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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0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1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 
 
1. 通过议程。 

2. 选举主席。 

3. 主席致辞。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5. 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状和适用情况。 

6. 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与空间法有关的活动情况。 

7. 与下列方面有关的事项： 

 (a)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b) 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能的

情况下确保合理和公平地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和方法。 

8. 审查并视可能修订《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9. 研究和审查有关《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空间资产特有事项议定书草案

的最新情况。 

10. 空间法能力建设。 

11. 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的国家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12. 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国家立法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__________________ 

 * 大会在第 64/86 号决议第 4 段中同意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审议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所建议的项目，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
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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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提出的拟由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审议

的新项目提案。 
 
议程说明 
 

2. 选举主席 
 

大会第 64/86 号决议第 43 段核可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在 2010-2011 年期间的

主席团构成，并同意委员会及各小组委员会应依照有关构成在其 2010 年各自届

会上选出主席团成员。1 

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一致选举 Ahmad Talebzadeh（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担任

法律小组委员会主席。1 

 

5. 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状和适用情况 
 

大会在第 64/86 号决议第 5 段中同意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重新召集其联合

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现状和适用情况工作组。 

小组委员会 2001 年第四十届会议商定，该工作组的讨论所涉及的议题应包括：

各项条约的现状、审查条约执行情况和阻碍其获得普遍接受的障碍，以及特别

通过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促进空间法（A/AC.105/763 和 Corr.1，第 118 段）。 

小组委员会 2002 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一致认为，该工作组可审议其在讨论中可能

提出的任何类似的新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属于工作组的现行任务范围

（A/AC.105/787，第 140 段）。 

在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该工作组一致认为，成员国在处理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活动的协定》（大会第 34/68 号决议，附件）

加入国不多这一问题时，将继续在小组委员会 2010 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讨论以

下问题（A/AC.105/935，附件一，第 4(b)段和第 17 段）： 

 (a) 处理目前正在或近期内将要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开展的活动； 

 (b) 确定加入《月球协定》有哪些益处； 

 (c) 查明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开展的活动所应遵守的国际和国家规则； 

 (d) 评估现有各项国际规则是否充分处理了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活动。 

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商定，小组委员会将于 2010 年举行的第四

十九届会议上审查是否有必要将该工作组的任务授权延长到 2010 年之后

（A/AC.105/935，第 39 段）。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64/20），第 3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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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与空间法有关的活动情况 
 

成员国在讨论项目 6 时，似宜提请法律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各国际组织开展的与

空间法有关的各项活动的情况。 
 

7. 与下列方面有关的事项： 
 
(a)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b) 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能的情况下确

保合理和公平地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和方法。 
 

大会在第 64/86 号决议第 5 段中同意小组委员会重新召集其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

有关事项工作组。 

小组委员会 2000 年第三十九届会议商定，项目 6(b)仍应作为其议程中的一个经

常性项目，但关于这个议程项目的工作组将只审议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有

关的事项（A/AC.105/738，第 108 段）。 
 

8. 审查并视可能修订《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专家组的工

作，在制定《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合作

（A/AC.105/935，第 88 段）。 

法律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六届会议

通过了《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安全框架》（A/AC.105/934）。 

大会在第 64/86 号决议第 11 段中满意地欢迎经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核可的

《安全框架》。 
 

9. 研究和审查有关《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空间资产特有事项议定书草案的 
最新情况 

 
法律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对外层空间事务厅作为观察员参加统法

协会的谈判会议表示满意，一致认为外空事务厅应继续参加这些会议

（A/AC.105/935，第 111 段）。 

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一致认为，2010 年第四十九届会议议程应保留本项

目（A/AC.105/935，第 1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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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空间法能力建设 
 

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一致认为，空间法能力建设、培训和教育极

其重要，有助于作出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进一步发展空间科学技术实践，

并增进对开展空间活动的法律框架的认识，还强调了小组委员会在这方面的重

要作用（A/AC.105/935，第 116 段）。 

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建议，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成员国和常驻观察

员向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报国家、区域或国际层级在空间法能力建设

方面采取或计划采取的行动（A/AC.105/935，第 145 段）。 
 

11. 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的国家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注意到，一些国家已加强了本国管辖空间碎

片减缓事宜的机制，其途径是：指定政府监管机构，让学术界和业界参与，以

及制订新的法律规范、指示、标准和框架（A/AC.105/935，第 153 段）。 
 

12. 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国家立法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大会在第 64/86 号决议第 5 段中同意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重新召集其

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相关国家立法工作组。 

该工作组将继续研究各成员国就其空间活动方面的国内立法所作的答复，并按

照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报告中所载的 2008-2011 年期间工作计划

（A/AC.105/891，第 136 段），着手起草包括结论在内的报告。 

在 2009 年举行的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该工作组商定，在 2010 年举

行的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工作组应当进一步审查第四十八届会议期

间所处理的问题。工作组还商定，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例如各国如何监

管向第三方转让空间物体所有权和移交已获批准开展的空间活动、私人个人参

加空间飞行，以及在服务提供商合同中处理卫星在外层空间碰撞的赔偿和责任

问题（A/AC.105/935，附件三，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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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安排 
 
1. 已对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日程做了安排，从而能够为根据项目 5、7(a)和
12 召集的各工作组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 

2. 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一致认为，应当邀请国际空间法研究所

和欧洲空间法中心组织在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第一周举行一次专题讨论

会（A/AC.105/935，第 189 段）。 

3. 暂定工作日程表载述如下。 
  
暂定工作日程表 a 

日期 上午 下午 

2010 年 3 月 22 日至 26 日的一周 

3 月 22 日，星期一 项目 1. 通过议程 主题为“国家空间立法：为空间

活动的增长精心打造法律引擎”

的专题讨论会 
项目 2. 选举主席 

项目 3. 主席致辞 

项目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3 月 23 日，星期二 项目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5. 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

现状和适用情况 b 

项目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5. 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

的现状和适用情况 b 

项目 6. 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与空间法有关的活动情况 
项目 6. 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与空间法有关的活动情况 

3 月 24 日，星期三 项目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5. 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

的现状和适用情况 b 

项目 5. 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

现状和适用情况 b 
项目 6. 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与空间法有关的活动情况 

项目 6. 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与空间法有关的活动情况 
项目 11. 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

关的国家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

流 

3 月 25 日，星期四 项目 7(a).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c 项目 7(a).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c

项目 7(b). 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

用 
项目 7(b). 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

利用 

项目 10. 空间法能力建设 项目 10. 空间法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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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项目 11. 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的

国家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项目 11.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

的国家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3 月 26 日，星期五 项目 7(a).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c 项目 7(a).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项目 7(b). 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

用 
项目 7(b). 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

利用 

项目 10. 空间法能力建设 项目 10. 空间法能力建设 

项目 11. 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的

国家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项目 12. 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

空间有关的国家立法方面的一般

信息交流 d 

2010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的一周 

3 月 29 日，星期一 项目 8. 核动力源 项目 8. 核动力源 

项目 9. 研究和审查有关《移动设备

国际利益公约》空间资产特有事项

议定书草案的最新情况 

项目 9. 研究和审查有关《移动设

备国际利益公约》空间资产特有

事项议定书草案的最新情况 

项目 12. 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有关的国家立法方面的一般信息交

流 d 

项目 12. 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

空间有关的国家立法方面的一般

信息交流 d 

3 月 30 日，星期二 项目 9. 研究和审查有关《移动设备

国际利益公约》空间资产特有事项

议定书草案的最新情况 

项目 8. 核动力源 

项目 12. 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有关的国家立法方面的一般信息交

流 d 

项目 9. 研究和审查有关《移动设

备国际利益公约》空间资产特有

事项议定书草案的最新情况 

项目 13. 向委员会提出的新议程项目

提案 
项目 13. 向委员会提出的新议程

项目提案项目 

3 月 31 日，星期三 项目 8. 核动力源 项目 13. 向委员会提出的新议程

项目提案 
项目 13. 向委员会提出的新议程项目

提案 

通过议程项目 5 工作组的报告 通过议程项目 7(a)工作组的报告 

4 月 1 日，星期四 通过议程项目 12 工作组的报告 通过法律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通过法律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a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在 1995 年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商定，应当停止那种将

具体议程项目分配给届会具体会议的做法，并且为了协助会员国制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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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为其提供暂定工作日程表，但该表并不影响审议具体议程项目的实际

时间安排（《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50/20），

第 169(b)段）。 
b 拟根据大会第 64/86 号决议第 5 段重新召集的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现状

和适用情况工作组，将在分配用于审议项目 5 的时间内开会。法律小组委员

会将于 3 月 31 日星期三恢复审议项目 5，以便通过该工作组的报告。 
c 拟根据大会第 64/86 号决议第 5 段重新召集的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

组，将在分配用于审议项目 7(a)的时间内开会。法律小组委员会将于 3 月 31
日星期三恢复审议项目 7(a)，以便通过该工作组的报告。 

d 拟根据大会第 64/86 号决议第 5 段重新召集的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有

关的国家立法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工作组，将在分配用于审议项目 12 的时间

内开会。法律小组委员会将于 4 月 1 日星期四恢复审议项目 12，以便通过该

工作组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