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们 的 
共同议程
秘书长的报告





我们的	
共同议程
秘书长的报告



版权:

我们的共同议程 

联合国出版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版权©2021联合国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出版方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电子或机械形式或方式，包括影印、录制或任何

已知或待发明的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复制或传播本出版物全文。

如欲了解包括附属权在内的权利和许可信息，请联系：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405 East 42nd Street, S-09FW001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子邮件：permissions@un.org；网站： http://shop.un.org

如欲转载节选内容或影印本出版物，请联系： 

版权结算中心 www.copyright.com

eISBN: 978-92-1001017-7

设计和制作：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会议管理司 

联合国纽约总部全球传播部 

联合国纽约总部大会和会议管理部

资料来源： 

本出版物中使用的所有照片均来自联合国秘书处和其他联合国实体。 

除非另有说明，本出版物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联合国。

封面：妇女署/Paola Garcia



我们的共同议程 – 秘书长的报告   3

摘要

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

在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遭遇的最大共同考验中，全人类面临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抉择：是走向崩溃，
还是取得突破。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正在颠覆我们的世界，威胁我们的健康，摧毁经济和民生，加剧贫困和不平等。

冲突继续肆虐并恶化。

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后果——饥荒、洪水、火灾和酷热——威胁我们自身的生存。

对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来说，贫困、歧视、暴力和排斥正在剥夺他们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权利：健康、安
全、抗病疫苗、清洁饮水、盘中餐食或上学机会。

人们正在日益背弃相互信任和团结互助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是我们重建世界、为民众和地球确保一
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所需要的。

人类福祉——乃至人类自身的未来——有赖于团结一致，作为一个全球大家庭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为人民，为地球，为繁荣，为和平。

去年，在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会员国一致认为，我们的挑战是相互关联的，跨越国界和所有其他
界线。唯有通过重振多边主义并以联合国为中心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采取同样相互关联的对策，方能应
对这些挑战。

会员国请我报告推进我们的共同议程的建议。本报告就是根据这一要求提出的。

在编写报告过程中，我们广泛听取了各利益攸关方，包括会员国、思想领袖、青年、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系统
及其许多合作伙伴的意见。

一个讯息振聋发聩：我们今天是作出选择，还是不作出选择，结果可能截然不同：进一步走向崩溃，或者取
得突破，走向更绿色、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

是否作出选择，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共同议程首先是一项行动议程，旨在加快执行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现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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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在是时候重新拥抱全世界大团结，找到为共同利益共同努力的新途径。这必须包括一项全球疫苗
接种计划，让仍然得不到COVID-19疫苗这一基本救命措施帮助的数百万人接种疫苗。此外，还必须包括紧
急、果敢步骤，应对正在毁掉地球的气候失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这三重危机。

第二，现在是时候重续政府与民众之间和社会内部的社会契约，以重建信任，拥抱全面的人权愿景。民众
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成果。这必须包括妇女和女童的积极平等参与，没有她们，就不可能建立有意义的
社会契约。还应包括得到更新的治理安排，以提供更好的公益物，开启新时代，提供全民社会保障、健康
覆盖、教育、技能、体面工作和住房，到2030年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普及互联网。我邀请所有国家开展包容各
方、切实有效的全国协商，倾听民声，让所有公民都能为构想国家未来发声建言。

第三，现在是时候捍卫围绕事实、科学和知识达成有实证依据的共识，消除困扰我们这个世界的“信息疫
情”。“对科学的讨伐”必须终止。所有政策和预算决策都应依据科学和专业知识，我呼吁制定一项促进公
共信息诚实度的全球行为守则。

第四，现在是时候纠正在经济繁荣和进步的计量办法中存在的一个显眼盲点。当以牺牲人类和地球家园为
代价换取利润时，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经济增长的全部真实成本。按照目前的计量方法，国内生产总值未能反
映出一些商业活动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破坏。我呼吁采取新的计量方法来补充国内生产总值，让人们能够充
分了解商业活动的影响，明白我们如何能够而且必须更好地维护我们的人民和地球家园。

第五，现在是时候谋划长远之计，为青年和子孙后代交付更多成果，为未来挑战作出更好准备。我们的共同
议程所提建议包括在联合国内外与青年进行有意义、多样化、有成效的接触，包括为此提高政治代表性，改
革教育、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我还提出一些建议，如重新确立托管理事会的使命、设立未来实验室、发表
子孙后代问题宣言、任命联合国特使，以图确保政策和预算决策考虑到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我们还需要进一
步做好防范和应对重大全球性风险的准备。联合国需定期发布战略远见和全球风险报告，我还提议设立一
个应急平台，以应对复杂的全球危机。

第六，现在是时候以联合国为基石，建立更强大、更为网络化、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体系。有效的多边主义
有赖于一个有效的联合国，一个能够在践行其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同时适应全球挑战的联合国。例如，我提
议制定新的和平纲领，就外层空间开展多利益攸关方对话，商定全球数字契约，每两年召开一次二十国集
团成员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秘书长和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峰会。自始至终，我们都需要所有相关利
益攸关方更强有力地参与，我们还将争取设立地方和地区政府问题咨询小组。

七十五年来，联合国把全世界召集到一起，应对全球性挑战：从冲突和饥饿，到消灭疾病，到外层空间和数
字世界，再到人权和裁军。在这个充满分歧、分裂和不信任的时代，如果我们要为所有人确保一个更美好、
更绿色、更和平的未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个平台。根据本报告，我将请一个由前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领导的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确定最需要改善治理的全球公益物和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并就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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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这一精神，我提议召开一次未来峰会，就我们的未来蓝图和我们今天可为实现蓝图采取的行动，铸就
新的全球共识。

人类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有能力取得辉煌成就。本共同议程是我们的路线图，
指引我们重拾这一积极精神，着手重建我们的世界，修复彼此间的信任，我们在当下的历史时刻尤其迫切
需要这种信任。

现在是我们团结所有人，共同踏上下一步征程，为所有人造福的时候了。

© 联合国照片/Eskinder Deb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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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承诺下的关键提议
摘自《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

所有拟议行动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并旨在加快实现这些目标。

• 在2023年全球盘点前召开领导人会议

• 承诺实现1.5摄氏度目标和到2050年或
更早实现净零排放

• 气候紧急情况宣言，以及享有健康环境
的权利宣言

•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揽子支持

• 适应变化和提高韧性的措施

• 2021年后不再产煤，逐步取消化石燃
料补贴

• 在搭建经济模型时考量环境因素、完
善碳定价机制、促进金融行为体作出
可靠承诺

• 2020年后的生物多样性框架 

• 变革粮食体系，加强可持续性、改善营
养、促进公平

• 大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对领土
造成的威胁，防止因环境原因导致的
流离失所，并为此种情况提供保护和
解决方案

• 重续以人权为基础的社会契约

• 新时代的全民社会保障，包括卫生保健和
基本收入保障——帮助40亿未受到保护
的人

• 促进适当住房、教育和终身学习以及体面
工作

• 数字包容

• 2025年社会问题世界峰会

• 确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补充计量方法

• 将人权当作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为此
制定全面的反歧视法并促进各方参与

• 将人权适用于网络空间、前沿问题和
新技术

• 将互联网作为一项人权加以普及

• 为人权机制提供更加可持续的财政
根基

• 人人拥有法律身份、消除无国籍状态、
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移民

• 新的法治愿景

• 发展和有效实施国际法的全球路线图

• 制定新的和平纲领，实现下列目标：

• 降低战略风险（核武器、网络战、自
主武器）

• 增强国际前瞻力

• 调整针对各种暴力形式的应对措施

• 投资于预防工作和建设和平，包括建
设和平基金和建设和平委员会

• 支持区域预防工作

• 将妇女和女童置于安全政策的中
心位置

• 和平、安全、可持续地利用外层空间， 
包括为此举行关于外层空间的多利益
攸关方对话

• 废除包含性别歧视内容的法律

• 促进性别均等，包括为此设置配额和采
取特别措施

• 促进妇女融入经济生活，包括投资于照
护经济和支持女企业家

• 倾听年轻妇女的意见

• 根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包括为
此实施应急计划

• 制定全球行为守则，促进公共信息诚
实度

• 改善人们与公共机构接触和获取基本
服务的体验

• 开展包容各方的全国倾听和“畅想未
来”活动

•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采取行动打
击腐败行为

• 改革国际税收制度

• 建立旨在促进金融廉洁和应对非法资
金流动的联合机制

• 制定一项全球数字契约，实现下列目标： 

• 让所有人、包括让所有学校接入互
联网

• 避免互联网碎片化

• 保护数据

• 将人权适用于网络空间

• 实行针对歧视和误导性内容的问责
标准

• 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

• 将数字公域作为全球公益物

• 联合国与所有区域组织负责人召开年
度会议

• 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机构与区域开发
银行之间加强互动协作

• 与议会、国家以下各级当局、私营部门
开展更系统的互动协作

• 联合国所有实体分别指定民间社会协
调人

• 联合国伙伴关系办公室促进提供信息
和加强包容性，包括确保在线参与

• 二十国集团、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秘书长
和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每两年召开一次
峰会，力求加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包
容性和韧性，实现下列目标：

• 支持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包
括建立最后一英里联盟，帮助落在最
后面的人

• 提供更灵活的研发激励措施

• 解决债务架构的缺陷

• 使多边贸易体系更加公平且更具韧性，包
括振兴世贸组织

• 制定新的商业模式

• 改进联合国预算流程

青年

• 消除参政障碍，利用“青年参政”指数
评估进展

• 设立联合国青年问题办公室

• 在2022年召开教育变革峰会

• 采用复苏晴雨表，跟踪青年的职业发
展路径和劳动力市场结果

• 建立目标高远的联盟，推动绿色经济
和数字经济创造就业

子孙后代

• 在2023年召开未来峰会

• 确保树立长远思维，包括建立联合国
未来实验室

• 代表子孙后代的利益，为此重新确立
托管理事会的使命、发表子孙后代问
题宣言以及任命联合国子孙后代问
题特使

• 建立应急平台，应对复杂的全球性危机

• 联合国每五年发布战略前瞻力和全球
风险报告

• 开展全球公共卫生工作:

• 启动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 增强世卫组织的权能

• 加强全球卫生安全和防范

• 使低、中收入国家更快地开发产品及
获取卫生技术

•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处理健康的决定
因素

• 成立由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领导的
改善全球公益物治理高级别咨询委
员会

• 实施以人为本的全系统政策，并考虑到
年龄、性别和多样性

• 在《七十五周年宣言》和我们的共同议
程基础上，开展更多倾听、参与和协商
活动（包括以数字方式）

• 到2028年在联合国系统内实现性别
均等

• 重启秘书长的科学咨询委员会

• 弹好联合国2.0“变革五重奏”，包括创
新、数据、战略前瞻力、成果导向和行
为科学

教育变革峰会

高级别咨询委员会 子孙后代问题宣言

可持续发展 复杂危机应急平台

气候行动 外层空间对话
新和平纲领 全球数字契约

社会问题世界峰会未来峰会

高级别轨道

拟议的关键时刻

1.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2. 保护我们的地球

3. 促进和平、防止冲突

4. 遵守国际法、确保维护
正义

5. 将妇女和女童放在
中心位置

6. 建立信任

7. 加强数字合作

8. 对联合国进行升级
改造

9. 确保可持续融资

10. 促进伙伴关系

11. 听取青年的意见并与
青年合作

12. 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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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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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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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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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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1986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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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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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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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2000 20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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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照片

我联合国人民：	
重续以人权为基础的
新社会契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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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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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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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照片/Cia 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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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孙后代：塑造未来

40. 1945年时，作出了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承
诺。今天若作出类似承诺，必然将是针对更为广泛
的威胁，甚至包括人类在地球上能否继续生存的
问题。然而，这一承诺还远未实现。在当代青年看
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未来面临多重损害。我们
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造
成的影响，地球遭遇的这三重危机未来只会更具
破坏性，甚至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许多青年对现
有机构和领导人是否有能力解决他们的关切缺乏
信心。COVID-19则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凸显。任何
重续的社会契约都必须包含大力加强代际团结的
内容。需要让青年相信，他们与社会休戚相关，有
可行的未来。还需要让青年看到，社会对他们充满
信心，并对他们进行投资。  

41. 在重铸代际团结的这项努力中，不仅应考虑当
代人的利益，还应顾及子孙后代。人类面临一系列
长期挑战：全球变暖和环境退化、对人工智能和基
因编辑等新技术的管理、人口日趋老龄化、城市化
以及社会福利供给的演变，这些挑战将跨越几代人
的时间不断嬗变。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
们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关键的变革时刻之一。人们
未来的生活、工作、饮食和互动方式可能与现在迥
然不同。然而，占主导的政治和经济诱因仍极度趋
向急功近利和维持现状，只重眼前利益，不惜牺牲
人类和地球的长远福祉。今日作出的决策将影响未
来几个世纪地球上的发展轨迹。我们需要扩充对 
《联合国宪章》中“我联合国人民”的理解，不仅
要保护二十一世纪所有民众的利益，还要为子孙
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世界。 

代际团结

今日作出的决策将决定当代青年和后世后代的
未来。

与当代青年和衷共济

发声和参与

优质教育

可持续就业

与后世后代团结一心

长远思维

代表子孙后代

保障未来

健康地球

强大机构

健康、社会保障

教育、工作

充分准备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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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无论我们起而行动，还是无所作为，当代青年及
后世后代必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当代青年有别
于后世后代。不过，现在亟需设法更加重视他们的
集体利益，并使我们的制度发挥作用，保障他们的
未来。本报告中提出的其他行动都包含一项关键要
素——重铸代际团结，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尽管社
会契约旨在塑造未来，可是设计者将都是在有生之
年看不到实现之日的人。

A.	与当代青年和衷共济

43. 当今世界的青年人口为历史之最，共计18亿，
其中近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青年的受教育程
度和互联网使用率均处于历来最高水平，但是他
们仍然面临重大障碍，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约
2.67亿青年(15至24岁)既未读书，也未工作或参加
培训，其中三分之二为女性，造成这一比例失衡的
原因是，对承担无酬家务工作及从事非正规就业存
在性别化预期。这场疫情更使情况雪上加霜。疫情
还暴露了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在青年网民人数
方面的悬殊差异，而能否使用互联网尤其影响到青
年在学校关闭期间继续接受远程教育的能力。青年
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系统不但没有切实倾听他们的
心声，而且目光短浅，对于他们的关切漠然置之。 

44. 落实青年提出的优先事项并让青年切实参与决
策进程属于投资，不仅会获得立竿见影的回报，而
且能积累人力资本、构筑社会凝聚力，有长远之效。
在就我们的共同议程和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华诞举
行的协商期间，青年提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下列
行动将对其予以回应。 

拥有发言权

45. 一些国家通过青年理事会、议会和部委等渠道
创造机会，让当代青年在对其产生影响的决策中获
得发言权。但是，这些解决方案有时流于形式，往
往处在核心政治进程的边缘。对当今政治阶层的
极度不信任，以及对适当参与决策的渴望，往往是
青年人领导的抗议运动的驱动因素。然而，一些政
府当局却镇压和平抗议，认为青年毫无经验而置之
不理，将青年当作蒙其恩惠者，甚至当作威胁者，而
非平等的伙伴。在全球层面，青年已被正式认可为
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权和人道
主义行动等政府间框架内的关键行为体。但即使
在这一领域，青年有时仍然无法切实参与，地域、
性别、收入和其他形式的多样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46. 会员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
中承诺，将听取青年的意见并与青年合作。在此敦
促各国政府按照这一承诺，提高青年、包括女青年
和女童的政治代表性。为此，可能需要降低投票年
龄，放宽民选职位参选人的年龄要求，并加强青年
参与型机构。支持各类青年参与政治可能意味着
挑战社会规范和成见，特别是与性别和其他边缘
化形式有关的规范和成见。在此也敦促青年把握
面前的机遇，包括行使投票权。我将与一流研究
人员和学术机构携手努力，探索采用“青年参政”
指数，用于跟踪世界各国开放政治空间(当代青年
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的进展，以及青年对这些进
程的参与情况。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37648/lang--en/index.htm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UNFPA-FoundationsForTheFutureReport-LowRes.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7028.pdf
https://www.un.org/zh/un75
https://ourfutureagenda.org/report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youth/youth-web-english.pdf
https://undocs.org/zh/A/RES/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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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联合国系统内，可通过定期联络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与青年的密切关系，承认青年的多样性，同
时帮助被边缘化的青年。还将加紧努力，通过帮助
地方青年网络和青年领导的组织提高能力等途径，
让青年进一步参与我们对选举进程的支持工作和
建设和平努力。在历任青年问题特使的努力下，青
年问题已在本组织内倍受关注，但联合国若要履
行承诺，就必须为这项工作奠定更加可持续的基
础。我提议在秘书处设立专门的联合国青年问题
办公室，办公室将整合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开展的
活动，继续领导高级别宣传工作，同时作为联合国
系统的中枢，在我们的和平、可持续发展、人道主
义问题和人权工作中协调青年事务，并对此进行
问责。同时，我的青年问题特使将就推动青年更切
实、多样化、有效地参与联合国的审议和决策进程
提出建议，供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及其各自附属机构审议。将与全世界的青年开展协
商，并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
协调，共同开展这项工作。 

学习

48. 优质教育(包括幼儿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促
进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工具，不仅是让青年有能力
行使发言权并为社会契约作出贡献的先决条件，而
且是容忍、和平、人权和可持续性的基石。然而，教
育工作目前陷于混乱。COVID-19对教育系统造成了
史无前例的破坏，全世界90%以上的儿童被迫中断
教育。对许多学生、尤其是女童和女青年而言，这一
中断可能变成长期的，并有可能对其权利、平等以
及后代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即使在COVID-19暴发
以前，传统的教育系统依然无法覆盖全世界约2.58
亿儿童和青年，甚至无法为许多学生提供阅读和数
学等基本的基础技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学

生都表示，他们在离开教育系统时，仍未掌握适应
瞬息万变的世界并大有作为所需的工具，包括数字
素养、全球公民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大多数
国家，对于个人和全社会都至关重要的幼儿教育和
终身学习仍然只是奢望，这更使情况雪上加霜。 

49. 我们应优先帮助儿童和青年补上疫情期间耽误
的学习，同时变革教育系统，使学生充分开发潜能。
我将倡导全民终身学习，并在2022年召开教育变
革峰会，力求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进展。
峰会将在“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即将开展的工
作以及其他近期进展(包括向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基
金注资和建立全球教育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勾勒共
同的教育愿景。我们需要制定一份路线图，旨在帮
助所有儿童学会读写，并掌握基础数学和其他核心
技能。需要使教育系统现代化并接入互联网，使学
习过程更加以学生为本，并且更具活力、包容性与
协作性。为成功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重视全世
界的教师，与他们携手努力，共同变革学校、学院和
大学。峰会将努力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包括促进
公平、消除女童和女青年在教育方面遇到的障碍、
从校园向就业市场过渡，以及推动终身学习和掌握
新技能。峰会还将设法解决国家教育变革工作面临
的资金不足问题，包括落实国际教育融资机制，并
动员其他国内和国际资源。峰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数字包容，为此将立足于这方面的现有努力，例如
旨在确保所有学校到2030年接入互联网的千兆倡
议。峰会还可以探讨对教育部门进行更广泛的投
资，包括投资于下一代教师和开源数字教育工具。
在峰会筹备工作中，将与各国政府、学生、教师和联
合国的牵头实体，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国际
电信联盟(国际电联)开展协作。还将借助私营部门

https://5d962978-9e17-4b96-91be-93983605fae8.filesusr.com/ugd/b1d674_9f63445fc59a41b6bb50cbd4f800922b.pdf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20/08/sg_policy_brief_covid-19_and_education_august_2020.pdf
http://uis.unesco.org/en/topic/out-school-children-and-youth
https://zh.unesco.org/futuresofeducation/duliguojiweiyuanhui
https://gigaconnect.org
https://gigaconn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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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危机

来源：教科文组织，����年

基础技能
超过半数（��%）的儿童在完成小学教育时
仍然不具阅读能力或熟练掌握数学。

资金缺口
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优质教育)
所需的资金额相比，低、中收入国家的
年度教育资金缺口高达�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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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科文组织，����年

年度教育资金需求总额：�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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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COVID-��导致学校关闭，超过��亿名
学生失学，他们可能因此在整个职业
生涯期间损失��万亿美元收入。

数字包容
重新构想教育意味着投资于提升数字
素养和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以期消除
数字鸿沟。

使用互联网的儿童和青年比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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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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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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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电联，����年

COVID-19
COVID-19导致学校关闭，超过10亿
名 学生失学，他们可能因此在整个
职业 生涯期间损失10万亿美元收入。

基础技能
超过半数（56%）的儿童在完成小学教育时 
 仍然不具阅读能力或熟练掌握数学。

数字包容
重新构想教育意味着投资于提升
数字 素养和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以期
消除 数字鸿沟。

资金缺口
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  
所需的资金额相比，低、中收入国家的  
年度教育资金缺口高达1 480亿美元。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publication/simulating-potential-impacts-of-covid-19-school-closures-learning-outcomes-a-set-of-global-estimates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s46-more-than-half-children-not-learning-en-2017.pdf
https://www.itu.int/zh/myitu/Publications/2020/12/01/14/23/How-Many-Children-and-Youth-Have-Internet-Access-at-Home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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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型技术公司的力量，以期共同推动教育系统实
现数字化转型。

繁荣发展

50. 青年提出的另一个优先事项是获得可持续的
体面工作和经济机会。COVID-19大流行对青年劳
动者和准备踏入就业市场的人、特别是女青年产
生了严重影响。太多人无奈之下进入非正规部门工
作，或从事岗位要求低于本人能力且报酬过低的工
作，由此一来，他们既不能实现抱负，也无法充分施
展潜能，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则因此长期陷于不
发达状况且缺乏税收收入。需要重点协助青年学习
(新)技能及提升现有技能，同时牵线搭桥，帮助走出

校园的青年顺利获得就业和创业机会。青年能否获
得体面工作还紧密系于他们未来的可持续性，包括
向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努力。 

COVID-19对教育的影响

 y 在COVID-19大流行暴发一年后，全世界仍有
一半学生受到学校关闭的影响，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童婚和童工现象增加。

© 联合国照片/Rick Bajornas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s46-more-than-half-children-not-learning-en-2017.pdf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4163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publication/simulating-potential-impacts-of-covid-19-school-closures-learning-outcomes-a-set-of-global-estimates
https://www.itu.int/en/myitu/Publications/2020/12/01/14/23/How-Many-Children-and-Youth-Have-Internet-Access-a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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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敦促会员国在摆脱疫情的过程中，参照“不读
书不工作不受培训的人员”(“三无”人员)指标，考
虑为青年提供劳动保障，并实施宏观经济和产业
政策以提升劳动力需求。可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
使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青年劳动者；减少跻身高等教
育和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包括因性别歧视或其他形
式歧视造成的障碍；扩大学徒方案以及技术和职业
培训；以及在社会对话和决策过程中听取青年的意
见。青年尤其要求促进创业，包括提供启动资金以
及商业、数字及核心的创业软技能方面的培训。为
支持各国开展努力，并推进正在实施的为青年创造
体面工作机会全球倡议，联合国将与国际金融机构
携手推出复苏晴雨表，用于跟踪从现在起到2025
年乃至以后的青年职业发展路径和劳动力市场结
果，作为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年工作
的一部分。此外，若齐心协力采用新技术，并投资
于绿色经济，到2030年就可新增2 400万个“未来
的工作岗位”。推进这项工作的一个可能办法是建
立一个目标高远的联盟，力求推动绿色经济和数字
经济部门创造就业，应让未来十年中劳动力市场和

劳动力人口增长最快的20国相关部长(财政、规划、
劳工和教育部长)、青年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参
加这一联盟，并强调使妇女和女童平等获得这些
就业机会，同时促进从非正规向正规部门过渡。

B.		与后世后代团结一心

52. 投资于青年将为当代人带来重要回报，但是我
们面临的复杂问题将在数代人的时间里逐渐发展。
当下针对气候、技术和发展等问题作出的决策将深
刻改变预计在本世纪末前出生的109亿人的生计，
这些人口将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

53. 代际公平原则确认了对后代承担的责任，这一
原则深深植根于各种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并载入 
《联合国宪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
年指出，当代人的“挥霍无度”正在“迅速剥夺后
代的选择权”，并呼吁采取坚决行动保护后代。此
后，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各份国际文件以及教

COVID-19对青年就业的影响

 y 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率下滑8.7%，相比
之下，年长成人的就业率下滑3.7%。

© 联合国照片/Mark Garte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cabine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624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cabine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62410.pdf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9_Highlights.pdf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42/427&Lang=C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954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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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组织《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宣言》均对后代
的福祉予以承认。尽管这点得到确认，但国家或多
边体系却未必采取切实措施顾及后代利益。短期考
量继续主导着决策。 

54. 本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将推动建立造福后代、
利在长远的做法。此外，我邀请各国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考虑采取具体措施，在国家和全球决策中顾
及后代利益。国家一级采用何种方式由各国自行
决定，不过下文为此提出了一些方案。为了顾及后
代利益，需要作出两项调整：一是加强我们理解
和评估未来的能力，在重要政策和决策中树立长
期思维；二是构建特定论坛，并订立专门文书，力
求在各级治理工作中保护后代利益。

树立长期代际思维

55. 短期思维的诱惑力如地心引力般强大而且日益
增强。我们身处一个不断加速、瞬息万变的时代，市
场形势大起大落、政治格局风云变幻、技术发展驱
动创新，为此需要快速反应并迅速见效。与此同时，
我们进行长期思维的能力空前强大。技术、气候和
人口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基于实证研究的情景，可预
测直至21世纪末乃至更久以后的情况。例如我们
已经知道，若按照当前的碳排放速度，所导致的
全球温度变化将以不可逆转之势影响到地球上的
每一个人。需要用这种知识来催化行动。现在是
将长期分析、规划和思维方式置于国家治理和多
边体系的中心位置之时了。必须让我们的思维和
机构具有长期观。 

56. 联合国将审查本组织的工作，力求加强这种能
力。为此，将评估重大政策和方案对未来的影响，
召集整个联合国系统及其多边伙伴的预见和规划
专家开会商议，定期报告重大趋势和灾难性风险(

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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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同时与政府、学术界、民间社会、私营部
门、慈善机构和其他行为体等各方各界开展合作，
携手增强战略预见性、进一步防范灾难性风险，并
推动制定重视而非漠视未来的前瞻性决策。上述
工作成果将汇集于一个“未来实验室”，用于支持
各国、国家以下各级当局和其他合作伙伴增强能力
及交流良好做法，从而加强长期思维、促进前瞻行
动并提高适应能力。

代表后代利益

57. 顾名思义，后世后代无法在当前决策进程中得
到代表，也不能表明自己的需要。为将代际公平原
则付诸实践，不妨考虑设立代表子孙后代的论坛
作为其受托人，并制订文书进一步保护后世后代
的利益。 

58. 在国家一级，一些国家已经设立未来问题委员
会或任命后代问题专员，他们负责就当前决定对未
来民众的影响向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咨询建议。其
他国家不妨借鉴这些良好做法，建立类似的机制。
在多边层面，越来越多的会员国和倡导者提出了各

种方案，以使子孙后代在联合国系统内得到代表，
包括任命后代问题专员或监察员、设立全球未来守
护者委员会、或重新确立托管理事会的使命。我建
议在我的前任2013年提议的基础上，任命一名子孙
后代问题特使，负责协助探讨上述方案及其他方案
的可行性。特使可负责代表将在今后一百年出生的
人的利益。特使还可以支持多边体系在加强长期思
维和预见能力方面的工作，包括通过上文提到的未
来实验室开展这项努力。作为一项首要任务，特使
可与会员国共同探讨如何利用托管理事会赋予子孙
后代发言权(第五章)。

59. 会员国还不妨考虑在其宪法和国家立法框架中
体现对后代承担的义务，已有多个国家采取这项
措施。各国法院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当代青年和
后世后代的利益，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案件
中。在国际层面，不妨通过一份子孙后代问题宣言
来加强上述努力。这份宣言可以基于上文提到的教
科文组织宣言，明确规定对子孙后代承担的义务，
同时建立机制分享良好做法，并监测治理系统如何
应对长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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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小各国：	
提供全球公益物和应对重大风险的全球新政

60. 国家一级的重续社会契约和更强的代际团结
必须体现在一项全球新政中。COVID-19疫情提醒
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未如此紧密关联，相
互依存。国际合作缓解了COVID-19疫情造成的一
些危害，但应对疫情工作也暴露了一个事实：在最
需要多边行动的时候，多边行动的有效性却存在
严重差距。接下来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可能更为极
端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若要为此作好准备，对
这些差距就绝不可视而不见。为了让取得突破的情
景成为现实，需要在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已经取得的
成果基础上，严肃认真地重新制定全球一级集体行
动的原则和做法。 

A.	保护全球公域和提供全球公益物

61. 全球公域和全球公益物这一对概念用于各种不
同的背景和领域，包括法律和经济学。虽然这两个
概念没有商定的定义，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
是认真审查我们的现状的一个有用起点。全球公
域通常指我们所有人共享并从中受益的自然或文
化资源。其中包括传统上认为的四个在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的公域，即公海、大气层、南极洲和外层
空间，所有这些公域现在都面临危机。公益物被理
解为那些提供给并造福于全社会的产品和服务，在
国家一级可能包括道路照明、消防部门、交通管制

或清洁水。有些公益物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具有全
球性质，因为它们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独自充分提
供，并且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传统上，这些公益
物从全球的和平夙愿，到诸如国际民用航空管制
等实际做法，不一而足。归根结底，这些珍贵领域
的独特之处在于，保护它们是一项我们只能共同承
担的日益紧迫的任务。尽管如此，多边体系却尚未
就所需的战略、投资或团结合作作好准备，致使我
们所有人都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比如在全球公共
卫生方面，如COVID-19所示；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
系方面，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当前COVID-19带来
的冲击；在地球健康方面，导致我们现在面临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这三重地球危机。 

62. 在关于七十五周年和我们的共同议程的协商
中，最强烈的呼吁之一是加强对我们的全球公域
和全球公益物的治理。这不需要新的机构，而是需
要新的决心和合作方式，以适应我们面临的挑战，
适应有能力为解决方案作出贡献的各种行为体(公
共、民间和私人)并存的情况。是在全球范围取得突
破，还是出现崩溃的情景，取决于我们现在作出的
选择。这些选择最终掌握在会员国的手中，其他相
关利益攸关方也可助一臂之力。



大小各国：提供全球公益物和应对重大风险的全球新政 第四章

我们的共同议程 – 秘书长的报告    49

预计全球公域恶化情况

800 000年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趋势

外层空间碎片

南极冰盖质量损失 预计海洋污染

各种情景下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预测值

以海平面当量表示，相对于1986–2005年的变化

+1.5°C 情景

米

+4.3°C 情景

二氧化碳浓度现已创下至少200万年来的新高，
为工业化前浓度的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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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累积的塑料废物缓慢降解为更小的碎片，即使在最大力度的情景下(到
2020年不再向海洋排放)，海洋微塑料含量到本世纪中叶仍有可能翻倍。

随着轨道中物体的密度增加，发生碰撞的可能性 
也随之增加，每次碰撞都将产生更多碎片，引发 
连锁反应，可能使后人无法使用外层空间。

2010年政策情景 
当前政策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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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环境保护局，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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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益物和全球公域
提供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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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安排

保护全球公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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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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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根据我们的广泛协商和《七十五周年宣言》给予
的指导，我在下文列述一些国际关切的领域。据认
为，这些领域是需要采取行动的全球公益物。我还
考量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或保护这些全球关切
领域。在一些领域存在强有力的协议和势头，但这
些协议和势头要么与挑战的严重性不相称，要么缺
乏落实，而在另一些领域，协议或路线图要么陈旧
过时、不成体系，要么刚刚起步。 

全球公共卫生

64. 我们不理会可能发生大流行病的警告，也未能
在病毒开始肆虐后更有效地合作，由此造成的代价
将影响未来几代人。我们必须确保永不重蹈覆辙。
建立机制，将卫生作为一种全球公益物，以防患于
未然的方式进行有效管理，这对人类自身生命的可
持续性和安全至关重要。为了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
许多提议，我们必须首先努力结束疫情并实现疫后
恢复。我们还必须解决原本就导致我们如此易受
病毒侵害的差距和不平等问题，在已经奏效的做
法之上再接再厉，从没有奏效的做法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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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工作资金不足、各自为政，
并且由于缺乏促进公平的激励因素而扭曲。近几
十年来，为应对具体危机作出了一些改进，但并非
总是持之以恒地实行或加以充分落实。全球领导
力受到阻碍，原因是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授权
有限，资金也长期不足，该组织20亿美元年度预算
的80%依赖专用捐助，这有损该组织的独立性和履
行任务的能力。然而，即便面前是这些必须处理的
棘手问题，也切不可忘掉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些成
绩要部分归功于强健的伙伴关系生态系统，还有最
近采取的加强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
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区域能力的措施。如
果病毒在十年前或更早时候暴发，后果将更加可
怕。COVID-19有效快速检测、治疗和疫苗的研发
工作前所未有，经过改进的卫生监测、科学进展
和公私伙伴关系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6. 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的建议提供了一
个重要起点。我支持该小组的许多结论，并提出
以下补充建议。

67. 多边主义近期面临的最大考验是结束COVID-19
疫情的工作，特别是为此赢得疫苗与病毒变种的赛
跑。截至2021年7月中旬，全球已接种了超过34亿
剂疫苗，但接种方式有失均衡，使我们所有人都易
受病毒侵害。我们需要超过110亿剂疫苗才能使全
球人口跨越70%的疫苗接种率门槛，这一接种率可
能会终止疫情的急性阶段。为此需要作出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努力。简言之，世界需要确立
一个全球疫苗接种计划，做到：(a) 以COVID-19疫
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为平台，至少将疫苗产量
提高一倍，确保公平分配；(b) 在实施和资金筹措上
进行协调；(c) 支持各国为推出免疫接种计划作好
准备、建设能力，同时解决“疫苗犹豫”这一严重
问题。为实现此计划，我已呼吁成立一个紧急工作
队，将具有疫苗产能的各国、世卫组织、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能与相关制药公司及生产商开展业务的国
际金融机构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召集在一起。为
支持这方面的努力，需要更多地分享技术和专门知
识，包括加强和建设世界各地的当地生产能力。重
要的是持之以恒地作出努力，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
为应对下一次突发卫生事件作好准备。 

68. 全球卫生的长期治理工作必须更加注重预防、
防范和公平问题。有几个领域迫切需要采取集体行
动。首先，必须加强世卫组织的独立性、权威性和
资金供应。这包括以完全不指定用途的资源、增加
供资以及为预算其余部分有序充资的程序为基础，
提高财务稳定性和自主权。按照独立小组的建议，
还需要增强世卫组织在规范、政策和技术指导与评
价以及充分获取信息和分享信息方面的能力。世卫
组织需要在紧急应对大流行病方面发挥领导和协
调作用，世卫组织各国家办事处必须具备资源和条
件，以回应各国政府提出的技术请求，支持大流行
病防范和应对工作。

© 世界银行/Vincent Tremeau

https://theindependentpanel.org/mai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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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合作的理由：可能的COVID-19替代轨迹

情景：合作更少 现实 情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对第一年情况的预测： 对第一年情况的预测：暴发大流行病的第一年：

• 突发卫生事件未被列入政治
议程

• 《国际卫生条例》只涵盖霍乱、
鼠疫和黄热病

• 疫情检测和报告系统薄弱

• 加强非药物干预措施可能需要
更长时间，导致疾病传播形势
更为严峻

• 传播疫苗生产所需的参考数据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 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1、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疫情中 
吸取了经验教训

• 《国际卫生条例》得到进一步
完善

• 建立了新的平台与伙伴关系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 

规划、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

• 以全新模式设计、测试和生产
多种疫苗

• 更快地检测及报告新型病原体

• 更快地加强非药物干预措施， 
减缓或控制疾病传播

• 更快地研发疫苗，提高生产能力

• 更公平地分配疫苗

假设最初没有疫苗可用的时间长达 
12个月

疫苗研发和批准耗时大约 
10个月

假设疫苗研发和批准需要 
7-9个月

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缩水  
6.6–7.9万亿美元

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缩水大约 
5万亿美元

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缩水 
2.7–4.2万亿美元

累计死亡病例可能达到 
1 000-1 900万

累计死亡病例估计约为 
500万a

累计死亡病例可能达到  
100-260万

0 0 0

0 0 0

0 0 0

月 月 月

万亿 万亿 万亿

百万 百万 百万

4 4 4

2 2 2

5 5 5

8 8 8

4 4 4

10 10 10

12 12 12

6 6 6

15 15 15

16 16 16

8 8 8

20 20 20

COVID-19发生在2000年 COVID-19发生在2020年 COVID-19发生在未来

来源：联合国基金会和Metabiota公司，2021年。

注：这些估计基于对不同程度多边合作下COVID-19大流行的可能轨迹和影响所作模拟。这些模拟使用当前的人口统计和人口流动数据，涵盖从疫情伊始至
2021年2月28日期间，大约相当于危机第一年。
a 这是对累计死亡病例的估计数；由于存在漏报情况，同期报告的COVID-19病例和死亡病例低于估计数。

https://unfoundation.org/our-common-agenda/health-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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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其次，需要通过最高层持续不懈的政治承诺
和领导，加强全球卫生安全和防范(特别是对大流
行病防范的投资，但也是针对一系列更广泛的潜
在卫生挑战)。我鼓励各国考虑独立小组提出的建
议，包括为应对未来卫生危机更新国家防范计划
和建立普遍定期同行审议程序，以促进国家间相
互问责和相互学习。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的国际
体系，包括确保早期发现、世卫组织独立核查能力
和遏制新出现病原体的各种制度，必须得到充足
和可预测的资金，可为此建立一个以现有全球卫
生筹资机制为基础的机制，以减少碎片化问题。
我鼓励各国按照二十国集团大流行防范和应对全
球公域经费筹措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建议，共同承
诺增加大流行防范和应对方面的国际筹资。我们
还需要一套更强大的工具来确保《国际卫生条例
(2005)》得到遵守。在这方面，世卫组织成员国为
达成一份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文书所作的努力值
得欢迎。下文建议的应对复杂紧急情况平台也将
在未来发生大流行病时有用武之地，以补充世卫
组织为加强其全球监测系统和宣布国际关切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的措施。

70. 第三，应在ACT加速计划模式的基础上，加快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产品开发和卫生技术获
取，特别是针对被忽视或新出现的传染病，以及更
广泛的健康威胁，如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这将需
要更具韧性的制造业和供应链，包括在区域一级，
还需要将研发投资与卫生成果而非利润挂钩的激
励措施，如奖励制度或卫生影响基金，以促进未
来创新。在公共资金已注入研发的协议中，可以进
一步考虑技术转让和自愿许可承诺。

71.最后，COVID-19显示了全球卫生危机的深刻社
会影响。一些国家政府已采取措施落实全民健康覆
盖，包括心理健康覆盖。我敦促所有国家毫不拖延
地这样做。旨在处理卫生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措施
也至关重要。这意味着通过“一体化卫生”、减少污
染、消除粮食体系风险、减少贫困和性别不平等以
及促进全球生物安全等概念，确认人、动物和植物
及其共享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 

惠及所有人的全球经济

72. 我们易受经济冲击的影响，COVID-19疫情不
过是对这种脆弱性的最近一次提醒。为应对2008
年危机，避免世界性衰退，对全球体系迅速作出了
改进，但各国经济政策中的盲点继续折射到全球层
面，包括往往以利润和增长这些狭隘的短期衡量标
准来评判成功与否，商业做法激励机制步入歧途，
将股东利益置于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利益之上。这
场疫情还暴露出其他问题，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作
为确定国际支持的门槛存在局限性，未能顾及其他
风险和脆弱性，国际贸易和供应链缺乏韧性，整个
系统没有长远观，不能商定对全球疫苗运动进行足
够投资，而这一运动可在2021年拯救50万人的生
命，到2025年为全球经济增加9万亿美元，这一回
报远远超过了500亿美元的预计费用。

73. 可持续和公平的全球经济具有全球公益物的特
征，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同时需要重新思考经
济、人类和地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经济治理在
太大程度上由少数国家和金融行为体驱动，与其他
国际议程制定和决策领域相隔离，尽管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正在作出值得欢迎

https://pandemic-financing.org/report/foreword/
https://pandemic-financing.org/report/foreword/
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21/07/10/pr21211-g20-md-statement
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21/07/10/pr21211-g20-md-statement
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21/06/14/pr21175-world-bank-imf-launch-hlag-sustainable-inclusive-recovery-growth
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21/06/14/pr21175-world-bank-imf-launch-hlag-sustainable-inclusive-recovery-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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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以便更好地顾及可持续发展、人权以及防
范和复原力。本着以往关于成立经济安全理事会的
建议的精神，基于在疫情期间所见的合作，我提议
二十国集团成员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秘书长
和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每两年举行一次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级别峰会，致力于建设更可持续、更
具包容性和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这将使我们能
够更有系统地结合有关机构各自的优势，更充分地
利用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进程的后续行动。
该两年度会议可推动的紧迫事项包括：可持续发展
的超长期创新筹资、促进所有有需要的国家实现绿
色和公正转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推动”、 
旨在促进创新的更灵活的研发激励措施以及解
决国际债务架构长期缺陷的进程。还可以努力就 
“最后一英里联盟”达成协议，目的是作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努力，促进和提升政策行
动，帮助那些落在最后面的人。

74. 一个更公平、更具韧性的多边贸易体系将是开
放、基于规则、透明和非歧视性的体系。世界贸易组
织(世贸组织)正在重振活力、与时俱进，以考虑到21
世纪的现实，比如为中小微型企业和妇女参与国际
贸易提供机会的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不过，还需
要努力使国际贸易与绿色和循环经济接轨，包括为
此扩大关于环境商品和服务的谈判。我们必须摆脱
为求贸易最大化而不惜一切代价、造成巨大外溢效
应的保护主义做法，转向一种激励采取改善福利的
做法和通过有效多边贸易协定的体系。这也意味着
促进和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创新和韧性，
包括为此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贸易便利支持和
约束使用贸易限制措施方面提高灵活性，特别是在
全球疫情的情况下。恢复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便
解决贸易紧张状况是关键。 

75. 此外，在一个富有韧性的全球经济中，更多国
家会有能力通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的可持
续发展融资来支持本国居民。这进而需要有资源
充足的公共部门和私营行为体，而且这些行为体
明白自己既为提供全球公益物作出贡献，也从中
受益。早就应该加强全球合作，通过解决猖獗的逃
税和激进避税以及非法资金流动来促进金融廉洁
(见上文第二章的讨论)。采取旨在提高公平程度的
措施，如征收最低全球公司税和团结税，会发出明
确信号，即从当前经济模式中受益最大的私营企业
和极为富有的人必须为国家和全球公益物作出贡
献。若在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引领下全球转变
做法，不再依凭国内生产总值来确定是否获得优
惠融资和支持，会有助于努力就国内生产总值的
补充计量方法达成共识。或可给予易受外部冲击
指数和系统性风险标准更大权重。多边开发银行
还可以修订其业务和资产管理规则，以提高它们
支持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能力。 

© 联合国照片/Manuel E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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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实现全球经济的这一新动态意味着改变商业模
式，更好地将企业、市场和社会联系起来。强大的、
可持续的企业应立足于全球价值观，包括人权和劳
工权利、环境可持续性和反腐败，所有这些都体现
于《联合国全球契约》。企业界要采取协调一致的
行动，使其商业做法与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
全球目标保持一致，这一点至关重要。 

77. 最后，我们仍然缺乏在发生全球经济危机时召
集相关行为体的预先议定模式。与未来发生大流
行病的情况一样，拟议的紧急危机应对平台(见下
文第四章B节)可在未来遭遇经济危机及规模和程
度足够大的冲击时发挥作用。除了为危机做好准备
外，我们还应该尽我们所能投资于提高复原力和防
范能力；因此，本报告通篇建议的确保可持续性、
福祉和未来的经济模式和政策是最重要的步骤。 

人类的健康地球

78. 我们正在对大自然发动一场自杀式战争。我们
有可能跨越不可逆转的门槛，加速可能需要几个
世纪甚至几千年才能扭转的危机。我们的气候、我
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地球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公域，现
在和将来都必须为所有人保护这些公域。现在的气
温已经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2摄氏度，而且还
在迅速上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21
年8月警告我们，我们面临一个燃眉之急，在短期
内气温上升就会达到1.5摄氏度这一危险门槛值。
每一个分度都代表着生命、生计、资产、物种和生
态系统的丧失。正如委员会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每
年都应大幅减少排放，争取到2030年减少45%， 
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然而气温仍在继续上升。
现在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居民、基础设施、经济和
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然而适应力和抗御力建
设仍然严重资金不足。 

79. 我们对于需要做的工作大体上已有共识。《巴
黎协定》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让所有国家加入了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并适应其影响的共同事业。为了
满足科学的要求和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我们
需要各缔约方和所有利益攸关方提出力度更大的
2030年国家气候计划，并为实现一个净零排放的未
来落实具体政策和行动，包括2021年后不再产煤，
将化石燃料补贴转向可再生能源，并确定碳价格。
我们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信的一揽子团结援
助，包括达到每年提供1 000亿美元的目标，将气候
融资的50%分配给适应和抗御力建设，并提供技术
支持和能力建设，所有这些都将随着需求的增加而
水涨船高。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根据
《巴黎协定》调整投资组合。将于2021年开始的
2025年后气候融资新目标谈判进程，也必须依据
和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80. 同样重要的是快速启动全球努力，筹划公正转
型，以创造体面工作和优质就业机会，以此作为气
候行动和雄心的关键推动手段。劳工组织和许多
其他研究估计，到2030年，从灰色经济向绿色经

向绿色经济转型

 y 燃烧化石燃料、化学品和其他污染物造成
的空气污染每年导致700万人死亡，每年
造成约5万亿美元的代价。

 y 与一切照旧的情况相比，向绿色经济转型
到2030年可产生26万亿美元直接经济收
益，并创造超过6 500万个新的低碳就业机
会。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
https://www.un.org/press/en/2019/sgsm19607.doc.htm
https://www.un.org/press/en/2019/sgsm19607.doc.htm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fastfacts_econom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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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崩溃还是实现突破

本情景假设不采取气候行动、 
也不通过有效的多边主义 
应对气候变化

全球损失49%-89%的 
永冻土

出现极端海平面事件的风
险大大增加，例如，纽约市

（美利坚合众国）海平面比
正常值高出约2.75米的情况
预计将变成十年一遇，而在
升温1.5°C的情景下则是百
年一遇。塔希提岛等太平洋
岛屿将在一年中多次遭遇海
平面比正常值高出1米的极
端事件，而在升温1.5℃的情
景下则是每50至100年才会
出现一次。

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 
每年致命极端高温多达 
12.6亿人日

北极“很有可能”夏季无冰

“很有可能”丧失大多数 
珊瑚礁

全球和非洲的玉米作物 
很可能“急剧减少”，并可能 
达到导致一些地区作物系统
崩溃的临界点

如升温1.5°C，北极夏天 
“可能”仍有海冰

损失17%-44%的永冻土，
在升温4.3°C的情景下 
则将损失49%-89%

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C 
而非2°C以内，可使面临气候
风险和容易陷入贫困的人口
减少6 200万至4.57亿

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减少 
30%以上  

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减少 
15%–25%

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减少 
8%

海平面比1995–2014年期间
上升多达 
1.01米

海平面比1995–2014年期间
上升多达 
0.76米

海平面比1995–2014年期间
上升多达 
0.55米

在最新减排承诺下的轨迹 本情景假设全世界立即行动， 
在2010至2030年期间减排45%

到2100年+4.4°C

到2100年+2.7°C

到2100年+1.5°C
崩溃 当前轨迹 实现突破

来源：联合国基金会、气候分析组织和E3G，2021年

https://unfoundation.org/our-common-agenda/climat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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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转型将净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我呼吁所
有国家接受劳工组织《关于向人人享有环境上可
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的指导方针》，并将
其作为最低标准，以确保在人人享有体面工作方
面取得进展。联合国将竭尽全力，支持这一公正转
型，并支持做出努力，确保向净零未来的转型让社
区实现繁荣富裕。

81. 一些迹象表明，对于我们面临的危险，全世界
正在觉醒。包括七国集团所有国家在内的各会员
国、城市和企业组成的一个日益壮大的全球联盟
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正在为此设定
严格、可信的中期目标。由青年领导的遏制气候变
化、加快国际合作的社会运动已经蔓延到每个大
洲、每个国家。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正在迅速下降，
煤炭终结在望，各种技术正在大规模投入使用，
以期在本十年期实现快速减排。我们仍然可以将

升温限制在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之内，增
加旨在提高影响抗御能力的投资，遏制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
要更雷厉风行、灵活敏捷、切实有效的气候和环境
治理，以实现确保社会公正的转型。

82. 在2021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
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所有国家都应承诺实现
将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以之作为减排雄
心的全球基准。根据我对所有国家发出的宣布气候
紧急状态的呼吁，我还敦促缔约方会议紧急加快行
动，包括迅速解决新问题，并以科学为依据与时俱
进。会员国在《巴黎协定》中承诺定期提出更新的、
更有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会员国还同意每五
年对《巴黎协定》进行全球盘点，评估在实现《协
定》长期目标方面取得的集体进展。我打算在2023
年首次全球盘点之前召集各国领导人，以达成一项
政治谅解：必须采取紧急步骤，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摄氏度以内，保护民众和社区免受气候影响，并
使公共和私人资金与《巴黎协定》的目标对接。

83. 缔约方会议有可能成为一个平台，反映世界各
地人民对采取气候行动的日益坚决的要求，让受
影响最严重并将对我们所有人问责的人发出更大
声音。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所有利益攸关方
的责任。一些公司的排放量超过一些国家的全国
排放量，城市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70%以上。
我敦促各国政府在会上正式承认为履行各国承诺
作出重大贡献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贡献。
我还打算邀请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青年群体领
袖人物参加2023年第一次全球盘点之前的领导人
会议，并确保他们能够切实有效地参与这一进程。

© 联合国照片/Igor Rugwiza

https://www.un.org/zh/climatechange/net-zero-coa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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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应对地球面临的风险需要成为每项决定、每
项政策、每项投资和每项预算的一部分。2015年
至2019年，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为煤炭、石油、天然
气和化石燃料电力提供了超过3.3万亿美元的直接
补贴。尽管各国政府作出了气候承诺，但2019年仍
有60%的化石燃料补贴流向了生产商和公用事业。
化石燃料补贴扭曲价格，并有可能导致对排放密集
型资产的投资增加，使《巴黎协定》的目标遥不可
及。鉴于国际金融架构中的太多机构仍在一味刺
激经济增长，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可持续性和气候影
响，我敦促各国、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多边和国家开
发银行与我们合作，找到考虑到环境的国内生产总
值补充计量方法，并利用这一新的计量方法从根本
上改变其任务和投资。

85. 更广泛而言，所有资金流动都必须符合温室气
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公共融资至关
重要，对于不产生经济回报的投资，比如一些适应
行动而言尤其如此。我们还需要大规模的私人融
资，以支持各国从依赖化石燃料的经济转型为低
排放的气候适应型经济。我敦促所有国家实施碳
定价机制，并最终设定碳价格，我还鼓励二十国
集团各国考虑基金组织提出的设立国际碳价格下
限的建议。二十国集团内的金融行为体正在采取
决定性步骤，作出了净零排放承诺，但现在面临可
信度考验：所有金融行为体必须设定涵盖其整个
投资组合的可核实目标，将投资组合从高排放行
业转到气候适应型净零排放经济，并设定兑现承
诺的时间表。联合国召集的净零碳足迹资产所有
者联盟提供了一个具有透明、可问责目标的重要模
式。随着与碳市场有关的举措大量增加，必须将抵
消办法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我敦促所有私营
部门优先重视在其整个价值链上减少绝对排放和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秉持环境完整
性的最高标准。

86. 即便我们不懈努力防止气候变化，我们仍需为
未来将面临截然不同的气候和环境做好准备。大
多数国家需要调整其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以便
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且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
的适应工作需要获得更多支持。全球只有三分之一
的人口在预警系统覆盖范围之内，必须充分利用世
界气象组织系统性观测融资机制，以确保每个人都
在系统的保护之下。随着气候变化影响恶化和流离
失所现象增加，大会不妨审议应采取何种措施处理
气候变化对领土，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
面临严重风险的国家领土构成的威胁。在灾害所致
流离失所问题平台以及《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安
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和气候变化影响相
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的
工作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虑寻找预防、保护和解
决环境流离失所情况的方法。

87. 气候行动是从根本上重设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
一项核心行动。更广泛而言，需要一个强大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提供充足资金，扭转
地球上正在发生的灾难性生物多样性丧失。还必须
变革粮食体系，使其与健康、气候、公平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协调。2021年9月将在纽约举行粮食体系
峰会。在峰会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必须预见和应对
因环境变化而造成的大规模粮食不安全和饥荒风
险。重新审视我们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应
可促进更有效率、更公平地利用资源，减少粮食损
失和浪费，对化学品和废物实行健全管理，以最大
限度减少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粮食体
系需要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有助于恢复自然、应对
气候变化并适应当地情况的健康饮食。这种转变有
助于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利益攸关方特别
是生产者、妇女、土著人民和青年的包容式参与，
是支持这种转变的最好办法。“斯德哥尔摩+50：

https://www.un.org/zh/food-systems-summit
https://www.un.org/zh/food-systems-summit
https://www.un.org/press/en/2021/ga12326.do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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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地球有利于共同繁荣——我们的责任和机
遇”国际会议为重新定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维
护有利于共同繁荣的健康地球提供了机会。我敦
促承认健康环境权。

新和平纲领

88. 和平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承诺，也是当初成
立联合国所要提供的主要全球公益物之一。我们的
多边架构在关键方面功不可没：过去75年来没有发
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一些最
重大的局势升级的风险得以防止。然而，我们的集
体和平与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原因是传统的
预防、管控和解决方式不适合新出现的风险和危险
趋势。其中包括往往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跨国网络
和新行为体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武器技术迅速演
变，区域行为体越来越愿意直接参与战争。气候变
化正在加剧不稳定，并影响生计、资源的获取和人
口流动趋势。面对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武装冲突以
外的暴力行为总体数目达到新高，很难说我们在兑
现《宪章》的承诺。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风险正在增
加：新技术正在让太多行为体掌握破坏全球稳定的

能力；随着大国的互信继续受到侵蚀，有关核武器
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长期协议变得越来越
脆弱；新出现的潜在冲突领域或缺乏法治的领域，
如网络空间，突显了我们治理架构中的漏洞。世界
正在一步步滑向不稳定的边缘，我们面临的风险再
也无法通过现有的系统得到有效管控。

89. 为了保护和管理全球和平公益物，我们需要一
个和平连续体，其基础是更好地了解持续冲突的根
本驱动因素和影响系统，重新努力商定更有效的集
体安全对策，采取一整套切实有效的步骤来管控新
出现的风险。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新的和平
纲领，可将重点放在六个核心领域：

a) 降低战略风险。我已经提议与会员国合作，更
新我们的裁军愿景，以保障人类、国家和集体
安全，包括为此更广泛地支持不扩散、建立一
个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世界、
有效控制常规武器和监管新技术武器。新和平
纲领可能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机会，特别是通过
设定更强力的不使用核武器承诺和消除核武
器时限，确保继续合作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
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实体加强数字转型和促进
创新，禁止对民用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采取
措施缓解与网络有关的风险和紧张局势，以及
设定国际商定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限制。《禁
止核武器条约》于2021年1月生效是一项非凡
的成就，是朝着最终消除核武器迈出的一步；

变革粮食体系

 y 可持续的粮食体系和强有力的森林保护每年
可产生超过2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创造数
百万个就业机会，改善粮食安全，同时促进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https://www.unhcr.org/flagship-reports/globaltrends/?web=1&wdLOR=c19EBE43A-1414-6043-B543-20717CD84832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70443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70443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fastfacts_econom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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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强国际前瞻力以及识别和适应新的和平与安
全风险的能力。上文第三章提出旨在确保后世
未来的建议，下文第四章B节提出关于应对重大
风险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让我们能够识别和适
应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风险；

c) 重新打造我们对一切形式暴力行为的对策。大
规模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及其他形式的暴
力，包括犯罪团伙实施的暴力和家庭成员间的
暴力。与此同时，某些形式的暴力行为、特别是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增加，往往是法律和秩序
被削弱及不安全局势加剧的预警信号，这些情
况可能会酿成更广泛的冲突。新和平纲领可以
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全方位解决暴力问题。例如，
可以通过多利益攸关方的努力，按照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具体目标16.1，以到2030年将全球暴
力减半运动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减少一
切形式的暴力，包括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d) 投资于预防和建设和平。用在预防和防范方
面的投资可避免数倍于这些投资本身的生命
和经济代价，但我们的这种说理解释依然徒
劳无功。新和平纲领可包含一系列承诺，为预
防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在国家一级；减
少过高的军事预算，确保充足的社会支出；提
供有针对性的发展援助，以解决冲突根源和维
护人权；将裁军与发展机会联系起来。在为建设
和平提供充足、可预测和持续的资金方面也进
展甚微，对建设和平基金支助的需求远远超过
现有资源。新和平纲领可再次呼吁会员国紧急
考虑从分摊会费中划拨一笔专款给建设和平基
金，最初通过维持和平预算划拨，然后通过经
常预算划拨，作为补充投资，提高维持和平成果
的可持续性，支持发展议程。与此相关的是，建

设和平委员会采取包容各方的方式，重新制定
了联合国针对发展、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多层面
威胁的对策。促请会员国向建设和平委员会和
建设和平基金提供更多资源，联合国系统同时
提供相应支持，使这些重要工具能够满足日益
增长的需求。还可以考虑将委员会的作用扩大
到更多的地域和实务环境，并从预防的角度处
理安全、气候变化、卫生、性别平等、发展和人
权等交叉问题；

e) 支持区域预防。区域行为体对于保持和平以及
预防和应对不安全局势至关重要，但这些关键
的前线应对行动需要进一步巩固。亟需确保提
供可预测的资金，用于根据《宪章》第八章开展
的涉及区域安排的和平支助行动：这些行动填
补了我们全球和平与安全架构中的重大空白，
不应依赖临时安排。更广泛而言，新和平纲领可
考虑如何深化联合国对区域能力的支持，包括
在安全安排、军事合作和联合建设和平工作、合
作应对复杂的跨国和平与安全挑战等方面，并
扩展到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等新领域。我之
前关于区域协调平台的提议可以提供一个有用
的框架基础；

f) 把妇女和女童放在安全政策的中心位置。在现
有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及其预防、非军事化
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新和平纲领将把妇女和
性别平等放在和平与安全的中心位置。相当重
要的是，人际暴力与不安全局势之间的关联，以
及妇女平等参与建立和平工作与建立和平工作
的成效之间的关联，都要求妇女平等参与所有
和平与安全决策，并重新评估核心假设，包括如
何界定、谈判和保持和平与安全。

https://www.oecd.org/dac/states-of-fragility-fa5a6770-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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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利用外层空间

90. 外层空间历来公认是一个全球公域，不属于任
何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外层空间若得到和平、安
全、可持续利用，将造福全人类，惠及今世后代。
外层空间的治理安排，包括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
员会，是在完全由各国各自开展活动的年代建立
的，仅就管理外层空间交通、永久定居天体和资源
管理责任提供一般指导。我们正处于一个重新探索
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时代，现在有重新把人送上月球
和更远地方的计划，并计划发射如同组成巨型星座
的数千颗新卫星。空间资产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方式，外层空间系统对于理解和解决全球问题，如
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行动至关重要。这些发
展中很多都是由私营部门行为体推动的。它们也对
安保、安全和可持续性构成新的风险。外层空间不
断加剧的拥挤状况和竞争可能危及子孙后代进入和
利用外层空间。我们的治理和监管制度需要与时俱
进，以保护外层空间这一全球公域。 

91. 最近商定的《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
则》表明，在治理方面取得进展是可能的，但仍存
在许多差距。需要以现有框架为基础，在目前参与
空间探索和利用的各种行为体参与下，综合制定
约束性和非约束性规范。可立即采取的行动包括
发展协调空间交通的全球制度和制定防止外层空
间武器化的新文书。为此，可以考虑作为未来峰会
(见下文103段)的一部分，就外层空间问题举行多
利益攸关方对话，让各国政府和其他主要空间行
为体共同参与。对话可以寻求就和平、安全、可持
续利用外层空间达成高级别政治协议，推进制定
协调空间交通的全球制度，并商定未来外层空间
活动的治理原则。

开拓数字公域

92. 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天换地。互联网为数十亿人
提供了获取信息的途径，从而促进了协作、联系和
可持续发展。它是一项全球公益物，应让世界各地
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但目前，数字领域的潜在危害有
可能盖过其益处。国家和全球两级的治理工作未能
与互联网固有的非正式和分散性质保持同步，互联
网由商业利益主宰。我们面临严重而紧迫的伦理、
社会和监管问题，包括网络空间缺乏问责的问题；
大型科技公司逐渐成为地缘政治行为体和棘手社
会问题的仲裁者，却没有承担与其超高利润相称的
责任；性别偏见和以男性为默认性别的思维加剧，
妇女在设计数字技术方面不能平等发挥作用，还存
在尤其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数字骚扰，使许多妇女不
能参与公共谈话；使用数字监视和操纵手段影响行
为和控制民众。

© 联合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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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现在是保护网络空间并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时
候了。我敦促互联网治理论坛调整、创新和改革，以
便支持数字公域的有效治理，并跟上现实世界的快
速发展。此外，在数字合作路线图(见A/74/821)建
议的基础上，联合国、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
社会可以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多利益攸关方数字技
术部分，筹备未来峰会，以期商定全球数字契约。
这项契约将勾勒出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开放、自由、

安全的数字未来的共同原则。可涉及的复杂数字问
题可包括：重申让未连通的人实现连通这一基本承
诺；避免互联网碎片化；为人们提供关于其个人数据
使用方式的选择；将人权适用到互联网；促进建立
值得信赖的互联网，引入关于歧视和误导性内容的
问责标准。更广泛而言，这项契约还可以促进对人
工智能的监管，以确保其符合全球共同的价值观。

© 妇女署/Ryan Brown

https://www.un.org/zh/content/digital-cooperation-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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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国际法，开展国际合作

信技术(见A/75/816)，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些讨论突
显出联合国作为国际法发展关键论坛的重要性。对
于现已制定的许多文书，我敦促各国履行其义务，
并随时准备通过联合国各种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活动为其提供支持。 

96. 在《七十五周年宣言》中，各国同意恪守其订立
的国际协议和作出的承诺，促进尊重民主和人权，
并通过加强透明、负责任的治理以及独立的司法机
构来加强民主治理和法治。在这些承诺的基础上，
可以考虑旨在发展和有效执行国际法的全球路线
图。这可以鼓励更多国家批准或加入具有普遍意
义的条约，例如关于裁军、人权、环境和刑事事项
的条约，包括由我保存的条约(600多份)。路线图
还可以敦促各国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并
撤回对有关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条约条款的保留。
协助各国查明和处理紧迫的规范空白问题可作为
另一个组成部分，还可以利用我在遵约机制方面
的作用，了解不遵约的原因。作为这一路线图的另
一个组成部分，各国可以考虑就全球关切的法律问
题定期在大会举行包容性对话。我继续欢迎国际法
委员会发挥作用，根据其章程第1条第1款，委员会
负责提出建议，以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 

COVID-19对互联网的影响

 y COVID-19疫情封锁期间，全球互联网总使
用量增长了40%。

94. 正如《七十五周年宣言》所强调，《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仍然历久弥新、普遍
适用，是构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公正的世界不
可或缺的基础。国际法律制度对于保护全球公域
和提供上述许多全球公益物而言，堪称基石，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广泛而言，对建立以尊重人
权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至关重要。国际法，
特别是国际人权法，是大约90%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基石，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

95. 国家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无论是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之内还是之外。联合
国也在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和发展方面已发挥并继
续发挥独特的作用。联合国内部目前正在讨论就
一些全球关切事项制定规范和标准，如信息和通

https://undocs.org/zh/A/75/816
https://www.un.org/bbnj/
https://www.un.org/bbnj/
https://www.un.org/chinese/law/ilc/ilc_statute.htm
https://www.un.org/chinese/law/ilc/ilc_statute.htm
https://www.iea.org/reports/data-centres-and-data-transmission-networks
https://www.iea.org/reports/data-centres-and-data-transmission-networks
https://www.undp.org/blogs/human-rights-and-sdgs-two-sides-same-coin
https://www.undp.org/blogs/human-rights-and-sdgs-two-sides-same-coin
https://undocs.org/zh/A/7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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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对重大风险

97. 一个核心问题依然是如何从各方面做好预防工
作。我们能否为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相互关联的问题
找到办法，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预见、预防即将
出现的重大风险，并做好应对准备。这就要求我们
把重振活力、综合全面的预防活动放在一切工作
的首位。我们需要大力创新，增强包容性，提高前
瞻力，向维系全人类的全球公益物投资。在没有提
供全球公益物的情况下，我们就遭遇截然相反的结
果：对人类福祉构成严重风险和威胁的全球“公害
物”。这些风险现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并具有更
大的潜在影响。有些甚至生死攸关：随着核时代的
到来，人类掌握了导致自身灭绝的力量。技术不断
进步、气候变化加速以及人畜共患病增多，这意味
着，有可能在相互关联的多重方面出现极端的全球
灾难性风险，甚至生死攸关的风险。做好预防和应
对这些风险的准备，是与更好地管理全球公域和全
球公益物相对应的重要举措。

98. 有必要做出努力，更好地界定和查明我们面临
的极端、灾难性和生死攸关的风险。然而，我们不
能坐等就定义达成一致后再采取行动。的确，以
符合人类生命尊严的方式行事是一项道德要务，
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遵循，以应和国际环境
法和其他领域的预防原则。为严重风险做好准备
的花费与我们未能做好准备所造成的生命和经济
代价相比微不足道。

99. 从COVID-19大流行中吸取教训，我们可以抓住
这个机会，更好地预见和准备应对大规模的全球危
机。这需要更强有力的法律框架，更好的风险管理
工具，更好的数据，对未来风险的识别和预见，以
及适当的预防和防范资金。这些要素中有许多在
本报告其他部分已经列出。不过，重要的是，任何
新的防范和应对措施都不应预判可能需要这些措
施的危机类型。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哪种极
端风险事件；可能是另一场疫情，一场新战争，一场
后果严重的生物攻击，一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
攻击，一次核事件，一场快速发展的环境灾难，或者
一些截然不同的事件，比如技术或科学发展背离正
道，不受有效的伦理和监管框架约束。 

100. 首先，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预见和应对这
些风险，联合国亟需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外最优秀
的智囊和数据网络，每五年向会员国提交一份战
略前瞻力和全球风险报告。这将得到规划中的未
来实验室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外现有机制的支持，例
如基金组织年度预警工作的支持，以收集和分析数
据，了解短中长期风险。还将酌情把这项工作与针
对此类风险的相应治理安排以及应对这些风险所
需的行动挂钩。

© 联合国系统职员学院

https://www.imf.org/en/About/Factsheets/Sheets/2016/08/01/16/29/IMF-FSB-Early-Warning-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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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第二，我提议与会员国合作建立一个应对复杂
全球危机的应急平台。该平台不会是一个新的长
期或常设机关或机构。在发生规模和程度足够大
的危机时，该平台将自动启动，无论所涉危机的类
型或性质如何。一旦启动，该平台将召集会员国、
联合国系统、主要国家集团、国际金融机构、区域
机构、民间社会、私营部门、特定行业或专题研究
机构领导人以及其他专家。职权范围将规定启动该
平台的模式和标准，包括危机的规模和范围；供资
和筹资；组成平台的相关行为体的确定；预期平台
提供的支持；停止运作的标准。其他关键组成部分
可包括建立快速应对能力机制；指定协调人，制订
规程，以增进与现有各种具体危机应对安排的协同
操作能力；为测试效果、查明并填补差距进行定期
演习；确定一套使国际体系作好危机准备的工具。
该平台将使秘书长在面对具有全球影响的危机时能
够发挥最大的召集作用。

C.	今后步骤

102. 最终要由会员国与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密切
协商，查明和商定可能需要重新作出承诺或改进治
理的全球公域或公益物。为了协助审议，我将请一
个由前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领导的高级别咨询
委员会负责推进我在本报告中分享的构想。我尤其
要请咨询委员会确定最需要改善治理的全球公益物
和其他可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并就如何实现这一
目标提出备选方案。这将需要考虑到现有体制和法
律安排、差距和新出现的优先事项或紧急程度，以
及全球决策做到公平公正的必要性。咨询委员会还
可以考虑到本报告通篇提出的各项提议，包括重
新确定托管理事会的使命和设立一个应急平台。

103. 咨询委员会报告其工作成果后，应当举行一
次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高级别“未来峰会”，以便
在本报告提到的治理安排刚刚起步或需要更新的
国际关切领域以及其他可能的领域推进治理安排
构想。在此之前将举行筹备活动和协商。峰会最宜
与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高级别周同时举行，并可包
括关于以下方面的高级别部分： 

a) 根据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成果，酌情推进全球公
益物和其他领域的治理；

b) 预计2030年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

c) 和平与安全，以制定新和平纲领；

d) 数字技术，以制定全球数字契约；

e) 外层空间，寻求就可持续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达成协议，着手建立协调空间交通的全球制
度，并商定未来外层空间活动的治理原则；

© 联合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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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重大风险和关于应急平台的协议；

g) 子孙后代，以视可能商定子孙后代问题宣言。

104. 在我们努力着眼未来更新我们的治理体系时，
我提出以下总体意见和参考点。集体行动的背景在
过去75年中不断演变。在制定《联合国宪章》时，多
边主义意味着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今天，更广泛
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参与全球事务，这些行
为体是由同行驱动的开放、透明的参与型体系的一
部分，这些体系凭借所有相关行为体的力量并听取
他们的意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靠法定任务或
机构驱动。这种形式的多边主义更加网络化，更具
包容性，能够更有成效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任何
改善全球公域和公益物治理以及管控风险的努力，
都必须驾驭这种复杂性，并明确寻求将这些新办法
纳入它们可能带来更好成果的领域。 

105. 更加网络化的多边主义将现有的机构能力聚
合在一起，克服各自为政的问题，确保所有各方都
朝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努力。它超越了和平与安全、
发展、人权和人道主义行动等传统上各行其是的领
域，加强了区域和全球行为体及行动之间的协调。
这些网络可具有灵活性，允许各种行为体不同程度
的参与，并有可能形成开放的联盟或者“小边”甚
至“微边”群组，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纳入更多行
为体。为了让多种多样的行为体步调一致，最为成
功的网络需要有明确的目标，例如将升温控制在1.5
摄氏度以内的气候目标。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这样的专家机构可以确保网络以实证为导向。
不过，网络并不取代我们的核心国际机构，这些机
构的独特作用在于激励多种不同的行为体，为边缘

化声音开辟空间。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有国
际组织提供合法性，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各种
网络力量提供全球公益物。就我而言，我将努力加
强与区域组织、发展行为体、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
相关多边机构的合作(见第五章)。

106. 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的特点是，各区域国
家，无论大小，都真正有可能参与集体行动，特别
是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这也意味着纳入国家以外的各种声音。其中除政府
间组织外，可包括议会、国家以下各级当局(城市、
地方和区域政府)、民间社会、信仰组织、大学、研
究人员和专家、工会、私营部门和行业以及地方和
基层运动，包括妇女和青年领导的运动。这一愿景
承认，各国仍然是我们应对全球挑战的集体能力的
核心，在多边体系中负有独特的责任，同时也确认，
解决方案越来越依赖于私营部门和非国家行为体，
因此私营部门和非国家行为体应参与审议并对其承
诺负责。议会、城市和国家以下其他各级当局的作
用在包容式做法中尤其得到承认，例如，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执行情况的自愿地方评估提供了一种可供
借鉴的模式。民间社会需要继续成为我们跨部门和
在多边论坛内开展的工作不可或缺的一分子。鉴于
私营部门在我们面临的许多最关键挑战上具有显著
改变局面的力量，私营部门参与和承担责任至关重
要。由私营部门对负责任创新和公平利用技术做出
承诺的安排，以及支持包容、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
商业模式，如考虑到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投资
基金，都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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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具包容性和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参考点

利用现有机构能力

跨支柱，避免各自
为政

在区域和全球两级
之间开展协调

灵活 议会

多变

目标清晰

基于证据

交付成果

充分准备，随时
行动

为优先事项配备
资源

对承诺负责

为所有人提供发声
空间

多样化的国家集合

国际机构，包括国际
金融机构

民间社会

私营部门

城市

网络化多边主义 有效的多边主义

包容的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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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归根结底，重要的是结果。我们需要多边主义
更有效地兑现承诺，从而更受信任。这意味着多边
体系在面临当前风险和新风险时，准备好随时行动
或作出调整；优先处理重要任务并为此配置资源；
交付成果；能够就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所作承
诺对其问责。任何关于改善全球公域和全球公益物
治理的对话，都应该评估现行安排在多大程度上符
合这些标准。如果不符合标准，就需要考虑备选方
案，以便在准备、确定轻重缓急、决策安排、资源配
置、问责和合规等方面做得更好。特别是需要根据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自愿行动和具有约束力的行
动之间取得相应的平衡。国际法对于提供全球公益
物至关重要，我已呼吁再次承诺发展国际法，同时
我们还有办法通过其他框架鼓励相互问责，包括同
行审议模式(如普遍定期审议)以及分享良好做法和
透明数据收集的机制。最后，确保取得成效的关键
是利用供资和筹资支持我们的集体承诺。旨在审查
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手段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
筹资后续行动论坛提供了一个颇有前景的实例。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main.aspx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inancing/zh/what-we-do/ECOSOC/financing-development-forum/FFD-forum-home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inancing/zh/what-we-do/ECOSOC/financing-development-forum/FFD-forum-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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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宗旨和原则：使联合国与时俱进

108. 在本报告中，我勾勒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愿
景。为支持这一愿景，联合国也需要因时而变。时
光荏苒，本组织因应不断变化的需要而发展变化，
于2017年启动了提高成效的宏大改革议程，这一最
新举措已初见成果。COVID-19疫情是对这些改革
措施的初期考验，联合国系统因这些改革而有能
力满足民众和会员国的需求。在走出疫情之际，世
界要做出重要选择，以推动实现突破，避免崩溃的
情景出现。此时此刻，联合国必须积极提供平台，以
通过各种努力塑造一个值得拥有和祈望的未来。

109. 一些会员国提出，联合国本身即是一个全球
公域；或至少可以说联合国在支持提供诸多全球
公益物方面至关重要，是集体行动、规范制定与
国际合作的场所。虽然仅靠联合国不能解决我们
面临的众多挑战，特别是在复杂和网络化的世界
中，但联合国是可用来解决最重要问题的关键机
构之一。联合国拥有普遍的召集力，赋予所有193个
会员国平等发言权，且有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民
间社会和学术界代表加入，此外，联合国在维护全
球价值观、道德标准和规范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联
合国机构遍布全球并拥有全球性技术专门知识。一
些决策空间的排他性越来越强，有必要捍卫让所有
人发声的空间。因此，必须把联合国的升级改造纳
入我们的共同议程，使联合国能够支持全球讨论、
谈判、进展、解决方案和行动，以努力实现我们最
紧迫的集体目标。

110. 本报告前几章说明联合国计划与会员国和其
他方合作采取一系列行动，以支持重续社会契约、
增强代际团结和提供全球公益物。在总结这些行
动的同时，我在下文提出更多思考、承诺和建议，
说明联合国可如何继续自我应变调整，并给民众
生活带来改变。这表明《宪章》虽基于历久不变的
价值观和原则，但也是灵活动态的，可以进行调
整以应对新挑战。

A.	对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

支持重续社会契约

111. 联合国大部分业务和国别工作着眼于在国家需
要并提出要求情况下，在国家层面支持社会契约。
在一些情况下，是联合国自己在确保提供至关重要
的公益物，如人道主义行动、保健、教育、电力和住
房，以及安全和警察支助。因此，我在第二章中关
于机构更好倾听民意、参与式办法和删繁就简的
提议同样适用于联合国相关情况。联合国秘书处
将借鉴系统其他机构的良好模式，制定政策，将
人置于所有行动的中心，并考虑到年龄、性别、多
样性等相互交织的个人特征的影响。

https://emergency.unhcr.org/entry/51770/age-gender-and-diversity-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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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使本组织能够向各国政
府提供更紧密一致的支持。在此基础上，会员国可
考虑采取措施，使各发展机构的治理机关和供资
更趋一致，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同时让每
个机构保持自己的品牌和业务。我还要鼓励联合
国国家工作队积极支持各国重续社会契约，特别
关注信任、消除歧视和排斥以及对重要方面加以
计量。我们将力求使每一处联合国存在成为因地
制宜预防办法的专门知识中心，包括为此更好地
将和平与安全、人权、气候和发展工作联系起来，
重点关注可能引发或加剧不满的因素。为纪念联
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进行的协商(参与者达150万)
和为我们的共同议程进行的协商(大约500份意见
书)开启了倾听民众声音、征求民众意见和与民众互
动的新时代，此外，我们还在我的人权行动呼吁下
就公民空间提出指导。我将鼓励联合国系统所有部
门从今以后定期、系统地与包括妇女和青年在内的
民众进行此类协商。 

113. 为了支持重续社会契约并进行反思，联合国系
统自身将推进的其他内容包括：审查我们的法治援
助；通过联合国全系统保护议程等举措，落实我的
人权行动呼吁；将人权承诺作为设计和交付联合国
方案、发展援助和危机预防举措的参照点。我再次
承诺确保到2028年在联合国系统内各级实现性别
均等。我还将支持审查联合国系统实现性别平等的
能力——人员配置、资源和架构。实现性别平等是
所有实体的一个核心优先事项。

支持代际团结

114. 在第三章中，我提议在联合国进行一些机构调
整，以加强我们与当代青年和子孙后代的团结。特
别是，我提议为确保将青年的声音更系统地纳入整
个联合国系统，与会员国探讨将目前的秘书长青年
问题特使职位升级为秘书处的一个办公室。我还将
继续听取联合国年轻工作人员的意见并为年轻工作
人员网络提供支持，包括需要改进我们征聘和留用
来自多元背景年轻人的工作，以及建立更现代、更
灵活的环境，支持包括青年女性在内的初级工作人
员实现职业生涯发展。

115. 另外，我提议任命一位子孙后代问题特使，该
特使将首次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并对会员国代表
子孙后代的利益。特使还将指导联合国采取初步
措施，加强我们对长远未来的理解、规划和行动
能力，拟议的未来实验室就是例证。我希望，这将
使联合国能够成为我们的未来的可靠守护者，如《
宪章》所愿，代表今世后代行事。未来实验室还将
极大地增强联合国在分析和预见未来方面的能力。

支持通过更加网络化、更具包容性和更加
有效的多边主义提供全球公益物

116. 在第四章中，我概述了完善多边治理的愿景，
重点是保护我们的全球公域、提供至关重要的全球
公益物并为应对重大风险做好准备。为此，联合国
系统必须进行调整，以便在更加网络化、更具包容

https://un75.online/zh/
https://www.un.org/en/content/action-for-human-rights/index.shtml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CivicSpace/UN_Guidance_Note_Executive_Summary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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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世界中发挥主导作用，改进我们与全球和区域
两级其他行为体和论坛的协作与战略接触，同时
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为最需要我们
帮助的人服务。 

117. 联合国在网络化世界中的附加价值包括若干
可以加强的元素。首先，联合国的首要作用之一是
充当可靠数据和证据的来源，提供经核实的公开
信息，帮助世界了解风险和机遇。为加强这一作用，

我将争取重设秘书长科学咨询委员会，探索如何更
好地将整个联合国系统的知识中心、包括联合国专
门机构的知识中心联系起来，以加强影响力。我还
将鼓励联合国在生成知识方面变得更具战略性，
减少每年提交报告的数量，但使报告更具连贯性
并更加注重行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联合国
数字转型战略实现，该战略的目标正是在全系统
有效地生成和传播知识。

© 联合国照片/Manuel E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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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联合国在网络化世界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
充当召集者：作为围绕优先事项和战略建立共识的
场所，四面八方的行为体都可在此做出承诺和接受
问责，并且充当集体行动和交付成果的平台。我们
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算最
灵活敏捷，而且礼仪和礼宾程序必须得到遵守。然
而，我们也为决策者提供了汇聚一堂的空间，政府
间进程还有利于问责，并具有权威性，这些均有助
于网络化办法。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更
勤。联合国将改进不同层面(国家、区域和全球)和
不同专题支柱(包括和平与安全、发展、气候、人权
和人道主义应对行动)的工作。我们还将加强联合
国系统内部以及联合国系统与区域组织、国际金
融机构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我将与所有区域组织
负责人举行年度会议，以加强联合国与区域机构
的合作。我还将推动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机构
和区域开发银行之间的持续积极对话，作为对第
四章提议的双年度峰会的补充。 

119. 包括秘书处在内的联合国系统还将采取进一
步措施，以加强包容性。议员、私营部门、城市和国
家以下各级当局等群体，是当今全球性变化至关重
要的创新动力。对于这些群体，已要求我们考虑在
尊重会员国主权和《宪章》关于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的规定的情况下建立常设接触和协商机制。在秘
书处内，我将通过设立地方和区域政府问题咨询
小组，加强我们与国家以下各级当局的协作。我还
将与我们现有的伙伴合作，探讨议会在联合国有更
多机会发表意见的各种方案。 

120. 在联合国系统内，还将考虑到私营部门日益
增长的作用和影响力及其对实现本报告概述的多
项行动的核心作用。在这方面，工商企业与人权议
程具有重要意义。我还呼吁更广泛的企业，从跨

国公司到中小企业，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行
动，包括采用与重新思考进步和繁荣计量方法的努
力相符的商业模式。全球契约办公室发布的新战略
倡导《全球契约》10项原则以及扩大其网络和私营
部门投资，是提升行动力度和加强私营部门参与、
问责和伙伴关系的独特工具。

121. 民间社会组织在联合国成立时就参加了旧金
山会议，从最开始就是联合国生态系统的组成部
分。在我们的协商中，民间社会呼吁增强与联合国
系统的互动协作。我认为，联合国必须倾听民间社
会的声音、与民间社会协调并与民间社会互动协作。
我已听到为民间社会设立单一的高级别切入点的
呼吁，将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各种方案。不过，我
也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超越协商和倡导角色，让
联合国系统所有部门直接将民间社会纳入其各活
动支柱的工作。这涉及心态和做法的转变。因此，
将请尚未指定专门的民间社会问题协调人的所有
联合国实体指定专门协调人。协调人要积极创造
必要的空间，让民间社会行为体在国家和全球层
面以及在联合国会议、网络、进程和安排内建言献
策。我们将在全系统定期对我们与民间社会的关
系进行摸底和监测，确保实现并保持我们都希冀
的更良好互动协作。 

122. 在秘书处内，联合国伙伴关系办公室将为这
些伙伴关系提供支持，确保我们有必要的行政、
法律和数字工具，使我们的伙伴能够获取信息并
参与联合国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将进一步利用在
COVID-19期间看到的增强包容性的可能手段，借助
数字解决方案和混合会议，让更多不同行为体能够
参与，不受签证、资金和旅行等原因的限制。确保举
行包容各方的虚拟会议意味着要考虑并积极设法
解决互联网接入、语言障碍、时差和安全等问题。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Business/Pages/BusinessIndex.aspx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what-is-gc/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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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为了提高联合国的成效，我们将发展新能
力，促进全系统敏捷性、一体化和聚合力。这将是
实现联合国“2.0”的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联合
国“2.0”是一个能够为应对21世纪挑战提供相关
的、全系统解决方案的新型联合国。我将通过“变
革五重奏”加速这一转型，“变革五重奏”是一套支
撑在本报告中提出的许多举措的跨领域议程。这五
项能力包括数据、分析和传播，创新与数字化转型，
战略前瞻力，行为科学以及业绩和成果导向。在秘
书长《数据战略》推动下，更好的数据、分析和传
播能力将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将信息转化为洞察
力，转变我们的决策过程，优化我们的服务，使本
组织成为更好的传播者。对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的
进一步投资将重塑我们的工作方式，帮助我们接
触到更多有需要的人、更好地为他们服务。通过
未来实验室这样的举措加强战略前瞻力，将有助
于采取预见性行动、拟订更具前瞻性的政策与方
案。系统地应用行为科学将提高我们在政策、方
案和任务交付方面的实效，还将使我们能够简化
官僚程序。业绩和成果导向将确保本组织专注于
影响力、学习和持续改进。

124. 最后，为使本组织做到切实有效，会员国足
额按时履行财政义务至关重要。造成联合国近期
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未完全解决。我已就此向
会员国提出数项提案，既包括增加我们现有的流

动性储备，也包括为维持和平行动设立新的准备
金，以及解决预算管理中的结构性障碍。作为近
期改革的一项内容，联合国还在提高财务报告和
预算编制透明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然而，由于
现金流入不可预测且时间过晚，更多地专注于成果
和改进任务交付的努力受到了影响。会员国在《七
十五周年宣言》中阐明了愿景，就此我又在这份关
于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中进行了阐述。如果要把
这一愿景变为现实，我们必须解决财政危机，确保
本组织获得更可持续的供资。通过改变现有资金的
用途、采用更为灵活的预算程序等办法，联合国系
统可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联合国系统还将探索如
何更好地协调预算编制与供资请求，确保各机构、
基金和方案的不同执行局相互合作并进行沟通。我
们将着力改进预算编制和执行方式，以使本组织保
持敏捷性和活力、能够应对动荡局势和新的紧急情
况。在预算流程中为会员国确保透明度的持续努
力，决不能以牺牲联合国高效切实使用资源的能力
为代价；注意力应放在方案交付和成果上，而不是
放在筹资上。我们必须让管理者能够管理，并对他
们进行成果问责。除这些措施外，我邀请会员国考
虑对预算审查机制进行审查，必要时秘书处将提供
支助。我们可以一起找到改进预算流程的方法，特
别是在如何拟订预期成果和通报实际成果方面，我
们要全面考虑哪些做法是合理的，哪些行之有效，
哪些需要改进。 

https://www.un.org/en/content/datastrategy/index.shtml
https://www.un.org/en/content/datastrategy/index.shtml
https://www.un.org/en/content/behavioural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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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供会员国审议

125. 有关联合国主要政府间机关和其他机构的任
何决定都由会员国做出。不过，本报告通篇确定了
各种需求，特别是在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通过网
络化、包容各方和有效的多边主义进行全球公域
治理和提供全球公益物方面确定的需求。托管理
事会自1994年以来已中止活动。以往的委员会和
历任秘书长以及一些会员国曾提议重新确定该理
事会的使命，以加强全球公域的治理。在这些想
法的基础上，作为我们的共同议程后续行动的一
部分，我邀请各国考虑利用该理事会作为多利益
攸关方机构来应对新兴挑战，特别是成为代表子
孙后代行事的审议论坛。除其他任务外，该理事会
可就全球公域长期治理、全球公益物提供和全球公
共风险管控提供建议和指导。

126. 除托管理事会外，我注意到会员国在《七十五
周年宣言》中呼吁改革联合国三大主要机关，特别
是，会员国承诺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注入
新的活力，并继续努力振兴大会和加强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如会员国决定为适应当今需要和现实情况
而调整政府间机关，我随时准备提供必要支持。下
文是关于七十五周年和我们的共同议程的协商中提
出的一些想法，集中在此，供会员国审议。

127. 经过数十年辩论，大多数会员国现在承认，通
过扩大安全理事会(包括改善非洲的代表性)、为在
会上听到更多声音做出更系统性安排等方式，可使
安理会更好地反映21世纪的情况。除了以新的紧迫
感继续进行政府间谈判之外，还有一些建议是通过
以下措施加强安理会的包容性与合法性：有系统地
与包括区域组织在内的更广泛行为体进行协商；考
虑公开承诺在使用否决权方面力行克制；更多地使
用阿里亚模式会议等非正式机制，以推进解决敏感
问题。如果加强预防行动，确保我们今天面临的威
胁不会加剧和恶化，负责管控和解决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潜在和实际威胁的安理会就可避免其议程
急剧膨胀。联合国系统需要能够从预防角度更有
成效、更负责任地处理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发
展、性别平等和人权等贯穿各领域的问题，例如可
为此让建设和平委员会在更多情形中发挥作用。提
议建立的召集主要行为体应对复杂全球危机的应
急平台可能是其中的另一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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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会员国振兴大会工作并精简大会决议、报告
要求和委员会的努力受到欢迎。提出的另一个建
议是各国可加强大会高级别周，以此为契机在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做出决定和承诺。同样，《宪
章》设立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为协调本组织经
济社会工作的主要联合国机关。现在我们身处一个
不同的时代，为了加强经社理事会的作用和影响，
已提出了各种提议，包括使二十国集团及其进程与
经社理事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在我看来，在第四

© 联合国照片

章提出的双年度峰会将是朝着更好地协调全球经济
治理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外，高级别政治论坛已成
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全球会议。论坛搭建了一
个包容各方的平台，用以监测《2030年议程》执行
情况，同时促进同行学习并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目
标全球运动。我邀请所有政府、部门、合作伙伴和
联盟每年参与高级别政治论坛活动，在对有效的
多边主义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加大力度、加快执行
工作并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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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作为我们的共同议程一部分进行的协商呼吁
更充分地利用人权条约监测系统，包括利用普遍
定期审议、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以解决紧迫的社
会、经济和政治难题。正如我在人权行动呼吁中所
述，我愿与各国合作，设法使人权机制有更可持续
的财政基础，包括为此增强联合国在分配资金方面
的灵活性，并将人权机制与其他进程更好地联系起
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影响力，协助缔约国
遵守条约。另一项呼吁是，按照会员国在创设人权
理事会的大会第60/251号决议中确定的标准，提高
人权理事会成员准候选国所作人权承诺的透明度。

130. 最后，呼应向联合国系统发出的呼吁，我们
收到了关于如何在所有政府间机关扩大民间社会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机会的提议。这些提议包
括结合大会高级别周举行年度民间社会讨论会，
呼吁通过一项更新的决议，界定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等机关与民间社会、地方
和区域政府以及商业行为体的关系，并呼吁在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召集下全面审查观察员地位
安排或就此进行协商。我鼓励会员国按照我们追
求实现更加网络化、更具包容性和更有效的多边
主义的目标，认真考虑这些想法。

https://www.unov.org/documents/NGO/NGO_Resolution_1996_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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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我们的共同议程旨在继续履行《联合国宪章》
的承诺。本报告提出了团结与国际合作的愿景，使
我们迈上为实现更绿色、更安全、更美好的未来取
得突破的道路，让我们从崩溃的边缘悬崖勒马。本
愿景发展了《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也
是对该宣言的回应。在该宣言中，会员国作出了12
项至关重要的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保护我
们的地球；促进和平，防止冲突；遵守国际法，确保
维护正义；把妇女和女童放在中心位置；建立信任；
加强数字合作；对联合国进行升级改造；确保可持
续融资；促进伙伴关系；听取青年的意见并与青年

合作；为应对今后的危机(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卫生
危机)作好准备。会员国还强调，联合国应在履行
这些承诺的工作中起核心作用，指出没有任何其他
组织拥有联合国的合法性、召集力和制定规范的影
响力。我们的共同议程旨在通过紧迫、变革性和填
补严重缺口的行动，推进《宣言》的12个主题。报告
强调需要采取强有力行动，执行《2030年议程》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履行对气候和人权的其他重要承
诺。我期待与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
就本报告中反映的构想采取行动。

https://undocs.org/zh/A/RES/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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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对话和其他场合直接听取了一些思想领袖的
意见。

4. 我坚信青年应成为自己未来的设计者，因此，我
为青年思想领袖和领导者专门提供了献计献策的机
会。一群联合国基金会下一代研究员在我的青年问
题特使指导下，在七十五周年期间与青年进行的协
商基础上再接再厉，通过“头脑大风暴”召集了一
系列关于专题优先事项的行动小组，并与以前未
曾参与联合国活动的青年举行了国别对话。这些
研究员与世界各地青年领导的网络和组织密切合
作，并与决策者进行了代际对话。他们的工作为我
关于青年和子孙后代的建议提供了依据。他们还
在题为“我们的未来议程”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
愿景、想法和建议。 

5. 根据更加网络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愿景，
并依照《联合国宪章》，我还与“我联合国人民”进
行了广泛协商，包括与民间社会、议员、智库、私营
部门、国家以下各级领导人和城市网络、代表性不
足的群体以及其他非政府伙伴进行协商。联合国
基金会和伊加拉佩研究所以及包括非洲建设性解
决争端中心(南非)、南方之声(由非洲、亚洲和拉丁
美洲50个智库组成的网络)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在内的各区域全球伙伴网络为此提
供了支持。尽一切努力确保反思进程纳入来自所有
区域的各种声音，包括为此在伊加拉佩研究所指导
下开展了一次实验性数字协商活动，从中收集到来
自147个国家的1 750多个参与者(包括有数百万成
员的组织)以6种语文提出的520多份提案。 

1.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大会第
75/1号决议)中，会员国要求我在大会第七十五届
会议结束前提交报告，就如何推进我们的共同议
程以及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提出建议。针对这
一要求，除了让整个联合国系统参与进来外，我启
动了反思进程，在四个轨道上与包括会员国、知名
思想领袖、青年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广泛利益攸关方
接触互动。这一进程在为期一年的七十五周年全球
倾听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在该活动期间，所有193
个会员国有150多万人参加了在线调查。民调公司
也在70个国家开展了调查。这些协商活动显示，
公众高度支持国际合作，期望未来多边主义更加
网络化、更具包容性、更有效。

2. 2020年10月8日，我向所有常驻代表和观察员发
出信函，阐述了这一进程，邀请他们分享观点，由此
开始了与会员国的互动。2020年12月15日，大会主
席召集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在会上分享了一些初
步想法并听取了与会者的意见。2021年，联合国
基金会作为这项活动的一个主要伙伴，围绕《七十
五周年宣言》的12个主题，组织了一系列与会员国
的早餐对话。2021年7月8日，我再次参加了与大会
的非正式对话，分享并听取更多想法。

3. 为了丰富反思进程，我邀请不同地域、男女各占
半数的思想领袖就《宣言》12个主题中的一个或多
个主题提出他们的想法。我向数个高级别专家、从
业者和前领导人小组发出了类似邀请。由此，我们
收到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论文、视频和陈述，并在

https://ourfutureagenda.org/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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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到的一系列丰富的观点和意见极大地提升了
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中的想法，我非常感谢所有
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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