。作
为第一步，我邀请各国政府开展全国倾听和“畅想
未来”活动。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数字方式，以确保
广度和包容性，但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听到仍处
于离线状态的38亿人的声音。我还承诺确保联合国
拓展最近在倾听世界各地民众声音、征求民众意见
和与民众互动接触方面的创新做法。

22. 不提供民众最需要的服务，包括基本服务，会
导致不信任，无论机构对公众参与有多开放。在卫
生、教育、互联网、安全和儿童保育等公益物中，哪
些是以公共方式提供，哪些是以私营方式提供，每
个社会不尽相同。不过，确保有效性和问责制的监
管框架可由国家搭建并不断更新。此外，COVID-19
的一个关键教训是，国家作为可靠信息、商品和服
务的提供者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机构可

以分析并减少妨碍民众获得服务的行政负担。如果
为目前无法接入数字世界的社区提供接入，政府服
务的数字化可以提高透明度和可及性。在快速变化
的时代，我鼓励在全社会讨论哪些是最必需、最有
价值的公益物，什么是确保交付这些公益物的最佳
手段，同时铭记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并立足于可
持续发展目标。我还敦促对公共系统进行投资，确
保有高素质的公务员，公务员是国家和民众发生联
系的主要渠道。国际体系需要更好地支持那些缺乏
能力和资金进行此类投资的国家。

23. 正义是社会契约的一个基本维度。在世界各
地，由于人们遭遇不平等和腐败现象，并且认为国
家及其机构未给予他们公平待遇，不信任现象愈
演愈烈。《2030年议程》承诺促进法治和为所有人
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6.3)，但许多司法系统只服务于少数人。据估计，
有15亿人的刑事、民事或行政司法需求未得到满
足。他们无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免受暴力和犯罪的
侵害，保护自己的权利或和平解决纠纷。在一些国
家，法律仍然大肆歧视妇女，她们实际上只享有男
子四分之三的合法权利。当安全和司法行为体滥用
职权并逍遥法外时，不满情绪就会加剧，社会契约
就会削弱。民众遭逢的腐败行为也加剧了不信任，
腐败对女性产生的影响尤其大，加剧了不平等，每
年给世界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损失。在我们的协商期
间，我听到会员国谈到以加强社会凝聚纽带的方式
改造司法系统的潜力。为支持将民众置于司法系统
中心的努力，我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6和2012年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宣言》 
(见第67/1号决议)的基础上，推动新的法治愿景。
我们将审查我们的法治援助如何能够支持国家、
社区和民众重建其社会契约，以此作为保持和平
的基础。在这方面，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
快惩治腐败的行动也十分重要。 

https://www.edelman.com/trust/2021-trust-barometer
https://www.ilo.org/sector/Resources/publications/WCMS_748213/lang--en/index.htm
https://wbl.worldbank.org/en/wbl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Publications/2020/THE_TIME_IS_NOW_2020_12_08.pdf
https://www.justice.sdg16.plus/ministerial
https://undocs.org/zh/A/RES/67/1
https://undocs.org/zh/A/RES/67/1
https://undocs.org/zh/A/RES/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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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税收是政府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对投资于公益
物和激励可持续做法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应该考虑
利用税收来减少财富的极端不平等。这将是疫情之
后一个重要的信号。在这场疫情中，数百万人失去
了工作，世界各国政府面临财政空间的萎缩，而亿
万富翁的财富却大幅跳涨。随着各国政府将补贴
从破坏环境的活动转移到维持和改善环境的活动；
对碳排放和其他污染活动征税，而不是对人或所得

收入征税；在采掘活动中引入公平的特许权使用费
制度；将资源引导到可持续投资领域，税收还可以
推动可持续和公正转型。不过，这些改革可能会对
不同国家、部门和民众产生不同影响，尤其重要的
是确保改革不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并补偿和援助
任何被认为蒙受损失的人。不同收入类别的国家
在国内资源调动方面也面临挑战。解决这一问题
是发展筹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支持实现可持续

© 开发署



我联合国人民：重续以人权为基础的新社会契约第二章

26    我们的共同议程 – 秘书长的报告

发展目标的努力至关重要。任何新的征税办法都
需要嵌入可持续性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发展中国
家的观点和能力。

25. 更广泛地说，需要改革国际税收制度，以应对
日益增长的跨境贸易和投资以及日益数字化的经
济带来的现实，同时解决目前在公平有效地对企
业征税和减少有害税收竞争方面存在的缺陷。二
十国集团已就新的国际税收架构达成一致，以应
对全球化和数字化给税收带来的挑战，并实行全
球最低公司税，同时制定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经合组织)主持下更广泛实施的蓝图。随着讨论
的继续，必须关注所有国家的观点，包括对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产生的不对称影响。还可以
考虑采取措施对数字经济的价值征税，对包括加密
货币在内的金融技术创新征税，以及征收数字发展
税，让几十年来受益于自由开放互联网的公司作出
贡献，帮助仍然无法上网的38亿人实现连通性和
建立一个更安全的数字世界。我还提议加强国际
合作，以打击逃税和激进避税、洗钱和非法资金流
动，包括为此建立一个新的旨在促进金融廉洁和应
对非法资金流动的联合机制，成员组成以联合国、
国际金融机构、经合组织、主要金融中心和专业民
间社会组织为中心。机制的作用可以包括通过提供
数据和其他信息来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促成
解决非法资金流动问题的协议。

© 联合国照片/Evan Schneider

https://www.oecd.org/newsroom/130-countries-and-jurisdictions-join-bold-new-framework-for-international-tax-reform.htm
https://www.oecd.org/newsroom/130-countries-and-jurisdictions-join-bold-new-framework-for-international-tax-refor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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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互联网已经像印刷品一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
社会，需要对我们对待知识、传播和社会融合的伦
理和思维方式进行深度重塑。数字时代，尤其是社
交媒体，在能够提供更易获取的信息以及便利快速
传播和查询的同时，也加剧了碎片化和“回音室”效
应。客观性，甚至是人们可以渴望查明可获得的最
佳事实真相的想法，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以在相
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左右平衡为目标，可能会以牺牲
公正性和证据为代价，从而扭曲公众辩论。制造大
规模虚假信息和破坏科学事实的能力，是对人类生
存的威胁。在大力捍卫世界各地表达自由权利的同
时，我们必须同样鼓励社会就作为公益物的事实、
科学和知识达成以实证为依据的共识。我们必须再
度确立撒谎是错误行为的观念。机构可以成为社
会的“事实查验者”，遏制虚假信息，打击仇恨言
论和网上骚扰，包括对妇女和女童的骚扰。我敦促
加快努力，制作和传播可靠和经过核实的信息。联
合国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可以在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咨询组或联合
国COVID-19认证信息举措等模式的基础上继续加
强这一作用。其他步骤包括支持公益和独立媒体、
监管社交媒体、加强信息自由或信息权法律，以及
确保科学和专业声音占据主流地位，例如可以让科
学委员会参与决策。可在联合国协助下，与各国、媒
体和监管机构一起探讨促进公共信息诚实度的全
球行为守则。随着近来人们对与技术和数字空间相
关的信任和不信任问题出现担忧，现在也是将我们
的数字公域作为一种全球公益物加以理解、更好
规范和管理的时候了(第四章)。

C.	包容、保护和参与

27. 充满活力的社会契约保证人们过上体面生活
的条件，不让任何人掉队，使所有人都能像《2030
年议程》中承诺的那样参与社会。这意味着采取
措施解决歧视问题，确保人权受到保护，民众能够
满足基本需要。食物、医疗保健、水和卫生设施、教
育和体面工作是基本人权。在我们努力建设一个更
绿色、更可持续的未来时，我们必须确保全社会广
泛享有机会和人的安全。当有人掉队时，这可能成
为社区、民族和宗教内部和之间出现分裂的深层
驱动因素，也可能成为国内和国际秩序不稳定的
深层驱动因素。 

28. 在COVID-19疫情期间，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证明
了它们的价值，拯救了生命，支持了整个经济。如果
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没有激增，经济损失可能会严
重得多。之前发生危机时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绝
不能失去这种势头。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时代将为和
平社会和其他措施奠定基础，不让任何人掉队，消
除极端贫困。我敦促各国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
体目标1.3，加快实现全民社会保障覆盖的步骤，包
括覆盖目前未受保护的剩余40亿人口。虽然覆盖的
类型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这至少意味着所有人
都能获得医疗保健，儿童、无法工作的人和老年人
都能获得基本收入保障。如果我们要实现全民覆
盖，非正规部门逐步纳入社会保障框架也是至关重
要的。为支持这一社会保障新时代，我将请联合国
系统与会员国合作，确定在需要时投资于其制度的

https://public.wmo.int/en/governance-reform/scientific-advisory-panel
https://shareverified.com/e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1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709131468283465435/do-social-benefits-respond-to-crises-evidence-from-europe-and-central-asia-during-the-global-crisis
https://www.pathwaysforpeace.org
https://www.pathwaysforpeace.org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NSTRUMENT_ID:306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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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括备留专项资金和设定占国内生产总值百
分比的支出目标、重新分配公共支出、使用行之有
效的技术打击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实施累进制财
政政策以及提高预算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制。国
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正在探索建立一个全球社会
保障基金，可以支持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用于
社会保障的资金水平。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努力实
现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并向债台高筑的
脆弱国家提供流动性，这也将增加财政空间，确保
资金可用于重要的社会方案(第四章)。同样，如果所
有捐助者都达到占国民总收入0.7%的官方发展援
助目标，许多国家为人的发展包括社会保障提供资
金的能力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29. 我鼓励各国就直接呼应社会契约的其他措施
达成疫后共识。教育(第三章)和技能发展必须更
好地支持人们在一生中度过技术、人口、气候和其
他转型过程的能力。我敦促正式承认终身学习和
掌握新技能的普遍权利，并通过立法、政策和有
效的终身学习制度将其转化为实践。要实现共同
繁荣，还需要为所有人提供体面工作的机会。随着
工作性质和类型的迅速变化，这便需要按照《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的规定，
为所有劳动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权利和保护，无论他
们的就业安排如何。在涉及劳动者的收入、他们的
工时以及他们如何应对生病或失业的情况时，劳动
者不应承担所有的风险。对绿色、照护和数字经济
等最有潜力创造更多、更好就业机会的部门进行投
资是关键，可以通过重大公共投资以及与人类发展
和福祉相一致的长期商业投资的激励结构来实现。
特别是，我们需要制定路线图，使非正规劳动者融

入正规经济，并从妇女充分参与劳动力大军中获得
益处。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1.1推进适
当住房之人权的工作，证明了其在应对这一疫情时
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中的价值。为给人们提供栖身
之所而采取的出色行动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
愿，很多事情都能办成。

30. 为了评估在世界努力走出COVID-19实现恢复的
过程中作出的这些承诺和取得的这些进展，应考虑
在2025年举办社会问题世界峰会。这将提供一个
机会，举行一次不同形式的全球审议，并践行信任
和倾听等作为社会契约基础的价值观。峰会成果可
能是对1995年《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的更
新，涵盖全民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等问题，包括全民
健康覆盖、适当住房、全民教育和体面工作，并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动力。 

社会保障投资

 y 2020年3月至12月，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
超过3.9万亿美元，而40亿人仍得不到任何
形式的基本社会保障。

 y 92%的非洲妇女从事非正规经济。这使得她
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y 低收入国家将总共需要780亿美元来建立社
会保障最低标准，包括医疗保健，以覆盖其
7.11亿总人口。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1288.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711288.pdf
https://oxfamilibrary.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621149/bp-the-inequality-virus-250121-en.pdf
https://oxfamilibrary.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621149/bp-the-inequality-virus-250121-en.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employment-promotion/informal-economy/publications/WCMS_711798/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59106/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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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也许人类最大的资源是我们自己的集体能力，其
中一半的能力在历史上由于性别歧视而受到抑制。
没有妇女和女童的积极平等参与，有意义的社会契
约是不可能的。妇女的平等领导地位、经济包容和
性别平衡决策显然有益于每个人，无论男女。《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全球性别平等加速
计划》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敦促会员国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考虑五项相关的变革性措施：(a) 充分实现
平等权利，包括废除所有性别歧视性法律(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5.1)；(b) 采取措施，在所有领
域和各级决策中促进性别均等，包括实行配额和特
别措施；(c) 促进妇女融入经济，包括在照护经济和
同工同酬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并更多地支持女企
业家；(d) 更多地纳入青年妇女的声音；(e) 根据可持

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growth

 

 

�. 零饥饿

��. 减少不平等

�. 良好健康与福祉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 优质教育

�. 性别平等

�. 无贫困

��.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 气候行动

社会保障制度

https://forum.generationequali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AC_Acceleration%20Plan.Final%20Draft%20%28March%2030%29_EN.pdf
https://forum.generationequali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AC_Acceleration%20Plan.Final%20Draft%20%28March%2030%2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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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5.2，作为优先事项，制定加
快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应急计划，联合
国将支持该计划，并配合开展全球运动，消除任何
容忍、开脱或忽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社会
规范。这也将是多利益攸关方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大
幅减少一切形式暴力的核心(第四章)。 

32. 我鼓励会员国在联合国所有政府间进程中加强
实现性别平等的努力。2021年对妇女地位委员会工
作方法的审查可包括重新评估委员会在其他政府间
任务方面的作用，并审议如何利用平等一代论坛的
多利益攸关方势头。到2028年，联合国本身将确保
本组织内所有级别的性别均等。我们还将审查联合
国系统的能力——人员配置、资源和架构——以实
现性别平等，将其作为所有实体的核心优先事项。 

© 妇女署/Johis Alarcón

https://forum.generationequality.org
https://www.un.org/gender/sites/www.un.org.gender/files/gender_parity_strategy_october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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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

超过��亿妇女在家庭性暴力或经济暴力方面
得不到法律保护。

��个国家的法律对妇女可从事的工作种类和工作

时间作出限制，影响��亿妇女的就业。

经济损失
性别不平等导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缩水。

来源：世界银行，����年；经合组织，����年；世界银行，����年

来源：世界银行，����年 来源：世界银行，����年

��% ��% �.�%

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性别歧视

全球
国内生产总值

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会遭受来自
亲密伴侣的性暴力或身体暴力、或来自非伴侣的
性暴力。

平均而言，女性享有的权利仅为男性的 ��%。

歧视 暴力

来源：世界银行，����年 来源：世卫组织，����年

平均而言，女性享有的权利仅为男性的75%。

88个国家的法律对妇女可从事的工作种类和 

工作 时间作出限制，影响16亿妇女的就业。

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会遭受来
自 亲密伴侣的性暴力或身体暴力、或来自非伴侣
的 性暴力。

超过14亿妇女在家庭性暴力或经济暴力 
方面得不到法律保护。

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性别歧视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5094/9781464816529.pdf?sequence=7&isAllowed=y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5094/9781464816529.pdf?sequence=7&isAllowed=y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5094/9781464816529.pdf?sequence=7&isAllowed=y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violence-against-women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violence-against-women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679221517425064052-0050022018/original/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GBVLawsFeb2018.pdf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679221517425064052-0050022018/original/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GBVLawsFeb2018.pdf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gender/publication/unrealized-potential-the-high-cost-of-gender-inequality-in-earnings
https://www.oecd.org/dev/development-gender/SIGI_cost_final.pdf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socialsustainability/brief/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5094/9781464816529.pdf?sequence=7&isAllowed=y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5094/9781464816529.pdf?sequence=7&isAllowed=y
https://www.who.int/en/news-room/fact-sheets/detail/violence-against-women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gender/publication/unrealized-potential-the-high-cost-of-gender-inequality-in-earnings
https://www.oecd.org/dev/development-gender/SIGI_cost_final.pdf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socialsustainability/brief/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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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契约的基础是对人权的明确承诺。在我的
人权行动呼吁中，我列出了需要特别关注的七个领
域，这些领域反映在我们的共同议程中。全面落实
所有人权是我们从疫情中恢复、重续社会契约并
开展其他工作的能力的核心所在。公民、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和普遍
的，不是市场定价的普通服务，而是建设更具包容
性的社会的基本要素。在参与权和表达、结社和集
会自由权的基础上，促进和保护公民空间使社会变
得更强大、更有韧性。虽然维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
义务，但除此之外，现在也应该将权利视为解决问
题的措施和消除不满的途径，不仅对个人，而且对
整个社区都是如此。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
可如何设计机构来防止侵犯人权。我们还知道，尊
重权利的机构强化了社会契约，保护社会和个人。

34. 正如在疫情期间看到的，种族主义、不容忍和歧
视继续存在于所有社会中，一些群体被当作病毒的
替罪羊。首先，早就应该通过全面法律禁止歧视，包
括基于种族或族裔、年龄、性别、宗教、残疾以及性
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还需要采取新的办法，积
极支持传统上被边缘化的人，包括少数群体和土著
群体，参与公共事务。在这方面，可以更充分利用人
权机制，包括普遍定期审议，我支持人权理事会更
新普遍定期审议的方式，作为新准则的一部分。

以人权为本	

经济

文化

社
会

政
治

“人权具有普世性，且不可分割。我们眼中的人权
愿景必须惠及每一个人并囊括经济、社会、文化、
公民和政治权利等所有权利。”

⸺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

人权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能够护佑生命和保障
民生，避免产生不满情绪。

人权不仅有利于个人，还能造福全社会，是社会契约
的核心。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人权
和劳工标准相关联。

公
民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人权 和劳工标准相关联。

——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

https://www.un.org/en/content/action-for-human-rights/index.shtml
https://www.humanrights.dk/news/sdg-human-rights-data-explorer-operationalises-synergies-between-human-rights-sustainable
https://www.humanrights.dk/news/sdg-human-rights-data-explorer-operationalises-synergies-between-human-rights-sustainable
https://www.un.org/en/content/action-for-human-rights/index.shtml
https://www.un.org/en/content/action-for-human-rights/index.shtml
https://www.humanrights.dk/news/sdg-human-rights-data-explorer-operationalises-synergies-between-human-rights-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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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23年，我们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七
十五周年和关于人权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通过三十周年。随着这一里程碑的临近，是时候进
行总结、重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并更新我们的人权
思维了。例如，应考虑更新或澄清我们对人权框架
和标准的应用，以处理前沿问题并防止数字或技
术空间内的损害，包括与言论自由、仇恨言论和骚
扰、隐私、“被遗忘权”和神经技术有关的问题。健
康环境权也值得深入讨论。现在可能是时候加强将
互联网作为一项人权加以普及，为此加快步伐，到
2030年将剩余的38亿离线人口连接到互联网，特别
是那些最经常掉队的人，包括妇女以及土著人民和
老年人。联合国随时准备与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
社会合作，根据国际人权法，寻找破坏性全面关闭
互联网和一般性屏蔽和过滤服务的替代办法，以解
决虚假信息和危及生命的有害内容的传播问题。

36. 最后，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被看到和被承认，敦促
采取措施证明法律身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
标16.9)和消除无国籍现象，包括堵住法律漏洞，并
按年龄、性别和多样性分列数据。移民需要特别的
关注、支持和保护。COVID-19疫情限制措施对人
员流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并导致许多难民和移民
滞留，同时流离失所现象仍在继续增加。境内流离
失所问题高级别小组推动的保护、援助境内流离失
所者并为其寻找解决办法的措施，对于不让任何人
掉队而言至关重要。我敦促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在落实《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和《安全、有序和
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方面取得进展，包括尊重不推
回的根本原则和采取为难民提供庇护渠道的措施，
保护和维护所有移民的权利，不论其身份如何，支
持东道国，并将难民和移民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D.	对人类和地球至关重要方面的
计量和估值

37. 即便我们的地球正在经历快速而危险的变化，
经济模型仍然假定无休止的扩张和增长，而忽视了
维持生命和福祉的更广泛系统。我们需要一条保护
人类和地球的路径，使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这意味
着在繁荣和进展的涵义、其激励和计量方法以及评
价政策的方式上实现广泛转变。

38. 我们必须紧急找到与国内生产总值相辅相成的
进展计量方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7.19责
成我们到2030年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国内生产
总值未能计入人类福祉、地球可持续性以及非市场
服务和照护，也未能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分配层面。
荒谬的是，在过度捕捞、砍伐森林或燃烧化石燃料
时，国内生产总值就上升。我们是在破坏大自然，但
我们却将此计作财富的增加。这样的讨论已经持
续了几十年之久。现在是集体承诺采取补充计量
方法的时候了。如果不作出这一根本转变，我们在
生物多样性、污染和气候变化方面确定的目标将
无法实现。我将与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主席协商，以确定如何推进这一议题。任何进程都
需要将会员国、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统计、科学和政
策专家聚集在一起，在统计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
确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一种补充或多种补充方法，
以计量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和繁荣。除了确定补充
计量方法外，这一进程还需要就国家和全球核算体
系纳入额外计量方法的路径达成一致，并建立作为
官方统计数据的一部分进行定期报告的制度。在此
之前，我敦促会员国和其他方面开始实施最近的环
境经济核算体系(环经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以及
人口和社会状况体系，并考虑国内生产总值的现有
补充或替代方法，如人类发展指数、包容性财富指
数、真实进步指标、多维贫困指数和不平等调整后
人类发展指数。 

https://www.unhcr.org/ibelong/
https://www.unhcr.org/flagship-reports/globaltrends/
https://seea.un.org/ecosystem-accounting
http://hdr.undp.org
http://hdr.undp.org/en/2020-MPI
http://hdr.undp.org/en/2020-report
http://hdr.undp.org/en/2020-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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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重新思考国内生产总值时，我们还必须找
到确认照护和非正规经济的价值的方法。具体而
言，世界各地的大部分照护工作都是无偿的，由妇
女和女童完成，使性别间经济不平等现象长期存
在。COVID-19还对经济和就业产生了极度性别化
的影响，突显并加剧了每年数十亿小时无偿照护工

作造成的数万亿美元损失。重新思考照护经济意味
着在经济模型中评估无偿照护工作的价值，但也要
投资于高质量的有偿照护，将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
和社会保障安排的一部分，包括为此改善工资和工
作条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5.4)。更广泛而
言，我们还需要找到新方法来计量庞大的非正规经
济和评估其价值。


	women have only 75%: 
	women have only 75% N: 
	2: 

	1 in 3 women: 
	gender inequality in earnings: 
	gender discriminati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享有的权利仅为: 
	Call to Action for Human Rights: 
	Sustainable Dev Go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