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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65/436/Add.2)通过]

65/155. 为今世后代努力实现加勒比海的可持续发展

大会，

重申《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1
所阐明的原则和承诺，并重申《巴巴

多斯宣言》、
2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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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相关宣言和国际文书所载的原则，

回顾大会第二十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审查文件，
6

考虑到其各项相关决议，包括 1999 年 12 月 22 日第 54/225 号、2000 年 12

月20日第55/203号、2002年12月20日第57/261号、2004年12月22日第59/230

号、2006 年 12 月 20日第 61/197 号和 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 63/214 号决议，

  
1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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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的报告，1994 年 4 月 25日至 5月 6日，巴巴多

斯布里奇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4.I.18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1，附件一。

3
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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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2/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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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考虑到《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

斯战略》，
7

回顾《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8

又回顾 1983 年 3 月 24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德印地亚斯签署的《保护和发

展大加勒比区域海洋环境公约》
9
及其议定书，其中载列加勒比海所属大加勒比

区域的定义，

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0

该公约为海洋活动提供了全面法律框架，并

强调其基本性质，意识到海洋空间问题相互密切关联，需要采取综合性、跨学科

和跨部门办法加以通盘考虑，

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
11

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

文件，

又回顾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项公约，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
12

和《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13

强调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21世纪议程》
14

第 17 章中所确认，国家、

区域和全球必须在海洋部门采取行动和进行合作，

回顾国际海事组织所做相关工作，

考虑到加勒比海区有数目众多的国家和领土，其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它们生态脆弱，在社会和经济上易受打击，而且还受到诸如能

力有限、资源基础狭窄、财政资源缺乏、贫穷人口众多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

以及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挑战和机遇等因素的影响，

确认加勒比海的生物多样性独特，生态系统十分脆弱，

又确认加勒比相对于其面积而言，显然是世界上最依赖旅游业的区域，

  
7
《审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国际会议的报告，2005 年 1 月 10 日

至 14 日，毛里求斯路易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5.II.A.4 和更正)，第一章，

决议 1，附件二。

8
见第 60/1 号决议。

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06 卷，第 25974 号。

10
同上，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

11
同上，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12
同上，第 993卷，第14537号。

13
同上，第 996卷，第14583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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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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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加勒比海与其他所有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相比，四面环绕的国家是世界

上最多的，

强调加勒比国家极为脆弱，原因是气候改变和气候多变，及由此产生诸如海

平面上升、厄尔尼诺等现象，飓风、水灾和旱灾造成的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和严重，

而且它们还受到诸如火山、海啸和地震造成的自然灾害的影响，

铭记大多数加勒比经济体高度依赖其沿海地区，而且一般来说依赖海洋环境

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实现这方面的目标，

确认加勒比海海上运输繁忙，由各国管辖的海域众多而且相互交错，加勒比

国家根据国际法在这些海域行使它们的权利和义务，对资源的有效管理是一项挑

战，

注意到在加勒比海区除其他外由陆地来源造成的海洋污染问题，以及船舶产

生的废物和污水及意外排放有害和有毒物质造成污染的持续威胁，

表示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的关于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问题的有

关决议，

意识到为利用沿海区和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而进行的社会经济活动各种各样，

彼此形成强烈互动和竞争，

又意识到加勒比国家以更注重整体的方式，努力解决与大加勒比海区域的管

理有关的部门性问题，并为此通过加勒比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努力，在可持续发展

范畴内推行大加勒比海区域的综合管理，

欢迎加勒比国家联盟成员国继续做出努力，拟订并实施区域举措，促进沿海

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养护和管理，在这方面，确认加勒比国家联盟的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坚定承诺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在不妨碍相关国际法的情况下，承认加勒

比海为可持续发展特区，

回顾加勒比国家联盟设立加勒比海委员会，并欢迎该委员会目前进行的工

作，

意识到加勒比海对今世后代、对生活在该区域的人民的传统、持续的经济繁

荣和生计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该区域各国迫切需要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采取适当

步骤维护和保护该区域，

1. 确认加勒比海是一个具有独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区域，

需要有关区域和国际发展伙伴共同努力制定和实施各项区域举措，促进沿海和海

洋资源的可持续养护和管理，特别是审议将加勒比海作为可持续发展特区的概

念，包括在不妨碍相关国际法情况下作出此项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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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到加勒比国家所做的努力和加勒比国家联盟加勒比海委员会所开

展的工作，包括制定它们关于将加勒比海指定为可持续发展特区的概念，并邀请

国际社会支持这种努力；

3. 欢迎加勒比海委员会所通过的《行动计划》，包括其科学技术部分以及

其治理和外展部分，并请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酌情支持加勒比国家及其区域组

织努力执行《行动计划》；

4. 又欢迎一些捐助者为支持加勒比海委员会的工作提供资源，并邀请国际

社会继续适当支持这种努力并加大支持力度，途径包括提供财政资源、技术支助

和按照相互商定的条件转让技术以及分享委员会工作领域的经验；

5. 确认加勒比国家努力创造条件，力求实现以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现象为目

标的可持续发展，并就此感兴趣地注意到加勒比国家联盟在可持续旅游业、贸易、

运输和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的举措；

6. 吁请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酌情协助加勒比国家及其区域组织努力确

保加勒比海得到保护，使之不会因为船舶的污染，特别是违反相关国际规则和标

准非法排放石油及其他有害物质造成的污染、非法倾弃或意外排放放射性材料、

核废料和危险化学品等有害废物造成的污染以及陆地活动的污染而退化；

7. 请加勒比国家联盟向秘书长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供大

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审议；

8. 吁请所有国家都成为相关国际协定的缔约国，以加强海上安全，促进对

加勒比海海洋环境的保护，使之免受船只及船只产生的废物所造成的污染、破坏

和退化的影响；

9. 支持加勒比国家为执行可持续渔业管理方案和遵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15

的各项原则所做的努力；

10. 促请各国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公约》，
11

制订国家、区域和国际方案，

制止加勒比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特别是珊瑚礁和红树林等脆弱生态系统的

丧失；

11. 邀请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内的政府间组织继续努力，协助加勒比国家加

入并有效执行关于管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加勒比海资源的相关公约和议定书；

12. 吁请国际社会、联合国系统和各多边金融机构，并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在

其任务范围内，积极支持加勒比国家为促进沿海和海洋资源可持续管理而开展的

国家和区域活动；

  
15

《国际渔业文书，附索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8.V.11)，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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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深切关注近年来大加勒比区域更频繁的飓风活动给一些国家造成的严

重破坏和损害；

14. 促请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援助，协助加勒比区域各国根据本

国的优先发展目标，通过将救济、恢复和重建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办法，执行

灾害预防、防备、减轻、管理、救济和恢复长期方案；

15. 确认加勒比国家联盟在区域对话以及在减少灾害风险领域整合大加勒

比合作区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确认国际社会必须按照 2007 年 11月 14 日至 16 日

在海地圣马克举行的加勒比国家联盟减灾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成果以及联盟部长

级理事会依照该会议建议通过的《行动计划》，深化现有合作并将新举措纳入该

区域机制；

16. 邀请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考虑在各级开办

开发人力资源能力的培训方案，开展旨在加强加勒比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可再生海

洋和沿海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研究；

17. 吁请各会员国优先提高应急能力，在发生自然灾害或与海上航行有关的

意外或事故时，控制对环境，特别是对加勒比海的环境造成的损害；

18. 请秘书长在题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下题为“《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的

分项目下，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在报告中列入一节，

说明将加勒比海作为可持续发展特区的概念，包括在不妨碍相关国际法情况下作

出此项指定可能涉及的法律和资金问题, 同时考虑到会员国和相关区域组织发表

的意见。

2010 年 12 月 20 日
第 69 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