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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4. 体育运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 
 

 

 大会， 

 回顾其 2003 年 11 月 3 日第 58/5 号和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 59/10 号决议，

大会宣布 2005 年为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国际年以进一步通过体育促进教育、健

康、发展与和平的决定，以及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2005 年 11 月 3 日第

60/9 号、2006 年 11 月 3 日第 61/10 号、2008 年 7 月 23 日第 62/271 号、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35 号、2010 年 10 月 18 日第 65/4 号、2012 年 11 月 28 日

第 67/17 号决议、2014 年 10 月 31 日第 69/6 号和 2016 年 12 月 16 日第 71/160 

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13 年 8 月 23 日第 67/296 号决议，其中宣布 4 月 6 日为体育促

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 

 还回顾其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关于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而

又更美好的世界的第 72/6 号决议及此前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各项决议， 

 确认其第 60/1 号决议和 2010 年 9 月 22 日第 65/1 号决议指出，体育运动对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具有促进作用， 

 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特别确认，体育运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量， 

 确认正如大会第三次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所述，必须采取增进健康和福祉的整体性方法，定期开展包括体育锻炼和娱乐在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70/1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73/L.36
https://undocs.org/ch/A/73/L.36/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3/24
https://undocs.org/ch/A/RES/58/5
https://undocs.org/ch/A/RES/59/10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60/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0
https://undocs.org/ch/A/RES/62/271
https://undocs.org/ch/A/RES/63/135
https://undocs.org/ch/A/RES/65/4
https://undocs.org/ch/A/RES/67/17
https://undocs.org/ch/A/RES/69/6
https://undocs.org/ch/A/RES/71/160
https://undocs.org/ch/A/RES/67/296
https://undocs.org/ch/A/RES/72/6
https://undocs.org/ch/A/RES/60/1
https://undocs.org/ch/A/RES/65/1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A/RES/73/24 体育促进可持续发展 

 

18-20837 2/7 

 

内的身体活动，以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包括通过体育

教育，2 

 认识到正如 2018 年纳尔逊·曼德拉和平峰会所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述，体育、

艺术和身体活动有能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偏见和行为，以及鼓舞人心、破除种族

和政治障碍、消除歧视和化解冲突，3 

 又认识到正如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4 所述，体育运动

有益于老年人的健康， 

 回顾《儿童权利公约》5 关于儿童游戏和休闲权利的第 31 条，并回顾大会第

二十七届儿童问题特别会议题为“适合儿童生长的世界”的成果文件，6 其中强

调通过游戏和体育运动促进身体、精神和情感健康， 

 又回顾《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7 五年审查会议所通过的政治宣言8 和成

果文件9 及其中所作的承诺，以确保妇女和女童有平等机会参与娱乐和体育活动，

以及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参与体育竞赛和身体活动，例如参与机会、训练、

竞赛、报酬和奖金， 

 还回顾《残疾人权利公约》10 第 1 和第 30 条，其中缔约国确认残疾人有

权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文化生活、娱乐、休闲和体育运动，并认识到

残疾人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有助于他们充分、平等地享有人权，也有助于对其固

有尊严的尊重， 

 确认 2015 年 11 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宣布的

修订后的《国际体育教育、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宪章》，11 以及分别于 2013 年 5

月在柏林和 2017 年 7 月在俄罗斯联邦喀山举行的第五和第六届负责体育运动的

部长和高级官员国际会议通过的《柏林宣言》和《喀山行动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 

 2 第 73/2 号决议。 

 3 第 73/1 号决议。 

 4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报告，2002 年 4 月 8 日至 12 日，马德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C.02.IV.4)，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6 S-27/2 号决议，附件。 

 7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8 S-23/2 号决议，附件。 

 9 S-23/3 号决议，附件。 

 1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11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2015 年 11 月 3 日至 18 日，巴

黎》，第一卷，《决议》，第四节，第 43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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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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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促进可持续发展 A/RES/73/24 

 

3/7 18-20837 

 

 确认《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12 在协调各国政府打击体育

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行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动与体育界根据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世界反兴奋剂守则》所采取的行动相辅相成， 

 肯定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工作组题为“利用体育运动的力量促进发展与

和平：对各国政府的建议”的报告所载的建议，并鼓励会员国执行并进一步发展

这些建议， 

 认识到需要加强和进一步协调在各级作出的努力，包括多方利益攸关方合作

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体育在促进实现包括《2030 年议程》各项目标和具体

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以及在促进国家建设和平及国家政权建设优先事

项方面的潜力， 

 确认联合国系统及其国家方案在通过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方

面发挥重大作用，会员国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又确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及主管体育事

务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国际会议，包括其所通过的各项声明，在促进促进体育运动

和体育教育的教育、文化、社会层面发挥作用，包括在《2030 年议程》的背景下，

并对促成这方面的承诺和建议起到作用， 

 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宣布 9 月 20 日为国

际大学生体育运动日， 

 又回顾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发挥作用，在其任务

范围内为实现性别平等及妇女和女童赋权提供了机会，包括在体育运动中和通过体

育运动实现这些目标，并欢迎继续促进妇女和女童参与体育运动和体育活动，特别

是支持她们逐步增加对体育赛事的参与，这为体育运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 

 确认《奥林匹克宪章》，并确认任何形式的歧视均与奥林匹克运动格格不入， 

 欢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联合国在 2014 年 4 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呼

吁更大力度地实施旨在鼓励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体育运动举措，并加强联合国组织

同奥委会建立的许多伙伴关系， 

 申明奥林匹克运动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特别是通过奥林匹克休战理想，

在使体育成为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一种独特手段方面作出宝贵贡献，确认以往各届

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 2018 年在大韩民国平昌举办的

奥运会，以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提供了各种机会，

赞赏地欢迎即将举办的各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尤其是将

于 2020 年在东京、2022 年在北京、2024 年在巴黎、2028 年在美利坚合众国洛杉

矶举办的奥运会，以及将于 2020 年在瑞士洛桑举办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呼

__________________ 

 1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419 卷，第 436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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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今后各届奥运会的东道国和其他会员国酌情将体育运动纳入预防冲突活动，并

确保在奥运会期间有效执行休战， 

 认识到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作用不仅是向全球观众展示残疾运动员的成

就，并且可以作为一种主要手段，用以在体育运动和社会中宣传残疾人的积极形

象，扩大残疾人融入， 

 又认识到世界体操锦标赛、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听障奥运会、世界土

著运动会、欧洲运动会、法语国家运动会、泛美运动会、泛美残疾人运动会、非

洲运动会、亚洲运动会、太平洋运动会、亚洲室内与武道运动会、世界游牧民族

运动会、英联邦运动会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国际性、大陆性、区域性体育赛事

对促进教育、卫生、发展与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重点指出必须继续减少参与体育赛事的各种障碍，特别是为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参赛运动员减少障碍， 

 认识到应本着和平、相互理解、友谊、宽容和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的精神

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此类活动的团结与和解性质应受到尊重， 

 重申会员国，包括今后将主办此类运动会和其他体育赛事的会员国，视情况

会同相关体育组织、联合会和协会，加强旨在应对与此类赛事有关的腐败风险的

措施，并在这方面欢迎 2018 年 6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防止体育领域腐败会议， 

 强调富有成效的公私伙伴关系对资助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方案、机构发展及

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具有关键作用， 

 1. 重申体育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确认体育通过促进宽容和尊重，

对实现发展与和平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并确认体育对增强妇女和青年、个人和

社区的权能、以及对实现健康、教育和社会包容方面的目标作出贡献； 

 2.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题为“加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全球框架”的报

告，13 其中回顾了落实《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并

提出了对《行动计划》的更新，旨在勾绘一个全系统办法，利用体育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欢迎国际社会日益重视探讨和利用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在实现发展目

标和享受人权方面的作用，并在这方面确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核

可了第六届负责体育运动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喀山行动计划》

及其体育运动政策后续框架，将其作为在体育教育、身体活动和体育运动领域的

政策制定者中形成国际共识的自愿、总体参照基准，以及作为在这些领域协调国

__________________ 

 13 见 A/73/325。 

https://undocs.org/ch/A/7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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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和国家政策的潜在工具，14 并确认世界卫生大会核可了《2018-2030 年促进体

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15 

 4.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包括其维持和平特派团、特别政治任务

以及建设和平综合特派团)、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组织、联合会和协会、运动员、媒

体、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以统筹一致的方式酌情利用这些框架，按照标

准、指标和基准，进一步巩固体育运动在跨领域发展与和平战略中的作用，把体

育运动和体育教育纳入国际、区域和国家的发展与和平政策及方案，并切实监测

和评价此类战略、政策和方案； 

 5. 敦促尚未签署、批准、加入和执行《儿童权利公约》5 及其《任择议定

书》、16 《残疾人权利公约》、10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7 和《反对

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12 的会员国考虑签署、批准、加入和执行； 

 6. 促请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在各自任务规定和现

有资源范围内，根据最新的《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加强机构间

协作并使之系统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体育和身体活动在促进实现包括《2030 年

议程》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以及在促进实现国家建设

和平及国家政权建设优先事项方面的潜力； 

 7. 鼓励会员国在执行《2030 年议程》的过程中有效利用体育运动及其价值

观提供的所有机会，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8. 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重视和推动将体育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工

具，尤其是加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儿童和青年的教育(包括体育教育)，宣传卫生

保健，预防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在内的各种疾病及药物滥用，实现性别平等及妇

女和女童赋权，促进包容和增进福祉，宣传健康、活跃地变老，确保每个人不

受任何歧视地参与，弘扬宽容、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社会包容、预防冲突及

和平建设； 

 9. 鼓励会员国建立体制机构，规定适当的质量标准、政策和权限，促进这

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专门知识，以便能够在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方案中持续不断

地对体育教师、教练和社区领导人开展培训、能力建设和教育； 

 10. 邀请各会员国和国际体育组织继续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在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方面开展能力建设，为此介绍本国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以及为体育运动方案的拟订工作提供财政、技术和后勤资源； 

__________________ 

 14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4

日，巴黎》，第一卷，《决议》，第四节，第 30 号决议。 

 15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71/2018/REC/1 号文件，71.6 号决议。 

 1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71 和 2173 卷，第 27531 号；第 66/138 号决议，附件。 

 1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https://undocs.org/ch/A/RES/71/201
https://undocs.org/ch/A/RES/6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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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利用和借助此类

赛事推动和支持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举措，加强现有伙伴关系，建立新伙伴关

系，协调共同战略、政策和方案，加强一致性与协同作用，同时在地方、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级提高人们的认识； 

 12. 鼓励会员国采取最佳的做法和途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推动开展体育

运动和身体活动，在这方面欢迎在国家和地方两级采取专门设立教育日、健康

日、青年日和体育运动日的举措，包括专项体育运动日，以此在社会中促进身

心健康和福祉，营造体育运动文化； 

 13. 支持体育运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支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奥林匹

克运动以及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 

 14. 注意到秘书长、大会主席、会员国和民间社会为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作出

努力，并鼓励未来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国及其他会员

国支持有效执行休战； 

 15. 鼓励参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有关实体遵守相关法律和国际原则，包括

《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18 并注意

到，在此类赛事整个过程的每个阶段，正在为此采取其他举措，以保障主办此类

赛事所能产生的各种社会效益； 

 16. 促请会员国进一步努力防止和打击体育领域的腐败，在这方面强调必须

采取强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并促请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加强

合作、协调和信息交流； 

 17. 鼓励会员国，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促进以体育为工具推动发展与和平的会

员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例如国际体育运动联合会、大型体育赛事组织者、

体育俱乐部和联盟、基金会和私营部门(特别是涉足体育和发展领域的工商企业)，

继续并加大力度支持联合国系统在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方面的工作，包括为此提

供自愿捐助及建立创新伙伴关系，推动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领域的政策和方案制

定； 

 18. 又鼓励会员国积极参与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之友小组的活动，之友小组

是由纽约和日内瓦的一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其作用是，作为

一个平台促进会员国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就正在开展的举措、方案和伙伴关系

等开展对话及交流意见和信息，并推动和鼓励通过体育支持实现联合国的各项目

标和宗旨； 

 19. 还鼓励会员国通过联合国系统(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

方的支持，探讨如何在相关发展框架和议程的审查和后续进程中将体育纳入各项

发展目标，这些进程包括：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的后续行动、9 《残疾人权利公约》执行情况审查、《联合国土著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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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权利宣言》各项目标实现情况审查、19 《世界青年行动纲领》20 的后续行

动、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的后续进程以及《2030 年议程》、包括可持续发展

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和《大会第三次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政

治宣言》的各项审查和后续落实进程；2 

 20.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提交报告，说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包括有针对性地回顾体育运动对《2030 年议程》执行工作的促进作用，并特

别注意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每年一度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

治论坛； 

 21. 决定将题为“体育运动促进发展与和平”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五届

会议临时议程。 

 

 

2018年 12月 3日 

第 44次全体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9 第 61/295 号决议，附件。 

 20 第 50/81 号决议，附件，及第 62/126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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