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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档案新华社联合国9月19日电（记
者张正富 郝薇薇）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当地时间19日下午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主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主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第71届联大
主席汤姆森以及联合国各主要机构
和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李克强表示，一年前，联合国发
展峰会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社会展示
了中方与各国携手推进议程的意愿
和决心。前不久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杭州峰会也承诺积极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可
持续发展是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的
根本之策。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困难风险增加的今天，加快推进议
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
义。

李克强指出，要将消除贫困和
饥饿等目标作为首要任务，推动经
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作
为支撑，在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
域形成良性循环，走出一条经济繁
荣、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
李克强强调，强化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携手推动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
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也将极大提升全
球整体发展水平。要坚持南北合作
的主渠道地位，发达国家应落实援助
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
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之间
应深入推进南南合作，努力实现联合
自强。

李克强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让13亿多人过上
好日子，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
的。过去十五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并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
减贫、卫生、教育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4亿多人摆脱贫困，五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2/3，孕产妇死
亡率降低3/4，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
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网。面向未来，中
国已经全面启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工作，已经批准并将发布《中
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
方案》，为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提
供行动指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
展中国家，愿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合作，
不断加大对南南合作的投入，分享发

展经验和发展机遇，同国际社会携手
前行。

潘基文、汤姆森以及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环境署执行
主任索尔海姆、粮农组织总干事格
拉齐亚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
娃，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世界贸易组
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陈冯富珍等先后发言，与会人
士表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
行一年来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在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贫困、应对
气候变化、加强南南合作等方面发
挥了引领和创新作用，特别是在二
十国集团框架内积极推进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国重视可持续发展不仅
体现于政策宣示，更落实在行动
上。中国力促经济增长，既造福本
国人民，也有助于其他国家发展。
各国际机构愿进一步密切对华合
作，推广中国发展经验，共同应对挑
战，推动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座谈会发表了新闻公报，就
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落实工
作、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提出政策
建议。

李克强主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座谈会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发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9
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宣介中国发展成就和理
念，提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新举措。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2015
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审议
通过的，这份文件为未来 15 年世界
各国发展和国家发展合作指引方向。

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上通
过的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年底到
期，全球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已经取得
积极进展，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力
求完成尚未完成的目标，特别是帮助
最弱势群体。

议程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及 169 个相关具体目标，其重点是：
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全
面推进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从内容上看，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

境保护三个方面，三位一体、缺一不
可；从适用范围来看，它适用于世界
上所有国家，既包括穷国也包括富
国；从制订过程来看，所有会员国都
参与了讨论，有雄厚坚实的基础。

如何在发展水平不一的全球各
地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谓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联
合国预计，实现议程中全部目标需要
数以万亿美元的资金。发达国家及
时、足额提供官方发展援助非常必
要。

关于如何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联合国秘书长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特别顾问纳巴罗表示，首先
应保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除了政
府部门，还应包含商界以及公民社
会，也应重视年轻人的力量；其次，需
要依靠统计数据和制订标准来衡量
所取得的进展；最后，需要依靠新技
术，让更多人了解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内容，从而参与其中。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新华社联合国9月19日电（记
者张正富 白洁）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当地时间19日上午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出席第71届联大解决难民
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
议并发言。

李克强表示，当前，难民和移民
问题日益突出，这是联合国成立以

来的首次应对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
动问题高级别会议，引起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
影响地区稳定，国际社会必须积极
加以应对。难民和移民问题是一场
人道主义危机，拷问着人类社会的
良知。国际社会要切实对难民施以
援手，人道主义精神必须弘扬，道义

底线不能突破。难民和移民问题的
解决，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充分
发挥联合国机构的协调作用，制定
和实施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携手
打击偷渡、人口贩运、恐怖主义的行
为。难民和移民问题的解决，也离
不开来源国的自身努力。有关当事
方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

分歧。国际社会也要劝和促谈，努
力使难民和移民来源国走上长治久
安之路。各国应促进开放联动式增
长，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
共同发展进步。

李克强强调，中国一贯高度重
视并积极参与解决难民和移民问
题，作为发展中大国，愿意承担与

自身能力相适应的责任。我们将
采取一系列人道主义举措并积极
探讨同有关国际机构和发展中国
家开展难民和移民问题的三方合
作。希望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形成
合力，争取早日实现全球难民和移
民大规模流动问题的全面持久解
决。

李克强出席联合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应对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并发言

难民和移民问题拷问着人类社会的良知

李克强分别会见潘基文奥巴马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
兰迪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希望
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有效合作。

格兰迪今年１月正式接任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一职。格兰迪表示，任期内
他将致力于保护全球难民，同时与相关国
家一起，为消除产生难民的根源而共同努
力。他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难民署）与中国有着良好合作关系。
1980年难民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后，双方
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对难民署工作支持力
度不断加强，希望未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
的有效合作。

难民署是联合国系统的重要机构，负
责领导和协调世界范围内保护难民和解决
难民问题的国际行动。据联合国发布的数
据显示，目前全球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总数超过6000万人。

格兰迪在采访中谈到，近年来，全球难
民人数剧增，许多人丧生在逃难路上，在地
中海等地发生了大量难民不幸遇难的悲
剧。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联合国
大会将举行难移民问题高级别会议，以协
调各方努力，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应对机制。

谈到彻底解决难民问题的途径时，格
兰迪说，首先应该为结束地区战乱、恢复和
平不懈努力；其次，应该增加对难民接收国
的支持力度，不仅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有
所加强，而且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也应该
有更长远的支持计划；同时，作为难民接收
国，尤其是富裕国家，不应在安置难民方面
降低标准，因为保护难民是国际社会的基
本义务。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联合国9月19日电（记者
白洁 尚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
时间19日晚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

李克强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
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也是《联
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坚定捍卫者。
中国愿继续支持联合国发挥重要作
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

李克强指出，今年是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启动实施和气候变化《巴
黎协定》开局之年。作为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中国愿继续同各方齐心协力，
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为加强和改善
全球治理、实现共赢共享作出不懈努
力。也希望联合国有效履行国际和平
职责，把解决发展问题作为优先任务，
使发展成果切实惠及各国人民。

潘基文欢迎李克强出席第71届
联大系列高级别会议。他表示，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
合国赞赏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程，以
及为促进南南合作、开展国际维和行
动等所作重要贡献，愿同中方密切合
作，努力应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新华社纽约9月19日电（记者张
正富 陈二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19日下午在纽约会见美国总
统奥巴马。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
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
入交换了意见。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进一
步深化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
各领域合作，扩大经贸、两军、执法司
法、反恐、网络安全、人文以及地方务
实合作，加强在朝鲜半岛、气候变化等
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推动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各项成果的落
实，为推进中美合作议程，促进两国关
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动力。

李克强指出，经贸合作是两国关
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双方要
共同推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早日完
成，相互扩大市场准入，为彼此企业
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与合作预期。
双方要妥善处理经贸摩擦，防止两国
经贸关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希望
美方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

李克强重申了中方在台湾、涉藏
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美方妥善
处理有关问题。

奥巴马表示，美中关系保持稳

定，对两国和世界都很重要。美方希
望美中关系得到强有力、可持续发
展，赞赏两国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开
展的合作。

奥巴马指出，经济关系是美中关
系的稳定因素。美方支持中国的改
革进程，希望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等取得积极进展。

奥巴马重申，美国政府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不会改变。

在谈及朝鲜半岛问题时，李克强
表示，中方始终坚持实现半岛无核
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赞同安理会
对朝方最近一轮核试验做出进一步
反应，同时希望各方避免采取导致局
势紧张升级的行动，反对美方在韩部
署“萨德”系统。

在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时，李克
强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拥有巨大回旋
余地，呈现稳定向好态势。人民币不
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人民币汇率将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双方还就可持续发展、难民、维
和等全球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进
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开展有效合作，
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2016年难民
死亡人数或破万

国际移民组织分析人士预
计，2016年全球难民和非法移民
死亡数量或超过1万人。

来自名为“失踪移民项目”慈善机构的
朱莉娅·布莱克说，该机构“确信”，世界难
民和非法移民死亡率正走向最高点。

“去年，全球有超过5000名难民和非法移
民死亡。今年以来，这一数字已经达到4000
人。在地中海和欧洲附近，情况更加糟糕，”布莱
克告诉《观察家报》，“我预计，今年（难民和非法
移民）实际死亡人数会是去年的两倍。”

国际移民组织数据表明，今年以来已
有3212名难民和非法移民偷渡欧洲时在
地中海溺亡。这些人通常从利比亚出发，
企图经水路抵达意大利。此外，另有约
400名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丧命。

“但是，这些数字很容易就增长一或两
倍，”布莱克说。

西亚北非地区一些国家局势近年持续
动荡，大量难民逃离家园以躲避战火。

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因战争等因素
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已超过6500万，这些
人中，2130万人沦为难民。

欧盟发布的数据显示，超过100万难
民去年涌入欧洲国家，难民接收问题已在
欧洲多国引发一系列争议。

外国媒体报道，不到5000名涌入希腊
和意大利的难民16日被重新安置于欧洲
其他国家。

还有最新报告显示，一些抵达希腊寻求
庇护的叙利亚难民欲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吉亚斯说，滞留在
希腊难民营的人无法忍受那里“糟糕的环
境”，于是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他们想回到叙利亚，我们都知道叙利
亚的情况有多坏。但就像一名父亲所说，
我们对欧洲失去希望、失去信心。”

联合国难民署2日在日内瓦表示，过
去12个月里在偷渡过程中葬身地中海水
域的非正常移民和难民数量持续攀升，至
少有4176人在通过地中海前往欧洲途中
溺亡或者失踪，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1人
遇难。 （新华社专特稿）

全球因战争等因素
沦为难民的有2130万人

联合国难民署：

希望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的有效合作

去年有超过5000名难民
和非法移民死亡

菲利波·格兰迪接受专访。新华社发

第7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

9月2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
（中）发表讲话。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幕。辩论将持续至26日，预计1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几十位部
长等代表将出席并发言。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致辞说，国际社会正在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努力，已有50多个国家的政府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工作计
划。他呼吁各国尽早批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使其在今年年底前
生效。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当地时间9月1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