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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议和决定
G.

空间与气候变化
根据大会第 76/76 号决议，委员会审议了题为“空间与气候变化”的议程项

1.
目。
2.

奥地利、中国、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肯

尼亚、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在本
项目下作了发言。在一般性交换意见过程中，其他一些成员国的代表也作了与
本项目有关的发言。
3.

委员会听取了下列专题介绍：
(a)

“气候变化和应对措施中国空间观测站”
，由中国代表介绍；

(b)

“地球静止环境监测感测器气候变化研究应用计划”，由大韩民国代

表介绍；
(c)

“根据卫星观测结果对大气和气候系统演变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新方

法”
，由俄罗斯联邦代表介绍；
(d)

“哥白尼计划对全球努力监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由欧洲联盟

观察员介绍；以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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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太阳能的惠益”，由全美空间学会观察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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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注意到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最紧迫的全球挑战之一，强调天基技术

在提供关键气候数据方面的价值日益增加，通过这些数据可更好地了解和减缓
气候变化及监测《巴黎协定》的执行情况，还强调了天基观测对于了解气候变
化的重要性。委员会还注意到天基观测对实现关于气候行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的重要意义。
5.

委员会注意到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开发和运行观测大气状况的卫星

所作的努力，以及众多利益关系方伙伴关系和行动利用天基观测和技术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第三工作组对 2022 年 4 月发布的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作出的贡献，工作组在报告中呼吁采
取紧急行动，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 1.5°C 度以内，并注意到空间技术和应用在
实现气候友好转型的道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注意到，只有在天基技术的重
要贡献支持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使用的 54 个变量的其中一半以上才
可以获得测定。
6.

委员会注意到，包括外层空间事务厅在内，国际伙伴机构和组织表示有兴

趣加入空间气候观测站并对其中的工作作出贡献，该观测站是根据法国国家空
间研究中心的倡议设立的，2017 年 12 月 11 日在“同一个地球”首脑会议通过的
《巴黎宣言》中得到了 20 多个空间机构的认可，2019 年 6 月 17 日还为此在法国
勒布尔热（Le Bourget）签署了一份意向联合声明，赋予观测站的主要目标是利
用空间技术、有针对性的措施和与社会经济指标相互参照的相关模型，在国家
和区域级别制作和传播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充分、及时和可靠数据信息，以确
定和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举措。
7.

委员会还注意到，空间气候观测站已制定了其《宪章》，并已提交给作为意

向声明目前签署方的 36 个空间机构。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将于 2022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空间气候观测站宪章》将使观测站能够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
边网络中占有其一席之地，
《宪章》赋予观测站的任务是促进调动空间工具开展
气候行动和支持落实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
8.

委员会注意到，作为奥地利“空间助力气候行动”举措的一部分，联合国/

奥地利年度专题讨论会将于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5 日举行，主题是“空间助力
气候行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支持地球上实现可持续性目标的经验和最
佳做法”
。委员会还注意到，将创建一个由外层空间事务厅主办的关于“空间助
力气候行动”倡议的专门网页，作为外空厅努力的一部分，支持成员国实现关
于气候行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9.

委员会注意到，2021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成功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会议由英国担任主席，并与意大利合作举办，
会上强调了天基气候行动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委员会还注意到，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将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至 18 日举行，
由埃及担任主席。
10. 委员会注意到在地球观测领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方面的一些双边伙伴
关系以及国家一级的空间方案，这些伙伴关系将建设、发射和运行地球观测卫
星系统以跟踪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和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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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委员会注意到卫星观测和地球观测应用有助于监测基本气候变量和相关的
挑战，例如已经增多的荒漠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并有助于跟踪海平面变化、二
氧化碳浓度、海冰消耗和陆地积雪，以及搜集关于沙漠、海洋、极地冰层覆盖
和冰川等偏远地区的数据。
12. 委员会还注意到，必须支持地球观测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通过世界气象
组织、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气象卫星协调小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地球观
测小组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等这些长久已有的各个组织开展合作。在这方面，
委员会注意到，外层空间事务厅目前正在最后完成关于战略绘图工作的报告，
该报告旨在更全面地了解现有政府间实体在利用空间技术支持气候变化减缓、
适应、复原能力和监测方面的整套技术和政策协调能力。

H.

空间技术在联合国系统的使用
13. 根据大会第 76/76 号决议，委员会审议了题为“空间技术在联合国系统的使
用”的议程项目。
14. 奥地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代表在本项目下作了发言。在一般
性交换意见过程中，其他一些成员国的代表也作了与本项目有关的发言。
15. 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a)

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会议（联合国外空协调会议）第四十届会议报告

（A/AC.105/1263）
；
(b)

会议室文件，其中载有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会议关于协调联合国系统

内与空间相关活动促进气候行动的特别报告预发本（A/AC.105/2022/CRP.15）
。
16. 委员会在本项目下听取了下列专题介绍：
(a)

“俄罗斯——古巴天文台：目标、器材和任务”，由俄罗斯联邦代表

介绍；
(b)

“评估宇宙天体坠落地球的后果”，由俄罗斯联邦代表介绍。

17. 委员会注意到，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会议（联合国外空协调会议）第四十
届会议已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以线上形式举行。委员会还注意到，外层空间事
务厅正在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合作，力求联合筹办联合国外空协调
会议第四十一届会议。
18. 委员会还注意到，联合国外空协调会议商定在 2022 年印发一份出版物，重
点介绍联合国系统内的空间相关活动。
19. 委员会欢迎联合国外空协调会议关于协调联合国系统内与空间相关活动促
进气候行动的特别报告（将以 A/AC.105/1264 文号印发）
，并对联合国外空协调
会议和作为其秘书处身份的外层空间事务厅编写该报告表示赞赏。
20. 委员会鼓励联合国系统各实体酌情参与联合国外空协调会议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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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委员会的未来作用和工作方法
21. 根据大会第 76/76 号决议，委员会审议了题为“委员会的未来作用和工作方
法”的议程项目。
22. 智利、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荷兰、俄罗斯联邦、瑞士、英
国、美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在本项目下作了发言。在一般性交
换意见过程中，其他一些成员国的代表也作了与本项目有关的发言。
23. 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秘书处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治理和工作方法

(a)

的说明（A/AC.105/C.1/L.384）
；
加拿大、日本和美国提交的文件，题为“筹备一场众多利益关系方关

(b)

于 外 层 空 间 的 对 话 作 为 联 合 国 未 来 首 脑 会 议 的 一 部 分 ”（ A/AC.105/2022/
CRP.17）
。
24. 委员会回顾了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报告（A/76/20，第 281-300 段）
、科学
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报告（A/AC.105/1258，第 210-223 段）和法
律小组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报告（A/AC.105/1260，第 103-121 段）所反映的
本项目审议情况。
25. 委员会同意在题为“其他事项”的议程项目下审议与联合国未来首脑会议
有关的事项。
26. 据认为，委员会应当完全侧重于促进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而防止因对太空
系统使用武器或利用外层空间从事军事活动或其他国安活动所可能引起的升级
和冲突事项则应在联合国裁军论坛中处理。
27. 据认为，委员会应增加与联合国系统各主要委员会的互动，以便就核能及
裁军等问题提供更多的咨询与合作。
28.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必须加强两个小组委员会之间在跨领域问题上的协
调、互动与协同作用，特别是在长期可持续性和空间资源方面。
29. 据认为，制定和执行今后的程序，允许就感兴趣的议题和决策进行辩论，
将可以提高委员会工作的效率和活力。
30.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只有在删除其他议程项目时
才应增加新的议程项目。
31.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议程项目应按先后顺序审议，但不排除举行工作组
会议。
32. 据认为，首先应让所有成员国有机会在议程项目下发言，然后才允许观察
员组织发言。
33. 据认为，委员会应考虑如何以新的创新方式力争诸如来自业界、学术界和
民间社会等的相关利益关系方参与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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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据认为，委员会必须改进和丰富其工作方法，加强自身引领作用，并采取
在其议事规则和现有做法框架内与非政府实体开展互动的更有效手段，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现实和需要。
35. 据认为，联合国其他各实体在空间相关问题方面的工作应当与委员会的工
作密切协调，委员会应当定期收到参与联合国外空协调会议的联合国各实体所
提供的最新情况通报。
36. 据认为，有必要支持联合国附属各区域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的工作，
并加强不同区域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以开展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其中
应当给予新兴空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特殊的考虑。
37. 据认为，必须促进新兴国家的人力资源能力发展，以使其能够利用空间技
术的惠益促进发展。
38. 据认为，应在今后各届会议上保持采用本届会议的混合形式，其中包括了
网上直播配有口译服务译成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的全体会议，在这方面，发言
中强调了提供流畅网上直播和全面数字录音的重要性。
39. 据认为，应当制订一套在发生不可抗力情况时拟遵循的程序，以确保委员
会在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之类危机情况下的工作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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