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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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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实质性会议 

1999年 7月 5日至 30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 1 

通过议程及其它组织事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年实质性会议 
   高级别部分和协调部分的主题 

   秘书长的说明 

1. 提出本说明是为了方便成员国彼此协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 年实质性会议
高级别部分和协调部分的主题  

  一. 高级别部分的主题 

2. 大会第 50/227号决议附件一第 53段决定,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高级别部
分一般性辩论的主题,理事会主席在同各成员国以及通过秘书长同行政协调委员会
成员协商之后,应在理事会每年的实质性会议上提议下一年的专题主题,经社理事会
即应就高级别部分的主题进行协商,以期尽可能在实质性会议上作出决定,最迟应在
年会后秋季的续会上作出决定  

  A. 成员国的提议 

3. 秘书长以 1999年 4月 15日普通照会咨询各成员国,结果收到下列主题提议: 

 (a) 前南斯拉夫的的马其顿共和国: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一体化; 

 (b) 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对 1999 年代联合国主要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的定期审
查的概览和评估;1  

 (c) 黎巴嫩:在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  E/1999/100和 Add.1  

 1  欧洲联盟称该提议是根据理事会第 1998/44号决议第 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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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罗马尼亚:为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调动资源的国家和国际战略,以及在全球
化和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 

 (e) 瑞士: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千年回合中的作用;2  

   联合国业务活动在 21世纪的挑战中的作用; 

 (f) 乌拉圭:在 21 世纪初作为发展手段的多边贸易自由化 在贸易体制多边调

节下充分纳入各种经济部门,进入市场机会,以及取消农业领域的出口补贴和内部支
助措施  

  B.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提议 

4.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主管政策协调助理秘书长以 1999年 4月 20日
的信咨询了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结果收到下列主题提议: 

 (a) 联合国秘书处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 联合国采取行动打击有组织犯
罪和世界毒品问题;3  

 (b)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充分考虑到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状况的情况下,实现更可持续地使用能源的适当方式和战略; 

 (c)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未提出具体的主题 但建议主题的选择

可与从目前正在为筹备千年大会而进行的协商中产生的各项建议相联系 在该进程

中商定的适当主题可在理事会中初步辩论,以便为该大会进行筹备工作; 

 (d)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应与千年大会共同处理与千年有关的问题; 

 (e)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用航空对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促进世界各国人
民之间的和平与了解的贡献; 

 (f)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在新的千年开始时实现和平的作用:促进保健和人的
发展的社会运动;4 

———————— 

 2  秘书长在他关于在经济 社会和有关领域内改组和振兴联合国的报告(E/1999/59)中建议,理
事会应与国际贸易机构 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以及世贸组织一起,组织高
级别特别会议,特别是在即将举行的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框架内,审议贸易政策的社会经济
影响  

 3  这一主题将联系着通过禁止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该公约预期于 2000 年完成,供千年大会通
过  

 4  卫生组织提议以下各副主题: 1.保健和经济生产力; 2.保健和发展两者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3. 
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对发展的重要意义:联合国各组织的作用; 4.至迟在 2000年消灭小儿麻痹
症; 5.可持续发展:各主要国际会议的统一主题和保健的中心作用; 6.保健在减少贫穷中的作用; 
7.保健和贸易:减少对贸易的非关税壁垒; 8. 脆弱性的降低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9.保健是
和平的桥梁; 10.信息社会:通信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11.全球化/经济危机及其对社会发
展的影响; 12.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工作,促进国际团结和加强妇女对建设社会所作贡献,使人人
都能以负担得起的公平机会获得有生产性货物与服务; 13.保健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 14.通
信革命和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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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世界银行:5  

   贫穷 营养不良和陷入边际处境; 

 发展进程的规范方面和包括民营部门等各种利害攸关者(涉及诸如人
权 环境 劳工权利 非洲 性别 毒品和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
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等问题)的作用; 

 发展援助模式的新趋势及其对联合国系统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对战
争/冲突的影响 各类社团的参与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 以及民

营部门的作用); 

 理事会议程上的新问题:检查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文化与文化权

利 土著人民 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伦理标准 道德与精神层面以

及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的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h)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知识产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是投资于全球市场的新信息技术经济和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i) 万国邮政联盟:信息社会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演进,为全世界进一步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挑战性机会,同时应考虑到邮政  

  C. 政府间机构的提议 

5.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和大会请理事会考虑在 2001 年前专门用一个高
级别部分+/来讨论人类住区和 生境议程 6 的执行情况 大会更近的第 53/180 号
决议请理事会将其 2000 年会议的协调部分专门用来审议人类住区问题和 生境议

程 的执行情况  

6. 大会在通过 联非新议程 时,请理事会在大会于 2002 年最后审查和评价 联

非新议程 的执行情况之前以高级别部分会议的一部分专门审议它的执行情况 7 
理事会可考虑在 2001 年或 2002 年作为高级别部分会议的一部分来检查 联非新议

程 的执行情况,作为对大会最后审查的投入  

7. 大会第 52/86 号决议请理事会考虑结合对妇女人权的讨论,将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列入其即将举行的一届会议的高级别部分  

———————— 

 5  世界银行的提议是对高级别和协调两个部分  

 6  见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的报告,1996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伊斯坦布尔 ,(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C.97.IV6),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第 220 段;以及大会第 52/190 号决议,第 13
段  

 7  大会在通过 联非新议程 时决定,理事会应将其 1998 年高级别部分会议的一部分专门用来
审议 联非新议程 的执行情况,并决定大会将在 2000 年进行其最后审查(见大会第 46/151
号决议,附件,第二节,第 43 段) 大会在对 联非新议程 执行情况作中期审查时决定,最后审
查将于 2002年进行(见大会第 51/32号决议,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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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选择主题时要考虑的因素 

8. 理事会选择其高级别部分会议的主题时不妨考虑下列因素: 

 (a) 理事会不妨选择时下关注的主要经济和(或)社会政策主题; 

 (b) 主题应考虑到采取综合性和多学科办法的可能性; 

 (c) 主题应能使理事会从部长的参与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 基金 计划署及其

他机关(包括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主管的出席而获得最大的好处; 

 (d) 高级别部分的讨论将在政治上推动建立意见趋同领域并促进有关事项的审
议,包括在有关论坛上产生的关于这些事项的新建议(见大会第 45/264 号决议,附件,
第 5段(d) ); 

 (e) 应当指出, 发展议程 规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应用于改善联合国系统经

济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 理事会其时也应努力增强联合国 布雷顿森林机构

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见大会第 51/240号决议,附件,第 252(a)段); 

 (f) 也应当指出,如果随后发生了可作为高级别部分主题的高度紧急和优先事
项,则理事会可酌情考虑将这一主题增列为高级别部分讨论的另一个议题(见大会第
50/227号决议,附件一,第 53段)  

9. 方框 1着重说明往年理事会在高级别部分审查的主题  

方框 1. 1992年以来理事会在高级别部分会议审查过的主题 

1992年: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发展:联合国系统的作用  

1993年: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包括联合国系统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
作用   

1994年: 发展议程  

1995年: 非洲发展,包括实施 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  

1996年: 国际合作禁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 销售 需求 贩运

和分销及有关活动  

1997年: 促进对发展有利的环境:资金流动,包括资本流动 投资和贸易  

1998年: 进入市场机会:在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情况下自乌拉圭回合以来的发展
情况,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影响 机会和挑战  

1999年: 就业和工作在消除贫穷方面的作用:增强妇女能力和提高妇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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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协调部分可能讨论的主题 

1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商定结论 1995/18中请秘书长参考他关于经济 社会和

有关领域主要国际会议的协调一致后续行动的报告(见 E/1995/86,第 57 段)所载建议,
并根据有关附属机构的工作并通过同会员国 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和专门机构协商,
就各主要国际会议后续行动可能的共同主题提出建议,供理事会审议和作出决定
理事会决定在协调部分应审查贯穿各主要国际会议的共同主题和(或)推动全面审查
某一联合国会议 行动纲领 的执行情况 理事会还决定,关于会议后续行动的主
题,应在理事会上一次实质性会议中选定,以便作好充分的准备  

  A. 成员国的提议 

11. 秘书长以上述 1999 年 4 月 15 日的普通照会与各成员国协商,结果收到下列主
题建议  

 (a) 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应审议两个问题: 

   人类住区; 

   艾滋病毒/艾滋病; 

 (b) 黎巴嫩: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决议的后续行动 协调与执行; 

 (c) 罗马尼亚:人类住区和 生境议程 的执行; 

 (d) 乌克兰:联合国关于保护环境的各项公约的协调一致后续活动及有关活
动  

  B. 联合国系统各机关 组织和机构的提议 

12. 主管政策协调的助理秘书长以上述 1999 年 4 月 20 日的信与联合国系统各机
关 组织和机构协商,结果收到以下主题提议: 

 (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与海洋有关的问题采取统筹办法; 

 (b)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理事会应审查关于欧洲联盟将于 2001 年主办的第
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问题; 

 (c)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预防危机的双边–多边协调; 

   在经济发展中社会融合的作用; 

 (d)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合作制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管制烟草消费的国际公约; 

———————— 

 8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3号 (A/50/3/Rev.1),第三章,第 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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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系统协调减少易受伤害性; 

   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 

   协调增强国家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各种办法; 

 (e) 世界银行:见上文第 4(g)段; 

 (f) 世界海事组织:国际合作确保执行和遵守各项国际文书  

  C. 在选择主题时须要考虑的因素 

13. 理事会在选择其协调部分的主题时,不妨考虑以下因素: 

 (a) 该主题应是经济 社会或有关领域的若干个国际会议的一项贯穿各会议的

主要决定; 

 (b) 该主题应是与联合国系统若干组织的业务活动有关的题目和(或)若干职司
委员会一直积极处理的题目; 

 (c) 该主题应具有重大政策层面的意义,以便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 基金 计

划署和其他机构首长出席的讨论中得到最大的收益; 

 (d) 理事会对该主题的讨论以及关于该主题的商定结论应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系
统政策与活动的协调  

14. 理事会协调部分迄今审查的主题列于方框 2  

方框 2. 1992年以来理事会协调部分审议的主题 

1992年 ! 援助消除贫穷和支助易受伤害群体,包括协助执行结构调整方案 

 !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执行减轻其社会经济不良后果的方案 

1993年 ! 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紧急救济,继续进行善后与发展 

 ! 开展预防行动并加强防治疟疾 腹泻病,特别是霍乱 

1994年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 联合国系统内关于禁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 销售 需

求 贩运和分销的国际合作 

1995年 ! 联合国系统协调一致的后续行动,执行联合国在经济 社会和有关领

域举行的主要国际会议的决定 

1996年 ! 协调联合国系统消除贫穷的活动(三个次主题) 

1997年 ! 把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政策与方案的主流 

 ! 淡水,包括清洁和安全水的供水及环境卫生 

1998年 ! 维也纳宣言 和 行动纲领 协调一致后续行动及执行 

1999年 ! 非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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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秘书长在其 1995 年关于各主要国际会议的协调一致后续行动的报告(E/1995/86)
中还举出一些从这些会议产生的共同主题,见方框 3 在挑选各会议协调一致的后续

行动主题时,这些主题仍是有益的类别  

方框 3. 秘书长关于经济 社会和有关领域的主要国际会议协调一致 
    后续行动的报告(E/1995/86,第 57段)举出的主题 

(a) 有利于发展的 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b) 外债及发展融资 

(c) 国际贸易和商品 

(d) 科学和技术 

(e) 消除贫穷和饥饿 

(f) 获得生产性就业的机会 充分就业和家庭收入 

(g) 男女平等 公平和增强妇女能力 

(h) 全民基本社会服务:初级保健 营养 教育 安全用水和环境卫生

人口及住房 

(i) 促进社会融合 

(j) 环境和自然资源 

(k) 非洲和特殊类别 

(l) 参与 民主 人权 问责制以及同主要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 

16. 还应强调,大会第 45/264 和第 48/162 号决议规定理事会协调部分会议讨论一项
或多项主题 大会第 50/227 号决议规定,理事会可考虑选择关于具体部门问题的第
二主题 因此,除了各会议后续行动的主题外,理事会在其实质性会议上不妨选择一
个部门性主题  

  三. 秘书长的提议和建议 

17. 理事会第 1998/44 号决议同意于 2000 年审查联合国系统在促进经济 社会和

有关领域的联合国各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统筹和协调一致的执行及后续行动取得

的进展,并以此作为对千年大会的可能贡献,但不影响大会就该问题进行的讨论  

18. 自理事会于 1995 年对联合国各主要会议的协调后续行动进行主要辩论以来,已
在理事会高级别 协调和业务各部分对所有会议的共同主题提供了指导,并召开特
别届会讨论各世界会议的协调一致后续行动 到 2000 年,委员会开展这一重要活动
将达五年,并将完成五年期的审查 因此,建议理事会在其高级别部分审查贯穿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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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共同主题有哪些进展,包括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 9然后,这一审查可作为对千年
大会的贡献提交给大会 (该建议的细节见 E/1999/63)  

19. 关于联非新议程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考虑到大会对这些主题的重视,理事会不
妨考虑在适当时间,在大会于 2002 年进行审查之前在高级别部分讨论执行联非新议
程的情况,并在 2001 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之前利用协调部分
或其他适当会议讨论最不发达国家问题  

20. 在筹备 1999 年高级别部分的小组会议上,讨论了与保健有关的问题,并将此作为
消除贫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至今一直没有得到理事会的充分注意 有人还

强调,穷人的保健工作需要政府 非政府组织和民营部门之间建立广泛的伙伴关

系 理事会作为协调机构,可促进国际上所有行动者协调一致地采取适当行动  

21. 鉴于上述考虑以及 E/1999/63 号文件所载建议的后续行动,建议理事会在 2000
年审议如下主题: 

    高级别部分 

 审查 1990 年代联合国历次主要会议产生的贯穿各会议的共同主题所取得的进
展 

    协调部分 

 1. 联合国系统对 生境议程 10的协调一致地执行,和(或) 

 2. 国际援助减少患病机会  

 

––––––––––––– 

 

———————— 

 9  1995年,秘书长明确提出贯穿所有联合国会议的 4大类目标: (a) 有利的环境; (b) 全民基本社
会服务:初级保健 营养 教育 安全用水和环境卫生 人口及住房; (c) 获得可持续生计
充分就业和家庭收入的机会; (d) 环境和自然资源 见 E/1995/86,第 57段  

 10  根据大会第 53/180号决议向理事会发出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