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7 月 23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2019/26.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 2017 年 7 月 7 日第 2017/23 号、2018 年 7 月 2 日第 2018/12 号决议
和关于公共行政与发展的其他有关决议，其中申明，为公民提供服务应当是公
共行政变革的中心，各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包括透明、参与式和可问责的治理
以及专业、道德、顺应民需以及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公共行政，
重申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第 70/1 号决议，
又重申大会 2015 年 7 月 27 日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
亚贝巴行动议程》的第 69/313 号决议，
还重申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基多举行的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通过的题为《新城市议程》的成果文件，1
回顾大会 2015 年 9 月 14 日第 69/327 号决议，其中大会重申自由、人权、
国家主权、善治、法治、和平与安全、打击各级形形色色的腐败、国家以下、
国家和国际各级有效、问责和包容的民主机构对实现包容和问责的公共服务促
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提及 2005 年 12 月 14 日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
回顾大会 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73/218 号决议，其中大会确认需要发挥信息
和通信技术的潜力，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进手段，还需要克服数字鸿
沟，强调指出应在执行《2030 年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工作中
适当考虑开展能力建设，推动有效利用这些技术，
又回顾大会 2014 年 12 月 19 日关于通过加强最高审计机关增强和促进公共
行政的效率、问责、效益和透明度的第 69/228 号决议，其中大会强调高效、问
责和透明的公共行政在落实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认识到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在就治理和公共行政有关问题向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提供政策咨询和方案指导方面的作用，并认识到委员会的工作与《2030 年
议程》的执行及其后续落实相关，
1.

表示注意到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3 并赞赏委员会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2019 年主题，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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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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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9 年，补编第 24 号》(E/2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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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问责和包容机构所做的工作，包括就增强人民权能并确保包容和平等的
治理和公共行政方面所做的工作；
2.

邀请委员会继续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 作为工作重心，并继

续向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说明公共行政部门如何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评估进展情况；
3.

欢迎委员会对高级别政治论坛作出贡献，并重申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

掉队应该是公共行政的一项核心原则；
为平等和包容社会建立强有力的机构
4.

重申机构在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关键作用，呼

吁各机构为此制定更具创造性、更灵活和更一体化的工作方式，并指出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并非一定要设立新机构；
5.

欢迎委员会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机构方面进展的举措，作为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情况部长级和首脑级全球审查的贡献，并赞赏
地注意到委员会力求查明进展，明确前景，同时在考虑目标 16 与所有可持续发
展目标之间的重要联系情况下，对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推动落实目标 16 的行动
提出建议；
6.

认识到通过更有力地证明治理能力和分析有关公共部门员工队伍的能

力、政策和机构协调、公共服务的生产、利益攸关方的参与、预防腐败、不歧
视、财政透明和获取信息等许多领域的趋势，可在各级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机构方面的深入审查；
7.

感兴趣地注意到最高审计机构正在开展工作，对政府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准备状态进行审计，并对具体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行审计，这可为《2030
年议程》的执行进展进行国别评估提供有益信息；
8.

特别指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就要解决许

多国家存在的严重不平等，这可能需要所有各级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促进和执
行非歧视法律和政策，其中包括更有效的再分配和社会保护方案、累进和有效
的税收制度和管理，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及其复合负面影响的暂行特别措施，
包括消除对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
9. 重申需要切实不断地提高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以实现《2030 年议程》
和其他国际协定，鼓励各级政府考虑对所有公共机构适用理事会第 2018/12 号决
议认可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原则，支持落实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同
时考虑到不同的治理结构，国家现实情况、能力和发展水平，并尊重国家政策
和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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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鼓励委员会继续确定和审查运用这些原则的技术准则，包括从部门角
度确定和审查，并在这方面以包容各方的方式让联合国有关组织、区域组织以
及专业和学术界进一步参与其中，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同心协力；
11.表示注意到委员会将商定的一套全球目标指标与每项原则挂钩的举措，
以期有助于加强分析依据，评估改革政策对各级建立有效、问责和包容机构的
影响；
12. 欢迎委员会从事在冲突后加强国家机构能力以及重建有公信力的治理
和公共行政机构和制度的工作，期待委员会进一步参与促进冲突后局势的有效
治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期待委员会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做贡献；
后续行动
13.请委员会在定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上，
审查理事会 2020 年届会和 2020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主题并就此提出建议；
14. 邀请委员会协助对高级别政治论坛和经社理事会 2020 年的主题进行分
析和评估，特别关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贯穿不同领域的性质；
15. 又邀请委员会继续就目前正在为促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设立的机
构、政策和安排的相关办法和做法提供咨询意见，同时铭记各国的具体国情和
状况差异甚大，并就如何使机构有效、问责和包容提供咨询意见；
16. 请秘书长在本组织克服研究和分析差距以及满足会员国能力发展需要
等方面的工作中充分考虑本决议，以便在各级建立有效、问责和包容的机构，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又请秘书长继续通过联合国公共服务奖，推动和支持公共部门追求创
新和卓越，促进可持续发展；
18. 还请秘书长以委员会的既定工作方法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后续行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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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定草案
2.

铭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0 年届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的主题，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建议理事会审查并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日期和临时议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 决定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将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b) 核准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关于委员会及其成员闭会期间活动的非正式报告。

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2020 年主
题的机构方面。

5.

与自愿国别评估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进行对话。

6.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将原则付诸实践并审查成果。

7.

政府和公共部门未来的员工队伍。

8.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

9.

公共财政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算编制方面新出现的问题。

10.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展培训和提高认识。
11.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2. 通过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c) 决定应继续以委员会既定工作方法编写支持临时议程的文件。

C.

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贡献
3.

委员会谨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委员会为 2019 年可持续发展问题

高级别政治论坛关于增强人民权能并确保包容和平等这一专题审查撰写的
文稿。该文稿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呈交担任高级别政治论坛主席的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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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5 委员会审议了该主题的治理和公共行政方面。本报告第三章 A 节
载有该文稿的摘要。
4.

发展政策委员会成员 Marc Fleurbaey 参加讨论，以交流该委员会在提

交理事会的报告中所述的增强权能、包容和平等这些核心思想。这两个委
员会之间的互动旨在帮助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提供政策咨询，并共同增进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系统的成效。
5.

2019 年由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包括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的深入评估。6 委员会决定在 2019 年论坛前夕，评估
在各级建立有效、问责和包容机构的进展情况，查明并评估新出现的挑战，
建议进一步的政策行动，以此作为主要贡献。
6.

委员会的一个关键信息是，通过更有力地证明治理能力和分析许多领

域的趋势，例如与运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原则的常用战略有关的
趋势，可以在各级进一步深入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构方面。在高级别
政治论坛上每年评估目标 16 可有助于这项工作。鉴于《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还需迫切加强统筹协作的办法，以应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许多政策和机构挑战。评估讨论的主要意见载于第三章
B 节。

第 42 次全体会议
2019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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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2476CEPA_contribution_to_2019_HLP
F_ 16_April_2019.pdf。

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
问责和包容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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