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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 

(人居三)筹备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2016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印度尼西亚泗水 

临时议程*
 项目 5(d) 

组织事项：会议拟议工作安排草稿 
 
 
 

  筹备委员会共同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拟议工作安排  
 

 

 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筹备委员会决定会议按照本决定

附件所载工作安排举办。 

  

 
 

 * A/CONF.226/PC.3/1。 

http://undocs.org/ch/A/CONF.226/PC.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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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拟议工作安排 
 

1. 本说明所列的各项建议是根据大会第 69/226 号决议和第 70/210 号决议，在

与东道国和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筹备委员会主席团的密切

协商下编写的。 

 一.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会议应按照议事规则选举一名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暂行议事规则第 6 条

规定，会议应从与会国代表中选举下列主席团成员：主席 1 人、副主席 14 人、1
 

东道国当然副主席 1 人和总报告员 1 人，以及如按照第 46 条设立的主要委员会

主席 1 人。主席团成员应根据确保总务委员会具有代表性的原则选出，其构成应

符合第 11 条之规定。会议也可以选出它认为有必要的其他主席团成员以履行其

职务。 

 二. 通过议事规则 
 

3. 会议应通过议事规则。大会第 70/210 号决议核准的暂行议事规则载于

A/CONF.226/2 号文件。 

 三. 通过议程 
 

4. 大会将收到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建议的临时议程(A/CONF.226/1)，供其通过。 

 四. 工作安排 
 

日期和地点  

5. 会议定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基多文化之家国家大剧院举行。会议

将尽可能在最高级别举行。 

全体会议  

6. 会议将包括 8 次全体会议，定于 10 月 17 日星期一至 10 月 20 日星期四每天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举行。 

7. 10 月 17 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幕时，将审议以下程序和组织事项：选举会议主

席；通过议事规则和议程；选举主席团成员；设立主要委员会(如有必要)；任命

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会议报告起草安排；其他事项。会议主席、联合国秘书长、

大会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将发言。地方当局协会的一名代

表以及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一名代表也将在开幕式上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 

 1 以下组别各 3 人：非洲国家组；亚洲太平洋国家组；东欧国家组;西欧和其他国家组；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http://undocs.org/ch/A/RES/69/226
http://undocs.org/ch/A/RES/70/210
http://undocs.org/ch/A/RES/70/210
http://undocs.org/ch/A/CONF.226/2
http://undocs.org/ch/A/CONF.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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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般性辩论发言名单将以先登记者优先的方式确定，同时依照礼宾惯例，确

保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发言，代表团的其他负责人随后发言。欧洲联盟将作为

观察员列入发言名单。拟议为每次发言规定5分钟的时限。发言者名单将予公布。 

9. 除了与会国和欧洲联盟的代表，以下方面的代表可在时间允许和不开创先例

的情况下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a) 获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大会

主持下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届会和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暂行议事规则

第 60 条)；(b) 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第 61 条)；(c) 其他政府间组织(第 62 条)；

(d) 联合国有关机关(第 63 条)；(e) 区域委员会准成员(第 66 条)；(f) 地方当局的

代表(第 64 条)；(g)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第 65 条)。 

10. 10 月 20 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全体会议预计将在会议结束时听取关于多利益攸

关方伙伴关系对话的报告，然后通过会议成果文件和报告。 

高级别圆桌会议 

11. 除开幕和闭幕全体会议外，会议将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6次高级别圆桌会议，

安排如下： 

2016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3 时至 6 时。 

2016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 

2016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12. 筹备委员会的决定中将进一步说明圆桌会议的方式。 

会议安排 

13. 会议将于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下午 6 时举行。为保证最高效

地利用可得资源，所有会议都须按排定时间准时召开。 

14. 如果场地允许，并行会议和其他活动(包括多利益攸关方的会议和活动)应与

全体会议和圆桌会议同时举行。此种会议的口译服务将在有资源可用时提供。 

15. 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经认可的机构和非机构利益攸关方将为与会者

举办有关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问题的特别活动，包括简报会、研讨会、讨论会

和小组讨论。这些活动的日程表将放在会议网站上。 

主要委员会 

16. 主要委员会将依照大会议事规则设立，除开幕式和闭幕式全体会议外，必要

时将与全体会议并行开会。主要委员会将负责敲定任何未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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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17. 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将依照会议议事规则任命。委员会负责审查各代表的全

权证书，并应毫不迟延地向会议提出报告。 

 六. 与会者 
 

18. 各国、欧洲联盟、获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所

有国际会议届会和工作的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其

他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机关和非政府组织及其他主要群体、以及各区域委员会的

准成员将依照世界大会议事规则参加会议。 

 七. 秘书处 
 

19. 会议秘书处将与东道国当局合作，为会议组织工作提供支持。 

 八. 文件  
 

20. 按照联合国以往各次大型会议遵循的惯例，会议正式文件包括会前、会间和

会后印发的文件。 

21. 同样，按照联合国以往各次会议遵循的惯例，建议会议报告的内容包括会

议决定、议事情况的简要记述、以及关于会议工作和全体会议所采取行动的情

况报告。 

22. 全体会议和高级别圆桌讨论会的会议摘要也应纳入会议报告。 

23. 会议网站载有全部会议文件。 

 九. 媒体报道 
 

24. 秘书处将为报道会议的记者编写新闻材料。此外，还将定期印发有关全体会

议和其他活动成果的新闻稿。所有相关文件均在会议网站上提供。 

25. 媒体采访区将播放全体会议、高级别圆桌会议和新闻发布会实况。特别媒体

简报会和新闻发布会方案将予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