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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草稿
第二章
建议和决定
G.

空间与气候变化
1. 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67/113 号决议，审议了题为“空间与气候变化”的议程
项目。
2. 巴西、埃及、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巴
基斯坦、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瑞士和美国的代表在该项目下
作了发言。智利代表（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也作了发言。在一般性
交换意见期间，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也就该项目作了发言。
3.

委员会在该项目下听取了下列专题介绍：
(a) 沼气遥感激光雷达任务，由德国和法国代表介绍；
(b) 在空间给地球做体检：“水珠号”，由日本代表介绍；

(c) “太阳易变性及其对地影响”方案，由日地物理学科学委员会观察员
介绍。
4. 委员会注意到，气候变化据认为是当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所述，它是一个跨领域问
题，通过各种过程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世界各个区域，如全球变暖、海冰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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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冰体缩减、海平面升高、大规模洋流系统发生变化、不稳定的天气条件，
以及更强烈或更极端的天气事件，如暴风雨、热带气旋、洪水和旱灾。
5. 委员会注意到，卫星观测和源于空间的数据是跟踪气候变化的各种表现所
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与地面观测共同提供了对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的综合视
角，并使人了解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卫星
数据也是国际评估发展的关键，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评估，以
及世界气象组织的臭氧评估。
6. 委员会注意到，迫切需要关注气候变化，而且必须进行国际合作，提供地
面观测和实地观测以补充、核实和改进卫星数据。在这方面，委员会还指出，
开放提供可靠的天基地球观测数据将会加强在抗击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并适应
其各种效应方面的全球努力。
7. 委员会注意到，一些成员国已经发射或计划发射地球观测卫星，以跟踪气
候变化的表现和效应。委员会还注意到，有几个国家的空间机构开展了若干合
作，发射卫星监测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与之相关的参数。
8. 委员会注意到，在 201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8 日于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按照《京都议定书》第 3 条第 9 款对其进行的修正
（多哈修正）”的第 1/CMP.8 号决定，1其中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
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的新承诺，这些缔约方商定在第二承诺期即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履行承诺。
9. 委员会注意到，北极理事会基努那部长级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在瑞典
举行，在其题为“北极展望”的宣言中承认北极环境的独特性和脆弱性。委员
会还注意到，中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大韩民国和新加坡等非北极国家获
得了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地位，以协助就极地区域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气候变化
效应问题提供专业知识。
10. 一些代表团讲述了本国对地球观测组织、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全球对地
观测分布式系统、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气象卫星协调小组开展的与气候变化有
关的活动给予支持的工作，以及为协助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展
的全球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而作的努力。
11.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有必要支持世界气象组织所做的工作，包括“从空
间观测气候的架构”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12. 一些代表团讲述了本国使用卫星作为不可或缺的工具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悬
浮颗粒、其他一些基本气候变量，以及冰川、极盖中的海冰和格陵兰岛冰盖的
融化、土地覆盖情况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进行监测的工作。
13.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气候变化导致了沙漠化，引发了灾害，对海洋生态
系统和海洋生物造成了影响，气候变化效应波及了可持续发展的几乎所有方
面。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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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意见认为，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范围和严重程度损害了所有国家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要抵御气候变化，必须立
即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采取行动。

I.

委员会未来的作用
15. 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67/113 号决议审议了题为“委员会未来的作用”的议程
项目。
16. 委员会回顾其第五十五届会议商定在其 2013 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
该项目，仅限一年。
17. 智利、中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和墨西哥的代表在该项目下作了发
言。在一般性交换意见期间，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也就该项目作了发言。国际电
联的观察员也在该项目下作了发言。
18.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现任主席提交的题为“空间研究和应用的下一
阶段全球治理”的讨论文件（A/AC.105/2013/CRP.10），该文件是委员会主席
2012 年提交的文件（A/AC.105/2012/CRP.4）的修订和更新版。
19. 委员会主席作了发言，介绍了其提交的文件的主要内容，并强调其目的是
激发思考并促进就委员会所面对的各种跨领域问题进行公开对话。在这方面，
主席指出了三大支柱，其一是加强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作为国际空间科学技
术合作和长期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独一无二的全球平台的作用；其二是促进委
员会同空间活动方面的区域合作机制和区域间合作机制之间的对话，特别是为
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其三是激励空间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继续进步，以造福全人
类。
20.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其未来作用的许多问题已在其他议程项目下有所讨
论，因此将反映在本报告的其他部分中。
21.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委员会及其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和法律小组委员
会确实是全球促进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独一无二的共同平台，因此应
增强这三个机构在其共同面对的跨领域问题上的互动。
22.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必须加强制定空间活动规范
的工作，特别是鉴于空间领域中新的行动方日益增多，包括私营部门的参与。
23. 有意见认为，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应当更积极地促进实施五项联合国外
层空间条约，并协助就与空间法有关的事项达成协商一致，更有效地规范新的
空间活动（其目的包括保护空间环境），并更加务实地促进空间活动国际合
作。
24. 有意见认为，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以及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做
准备的全球进程需要空间领域的所有利益方的参与，在这方面，委员会及其小
组委员会有责任增强其在国际空间活动总体管理方面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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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意见认为，鉴于委员会自五十多年前成立以来取得的宝贵成就，现在已
经是加强委员会未来作用的时候，要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评估适应其未来前景
和任务的组织要求。
26. 委员会商定在 2014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项目，仅限一年。

J.

其他事项
27. 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67/113 号决议审议了题为“其他事项”的议程项目。
28. 智利、法国、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在该项目下作
了发言。在一般性交换意见期间，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也就该项目作了发言。白
俄罗斯和加纳的观察员作了发言。伊斯兰空间科学和技术网的观察员也作了发
言。
2014-2015 年期间委员会主席团及其附属机构主席团的构成

1.

29. 根据大会第 67/113 号决议并根据大会第 52/56 号决议所核可的与委员会及
其附属机构工作方法有关的措施，2委员会审议了 2014-2015 年期间委员会主席
团及其附属机构主席团的构成事宜。
30. 委员会注意到非洲国家、东欧国家、西欧国家及其他国家分别对委员会主
席、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主席和法律小组委员会主席这些职务的提名
（A/67/20，第 328、330 和 331 段）。
31. 委员会还注意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已经决定厄瓜多尔将提名其代表担
任 2014-2015 年期间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务（A/67/20，第 329 段）。就此，委
员会促请厄瓜多尔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之前提名其代表担任这一职务。
32. 委员会促请亚洲国家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之前提名其候选人担任委员会
第二副主席/报告员职务。
委员会成员

2.

33. 委员会欢迎白俄罗斯申请成为委员会成员（A/AC.105/2013/CRP.4），并决
定向大会 2013 年第六十八届会议提出以下建议，即白俄罗斯应当成为委员会成
员。
34. 委员会欢迎加纳申请成为委员会成员（A/AC.105/2013/CRP.3），并决定向
大会 2013 年第六十八届会议提出以下建议，即加纳应当成为委员会成员。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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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52/20），附件一；另见《大会正式
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58/20），附件二，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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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委员会鼓励已申请或正在考虑申请成为委员会成员的国家以及委员会成员
国若尚未加入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就考虑有否可能加入这些条约或至少加
入其中一些条约。
观察员地位

3.

36. 委员会注意到伊斯兰空间科学和技术网申请委员会常驻观察员地位。申请
书和相关的函件已以会议室文件 A/AC.105/2012/CRP.5 提交委员会。
37. 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在第六十八届会议上给予伊斯兰空间科学和技术网以
委员会常驻观察员地位。
38. 委员会请秘书处每年向其介绍有关享有委员会常驻观察员地位的非政府组
织享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 咨商地位的情况。
组织事项

4.

39. 委员会回顾其在 2011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就采取特定方法加强委员会各届
会议以及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和法律小组委员会各届会议的工作安排而达成
的一致意见，3并满意地注意到，这些措施已在各小组委员会及委员会的届会上
成功实施。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在安排议程项目时需要采取最大限度的灵
活性，以便使全体会议对议程项目的审议与工作组开展的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平
衡达到最优化。
40. 委员会收到希腊提交的关于与委员会成员资格、主席团的构成以及委员会
及其各小组委员会届会会期有关的事项的提案，该提案载于 A/AC.105/2013/
CRP.22 号会议室文件。
41. 一些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及其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和方法是用以加强
这些机构的运作和作用的关键要素，因此请各代表团建设性地参与就旨在使这
些机构的工作更有效率、更加着眼于成果的提案进行的磋商。
42. 有意见认为，各成员国应重视向秘书处及时提交文件，以确保为委员会及
其各小组委员会的届会及时将文件翻译成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
43. 有意见认为，如有可能，所有会议室文件都应译成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
44. 有意见认为，在为会议作日程安排时，应当优先安排在全体会议上和各工
作组中关于议程项目的实质性讨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而不是技术专题介
绍，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口译服务，并应就技术专题介绍对委员会所做工作的贡
献进行评估。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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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45. 委员会建议其 2014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审议下列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一般性交换意见。

3.

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4.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5.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6.

空间与可持续发展。

7.

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现况审查。

8.

空间与水。

9.

空间与气候变化。

10. 空间技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使用。
11. 委员会的未来作用。
12. 其他事项。

K.

委员会及其各附属机构的工作日程
46. 委员会商定了 2014 年委员会及其各小组委员会届会的以下暂定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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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点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2014 年 2 月 10 日至 21 日

维也纳

法律小组委员会

2014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4 日

维也纳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2014 年 6 月 11 日至 20 日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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