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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以可持续发展为标志

概要

在 10 月和 11 月之交，斯洛伐克外交方面发生了两件

有意思的事情。第一是由斯洛伐克外交部举办的联合国

周。第二是斯洛伐克参加在格拉斯哥举办的第 26 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COP26 climate summit）。本篇简报将介

绍斯洛伐克在联合国的表现，以及斯洛伐克总统在格拉斯

哥有关斯洛伐克对气候变化态度的演讲。

引言

为了纪念 10 月 24 日联合国日，斯洛伐克外交部在斯

洛伐克组织了“联合国周”，或者说“斯洛伐克成为联合

国成员”周。该活动的目的是让民众认识到联合国作为国

际组织的重要性和斯洛伐克在其中的影响力。联合国周的

主要话题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genda 2030）。

同时，四位斯洛伐克代表被授予了奖项，他们在不同的联

合国机构工作，积极传播斯洛伐克的良好声誉并积极参与

履行斯洛伐克成员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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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与联合国

斯洛伐克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可以追溯至 1945 年。当

时，捷克斯洛伐克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斯洛伐克作为

继承国，在 1993 年正式成为成员国。一位杰出的斯洛伐克

外交家扬·帕帕内克（Ján Papánek）是起草《联合国宪

章》的 14 位外交官之一。
1
斯洛伐克的足迹在联合国这个组

织的成立中也不可忽视。斯洛伐克对联合国的承诺基于多

边主义、平等、透明、尊重自由和人权、和平、安全、经

济发展、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原则。联合国成员国身份是斯

洛伐克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在联合国周活动

框架下，专家、第三部门的代表以及学生进行了数次研

讨。这些研讨活动的目的在于，证明在联合国内讨论的问

题并不是远离群众的，而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话题。同

时，这些话题对于人类的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未来是非常

重要的。

斯洛伐克外交部国务秘书英格丽·布罗科瓦（Ingrid

Brockova）在演讲中强调，进入联合国近 30 年，斯洛伐克

已经成功加入几乎所有联合国机构。
2
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

1 UNIS Vienna. 2021. Slovenská republika a Organizácia Spojených národov (OSN).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unis.unvienna.org/unis/sk/united_nations/un_in_your_country.html
2 Ministerstvo zahraničných vecí a európskych záležitosti Slovenskej republiky. 2021.
Ingrid Brocková na slávnostnom otvorení Týždňa OSN na Slovensku: Naši diplomati,
experti, ale aj vojaci, rozvojoví pracovníci a dobrovoľníci sú v medzinárodnom
spoločenstve viditeľní a úspešní. (online).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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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UN Security Council）、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法院（Court of Justice）和人权理事会

（Human Rights Council）。作为这些组织的一部分，斯

洛伐克关注例如加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作用以及改革安全理事会

等话题。2012 年，斯洛伐克代表米洛什·科捷雷奇（Miloš

Koterec）担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2006 至

2007 年，斯洛伐克担任安理会主席国，2008 至 2010 年，

作为人权理事会主席团成员。

斯洛伐克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尊重人权，并且

已经制定了一些倡议作为该支柱的一部分。斯洛伐克参与

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在 2011 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Protocol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斯洛伐

克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主席团的成员。

斯洛伐克在维和行动中也有显著贡献。最重要的是在

塞浦路斯、中东的行动，和斯洛伐克参与的欧盟在波黑的

ALTHEA 行动。斯洛伐克还积极参与了在阿富汗、格鲁吉

亚、以色列和叙利亚的维和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

https://www.mzv.sk/aktuality/vsetky_spravy/-
/asset_publisher/Rp2fPY0svzsu/content/ingrid-brockova-na-slavnostnom-otvoreni-
tyzdna-osn-na-slovensku-nasi-diplomati-experti-ale-aj-vojaci-rozvojovi-pracovnici-a-
dobrovolnici-su-v-
medzinar?p_p_auth=qRBRBis5&_101_INSTANCE_Rp2fPY0svzsu_redirect=%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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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

任命斯洛伐克大使扬·库比什（Ján Kubiš）为利比亚问

题特使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联利支助团）团长。
3

格拉斯哥气候峰会

斯洛伐克同样参与了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 197 个缔

约方共同参加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4
斯洛伐克的参

会代表是总统苏珊娜·恰普托娃（Zuzana Čaputová）。

COP26 由英国主办，与意大利合作主持。该会议原定于

2020 年举行，但由于新冠疫情推迟了一年。今年的会议有

以下目标：确保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零净排放；相比工

业化前时代，将全球变暖水平维持在 1.5 度以内；承诺在

2025 年前每年调动 1000 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的不利影响；完成有关《巴黎协定》实施的规则。欧

盟（斯洛伐克作为其成员）希望通过 COP26，成为应对气候

变化的领导者。欧盟也通过其通过立法证实了这一点。今

3 United Nations. 2021. Secretary-General Appoints Ján Kubiš of Slovakia Special
Envoy, Head of 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Libya.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rg/press/en/2021/sga2016.doc.htm
4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 Konferencia OSN o zmene klímy (COP 26),
samit svetových lídrov, Glasgow, Spojené kráľovstvo, 1. novembra 2021.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sk/meetings/
international-summit/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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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盟根据《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更新了其

气候目标，承诺到 2030 年至少减少 55%的排放量，并通过

欧洲气候法案使之成为成员国的法律义务。

斯洛伐克的态度

苏珊娜·恰普托娃总统在她的演讲中表示，我们还远

远没有达到作为国家设定的目标。她称格拉斯哥 COP26 气

候峰会是一次“突破性会议”。
5
总统表示，如果无法真正

实现各国商定的排放量，下一次峰会就只能讨论污染对地

球破坏和不可逆转的后果。因此，如果我们无法做出及时

的行动，这种情况就真的会发生。总统还强调了青年人对

气候变化的看法。她表示，青年人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

了。同时，在斯洛伐克，高达三分之二的年轻人认为政治

家未能解决气候危机。令人震惊的是，很多年轻人不想生

育，因为他们认为地球的未来并不美好，而这一现象不仅

出现在斯洛伐克。总统说，自己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担

心有多少年轻人会因为气候危机而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

的心态表明，年轻人不相信气候目标会在不久的将来实

现，而且认为地球会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根据斯洛伐克

5 The Slovak Spectator. 2021. Čaputová: We are failing the effort to prevent the
irreversible devastation of our planet.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spectator.sme.sk/c/22776184/caputova-we-are-failing-
the-effort-to-prevent-the-irreversible-devastation-of-our-plan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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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 MEDIAN 在斯洛伐克年轻人中进行的调查显示，16

至 35 岁的斯洛伐克人中，39%对气候危机的影响非常关

注。

与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家们（甚至没有参加会议）相

反，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减少污染。1990 年以来，斯洛伐克

排放减少了 46%，其中甲烷排放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同时，

斯洛伐克自 2023 年开始，将不会再使用煤炭发电。在后疫

情时代的援助中，斯洛伐克的资金支持将集中在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项目及交通和工业的绿色转型。

总统还提到，每个人都应该开始减少污染，不能够仅

仅等待国家的行动。她自己以身作则，乘坐商业航空公司

航班去参加峰会。大多数政治家乘坐的私人航班，则是污

染最严重的交通工具。这也是公民普遍存有怀疑心理的原

因，因为参加气候峰会很快就会变成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

“镀金”行为。

结语

斯洛伐克的联合国成员国身份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支

柱之一。尽管斯洛伐克是一个小国，但其在联合国的参与

不容忽视。斯洛伐克在联合国的根基可以追溯到《联合国

宪章》。同时，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实现发展目标以及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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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斯洛伐克以世界闻名的外交官为骄傲。扬·帕帕内

克是《联合国宪章》的作者之一，米罗斯拉夫·莱恰克

（Miroslav Lajčák）曾担任第 72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扬·库比什担任利比亚问题特使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

团团长。斯洛伐克积极捍卫人权，参与世界各地的维和行

动。今年 11 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气候峰会在联合

国内引起共鸣。世界各国领导人参加了峰会开幕式，其中

包括斯洛伐克总统。斯洛伐克的态度十分明确，即我们必

须立刻采取行动，以防止气候危机。必须要实现峰会上政

治家们提出的目标，因为就同斯洛伐克总统所指出的，许

多斯洛伐克青年人认为这些目标皆是空话。如果不遵守承

诺，不仅是地球，整个人类社会都将面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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