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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各地深陷贫困拼命挣扎的有十多亿人，他们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被

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才落此境地。

我们必须协同行动，将发展权化作每个人的现实。”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纳维 • 皮莱 实 现 发 展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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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为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二十五周年，本联合国出版物首

次发表了一系列广泛、深入的分析研究文献，30多位国际专家

在文中阐述了此项权利的背景、含义和应用，以及它对人权和发展政策

与实践的潜在影响。他们都支持创建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确保所有

人都免受匮乏和恐惧之苦。

本卷文集的主题围绕发展权的定位、理解、合作和落实，其中的

文章不仅澄清了此项权利的含义和现状，而且还以现实的发展实践为基

础考察了发展权的变革潜力所遇到的若干最为突出的挑战。这些研究特

别关注了此项权利产生的背景和支撑它的若干基本原则，包括对发展的

积极、自由和有意义的参与以及发展效益的公平分配；公平、平等和非

歧视性；人民自决及对自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民主治理和立足于人权

的发展；国际团结与全球治理；以及社会正义，特别是在贫困、妇女和

土著人民等问题上的社会正义。此外，还考察了上述原则在国际合作、

第8项千年发展目标和全球伙伴关系促发展、包括南南合作等背景下在

援助、债务、贸易、技术转让、知识产权、获得药品的机会、气候变化

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的应用。最后，关于监督、行动和通向未来的道

路，结尾几章讨论了国际法的作用、国家和区域经验和视角，以及初步

的经验教训和重振发展权的若干思考，并审查了关于监督取得的进展以

及在实践中加强对落实发展权所提供的体制支持的若干建议。

本出版物刊载的文章展示了发展权的深厚潜力和它在《宣言》通过

25年之后仍具有的现实意义。这些文章令人信服地说明，必须重振发展

权，以实现它的附加价值，使它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脆弱而不断变化

的世界里、包括在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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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挑战。全球范围内，千百万人口饱受当今时

代众多全球性危机的无情摧残。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粮食危

机、能源危机以及气候危机联手在多条战线上对人类尊严发动攻击。而

面对如此猛烈的冲击，我们的全球和国家治理制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熟

视无睹，有时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是，在二十一世纪开始

的这些年里，在南方和北方国家，贫困、不平等、饥饿、绝望和社会动

荡都呈现加剧之势。

这一切与《世界人权宣言》的愿景大相径庭。《宣言》于1948年催

生了当代国际人权运动，它承诺消除恐惧和匮乏，并宣布“人人有权享

有一种社会和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

得充分实现”。 

这一切与《发展权利宣言》的愿景也大相径庭，而本文集正是为庆

祝该《宣言》诞生二十五周年而出版。 

自从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通过以来，在联合国内外都一直进

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一方面，发展权的拥护者断言，这项权利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另一方面，持怀疑论者(以及

反对者)则将其贬至次要地位，甚至拒绝承认它的存在。令人遗憾的是，

虽然这场辩论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兴趣并且在政治舞台上激发回响，但是

多年来，发展权却一直未能因此而从深陷的概念泥潭和政治激流中脱身

而出。

我们决心改变这一状况。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对这场辩论的一些特定要素进行认真细致的研

究，经过多年，这些要素已发生了变化。本书是第一本这样的文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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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了由广泛作者贡献的文章，反映了同样广泛的立场。其中多数文章

都是由联合国为研究发展权问题陆续设立的许多专家和政府间机制编写

或者为这些机制编写的。其他一些文章则是专为本书而写。所有文章对

我们记录和推进关于发展权的辩论都具有宝贵的价值。

未来几年，我们要克服的一项挑战是打破自发展权于1986年写入

成文法典后围绕这项权利一直存在的各种神话、歪曲和误解。为此，首

先要做的就是承认一项简单的事实，即：发展权是一项人权，既没有夸

大，也没有贬损。这一点在联合国的众多宣言和决议中，例如1993年维

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宣言和行动纲领》、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和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以及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任务授权中

都一再得到申明。

而且，由于联合国不承认各项权利有等级之分，并且坚信所有人权

都是平等和相互依存的，因此将发展权视为一项“超级权利”(即一项包

罗万象的权利，包含其他所有权利并置身其上)或“袖珍权利”(其地位

仅相当于一项政治愿望)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也不能听任发展权所有者的身份被政治辩论的迷雾所掩盖：与

所有人权一样，发展权的主体是人。不是政府，不是国家，不是区域，

而是人，是每一个个体和民族。而且由于人权是普遍性的，因此发展权

属于所有人，他们可以身处任何地方，从纽约到新德里，从开普敦到哥

本哈根，从亚马逊森林的最深处到最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不论他们恰好

出生在哪里，也不论他们的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是什么，所有人生

来自由而平等，并享有尊严和权利，包括发展权。 

如所有人权一样，发展权也包含一项权利，也就是“参与、促进并

享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权利。《宣言》第1条非常清晰地阐述了

这项基本权利，其中包含了《宣言》随后列举的若干基本要素。这些要

素包括：

•	 	以人为本的发展。《宣言》明确指出，人是发展的主体，是发展

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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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人权。《宣言》明确要求，发展应以确保“所有人权和基	

	 本自由都能充分实现”的方式进行。

•	参与。《宣言》呼吁所有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

•	平等。《宣言》强调必须确保发展“利益的公平分配”。

•	非歧视性。《宣言》规定不得有“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等任	

	 何区别”。

•	自决。《宣言》将自决权，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充分主权作为发展	

	 权的一项重大要素。

《宣言》为落实发展权所做的规定同样明确，其中包括：

•	制订适当的国家和国际发展政策

•	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

•	推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改革

•	消除对发展的障碍，除其他外，包括：对人权的侵犯、种族主	

	 义、殖民主义、占领和侵略	

•	促进和平与裁军，并将从中节省的资金用于发展

因此，当你参与有关发展权的讨论时，当你听到在学术文章或政治

辩论中有人提到这个词时，又或者当你阅读本书中的文章时，希望你能

够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说、去听、去看。然后问问自己下面这些问题：这

是联合国宣言中明文阐述的“发展权”吗？其分析的依据是承认发展权

是一项普遍人权、人是发展权的所有者、政府是义务履行者并且发展权

的核心包含了一项参与、促进和享受发展的权利吗？如果你无法对上述

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那么你肯定已经偏离了人权分析的领域并卷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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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地缘政治的角逐，而后者只是将发展权问题当作长期困扰南北关系

的其他问题的替身。	

我们的使命则是促进所有人权的实现，包括作为人权的发展权。	

如今，在二十一世纪现实的重压之下，支撑曾经主宰十九世纪和二

十世纪的各种经济模型的意识形态大厦正在瓦解。日益加深的不平等、

全球贫困化、彻头彻尾的剥夺、饥饿、失业、环境退化和社会动荡进一

步使人权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容不得继续听任其落入市场的看不见之

手、少数贪婪之士的盗窃之手以及独裁政权的暴虐之手。从解放广场到

华尔街，全世界已经觉醒的人民高举旗帜，呼吁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实现

法治之下的负责、民主的经济和政治治理，而确保所有地方的所有人不

受歧视地免受恐惧和匮乏之苦，已成为一项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

换言之，人民要求从人权的角度看待经济政策和发展，把发展权放

在核心的地位。	

本文集旨在为发展和人权领域的专家、提倡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联合国代表团和机构、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学生提供信息来源，它是本

办事处为增进对发展权的了解以及最终促进发展权的实现不断做出努力

的一部分。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纳维 •皮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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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发展权 
与新的发展议程

本书说明、阐述和宣扬了发展权及其演变、它的诸多方面以及发

展权作为我们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范式的有用性。它为读者了解

此项权利在发展实践中的实际应用，以及为实施监督、采取行动和取得

进展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1986年正值非殖民化时代，其时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为发展

政策和全球伙伴关系提出了全新的愿景，其蕴藏的潜力可带来范式的转

变，并由此增进人权、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令人遗憾的是，在其后的

多年里，旧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大行其道，虽然它引领我

们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但是它忽视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包括忽视

了人权。在信息、通讯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全球化不仅为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和指导思想，而且也带来了诸多好

处。但是，这些好处曾经并且仍将继续主要集中在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

者手中，包括国家和个人。全球化使各方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连通得

到加强，这也导致此种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加迅速而便利地跨越国境，带

来全球性的经济、金融、粮食、能源、气候和其他诸多挑战。这些问题

因各种规章的缺失或执行不力而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了多重危机。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依靠市场力量作为发展的唯一引擎和框架是

失败的。在经历这些失败以后，我们必须立即终止扼杀发展权的政治极

化。要想克服我们共同的未来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包括贫困、不平等、

饥饿、失业、缺乏清洁用水和卫生条件以及有限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就

必须重振发展权。这样做，对于促进人权而言，也是当务之急。

发展权的规范性内容反映了若干重要原则，应将其用于指导和塑造

未来新发展议程中的各项政策和实践方法。现有的所有危机，特别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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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危机，都表明发展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实现一

种新的发展，其目的不是只专注于创造和分配物质财富而不顾这给我们

共同星球的环境资源所带来的压力，而是应当考虑到人权，考虑到对个

人和所有国家人民的尊重。

国际社会一致同意有必要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平等的发展。而这

样的发展必须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现实不断发生

变化的背景下加以实现。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包括全球范

围内人们对民主、人权和负责任的治理和体制的大声呼唤，一定会继续

改变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迄今为止，有关发展问题以及人权和环境问

题的法律和政策一直都在其各自封闭的领域里发生着演变，而在多维度

发展权的带动下，由新范式要求的新思维所催生的各项政策才有望实现

连贯和统一。

《宣言》的核心概念是创建一个对发展有利的环境，并以发展支持

所有人享有所有人权。发展权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帮助人们在国家和全

球治理中消除在责任性、问责制和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此

项权利特别强调义务，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合作义务，这与当代各级治理

所强调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十分吻合，与全球伙伴关系多主体、多形式

的出现也十分吻合。近年来发生的多重危机进一步支持了《发展权利宣

言》对于在全球治理领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所发出

的呼吁，这些改革将确保依照人权的标准实现平等、民主和问责。 

为了确保在任何地方人人都享有发展权，我们必须有一致的政策、

统一的实践和集体的行动，以便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为实现所有公

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发展与和平提供支持。实现发展

权将有助于再续、加强和振兴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并可在伙伴关系中重

点关注人类尊严，强调立足于人权的发展，同时培育鲜明的社会意识和

人文意识，增进参与和相互理解，加强团结，突出共同的责任。真正的

发展远远超越了经济增长，它建立在《发展权利宣言》所设想的人类幸

福与尊严等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我们寻找众多危机的应对方

法、探究可持续发展之道以及制定具有变革意义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

过程中，这一切都将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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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于1986年12月4日由联合国大会在第

41/128号决议中予以通过，该决议以146票赞成、1票反对

(美国)和8票弃权(丹麦、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以色列、日

本、瑞典和英国)获得通过。此后，在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

宣言》、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它以协商一致方式重申，

发展权是一项人人享有的、不可分割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

分)、《联合国千年宣言》、2002年《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

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2007年《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2010年联合国大会千年发展目标问题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

文件、2011年《伊斯坦布尔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

领》、201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三届会议成果文件以及2012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会议”)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

中，发展权都得到了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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