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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20(b) 

可持续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 

(《萨摩亚途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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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
*
 决议草案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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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 

 重申《巴巴多斯宣言》1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2 《毛

里求斯宣言》3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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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5 和《可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会员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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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同上，附件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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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4 同上，附件二。 

 5 第 69/15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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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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包括关于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第七章， 

 又重申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7 
 

 还重申其题为“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认识到该议程借鉴了千年发展目标，谋求完成其未竟事业，

并强调指出必须落实这一新的宏伟议程，该议程的核心是消除贫穷，目标是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 

 重申其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 号决议，该议程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支持

和补充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且有助于结合具体政策和行动，将其执行手

段的具体目标纳入一个获得振兴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框架, 

 又重申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会议和进程的成果文件

和决定，其中特别包括《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8
 

 期待 12 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届会，特别指

出各国承诺努力达成一项宏大的世界气候协定，并重申作为另一项法律文书或商

定成果对所有缔约方都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约议定书，除其他外，应均衡应对减缓、

适应、筹资、技术开发与转让、能力建设以及行动和支持的透明度等问题， 

 回顾其 2012 年 12 月 21 日第 67/206 号、2013 年 7 月 9 日第 67/290 号、2013

年 9月 20日第 68/1号、2014年 11月 14日第 69/15号、2014年 12月 19日第 69/217

号和 2015 年 6 月 8 日第 69/288 号决议， 

 重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其独有和特殊的脆弱性，依然是可持续发展的特

例，这些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三个层面的各项目标方面依然受到制约，

并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克服某些困难方面拥有自主和主导权，同时强调指

出如果没有国际合作，依然难以取得成功， 

 欢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主要群体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在萨摩亚阿皮亚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上宣布

结成伙伴关系，在这方面，认识到众多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和结成各类伙伴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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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附件。 

 7 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8 第 69/283 号决议，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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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落实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还欢迎 2015 年 6 月 25 日在纽

约举行的伙伴关系非正式对话， 

 又欢迎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各次会议，特别是 2015 年 7 月 1 日在“萨摩亚途径：将

展望化为行动”主题下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 

 认识到亟需筹集各方资源，有效落实萨摩亚途径， 

 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尽管进行了很大努力，并调动了本国有限的资源，

但在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以及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

领》和《毛里求斯战略》方面的进展情况参差不齐，其中一些国家经济倒退，而

且仍存在一些重大挑战， 

 重申为使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各层面可持续发展，需要将可持续发展

纳入各级工作的主流，统筹开展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工作，并认识到这些方

面彼此关联， 

 回顾 201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年于 2015 年 2 月圆满结束，回顾国际年为

全球认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同时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所做贡献，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9 
 

 2. 重申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的成果文件《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并敦促迅速而有效地加以落实，并开展有效

的后续工作和审查； 

 3. 欢迎国际社会再次承诺紧急采取具体行动，克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脆

弱性，并继续寻求办法，包括新的办法，协调一致地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主要挑战，以支持执行萨摩亚途径； 

 4. 重申萨摩亚途径确认并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所有有关会

议和进程的成果文件中提出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 

 5. 在这方面，肯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尽管资源基础有限，但仍承诺执行萨

摩亚途径，并为此正在国家和区域各级筹集资源，促请国际社会协助和支持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落实萨摩亚途径，包括将其各项规定纳入国家和区域政策和发展框

架； 

 6. 敦促所有伙伴酌情将萨摩亚途径纳入各自的合作框架、方案和活动，确

保切实贯彻和执行萨摩亚途径； 

__________________ 

 9 A/7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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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顾需要将性别平等视角充分纳入联合国所有首脑会议、大型会议、特

别会议及其后续进程的主流； 

 8. 促请联合国系统、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及其他多边发展伙伴继续支持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努力执行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方案，为此按照各自的任务和总

体优先事项，通过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进程等途径，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优先

事项和活动纳入其国家和区域一级的相关战略和方案框架； 

 9. 敦促充分有效落实会议宣布的各项承诺和伙伴关系，并充分实施萨摩亚

途径所载关于所有执行办法的规定； 

 10. 欢迎 2015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粮食安全与气候适应问题部长级会议，并赞赏地注意到萨摩亚途径框架内的《关

于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与气候适应的米兰宣言》； 

 11. 按照萨摩亚途径第 101 段，并根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优先目标，决定

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框架，监测和确保充分履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的伙伴关系中的保证和承诺，以推动切实和高效地贯彻现有的伙伴关系，特别

是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上发起的新的伙伴关系，并鼓励为促进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新的真正和持久的伙伴关系，为此： 

 (a) 设立指导委员会，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专门机构的成员开放，由一个

小岛屿发展中会员国和一个非小岛屿发展中会员国担任主席，支持现有的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推动和倡导发起新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邀请联

合国各实体、国际和区域组织、主要国家集团及其他利益攸关方酌情作出贡献，

联合国秘书处、特别是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将为指导委员会提供辅助作用，指导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将尽快但不迟于 2016 年 2 月举行，届时除其他外将讨论委员会的工作方

法， 

 (b) 每年举行一次面向行动、注重成果的全球多利益攸关方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伙伴关系对话，伙伴关系对话将为审查现有伙伴关系的进展情况，交流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的良好做法、经验教训、各种挑战和解决办法提供一个契机，

鼓励按照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优先目标发起新的伙伴关系， 

 (c) 全球多利益攸关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对话将审查区域和国家

伙伴关系对话可能酌情提出的伙伴关系进展报告，将与会员国协商，为此建立一

个标准化报告机制,其中考虑到现有报告机制以及需要尽可能减少报告负担，确保

报告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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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鼓励区域多利益攸关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对话酌情通过现有

论坛，特别是通过区域委员会，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伙伴密切配合，在区域一

级进行审查和提出政策建议， 

 (e) 鼓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需要、优先事项和具体状况，自愿组织

全国多利益攸关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对话，并邀请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

会在这方面应请求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12. 请联合检查组按照第 69/288 号决议的规定，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结束

前提交关于联合国系统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情况全面审查的完整结果，9
 列为

秘书长报告的增编； 

 13. 着重指出所有相关的联合国主要会议和进程均须适当考虑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的问题和关注事项； 

 14. 决定在今后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上用一天时间，讨论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以及萨摩亚途径的后续行动和执行工作； 

 15. 敦促依照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 82 段的规定，将 2030 年议程的后

续行动和审查安排与联合国各次有关会议和进程的后续行动和审查安排，包括萨

摩亚途径有效联系起来； 

 16. 决定至迟于 2019 年对执行萨摩亚途径过程中处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优

先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中期审查并开展后续工作； 

 17.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8. 决定在其第七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下列入题

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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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