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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理事会
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2012 年 2 月 20-22 日，内罗毕
临时议程*项目 2
工作安排

临时议程的附加说明
项目 1：会议开幕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第十二届特别
会议将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由理事会/论坛第二十六届会
议的某位官员宣布开幕。
项目 2：工作安排
项目 2(a)：通过议程
2.
理事会/论坛将通过其议程(UNEP/GCSS.XII/1)。经理事会/论坛第二十六
届会议通过并随后加以修正的临时议程已和通知一起分发给各国。理事会/论坛
的临时会议方案参见本文件附件。
3.
文件清单载于文件 UNEP/GCSS.XII/INF/1。理事会/论坛的更多资料可登
陆本届会议的专门网站(www.unep.org/gc/gcss-xii)查阅。所有会议及活动的最新
资料可参见会议期间发布的日刊，也可观看会场各处播放的视频。
项目 2(b)：选举主席团成员
4.
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8 和 19 条，理事会/论坛将在首次全体会议
上选举一位主席和两位副主席，主席由西欧及其他国家提名，副主席分别由亚
洲及太平洋国家和东欧国家提名。
5.
此次选举的目的是为了确认西欧及其他国家与亚洲及太平洋国家提名代替
现任主席和副主席的国家，现任主席和副主席是由相应国家集团在第二十六届
会议上提名为代表并通过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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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次选举的另一原因是，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举行的第六十六届会议上选
举了理事会的 29 个成员国。由于本次选举，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当选理事会
副主席并被东欧国家提名为代表的匈牙利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担任理事会
成员。因此，东欧国家在主席团的代表席位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将出现空缺，
为保持主席团内公平的地域代表权，必须举行此次选举。
7.
有关在理事会/论坛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的临时议程中增加本项目的修正
意见在 2011 年 7 月 21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获得批准。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执行
主任已经在通知中向各国政府转达了这一修正意见。
项目 2(c)：工作安排
8.
根据第 26/17 号决定第一节和主席团随后做出的决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将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开幕，并于 2 月 22 日闭幕，为期三天。区域集团的非正
式磋商将于 2 月 19 日（星期日）举行。
9.
执行主任建议，在选举主席团成员和通过议程之后，理事会/论坛应在 2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审议议程项目 2(c)“工作安排”。执
行主任还建议，理事会/论坛应在首次全体会议上设立各个会期委员会，包括全
体委员会。
10. 在首次全体会议上，执行主任将发表文件 UNEP/GCSS.XII/2 中提到的政
策咨文。其后，咨文将会分发给与会者，并登载于相关网站。
11. 根据大会 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53/242 号决议，理事会已成为审查环境领
域重要的和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的年度部长级全球环境论坛。考虑到该任务规
定，执行主任建议理事会/论坛采用部长级磋商的会议形式，会议从 2 月 20 日
星期一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 2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执行主任还建议，理事
会/论坛应在 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审议部长级磋商的成果、全体
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相关决定草案。
12. 在此方面，理事会/论坛注意到了文件 UNEP/GCSS.XII/L.1 所载的环境署
常驻代表委员会编写的决定草案。这些决定草案系按照 1997 年 4 月 4 日第
19/32 号决定所载的委员会任务规定提交的。
13. 此外，执行主任建议，应在 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审议项目
3（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项目 5（其他事项）、项目 6（通过报告）和项目
7（会议闭幕）。
14. 理事会/论坛的议事过程，包括全体会议、部长级磋商的全体会议以及全
体委员会会议的议事过程，都将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进行同声传译。
(a)

部长级磋商
15. 部长级磋商期间，各国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环境
议程：从斯德哥尔摩（1972 年）到里约（2012 年）”这一总体主题下展开互
动讨论。预计讨论将重点关注三个主题：“《全球环境展望》和新出现的议
题：设定有效的全球环境目标”；“绿色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
架”。第一个主题将以高级别专题讨论会的形式予以讨论，讨论会的名称为
“2012 年的环境挑战与全球反应”，另外两个主题将在并行举行的部长级圆桌
讨论会上予以审议。部长级磋商将于 2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结束，届时将讨论
“里约会议 20 周年及其后年份：应对各种挑战”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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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理事会主席之前已编写了一份讨论摘要。这份摘要将提供一个机会，供各
国部长和代表团团长集体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等传达关于所讨论的关键议
题的信息。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在 2000 和 2011 年的会议上通过了几份
面向国际社会、针对环境领域关键议题的重要政治宣言。
(b)

全体委员会
17. 全体委员会将于 2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开始工作。委员会将根据《议事规
则》第 61 条选举产生除主席以外的其他委员会成员。理事会/论坛此前已任命
一位副主席担任委员会主席。
18. 执行主任建议，委员会应讨论全体会议上未予讨论的所有临时议程项目。
下述段落介绍了将要审议的实质性主题。
19. 预计委员会 2 月 22 日上午通过报告后即可结束工作。委员会的报告将于
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提交理事会/论坛全体会议审议。

(c)

会前活动
20. 理事会/论坛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举行之前，即 2012 年 2 月 18 和 19 日将举
行全球主要群体和利益攸关方论坛第十三届会议。此论坛的部分代表也将参加
理事会/论坛的政府间审议工作。

(d)

特别活动和展览
21. 会期每日午餐休息时，都会就理事会/论坛审议工作的相关事项举办特别
活动。这些活动以及相关并行活动和社交宴会的详情均载于会期发布的日刊。
欢迎各位代表参加这些活动。
22.

(e)

会期还将举办一些以环境为主题的展览。

绿动理事会
23. 为使本届会议尽可能地实现气候中和与环境友好，已采取多项措施，包括
使用节约用纸的会议系统，以及对环境署资助的与会者在内罗毕出差期间所产
生的温室气体予以补偿。
24. 节约用纸的会议系统使与会者能够在线获取所有会前和会期文件。为此，
鼓励与会者携带个人笔记本电脑与会。无法携带个人笔记本电脑的与会者可在
登记服务台提出请求，即可在会议期间使用由会议提供的笔记本电脑，并在会
议闭幕时返还。有关该系统的更多信息可参见分发给与会者的信息说明，以及
本届会议的专门网站。会场将设一个服务台，为与会者提供技术支持。会议将
仅向各国政府分发一份纸质会前文件。与会代表如需额外副本，欢迎访问上述
网站进行下载。
25. 建议所有与会者都考虑补偿自己在内罗毕出差期间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
项目 3：与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26. 根据《议事规则》第 17 条的规定，理事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与会代表的
全权证书将由主席团审查，主席团将向理事会/论坛汇报审查结果。应当指出，
根据第 16 条的规定，理事会每位成员将由一名授权代表予以代表。授权代表
可携候补代表和顾问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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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4：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环境与发展
27.

在本议程项目下，理事会/论坛将收到下述文件：

文件编号

介绍

UNEP/GCSS.XII/3
国际环境治理：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第 26/1 号决定第 2 段，本报告建议理事会通
过一项有关逐步改进国际环境治理的决定草案，
并提供了相关信息。还根据第 26/1 号决定第 7 段
的要求，提供了一份有关该决定实施进展的报
告。

UNEP/GCSS.XII/4
世界环境状况：执行主任的报告

该报告概述了编制第五份《全球环境展望》报告
时取得的进展，包括各项结论和相关产出，并建
议理事会通过一项有关上述结论的决定。此外，
根据第 26/2 号决定第 14 段，该文件还提供了有
关“环境署实况”平台概念验证试点阶段的信
息，以及一份有关该平台状况的临时报告。
文
件
UNEP/GCSS.XII/INF2
、
UNEP/GCSS.XII/INF/6 和 UNEP/GCSS.XII/INF/9
也提供了相关信息。

UNEP/GCSS.XII/5
化学品和废物管理：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第 26/3 号决定第 36 段，该报告提供了与国
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有关的第 26/3 号决定的实
施进展信息。

UNEP/GCSS.XII/6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政策平台：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有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
政策平台的第 26/4 号决定第 6 段，该报告提供了
有关该决定的实施进展信息，包括于 2011 年 10
月 3-7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首届全体会议的成果，
该届会议旨在确定平台的模式和体制安排。

UNEP/GCSS.XII/7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第 26/5 号决定第 9 段，该报告提供了有关该
决定实施情况的信息，希望环境署能够推动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会议。报告建议理事会就此通过一
项决定。

UNEP/GCSS.XII/8
有关化学品和废物供资备选方案的磋
商进程：执行主任的报告

该文件提供了有关第 SS.XI/8 号决定和第 26/7 号
决定实施情况的最终报告，其中建议理事会就此
通过一项决定。
文
件
UNEP/GCSS.XII/INF/7
UNEP/GCSS.XII/INF/8 也提供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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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GCSS.XII/9
2012-2013 年 两 年 期 工 作 方 案 和 预
算：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第 26/9 号决定第 18 段，该报告提供了在加
强环境署与其所管理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关系方
面取得的进展信息。报告建议理事会就此通过一
项决定。

UNEP/GCSS.XII/9/Add.1
2012-2013 年 两 年 期 工 作 方 案 和 预
算：增编：有关区域办事处需求和潜
力的审查结果：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第 26/9 第 21 段，该报告审查了环境署各区
域办事处在协助各国将环境优先事项纳入主流以
及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保持环境署的战略性存在方
面的需求和潜力。

UNEP/GCSS.XII/10
增强联合国系统内（包括环境管理小
组）的协调性：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第 26/11 号决定第 4 段，该报告提供了环境
管理小组工作进展方面的信息，并建议理事会就
此通过一项决定。

UNEP/GCSS.XII/1/Add.1

文件编号

介绍

UNEP/GCSS.XII/10/Add.1
增强联合国系统内（包括环境管理小
组）的协调性：增编：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的谅解
备忘录的实施进展报告：执行主任的
报告

根据第 26/11 号决定第 5 段，该报告提供了有关
环境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
实施进展信息。

UNEP/GCSS.XII/11
加强化学品和废物组群之间的合作与
协调：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第 26/12 号决定第 6 段，该报告提供了磋商
进程所取得的进展信息。报告还建议理事会就此
通过一项决定。

UNEP/GCSS.XII/12
水事政策和战略：执行主任的报告

根据第 24/16 号决定，该报告提供了水事政策和
战略的实施进展信息，包括自理事会第二十五届
会议以来根据水事政策和战略所开展活动的信
息，以及实施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由于水事
政策和战略的期限将于 2012 年结束，所以报告还
提出了前进的道路。

UNEP/GCSS.XII/13
部长级磋商的背景文件：《全球环境
展望》和新出现的议题：设定有效的
全球环境目标：执行主任提交的讨论
文件

该文件为开展部长级磋商提供了背景资料。

UNEP/GCSS.XII/13/Add.1
部长级磋商的背景文件：增编：绿色
经济：执行主任提交的讨论文件

该文件为开展部长级磋商提供了背景资料。

UNEP/GCSS.XII/13/Add.2
部长级磋商的背景文件：增编：可持
续发展的体制框架：执行主任提交的
讨论文件

该文件为开展部长级磋商提供了背景资料。

UNEP/GCSS.XII/INF/3
2011 年举行的主要政府间环境问题
会议的成果，包括大会第六十六届会
议各项决议涉及的问题：执行主任的
说明

该文件概述了 2011 年举行的主要政府间环境问题
会议的成果，包括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各项决议
涉及的问题。

UNEP/GCSS.XII/INF/4
各次级方案取得的成就及相关的预期
成果，以及预算的执行情况：执行主
任的说明

根据第 26/9 号决定，该文件提供了 2010-2011 年
工作方案的实施进展信息，以及预算的执行情
况。

UNEP/GCSS.XII/INF/5
与主要群体和利益攸关方开展区域磋
商：执行主任的说明

该文件载列了主要群体和利益攸关方在区域磋商
会议期间提出的声明和建议，举行磋商会议的目
的是筹备全球主要群体和利益攸关方论坛第十三
届会议和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第十二届特
别会议。

项目 5：其他事项
28.

理事会/论坛将审议各成员和观察员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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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通过报告
29.

理事会/论坛将审议并通过报告。

项目 7：会议闭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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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临时方案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星期六
2 月 19 日，星期日
2 月 20 日，星期一

9:30–13:30
全球主要群体和利益攸关方
论坛

14:30–17:30
全球主要群体和利益攸关方
论坛

9:30 –13:30
全球主要群体和利益攸关方
论坛

14:30–17:30
全球主要群体和利益攸关方
论坛
16:0017:00
非正式
磋商
15:00–18:00
部长级磋商
项目 4： 高级别专题讨论会：
2012 年的环境变化和全球反应
15:00–18:00
全体委员会

10:00 –13:00
全体会议

开幕
项目 1：会议开幕
项目 2：工作安排
(a)通过议程
(b)工作安排

13:00–14:00
特别活动
13:00–14:00
新闻发布会

2 月 21 日，星期二

执行主任的政策咨文

工作安排
选举报告员

10:00 –13:00
部长级磋商
项目 4：有关绿色经济的部长级

项目 4：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
环境与发展
15:00–18:00
部长级磋商
项目 4：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体制

圆桌讨论会

2 月 22 日，星期三

10:00 –13:00
全体委员会
项目 4
10:00 -13:00
部长级磋商
项目 4

有人主持的“里约会议 20 周年
及其后年份：应对各项挑战”
全体讨论
10:00 –13:00
全体委员会
项目 4
项目 5: 其他事项

13:00–14:00
特别活动
13:00–14:00
新闻发布会

13:00–14:00
特别活动
13:00–14:00
新闻发布会

18:00

19:00

20:00

18:00–20:00
接待

19:00–21:00
社交活动

19:00–21:00
筱川奖颁奖仪式和
晚宴

框架的部长级圆桌讨论会
15:00–18:00
全体委员会
项目 4
15:00–18:00
全体会议

对成果文件进行总结讨论
通过决定
项目 3：全权证书
项目 6：通过报告
项目 7：会议闭幕

批准决定
委员会结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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