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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届会议 
2007 年 6 月 6 日至 15 日，维也纳 
 

 

 
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 

3. 主席致词。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5. 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方式和方法。 

6. 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第三次外空会议）各项建议

的执行情况。 

7.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8.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9. 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现况审查。 

10. 空间与社会。 

11. 空间与水。 

12. 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将天基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可持续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 

 * 由于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 2007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5 日举行的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定稿

日期推迟，本文件没有在十周规则要求的时间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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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事项。 

14. 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二. 说明* 
 

3. 主席致词 
 
在委员会通过议程之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将按照拟议的工作安排

致词，回顾自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以来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事态发展。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委员会开始其实质性工作时将首先一般性地交换意见。 
 

5. 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方式和方法 
 
大会在其 2006 年 12 月 14 日第 61/111 号决议第 36 段中请委员会继续作为优先

事项审议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方式和方法，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二届

会议提出报告；此外还同意委员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可根据美洲空间会议和非

洲领导人空间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得出的经验及空间技术在执行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方面可发挥的作用，继续考虑采取

一些方法促进区域和区域间合作。 
 

6. 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第三次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执
行情况 
 

大会在其 2004 年 10 月 20 日第 59/2 号决议中同意委员会应从第四十八届会议开

始，在以后各届会议上继续审议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

（第三次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直至委员会认为已取得具体成果。 

大会在其第 61/111 号决议第 37 段中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通过为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所处理的专题领域作出贡献，在其执行第三次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工作与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商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全体工作组应在其

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对涉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拟于 2008-2009 年期间处理的问题

的简明文件草稿进行第一次审查。1 全体工作组注意到秘书处将编写一份简明文

件草稿的订正本供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审议，其中将列入截至 2007 年 3 月 30

__________________ 

 * 说明和暂定工作日程表不属于拟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通过的议程的一部分。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和更正（A/61/20 和 Corr.1），第 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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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委员会成员国、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在委员会拥有常驻观察员地位的其他组

织提出的各种意见。 

大会在其第 61/111 号决议第 38 段中同意邀请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

展司司长参加委员会的各界会议，以便请其向委员会说明委员会如何能以最佳

方式协助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同意，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厅长应

参加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各届会议，以提高认识和增进空间科学和技术促进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惠益。 
 

7.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第 10 段的规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

议审议了下述实质性项目。 
 
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载有对 2006 年和 2007 年联合国

空间应用方案及其活动的审查（A/AC.105/890，第 31-41 段）。小组委员会建议

核准 2007 年的拟议活动方案（A/AC.105/890，第 41 段）。外层空间事务厅将

向委员会简要介绍 2008 年的拟议活动。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第 13 段的规定，小组委员会重新召集了其全体工作

组，该工作组除其他外审议了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小组委员会核可了全体工

作组的报告，包括其对空间应用方案的审议情况（A/AC.105/890，第 30 段和附

件一第 3 和 4 段）。 

大会在其第 61/111 号决议第 19 段中同意，联合国附属各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区

域中心应继续每年向委员会提交活动报告。 

大会在其第 61/111 号决议第 42 段中同意，委员会应继续审议关于国际卫星搜索

救援系统活动的报告，以此作为其在题为“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的

议程项目下审议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的工作之一，并请会员国就其关于该系统

的活动提出报告。 
 
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第三次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执
行情况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对第三次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0，第 55-67 段）。 

依照大会第 61/611 号决议第 13 段的规定，小组委员会请全体工作组审议第三次

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小组委员会核可了该工作组关于第三次外空会

议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建议（A/AC.105/890，第 56 段和附件一第 5-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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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卫星遥感地球有关的事项，包括为发展中国家应用此项技术和对地球环境的
监测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对这一项目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 
AC.105/890，第 68-78 段）。 
 
空间碎片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根据其第四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

（A/AC.105/848，附件二，第 6 段），审议了关于空间碎片的议程项目。小组

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对空间碎片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0，第 79-
101 段）。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商定，应于 2006 年在国家一级分发由空

间碎片工作组编写的空间碎片缓减准则草案，以争取各国同意在小组委员会第

四十四届会议上核准该准则（A/AC.105/869，第 103 段）。小组委员会第四十

四届会议通过了其空间碎片缓减准则（A/AC.105/890，第 99 段和附件四）。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根据其 2003 年第四十届会议通过（A/ 
AC.105/804，附件三）并经其 2005 年第四十二届会议修订（A/AC.105/848，附

件三）的工作计划，审议了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议程项目。小组委

员会有关这一项目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0，第 102-114 段）。 

依照大会第 61/611 号决议第 15 段的规定，小组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四届会议上重

新召集了其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小组委员会核可了该工作组

的报告（A/AC.105/890，第 112 段和附件二）。 

该工作组在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期间，修订并最后审定了其题为“制定

关于计划中和目前可预见的核动力源外层空间应用所涉安全问题的目标和建议

的国际技术性框架”的报告（A/AC.105/C.1/L.289/Rev.1）。 

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核可了该工作组的建议，即为了编写并出版关于外

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问题的安全框架，应当以设立一个由小组委员会和国际原

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代表组成的联合专家组的方式，在小组委员会和原子

能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在这方面，小组委员会核可了工作组提出的 2007-
2010 年新工作计划（A/AC.105/890，第 113 段）。 
 
近地天体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根据其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A/AC.105/ 
823，附件二，第 18 段）并经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修订（A/AC.105/848，附件

一，第 20 段）的工作计划，审议了关于近地天体的议程项目。 



 

 5 
 

 A/AC.105/L.267

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对近地天体议程项目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 
AC.105/890，第 115-125 段和附件三）。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第 16 段，小组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四届会议上设立了一

个近地天体问题工作组。小组委员会核可了近地天体问题工作组的报告，其中

包括该工作组 2008-2010 年期间的工作计划（A/AC.105/890，第 125 段和附件

三）。 
 
借助空间系统的灾害管理支助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按照其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A/AC.105/ 
823，附件二）并经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修订（A/AC.105/848，附件一）的三年期

工作计划，审议了关于借助空间系统的灾害管理支助议程项目。小组委员会有

关这一项目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0，第 126-142 段）。 

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大会在其 2006 年 12 月 14 日第 61/110 号决议第 6 段

中，决定在联合国内部设立一个方案，以向所有国家和所有相关国际和区域组

织全面提供与灾害管理有关的所有类型的天基信息和服务。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大会在其第 61/110 号决议第 15 段中，同意将该方案命名为联

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天基信息平台，并作为外层空间事务厅厅长领导下的一个

方案来执行。 

小组委员会商定，在外层空间事务厅为实施该新方案而采取的步骤中，将编写

一份概述灾害管理和应急天基信息平台成立背景的报告供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

审议（A/AC.105/890，第 137(f)段）。 
 
2007 国际太阳物理年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根据其第四十二届会议通过的三年期工

作计划（A/AC.105/848，附件一），审议了关于 2007 国际太阳物理年的议程项

目。小组委员会有关这一项目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0，第 143-158
段）。 
 
审查地球静止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特征、地球静止轨道的利用和应用，除其
他外包括空间通信领域的利用和应用，以及与空间通信发展有关的其他问题，
同时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依照大会第 61/611 号决议第 10 段，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四届会议

上继续作为单一讨论议题/项目而对该议程项目进行了审议。小组委员会关于该

项目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0，第 159-1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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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第 10 段和第 13 段，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其第四

十四届会议上请全体工作组对其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进行审议。小

组委员会核可了全体工作组有关该临时议程草案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全体工

作组的报告（A/AC.105/890，第 170 段和附件一第 22 段）。 

全体工作组商定就空间研究委员会（空间研委会）和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宇

航联合会）年度专题讨论会和关于加强与工业界伙伴关系的专题讨论会（工业

专题讨论会）的日程安排采取新做法。因此，由外层空间事务厅组办的工业专

题讨论会将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在不举行工业专题讨论会的年份，空间研委会

和宇航联合会将轮流组办专题讨论会。 

全体工作组商定，将于 2008 年组织召开工业专题讨论会，议题为“新兴航天国

家的空间工业”。全体工作组还商定，该专题讨论会将在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

届会议第一周期间举行（A/AC.105/890，附件一，第 24 和 25 段）。 
 

8.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审议

了下述实质性项目。 
 
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况和适用情况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继续对关于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况和

适用情况的议程项目进行了审议。小组委员会对该项目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 
AC.105/891，第 32-46 段）。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小组委员会重新召集了联合国五项外

层空间条约现况和适用情况工作组。小组委员会核可了该工作组的报告（A/ 
AC.105/891，第 44 段和附件一）。 

小组委员会核可了将该工作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的建议。商定 2008 年小组委

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将审查此期限之后是否需要再延长该工作组的任务期限

（A/AC.105/891，第 45 段）。 
 
国际组织有关空间法的活动的情况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了国际组织有关空间法的活动的情况

这一议程项目。小组委员会的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1，第 47-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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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定和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有关的事项，包括审议
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能的情况下，确保合理和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
法和途径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该议程项目。小组委员会的审议情

况见其报告（A/AC.105/891，第 63-90 段）。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第 7 段的规定，法律小组委员会重新召集了外层空间

定义和划定工作组。小组委员会核可了该工作组的报告（A/AC.105/891，第 89
段和附件二）。 
 
审查和可能修订《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继续将关于审查和

可能修订《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的议程项目作为供讨论的单个问

题/项目进行了审议。小组委员会商定将该项目保留在其第四十七届会议的议程

中。小组委员会对该项目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1，第 91-10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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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情况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将研究和审查有关

《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空间资产特有事项议定书草案的发展情况作为供讨

论的单个问题/项目进行了审议。小组委员会商定将该项目保留在其第四十七届

会议的议程中。小组委员会对该项目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1，第

101-118 段）。 
 
各国和国际组织在登记空间物体方面的做法 
 
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继续按照小组委员

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商定的工作计划（A/AC.105/805，第 136 段）审议关于各国

和国际组织在登记空间物体方面的做法的议程项目。小组委员会对该项目审议

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1，第 119-132 段）。 

根据该工作计划并依照大会第 61/111 号决议第 8 段的规定，小组委员会重新召

集了各国和国际组织在登记空间物体方面的做法工作组。小组委员会核可了该

工作组的报告（A/AC.105/891，第 128 段和附件三）。 

小组委员会对该工作组在 2005-2007 年期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小组委员会

尤其对工作组取得的成果即工作组结论要点表示满意（A/AC.105/891，附件

三，附录）。小组委员会认为，这些结论要点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

加强对《登记公约》的遵守并确立各国和国际组织在登记空间物体方面采用的

共同做法（A/AC.105/891，第 1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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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委员会同意，该工作组报告的附录（A/AC.105/891，附件三）连同 A/ 
AC.105/C.2/L.266 号文件第 18 段所载序言部分前六段，构成将提交大会的一项

决议草案的基础，但有待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同意（A/AC.105/891，第 131
段）。 
 
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拟由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审
议的新项目的提案 
 
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对该议程项目审议情况见其报告（A/AC.105/891，
第 133-143 段）。小组委员会就其报告所载拟建议委员会列入小组委员会第四

十七届会议议程的项目达成了一致意见（A/AC.105/891，第 138 段）。 
 

9. 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现状审查 
 
大会在第 61/111 号决议第 43 段中请委员会在其第五十届会议上继续审议题为

“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现况审查”的议程项目。 
 

10. 空间与社会 
 
大会在第 61/111 号决议第 44 段中请委员会在其第五十届会议上，根据委员会第

四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在题为“空间与社会”的议程项目下，继续审

议 2004-2006 年期间重点讨论的特别专题“空间与教育”。2 

按照该工作计划和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一致意见，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将

采取下列行动：(a)制定明确、具体的行动计划，将外层空间主题纳入教育、加

强空间知识教育、发展用于教育的空间手段以及确保空间服务促进实现普及教

育方面的《千年发展目标》；(b)编写关于空间在教育中的作用及空间与教育的

关系的简要文件，递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3 
 

11. 空间与水 
 
大会在第 61/111 号决议第 45 段中，同意委员会在其第五十届会议上继续审议题

为“空间与水”的议程项目。 
 

12. 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将天基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可持续发展 
 
大会在第 61/111 号决议第 48 段中，同意根据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的一项

多年工作计划，在其第五十届会议上审议一个新的项目，标题是“开展国际合

作，促进将天基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可持续发展”。4根据该工作计划，委员会第
__________________ 

 2 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58/20），第 239 段。 

 3 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和更正（A/61/20 和 Corr.1），第 245 和 260 段。 

 4 同上，第 301-30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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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届会议将听取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各非正式协调小组

对其各自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天基地理空间信息活动进行专题介绍，其中

包括联合国各区域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对地观测工作组秘书处、地球观

测卫星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13. 其他事项 
 
委员会未来作用和活动 
 
大会在第 61/111 号决议第 47 段中，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同意在其第五十届会议

题为“其他事项”的议程项目下，审议委员会未来作用和活动问题，并注意到

委员会主席可举行不限成员名额闭会期间非正式协商，以期向委员会提出其下

届会议可以审议的内容。 
 
委员会成员资格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注意到瑞士申请成为委员会成员。该小

组委员会还听取了玻利维亚观察员关于玻利维亚申请成为委员会成员的发言

（A/AC.105/890，第 4 段）。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将就这些请求作出决定。 
 
观察员地位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注意到欧洲南半球天文研究组织请求在

委员会享有常驻观察员地位（A/AC.105/890，第 6 段）。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

十六届会议注意到非洲地图绘制和遥感组织请求在委员会享有常驻观察员地位

（A/AC.105/891，第 7 段）。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将就每项请求作出决定。 
 
专题讨论会 
 
大会在第 61/111 号决议第 46 段中同意在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举行一次“空

间与水”专题讨论会。这次专题讨论会将于 2007 年 6 月 11 日下午举行。 
 
空间探索活动专题小组讨论会 
 
大会在第 61/111 号决议第 49 段中同意在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召开一次包括

有私营部门参与的空间探索活动专题小组讨论会。该专题小组讨论会将于 2007
年 6 月 6 日下午举行。 
 
其他事项 
 
委员会不妨酌情讨论上述事项以外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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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暂定工作日程表* 
 

日期 
议程 
项目 上午 

议程 
项目 下午 

1 会议开幕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2 通过议程  空间探索活动专题小组讨论会 

3 主席致词   

2007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三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4 一般性交换意见 2007 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5 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方式

和方法 
5 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方

式和方法 
 6 第三次外空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 6 第三次外空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 
     

2007 年 6 月 8 日， 
星期五 

5 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方式

和方法  
6 第三次外空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 

 6 第三次外空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 7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

届会议的报告 
 7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

会议的报告 
8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

的报告 
     

2007 年 6 月 11 日，

星期一 
7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

会议的报告 
7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

届会议的报告 
 8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

报告 
9 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现况审查 

 
 9 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现况审查  空间与水专题讨论会 
     

2007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二 
8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

报告 
8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

的报告 
 9 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现况审查 11 空间与水 
 10 空间与社会 12 将天基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可持续

发展 
 13 其他事项   
     

10 空间与社会 10 空间与社会 
11 空间与水 11 空间与水 

2007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三 
12 将天基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可持续发

展 
12 将天基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可持续

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 

 *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商定，将继续向各成员国提供暂定工作日程表，但

不影响对具体议程项目审议的实际时间安排（《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50/20），第 169(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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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议程 
项目 上午 

议程 
项目 下午 

 13 其他事项 13 其他事项 
     

12 将天基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可持续发

展 
12 其他事项 2007 年 6 月 14 日，

星期四 
13 其他事项   

     

2007 年 6 月 15 日，

星期五 
14 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14 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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