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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0 日，维也纳 

 

 

  关于空间与全球健康的决议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 2018 年举行的第五十五届

会议上核可了其全体工作组关于在小组委员会议程上设立一个题为“空间与全球

健康”的新项目的一致意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也在 2018 年第六十一届会

议上欢迎设立新的议程项目，并欢迎在空间与全球健康项目下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由 Antoine Geissbühler（瑞士）担任主席。 

2. 委员会核可了以下一致意见：新设立的工作组的主席将与秘书处一道，向小组

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该工作组多年期工作计划建议，其中应考虑到空间与全

球健康专家组的作用，该专家组设立于 2014 年，在 2015 至 2018 年期间共举行了

四次会议。委员会 2019 年第六十二届会议核可了载于 A/AC.105/1202 号文件附件

三附录一的空间与全球健康工作组多年期工作计划（A/74/20，第 176 段）。 

3. 根据这一多年期工作计划，该工作组在 2022 年 2 月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

五十九届会议期间举行的非正式和正式会议上，审议了 A/AC.105/C.1/L.402 号文件

所载关于空间与全球健康的决议草案。根据 A/AC.105/C.1/2022/CRP.21 号文件所载

决议草案修订文本反映的工作组在该届会议期间的审议情况，工作组对这一决议草

案的订正案文和格式表示同意（载于 A/AC.105/1258，附件四，附录），供小组委员

会核可，并随后作为一份文件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提供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2022 年第六十五届会议审议，以期由大会通过（见附件）。 

  

http://undocs.org/ch/A/AC.105/1202
http://undocs.org/ch/A/74/20
http://undocs.org/ch/A/AC.105/C.1/L.402
http://undocs.org/ch/A/AC.105/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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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空间与全球健康的决议草案 

 

  大会， 

  回顾其 1996 年 12 月 13 日第 51/122 号、1999 年 12 月 6 日第 54/68 号、2004

年 10 月 20 日第 59/2 号、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71 号、2014 年 12 月 5 日第 69/85

号、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2016 年 12 月 6 日第 71/90 号、2018 年 12 月 7 日

第 73/91 号和 2021 年 10 月 25 日第 76/3 号决议， 

  还回顾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通过的题为《空间千年：关

于空间和人类发展的维也纳宣言》的决议所载建议，1其中与会国呼吁采取行动，通

过扩大和协调天基远程医疗服务和控制传染病来改善公共健康服务， 

  进一步回顾第一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十周年（外空会议

+50）及其优先主题 5：关于加强空间合作增进全球健康， 

  确认空间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的重要性，可有助于对促进努力实现《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2特别是关于确保各年龄段人群健康生活方式和促进他们福祉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 3，并意识到空间健康领域所做的工作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特别是

旨在以各种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案，包括改善人类健康的方案， 

  强调实现“空间 2030”议程3关于利用空间潜力解决日常挑战并利用与空间

相关创新提高生活质量的总体目标 2，其中采用的方式可以是加强与空间有关的

合作以支持全球健康，改善空间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使用和应用，全球健康领域

的创新、合作与信息共享，同时保护个人数据隐私，运用相关工具改进公共健康

及保健干预措施的科研进步、及时性和有效性，以及加强空间医学、科学和技术

方面的能力建设， 

  确信和确认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在以下方面的重要性和现有贡献：

加强空间生命科学和诸如远程保健、远程医疗4和远程流行病学等数字保健技术，目

标是预防和控制疾病和全球健康问题，促进人类健康、环境健康、动物健康和食物

获取来源和供应，并推进医学研究和健康实践，包括向个人和社区提供保健服务，

不论所在地理位置，以此作为一种手段，促进平等、可负担得起和遍及所有人的保

健机会， 

  关切地注意到远程医疗和远程保健领域的差距包括公共卫生系统和保健工作

吸纳数字技术的程度有限，以及各家医疗设备制造商之间缺乏协调统一的数据共享

标准， 

  满意地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和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报告，1999 年 7 月 19 日至 30 日，维也纳》（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0.I.3），第一章，决议 1。 

 2 第 70/1 号决议。 

 3 第 76/3 号决议。 

 4 “远程医疗”一词广泛用于指使用电信、卫星通信和信息技术从远处提供临床保健，包括许多活

动和相关细分领域，例如远程心脏病学、远程放射学、远程眼科、远程肿瘤学、远程药学、远程

手术、远程皮肤病学和其他正在发展中的领域。 

http://undocs.org/ch/A/RES/51/122
http://undocs.org/ch/A/RES/54/68
http://undocs.org/ch/A/RES/59/2
http://undocs.org/ch/A/RES/66/71
http://undocs.org/ch/A/RES/69/85
http://undocs.org/ch/A/RES/69/85
http://undocs.org/ch/A/RES/70/1
http://undocs.org/ch/A/RES/71/90
http://undocs.org/ch/A/RES/73/91
http://undocs.org/ch/A/RES/76/3
http://undocs.org/ch/A/RES/70/1
http://undocs.org/ch/A/RES/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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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在空间与全球健康领域的工作，包括第 6 公共健康行动小组框架内开展的工作，

该小组是为落实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建议而设立的，并满

意地注意到第 6 行动小组的后续行动、空间与全球健康问题专家组、关于加强空间

合作促进全球健康的外空会议五十周年优先主题 5，以及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

员会空间与全球健康工作组开展的工作，欢迎该工作组关于根据其多年期工作计划

开展的工作情况的报告，5 

  深切关注包括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等新出现的传染病及其他影响

健康的突发事件对人类生活、社会和发展造成的破坏性全球影响，并敦促国际社会

采纳“整体健康”做法，加强天基解决办法特别是远程保健在监测、防备和应对灾

情活动中的作用， 

 1. 鼓励联合国各实体、政府间组织、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在与全球健康有

关的所有关键空间活动中进行有效协调； 

 2. 鼓励卫生机构与空间机构在国内一级开展正规化合作，并欢迎促进空间

部门与卫生部门之间思想交流的现有跨部门网络； 

 3. 鼓励成员国建立政策扶持的环境和治理机制，适当顾及法律和道德问题，

以克服挑战，便利有效利用天基技术支持全球健康，包括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和其他

新兴技术； 

 4. 还鼓励成员国在开发与全球健康有关的包括遥感和地球观测数据等所

有地理空间信息及改进其获取途径方面尽可能促进开放式数据共享政策和参与式

做法； 

 5. 进一步鼓励成员国实现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可互操作性，并促进研究和创

新活动，以便利在卫生部门开发和实施天基科学和技术； 

 6. 敦促联合国各实体和政府间组织支持推广开发、公平获取和运用空间解

决方案满足全球健康需求和公共健康需求，包括应对地区和全球范围的流行疾病，

并应对可能影响到健康的突发事件及满足成员国的各自健康需求，以及鼓励实施包

括公私伙伴关系在内涉面更广的多项空间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发展； 

 7. 鼓励成员国和参与实体推进其对包括保健信息系统在内的所有保健系统

相关资产进行地理标记所做努力，并将其用于进一步实现健康目标； 

 8. 鼓励成员国认识到利用空间环境和空间类似场景6对健康和生命科学研究与发

展的相关意义，特别是宇航员健康方面可为地球上带来社会和经济惠益； 

 9. 还鼓励成员国在所有相关参与者机会均等基础上和为了人类进一步探索

外层空间而积极促进空间医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为了全球健康的利益，推进科学

和技术发展及应用； 

 10. 进一步鼓励成员国进行适当的演练和演习，以对照基准测定本国业务准

备状况和应对能力以及适当利用空间技术应付全球卫生事件的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 

 5 A/AC.105/C.1/121。 

 6 空间类似场景包括抛物线飞行、卧床研究和南极考察以及在地球上模拟空间环境的其他孤立、封

闭和极端环境。 

http://undocs.org/ch/A/AC.105/C.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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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欢迎建立一个设在日内瓦的专门的、合作性的、全球可查询的和多个侧

面的平台，以促进成员国、联合国实体、其他国际组织和相关行动方之间在空间与

全球健康问题上的有效合作； 

 12. 强调应当每年监测和汇集涉及由联合国实体为利用空间增进全球健康而

开展或筹备的所有关键活动、参考文件和计划，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国际组织

以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成员国的关键活动、参考文件和计划，并尽可能包括

非政府组织及其他非政府行动方，还强调由此得出的年度活动汇编应作为一个参

照，用以寻找差距和机会并就此展开讨论和广泛交流，以努力提高这一领域相关行

动方的认识和促进相互间的合作； 

 13. 认识到应当分析并评估空间与全球健康领域当前各行动方的作用和兴

趣，以促进所有行动方之间的协同互补及合作与协调； 

 14. 强调需要以公平和可持续方式加强部门间协调与合作，以便卓有成效地

开展与全球健康领域空间科学与技术应用有关的国际、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

能力建设活动； 

 15. 鼓励成员国争取教学机构及其他能力建设机制参与尽早动员年轻卫生专

业人员掌握空间相关技能和能力； 

 16. 赞同推动开展拟由联合国实体及其他相关行动方组织的能力建设活动，

目标是进一步推动采用“整体健康”做法的行动方深化对空间科学和技术重要贡

献的认识和参与，以期增加卫生领域积极参与利用空间科学和技术的组织及其他行

动方的数量； 

 17. 请外层空间事务厅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通过区域技术合作项目加强非洲、

亚洲及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能力建设和联网机制，并支持用以加强空间

与全球卫生部门之间合作的实地项目，作为一项有效战略，促进更好地利用空间科

学和技术为受益国获取全球卫生服务提供便利，并更好地利用双边或多边合作提供

的机会； 

  18. 鼓励成员国增进学术界、国内专家、电信监管机关和科技管理机关之间

的联系，以期改善在保健方面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和信息系统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