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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城市峰会在1994年由福冈市倡议设立，旨在通过国际城市间合作解决亚太地区的城市问题。

各个城市的代表们汇聚一堂，共同分享城市面临的课题和解决课题的措施，同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为构建城市间的联络网做出贡献。

2018年8月在福冈市举办的第12届亚太城市峰会的主题是基于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

持续居住的城市建设”，共有来自16个国家32个城市的代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

构、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等400名以上人士参加。

2020年11月，福冈市将再次携手联合国人居署福冈本部，共同举办第13届亚太城市峰会。本次

峰会将基于“解决城市面临的课题将有助于解决全球性课题”这一认知，以“SDGs（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本地化～迈向2030年”为主题展开积极的讨论。

我期待与各位相会在美丽的福冈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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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冈市长
高岛宗一郎

Newsletter No. 46



日 程：2020年11月9日（周一）～11日（周三）

会 场：福冈海鹰希尔顿酒店（福冈市中央区）

主 办：福冈市、联合国人居署福冈本部

主 题：SDGs的本地化～迈向2030年～

01 第13届亚太城市峰会

第12届亚太城市峰会确立了“城市”在实现SDGs的过程中必不可缺且责任重大这一认知。

SDGs已被指出进展缓慢，为了在2030年前实现目标，除了国际性和国家性政策以外，在与

市民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领域推进政策的“城市”的作用至关重要。

因此，第13届亚太城市峰会将以“SDGs的本地化～迈向2030年”为主题，在亚太地区的城

市间共同分享符合地区特征的有关SDGs的优秀事例，同时共同探讨如何将其继续发展下去。

日程安排（计划）

第1天：11月9日（周一） 第2天：11月10日（周二） 第3天：11月11日（周三）

开幕式

主题演讲

联合国人居署分会

茶歇・交流会

双边会谈

合影留念

欢迎宴会

分论坛

分主题演讲

全体会议

闭幕式

茶歇・交流会

双边会谈

考察博多老街、美术馆

欢送会

分主题考察

- 创业设施

- 智能城市

- 积水应对设施（雨水调整池）

- 水管理中心 等

观看大相扑比赛

参加者（计划）

■亚太城市峰会会员城市：15个国家32个城市

■第13届亚太城市峰会观察员城市：拥有SDGs相关优秀事例的城市等

■政府机构：亚太地区的政府等

■国际机构：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等

■民间企业：拥有SDGs相关优秀事例的民间企业等

■大学：拥有SDGs相关学术见解或优秀事例的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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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02 SDGs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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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与会各国首脑共

同审查自2015年通过SDGs以来过去4年间的举措，并为实现SDGs提升势头。

联合国古特雷斯秘书长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已经偏离了正轨”，他对SDGs的缓慢进展表现了强

烈的危机感。此外，加盟联合国的19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宣言中也对消除贫困、女性赋权、气候

变动等多个领域的缓慢进展表达了忧虑，同时指出有必要加快行动。

（2019年9月24日～25日 美国・纽约）

Voluntary Local Review Declaration

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由纽约市主办、城市主导的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自愿地方审查》

相关宣言的签署仪式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包括纽约、洛杉矶、巴塞罗那、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在内的22个城市进行了签署，并

决定致力于基于该宣言的城市间的进一步合作来解决课题并实现SDGs。

该宣言的主要承诺如下。

(1) 梳理城市的基本规划等与SDGs的关联性

(2) 举办与SDGs相关的论坛

(3) 向联合国提交关于SDGs的审查

（2019年9月25日 美国・纽约）

The United Nations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P25

为推进全球共同实施气候变暖应对举措，自2019年12月2日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

会议上，关于《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围绕在他国实现的减排量算入本国的目标达成份额这

一“市场机制”，因谈判各方分歧严重，虽然会期比原计划延长2日并持续交涉，但最终仍未达成

共识，决定留待下次COP26再讨论 。

此外，对于《巴黎协定》中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2℃以内这一目标，虽对提升温室气体

的减排目标达成了共识，但并未将提升目标作为义务纳入协定。

（2019年12月2日～15日 西班牙・马德里）



03 来自联合国人居署福冈本部的报告 | 世界城市论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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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届世界城市论坛（World Urban Forum: WUF）在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召开。“世界城市论坛”是

由联合国人居署设立举办的国际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此

次是首次在中东地区召开。

本次会议以“Cities of Opportunities”为主题，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和各组织加深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合

作，共同分享了面临的课题和更好的措施。

下一届，即第11届世界城市论坛计划于波兰的卡托维兹召开。

第10届世界城市论坛召开

概要

因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安导致会议的预先登记和到场人

数受到了影响，但仍然有超过1万3千人从世界各国（168个

国家[暂定] ）前来参加。

此次会议总共举办了500多个活动，来自各个机构的演讲

者超过600人。同时，第10届世界城市论坛的女性演讲者超

过了男性演讲者，是一次实现了性别平等的会议。

备受瞩目的“福冈方式”垃圾填埋技术

在世界城市论坛举行的大约80场会外活动中，有一场对

使用“福冈方式”垃圾填埋技术进行的活动做了介绍。“福

冈方式”已被包括马来西亚和肯尼亚在内的世界各地采用，

目前正被引入埃塞俄比亚和缅甸。

联合国人居署福冈本部、福冈大学松藤名誉教授在当地

与各个城市开展了交流，针对福冈方式的概要做出了说明，

并共同探讨了采用的可能性。

城市职责的重要性

闭幕式上通过了宣言书。宣言书对国际机构、政府、民

间团体等各个主体应发挥的作用做出了阐述，并强调了城市

的职责的重要性。

关于宣言书的详细内容请前往以下页面确认。

https://wuf.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

02/WUF10_final_declared_actions.pdf

https://wuf.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2/WUF10_final_declared_actions.pdf


“福冈100”是指，展望人生100年时代的到来，打造人人身心健康，活出自我的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系统，也就是打造“个人”和“社会”都幸福的健康、长寿的模范社会的理念以及为具体实

现该理念而制定的100项行动的总称。

“福冈100”计划在2025年前开展100项行动。自2017年7月制定以后，迄今为止已经开展了56

项行动。

行动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例如灵活运用AI、IoT等先进技术的项目，产业界和学术界、政府

合作项目等。这次为大家介绍与地区社会的生活紧密相关的2项行动。

在人生100年的时代
为打造健康长寿模范社会的
100项行动

长椅项目

福冈市希望打造人人都能轻松外出的城

市环境，为此正在推进在公交车站等日常

生活场所设置长椅的“长椅项目”。

不仅在人行道、市政所有地设置长椅，

同时通过为靠近公交车站或人流量大的地

方的私有地提供购买长椅的补助，携手地

区社会和企业，共同推进“长椅项目”。

福冈健康实验室

福冈健康实验室是在市民的参与下，对能够在玩

乐中自然进行保健活动（养成健康行为习惯）的产品

和服务的效果实施验证、评估、认证的机制。

社会实验的结果，如被评估为具有促进养成健康

行为习惯的效果，福冈健康实验室将认证其为“可在

玩乐中自然进行保健活动的产品”，并通过提供宣传

机会等，推动该产品或服务的普及，支援其在社会的

运用，从而延长市民的健康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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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福冈市为实现SDGs采取的举措

经福冈健康实验室认证的服务在实施时的情景

设置在市内各地的长椅的照片和长椅项目的宣传图



05 来自亚太城市峰会事务局的通知

我们期待来自各会员城市的投稿。欢迎踊跃提供贵市的热门话题、新开展的业务、解决城市问

题的关键措施等。

（通讯内容上传在亚太城市峰会网站，也会通过E-mail方式寄给各会员城市。）

欢迎踊跃提供信息

今后亚太城市峰会的举办计划

举办时间 会议名称 举办地

2020年11月9日～11日 第13届亚太城市峰会 福冈市（日本）

2022年 第14届亚太城市峰会 待定

※第14届亚太城市峰会的举办地将在第13届亚太城市峰会的全体会议上经协商后决定。

亚太城市峰会旨在通过举办市长会议和实务工作者会议，构建城市合作的联络网，从而解决亚

太地区的城市问题。

亚太城市峰会会员城市

【澳大利亚联邦】

布里斯班市

【柬埔寨王国】

金边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沙市、大连市、广州市、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海市、乌鲁木齐市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雅加达特别市

【日本国】

福冈市、鹿儿岛市、北九州市、熊本市、宫崎市、

长崎市、那霸市、大分市、佐贺市

【马来西亚】

怡保市、吉隆坡市

【缅甸联邦共和国】

仰光市

【新西兰】

奥克兰市

【菲律宾共和国】

马尼拉市

【大韩民国】

釜山广域市、光阳市、济州特别自治道、

浦项市

【俄罗斯联邦】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新加坡共和国】

【泰王国】

曼谷市

【美利坚合众国】

檀香山市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胡志明市
15个国家32个城市

【编辑・发行】2020年3月28日

亚太城市峰会事务局（福冈市总务企划局国际部）

〒810-8620 福冈市中央区天神1-8-1 电话: +81-(0)92-711-4028

Email: apcs@city.fukuoka.lg.jp 官网: http://apcs.city.fukuoka.lg.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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