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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

,

与各国领导人核准 ⒛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 未来 15年 各
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了方向

v

中国是 世界上最太的发展 中国家 。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
/

要务。⒛16年 3月 9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
通过了 十三五”规划纲要:确 定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太发展理念。未来一段时间,中 国将坚持创新发
展 9着 力提高'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坚持协调发展 ,着 力形成
平衡发展结构 。坚持绿色发展 9推 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 9着 力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开放发展 ,努 力提高
对外开放水平 ,着 力实现合作共赢。坚持共享发展 9着 力增
进人民福祉。中国将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确 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高度重视 ⒛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主 张落实可持
续发展议程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全面协调、包容开放、
自主 自愿 、“
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刀等原则 ,努 力构建 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建 立全方位的伙伴关系,协
调推进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发展。各国应根据 自身特
点和国情制定发展战略 ,根 据 “
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
各 白国情和各 自能力开展落实工作。
中方认为 ,落 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应优先推进以下 9大 重
点领域工作 ,争 取获得早期收获。冖是消除贫困和饥饿,积
极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提 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安全
保障水平。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 强科技创新和技
术升级 ,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三是统筹推进包
容和可持续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建设 ,为
'套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 协调发展注入动力v四 是完善
社会保障和服务 9稳 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五是
维护公平正义 ,坚 持以人为本9增 进民众福祉 ,促 进人的全
面发展。六是加强环境保护 ,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9七 是积极
应对气候 变化 ,把 应对气候 变化纳入 圆家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八是有效利用能源资源 ,提 高资源利用率 9促 进可持续
能源发展。九是 改进国家治理 ,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把 经济
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落实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是 一项系统工程 9国 际社

一是增强各国发展能力
会应重点从 5个 方面提供坚实保障。

,

制定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完 善体制机制 ,全 面提高公
众参与意识 ,加 大公共资源投入 ,增 强本国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 改善国际发展环境 ,推 动多边贸易体制均衡 .共 蠃、包
容发展 ,完 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三是动员所有利益攸
关方积极参与。推动建 立更加平等均衡 的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四是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范畴。五是完善后续评估体系”定期开展全球落实
进程评估工作 ,各 国根据国情按自愿原则评估。
今年是 ⒛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元年 ,中 国已全面
”
启动各项落实工作。中方把可持续发展议程与“
十三五 规划
和国家中长期发展,战 略有机结合 ,同 步推进落实工作和国内

改革发展事业 9已 在减贫、钒业、健康、生态保护 、气候变
化等领域制定专项规划9并 将定期对落实工作进行评估 ,不
断完善后续工作。中国政府建立 了43个 部门组成的落实工
作跨部门协调机制9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任务进行分解
分工 ,加 大跨部门、跨领域协调力度 ,为 落实工作提供机制
保障。中国着力加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普及和宣传 9积 极动
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落实工作。今后 5年 ,中 国将帮助现
有标准下 5500多 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实 现国内生产
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zO10年 翻一番。中国已经发布
《落实 ⒛3O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暮 统阐述 了

中国关于落实发展议程原则、重点、举措的主张 ,介 绍 了
中
国落实工作进展 ,该 文件于今年 4月 作为联合国大
会文件向
各会员国散发。今年年内 ,中 国还将发布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别方案》,同 各方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作为 2016年 二十国集 团 (G20)主 席国 ,中 方将发展
问
题置于 伲0议 程 的核心位置 ,把 “
包容和联 动式发展”列为
G20杭 州峰会 4大 重点议题之一n在 方大
中
力推动下 ,今 年
G20首 次将发展 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框
架 ,优 化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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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政策协调 ;首 次 围绕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 制定行动计
划 ,为 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政治动力 ;首 次讨论支
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 问题 ,主 动回应发展 中国家
特
别是非洲国家的诉求。同时,中 国积极开展
并邀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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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多的发展 中国家参与全年活动 ”确保

G20的 行 动反 映各国发展 的切实需要。
中国是 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向 120多 个发展中国
家落实千年发展 目标提供 了支持和帮助 ,今 后将不断深
化南
南合作 ,帮 助其他发展 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正
在认真落实 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 70周 年系列峰会
期
间宣布的备项重要务实举措 ,从 资金 、技术 、能力建设等多
个方面为发展 中国家提供支持。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正在筹建

,

将争取早 日启动运行。南南合作 与发展 学院 巳正 式挂牌成
立 9面 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博士 、硕士学位教育和短
期培训名

额。中国已经 同联合国签署 “中国一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釜”
协议 ,基 金将在 2016年 投入运营”为和平与发展项 目提供资
金支持。中国还将继续大力推进 “
一带一路”建设 ,推 动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制发挥更
大作用 ,为 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面向未来 ,中 国将继续坚持以落实 ⒛30年 可持续发展
议程为 已任 ,坚 持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道路,同 备方一
道 9努 力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的美好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