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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 

统计部长级会议 

  

2014年 11月 24日至 28日，曼谷 
 

  

 

 

临时议程说明(修订本）* 

 本文件载有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部长级会议的临时议

程(第一部分)和临时议程说明(第二部分)。 

一．临时议程 

A．高级官员会议段(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26日)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关键议题和视角。 

3. 审议亚洲及太平洋“照顾到所有人”部长级宣言草案。 

4. 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行动框架。 

B．部长级会议段(2014 年 11月 27 日至 28日) 

5. 部长级会议段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
  本文件延迟提交会议事务处，原因是需要在 2014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在曼谷举行的部长

级会议区域筹备会议后，反映与成员国和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指导

小组进一步协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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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善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政策优先重点。 

7. 其他事项。 

8.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照顾到所有人”部长级宣言。 

9. 通过会议报告。 

10. 举行仪式宣布“2015-2024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十

年”。 

二．说明 

A．高级官员会议段(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26日)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和高级政要将致词宣布会议开幕。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将为高级官员会议段选出一名主席、若干副主席以及一名报告员。 

(c) 通过议程 

文件 

临时议程说明(修订本)(E/ESCAP/MCCRVS/L.1/Rev.1) 

说明 

 高级官员将审议临时议程，并在作出必要的改动之后通过议程。 

2.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关键议题和视角 

文件 

《亚太人口期刊》关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特刊，第 29 卷，第 1 号

(开会议时提供打印件，下载电子版网址：www.getinthepicture.org)。 

说明 

在此议程项目下，将审议与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有关

的情况、关键议题和视角，《亚太人口期刊》特刊富有洞察力的观点将有益

于审议工作。会议首先进行小组讨论，然后进行全体辩论。 

3. 审议亚洲及太平洋“照顾到所有人”部长级宣言草案 

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照顾到所有人”部长级宣言草案(E/ESCAP/MCCRVS/W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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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部长级会议区域筹备会议报告

(E/ESCAP/MCCRVS/3) 

说明 

 高级官员将审议亚洲及太平洋“照顾到所有人”部长级宣言草案。部长

级宣言旨在作为一份首创文书，其中表达各位部长承诺实现一个共同愿景：

到 2024 年，亚洲及太平洋所有人民将受益于普遍、顺应形势的民事登记和人

口动态统计系统，以促进实现自身权利并支持善政、健康和发展。为实现这

一共同愿景，部长们将宣布“2015-2024 年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

统计十年”。 

 部长级宣言源于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指导小组的

讨论，该小组的成员包括本区域各相关政府和发展伙伴，以及民事登记、保

健和统计部门的高级别代表。在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部长

级会议区域筹备会议(2014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曼谷)上，政府专家们审议

了部长级宣言的草案初稿。目前审议的本部长级宣言草案纳入了在筹备会议

上商定的某些修订意见。 

 在此议程项目下，预计部长级宣言草案将由高级官员核准，以便稍后提

交部长们并视情予以通过。 

4. 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行动框架 

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行动框架草案(E/ESCAP/MCCRVS/1) 

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指导小组职权范围修订稿

(E/ESCAP/MCCRVS/CRP.1) 

说明 

 在此议程项目下，请高级官员作简明扼要的发言，以便向大家介绍其本

国关于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行动框架问题的视角

和优先事项。发言应重点介绍其制订具体目标的计划、落实区域行动框架所

载的执行步骤的做法，以及对国际发展伙伴支助的需求和这些支助可能取得

的成果。 

高级官员们也不妨就在区域行动框架中概述的长期区域治理结构问题向

大家介绍其观点，并就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指导小组

的职权范围修订本草案，提出具体建议。这一职权范围将提交亚太经社会统

计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审议，以便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核准。 

编写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区域行动框架的目的在于帮助各国政府和发

展伙伴加快速度，重点改进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工作。区

域行动框架载有重要原则、区域目标以及各政府单独制定的国家具体目标、

行动领域以及实施步骤。在区域行动框架中还概述了用以将其落到实处的区

域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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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行动框架由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域指导小组制

订。区域行动框架的预稿已散发给各国政府及发展伙伴，以便用于 2014 年 4

月至 6 月的磋商工作，并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编写了草案初稿。在亚洲及太

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部长级会议区域筹备会议上，相关政府专家审

议了部长级宣言的草案初稿。筹备会议指出，区域行动框架是一个技术性框

架，自 2014 年 4 月以来，它已成为与成员国广泛协商的一个主题，因此建议，

将其提交部长级会议审议，并在无需作进一步修订的情况下予以核准。 

B．部长级会议段(2014 年 11月 27 日至 28日) 

5. 部长级会议段开幕 

(a) 致开幕词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和高级政要将在部长级会议段开幕式上致词。将发

表主旨讲话。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部长级会议段将选出一名主席、若干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c) 通过议程 

文件 

临时议程说明(修订本)(E/ESCAP/MCCRVS/L.1/Rev.1) 

说明 

 部长级会议段将审议临时议程，并在作出必要的改动之后通过议程。 

6. 改善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政策优先重点 

文件 

亚洲 及太平洋民 事登记和 人口动态统 计状况 和 支持性举措概览  

(E/ESCAP/MCCRVS/2) 

说明 

 在此议程项目下，请部长们和代表团团长们作简短发言，以着重介绍

“2015至 2024 年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十年”的政策重点，

及其对开展区域协作以改善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期望。部长们和代表

团团长们也不妨向大家介绍其本国在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作为其本国落实区域行动框架承诺的一部分，还邀请部长们和代表团团

长们宣布其到 2024年十年结束时计划实现的国家具体目标。 

支持各国实施区域行动框架的相关国际组织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代表

将作联合发言。相关发展伙伴的代表也许有机会就改进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

统计的具体问题作简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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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民间社会的代表将作综合发言，转达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议，提请部

长级会议予以关注。这些建议的基础是 2014 年 8 月 26 日和 27 日在曼谷举行

的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民间社会论坛取得的成果。 

7. 其他事项 

会议可提出以上议程项目未涉及的任何事项。 

8. 通过亚洲及太平洋 “照顾到所有人”部长级宣言 

文件 

亚洲及太平洋“照顾到所有人”部长级宣言草案(E/ESCAP/MCCRVS/L.3) 

亚 洲 及 太 平 洋 民 事 登 记 和 人 口 动 态 统 计 区 域 行 动 框 架 草 案 

(E/ESCAP/MCCRVS/1) 

说明 

 在此议程项目下，会议将审议亚洲及太平洋“照顾到所有人”部长级宣

言草案，包括其中提出的关于核准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区

域行动框架的建议，以便获得通过。 

9. 通过会议报告 

文件 

会议报告草稿(E/ESCAP/MCCRVS/L.2) 

说明 

 会议将审议报告草稿，以便获得通过，报告将提交 2015 年经社会第七

十一届会议审议并核准。 

10. 举行仪式宣布“2015-2024 年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十年” 

 将举行仪式庆祝宣布“2015-2024 年亚洲及太平洋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

统计十年”的历史性时刻，从而正式结束会议。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