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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19 年 2 月 11 日至 22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说明 

 

  临时议程 

 

1. 通过议程。 

2. 主席致词。 

3. 一般性交换意见和介绍所提交的各国活动报告。 

4. 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5. 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 

6. 与卫星遥感地球相关的事项，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应用和地球环境监测。 

7. 空间碎片。 

8. 借助空间系统的灾害管理支持。 

9.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最近的发展。 

10. 空间天气。 

11. 近地天体。 

12. 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 

13.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14. 空间与全球健康。 

 
 * 因技术原因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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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的作用的情况下，审查地球静止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

特征及其利用和应用，包括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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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16.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17. 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说明
1
 

 

 2. 主席致词 

 

主席将致词回顾自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以来与其工作有关的发

展情况。主席致词之后，小组委员会将安排工作日程。 

 

 3. 一般性交换意见和介绍所提交的各国活动报告 

 

小组委员会将收到会员国提交的关于各自空间活动的书面年度报告

（A/AC.105/1189、A/AC.105/1189/Add.1 和 A/AC.105/1189/Add.2）。 

 

 4. 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大会在第 73/91 号决议第 20 段中确认，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下开展的能力建设活

动为参加这些活动的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独特的效益。 

小组委员会将收到下列文件： 

 (a) 联合国/巴西“基础空间技术：利用小卫星空间飞行创造新的机会”专题讨

论会的报告，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在巴西纳塔尔举行（A/AC.105/1194）； 

 (b) 联合国/奥地利“空间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伙伴关系和增进合作”专

题讨论会的报告，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奥地利格拉茨举行（A/AC.105/1196）； 

 (c) “空间技术促进社会经济效益”讲习班的报告，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30 日

在德国不来梅举行（A/AC.105/1197）； 

 (d) 联合国“载人航天技术”专家会议的报告，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在维

也纳举行（A/AC.105/1199）； 

 (e) 联合国/阿根廷“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应用”讲习班的报告，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23 日在阿根廷法尔达德尔卡门举行（A/AC.105/1205）； 

 (f) 联合国/巴基斯坦/阿布杜勒阿齐兹王储国际水奖机构第四次关于利用空间

技术促进水管理国际会议的报告，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在伊斯兰堡举行

（A/AC.105/1206）。 

 

__________________ 

 1 本说明和工作日程示意表不属于有待小组委员会通过的议程的组成部分。 

http://undocs.org/ch/A/AC.105/1189
http://undocs.org/ch/A/AC.105/1189/Add.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89/Add.2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4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6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7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9
http://undocs.org/ch/A/AC.105/1205
http://undocs.org/ch/A/AC.1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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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 

 

小组委员会将收到关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德国

关于“外空会议+50 之后和走向‘空间 2030’的前进道路”这一主题的高级别论坛

的报告（A/AC.105/1204）。 

大会在第 73/91 号决议第 9 段中同意小组委员会应当重新召集其全体工作组。 

全体工作组将审议关于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的项目。 

 

 6. 与卫星遥感地球相关的事项，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应用和地球环境监测  

 

依照第 73/91 号决议第 9 段，小组委员会将继续审议这一项目。 

 

 7. 空间碎片 

 

大会在第 73/91 号决议第 11 和 12 段述及空间碎片问题。 

小组委员会将收到秘书处的一份说明，其中介绍各国就空间碎片、核动力源空间物

体安全性以及有关其与空间碎片碰撞问题进行的研究。说明中所载的是秘书处从各

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收到的资料（A/AC.105/C.1/115 和 A/AC.105/C.1/115/Add.1）。 

 

 8. 借助空间系统的灾害管理支持 

 

大会在第 73/91 号决议第 21 段中确认了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

（天基信息平台）自 2006 年设立以来在其范围内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向 40 个会员国

提供的咨询支持。 

小组委员会将收到一份关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北京举行的题为“加强备

灾有效应急响应”的联合国利用天基技术减少灾害风险国际会议的报告

（A/AC.105/1198），以及一份关于 2018 年在天基信息平台框架内开展的活动情况

的报告（A/AC.105/1190）。 

 

 9.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最近的发展 

 

大会在第 73/91 号决议第 23 段中满意地注意到，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导

航卫星委员会）在由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担任其执行秘书处的支持下，在争取实

现全球和区域天基定位、导航和授时系统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方面，以及在推广使用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和将其纳入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取得进

展。 

小组委员会将收到秘书处关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在中国西安举行的导航卫星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说明（A/AC.105/1191）和 2018 年在导航卫星委员会工作计

划框架内开展的活动情况的报告（A/AC.105/1192）。 

 

http://undocs.org/ch/A/AC.105/1204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AC.105/C.1/115
http://undocs.org/ch/A/AC.105/C.1/115/Add.1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8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0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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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空间天气 

 

小组委员会将继续审议空间天气专家组正在开展的工作（A/AC.105/1167，第 194-

210 段）。 

 

 11. 近地天体 

 

大会在第 73/91 号决议第 10 段中满意地注意到，国际小行星警报网和空间飞行任

务计划咨询小组在由外层空间事务厅担任咨询小组的常设秘书处的支持下，为加强

国际合作以减轻近地天体构成的潜在威胁开展工作。 

小组委员会将继续审议警报网和咨询小组正在开展的工作（A/AC.105/1167，第 211-

233 段）。 

 

 12. 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 

 

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是在关于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的议程项

目下设立的，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完成了其任务。工作组

在其任务期间就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的序言和 21 项准则达成了协商一致

（A/73/20，第 201 段）。但是，工作组未能就其最后报告或如何将序言和准则提交

大会达成协商一致（A/73/20，第 207 和 208 段）。 

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决定，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项目应继续作为小

组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常设项目（A/73/20，第 215 段）。 

小组委员会将收到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主席的两份工作文件，题为

“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A/AC.105/C.1/L.366）和“外层空间活动长期

可持续性准则草案”（A/AC.105/C.1/L.367）。 

 

 13.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大会在第 73/91 号决议第 9 段中同意小组委员会应当重新召集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

源问题工作组。 

工作组将继续在 2017-2021 年时期多年期工作计划下开展工作（A/AC.105/1138，附

件二，第 9 段）。 

 

 14. 空间与全球健康 

 

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商定在其议程上设立一个新项目，题为“空间与全球健

康”（A/AC.105/1167，第 96 段，以及附件一，第 13 段）。 

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一致认为，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六届应在关于空间与全球健康

的项目下召集一个工作组举行会议。委员会进一步商定，新设立的工作组的主席将

http://undocs.org/ch/A/AC.105/1167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67
http://undocs.org/ch/A/73/20
http://undocs.org/ch/A/73/20
http://undocs.org/ch/A/73/20
http://undocs.org/ch/A/AC.105/C.1/L.366
http://undocs.org/ch/A/AC.105/C.1/L.367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AC.105/1138
http://undocs.org/ch/A/AC.105/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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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秘书处一起向小组委员会 2019 年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一项该工作组的多年期工

作计划建议书，其中应考虑到空间与全球健康专家组的作用。 

工作组将收到空间与全球健康工作组主席的一份工作文件，其中载有科学和技术小

组委员会空间与全球健康工作组的拟议多年期工作计划（A/AC.105/C.1/L.376）。 

 

 15. 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的作用的情况下，审查地球静止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

特征及其利用和应用，包括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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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依照大会第 73/91 号决议第 9 段，小组委员会将继续审议这一项目。 

 

 16.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将提交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2019 年

第六十二届会议，其中概要列出了将作为单独的讨论议题/项目或在多年期工作计

划下处理的议题。 

全体工作组将审议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全体工作组还将在科

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和法律小组委员会 2018 年届会提出的建议基础上，审议委员

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商定的多年期工作计划（A/73/20，第 382 段）下委员会及其附属

机构的治理和工作方法（A/AC.105/1167，附件一，第 16 和 17 段，以及

A/AC.105/1177，附件一，第 9 段）。全体工作组将收到秘书处的一份说明，其中载

有关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治理和工作方法的议题分类（A/AC.105/C.1/L.377）。 

根据小组委员会 2007 年第四十四届会议（A/AC.105/890，附件一，第 24 段）和委

员会 2018 年第六十一届会议（A/73/20，第 218 段）上达成的一致，将于 2019 年 2

月 11 日下午举行由空间研究委员会（空间研委会）组织举办的主题为“空间天气

与小卫星”的一场专题讨论会。 

  

http://undocs.org/ch/A/AC.105/C.1/L.376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73/20
http://undocs.org/ch/A/AC.105/1167
http://undocs.org/ch/A/AC.105/1177
http://undocs.org/ch/A/AC.105/C.1/L.377
http://undocs.org/ch/A/AC.105/890
http://undocs.org/ch/A/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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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安排 

 

1.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已做好日程安排，从而能够为项目 5、13、14 和

16 下召集的各工作组尽可能留出更多的时间。 

2. 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决定在其议程上列入一个新项目，题为“空间 2030”，

该项目将保留在委员会议程上直至委员会 2020 年第六十三届会议（A/73/20，第 358-

363 段）。根据该项决定，在该项目下设立的“空间 2030”议程工作组将在小组委

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期间举行配备口译服务的会议。工作组将收到主席团关于该议

程结构草案的提案，载于 A/AC.105/C.1/L.372 号文件。 

3. 在每次会议上，题为“一般性交换意见和介绍所提交的国家活动报告”的项目

3 下所作的发言数量可能作必要的限制，以便各次会议有充足的时间按计划审议其

他议程项目。作为一般规则，发言不应超过 10 分钟（A/70/20，第 357 段和

A/AC.105/1088，第 275(b)段）。 

4. 技术专题介绍应限制为每次会议最多三篇，应与小组委员会的议程项目密切相

关，并且不应超过 15 分钟。如有超时，主席应当提醒代表团（A/70/20，第 357 段

和 A/AC.105/1088，第 275(c)段）。 

5. 下文提供工作日程示意表。工作日程示意表是会议期间对各项目进行讨论的日

期和时间大致指南。所有项目的审议均可提前、延长或推迟，视小组委员会成员的

要求和会议期间遇到的任何安排上的限制条件而定。 

 

  工作日程示意表* 

日期 上午 下午 

   2019 年 2 月 11 日至 15 日一周 

2 月 11 日，星期一 项目 1. 通过议程 

项目 2. 主席致词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空间研委会组织的主题为“空间天气

与小卫星”的专题讨论会 

2 月 12 日，星期二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10. 空间天气 

项目 12. 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

续性 

技术专题介绍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10. 空间天气 

项目 12. 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

性 

技术专题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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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程示意表，该日程

表将不会影响对具体议程项目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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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和 169(b)段）。 

http://undocs.org/ch/A/73/20
http://undocs.org/ch/A/AC.105/C.1/L.372
http://undocs.org/ch/A/70/20
http://undocs.org/ch/A/AC.105/1088
http://undocs.org/ch/A/70/20
http://undocs.org/ch/A/AC.105/1088
http://undocs.org/ch/A/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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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2 月 13 日，星期三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10. 空间天气 

项目 12. 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

续性 

技术专题介绍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13. 核动力源 a 

项目 14. 空间与全球健康 b 

技术专题介绍 

2 月 14 日，星期四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13. 核动力源 a 

项目 14. 空间与全球健康 b 

技术专题介绍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13. 核动力源 a 

项目 14. 空间与全球健康 b 

技术专题介绍 

2 月 15 日，星期五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7. 空间碎片 

项目 11. 近地天体 

技术专题介绍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7. 空间碎片 

项目 11. 近地天体 

技术专题介绍 

2019 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一周 

2 月 18 日，星期一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7. 空间碎片 

项目 11. 近地天体 

技术专题介绍 

项目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项目 5. 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社会经

济发展 c 

项目 9.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技术专题介绍 

2 月 19 日，星期二 项目 4. 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项目 5. 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社会

经济发展 c 

项目 9.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技术专题介绍 

项目 4. 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项目 5. 空间技术促进可持续社会经

济发展 c 

项目 9.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技术专题介绍 

2 月 20 日，星期三 项目 4. 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项目 6. 遥感 

项目 8. 灾害管理支持 

技术专题介绍 

项目 6. 遥感 

项目 8. 灾害管理支持 

项目 15. 地球静止轨道 

技术专题介绍 

2 月 21 日，星期四 项目 6. 遥感 

项目 8. 灾害管理支持 

项目 15. 地球静止轨道 

项目 15. 地球静止轨道 

项目 16. 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草案 c 

通过全体工作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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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通过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

作组的报告 

通过空间与全球健康工作组的报告 

技术专题介绍 

通过“空间 2030”议程工作组的报告 

技术专题介绍 

2 月 22 日，星期五 项目 17. 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项目 17. 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a 根据大会第 73/91 号决议第 9 段重新召集的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将在本届会议

期间举行会议，审议项目 13。小组委员会将于 2 月 21 日星期四继续审议这一项目，以便核可该

工作组的报告。 

 b 根据大会第 73/91 号决议第 9 段召集的空间与全球健康工作组将在本届会议期间举行会议，

审议项目 14。小组委员会将于 2 月 21 日星期四继续审议这一项目，以便核可该工作组的报告。 

 c 根据大会第 73/91 号决议第 9 段重新召集的全体工作组将在本届会议期间举行会议，审议项

目 5 和 16。小组委员会将于 2 月 21 日星期四继续审议这两个项目，以便核可该工作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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