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RES/62/189

大 会 Distr.: General
11 February 2008

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54(a)

07-47510

大会决议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62/419/Add.1)通过]

62/189.《21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世纪议程〉方案》
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 2000年 12月 20日第 55/199号、2001年 12月 24日第 56/226号、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53 号、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70 A 号、2003 年 6 月 23

日第 57/270 B号、2003年 12月 23日第 58/218号、2004年 12月 22日第 59/227

号、2005年 12月 22日第 60/193号和 2006年 12月 20日第 61/195号决议，

又回顾《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1 《21 世纪议程》、2 《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3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4 《可持续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5 以及《发展筹资问题国际

会议蒙特雷共识》，6

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

发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
2
同上，附件二。

3
S-19/2 号决议，附件。

4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
5
同上，决议 2，附件。

6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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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承诺执行《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方案》、《约翰

内斯堡执行计划》，包括有时限的目标和具体指标，以及国际商定的其他发展目

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回顾《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7

重申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8

重申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活动总框架的关键要

素，并重申不断需要确保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它们相互

依存，相互促进，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柱，

注意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三个支柱所涉各项目标方面依然存在各种挑战，

重申消除贫穷、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保护和管理经济及社会

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和必不可少的条件，

认识到消除贫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挑战，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

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如此，认识到尽管每个国家对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

消除贫穷负有首要责任，而且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

过，但仍需在各级采取协调一致的切实措施，以便发展中国家实现与国际商定的

减贫指标和目标有关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21 世纪议程》、联合国其他

会议的相关成果和《联合国千年宣言》9 所载的指标和目标，

重申人人享有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是确保所有各国消除贫穷、改善

全体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祉、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

确认国内和国际善政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回顾《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指定委员会充当讨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

系问题的协调中心，协助履行《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方

案》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中的各项政府间承诺，

又回顾在对联合国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方案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

面进行全系统协调和均衡整合的进程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增强监督作用，并

重申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应继续是联合国系统内促进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级别委

员会，是审议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整合问题的论坛，

7
见第 60/1 号决议。

8
见第 55/2 号决议，第一章。

9
见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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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顾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决定，10 即委员会在审查年度中应讨论伙伴关

系协助执行《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方案》和《约翰内斯

堡执行计划》的情况，以便交流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查明和处理问题、差距和

制约因素，并根据需要在决策年度进一步提供指导，包括在编写报告方面提供指

导，

回顾农业、农村发展、土地、干旱和荒漠化问题相互关联，应该统筹处理，

同时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相关的部门政策和贯穿各领

域的问题，包括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确定的执行手段，

认识到非洲国家在农业、农村发展、土地、干旱和荒漠化领域面临的问题和

制约，并强调这些问题和制约应在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期间充分讨论，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11

2. 重申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活动总框架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可持续发

展是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

划》5 所载目标的关键要素；

3. 吁请各国政府、所有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

各基金和方案、区域委员会和专门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全球环境基金以及其他

政府间组织按照各自的授权采取行动，并呼吁主要群体采取行动，确保有效执行

和落实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承诺、方案和有时限的具体目标，并

鼓励它们报告在这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

4. 要求有效执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承诺、方案和有时限

的具体指标，并要求履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所载关于执行手段的规定；

5. 重申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促进可持续发展工作的高

级机构，是审议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整合问题的论坛；

6. 鼓励各国向委员会审查会议等机制自愿提交国家报告，重点阐述在执行

工作中所取得的具体进展，包括成就、制约、挑战和机遇；

7. 强调政策会议取得共识结果和以行动为导向的重要性；

8. 鼓励各国政府从负责农业、农村发展、土地、干旱、荒漠化、非洲事务

以及金融等领域工作的相关部门和组织中派遣适当级别的代表，包括部长，参加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

10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9 号》（E/2003/29），第一章，A 节，

决议草案一，第 23 段(e)。
11

A/6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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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顾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决定，12 即委员会开会期间的活动应均衡安

排各区域的与会者参加，并做到性别均衡；

10. 邀请捐助国考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

11. 重申加强执行《21 世纪议程》2 这一目标，包括为此调动财政和技术资

源及实施能力建设方案，尤其是为了发展中国家；

12. 又重申在执行《21 世纪议程》的过程中加强民间社会和其他有关利益攸

关方的参加和有效参与及增加透明度和推动公众广泛参与这一目标；

13. 请委员会秘书处协调安排相关的主要群体参加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专

题讨论并协调报告的编写工作，说明在专题组议题方面按照《约翰内斯堡执行计

划》的各项规定落实公司问责制及责任制的情况；

14. 重申需按《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的设想，促进公司责任制和问责制；

15. 又重申需通过培训、教育和增强技能等手段促进发展微型、小型和中型

企业，特别注重为农村社区提供生计的农产工业；

16. 请委员会秘书处做出安排，便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群体都能

均衡地参加委员会各届会议；

17. 鼓励区域执行会议和其他区域活动为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做出贡献；

18. 邀请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内的相关专门

机构、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全球环境基金和国际及区域金融和贸易机构以及《联

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13

秘书处和其他有关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19. 鼓励各国政府和各级组织以及各主要群体实施注重成果的举措和活动，

包括采取自愿的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举措，支持委员会的工作，促进和协助

执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世纪议程〉方案》3和《约翰内斯堡执行

计划》；

20. 强调必须审查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各项决定14 的

执行情况；

12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9 号》（E/2003/29），第一章，A 节，

决议草案一，第 2 段(j)。
1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14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9 号》（E/2005/29），第一章，C 节，
第 13/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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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请秘书长在向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报告时，以各级提供的适当投入为基

础，就专题组所涉农业、农村发展、土地、干旱、荒漠化、非洲这六个议题逐一

提交专题报告，同时要考虑到这些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论及贯穿各领域的问

题，包括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确定的执行手段，还要考虑到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

决议草案一8 第 10、第 14和第 15 段的有关规定；

22. 注意到 2007 年 6 月 26 日至 29 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马拉喀什进程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方案框架第三次国际专家会议；

23.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21 世纪议程》、《进

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方案》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的分项目，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该届会议提交报告。

2007 年 12 月 19 日

第 78 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