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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二届会议 

2016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内罗毕 

临时议程*项目 2 

工作安排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项目 1 

  会议开幕 

1.  联合国环境大会主席桑加苏伦·奥云女士将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时宣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届会议开幕。桑加苏

伦·奥云女士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一届会议上当选为

主席。 

项目 2 

  工作安排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按照议事规则第 18 条，联合国环境大会将从成员中选举一名主席、八名

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主席将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提名，报告员将从西

欧和其他国家中提名。八名副主席将包括两名来自非洲国家、两名来自亚洲及

太平洋国家、两名来自东欧国家 、一名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及一名来

自西欧和其他国家的提名主席团成员。选举将根据大会离任主席在第二届会议

开幕前收到的每个区域的提名人选名单，以鼓掌方式进行。 

3. 新当选的主席和报告员将应邀在主席台就坐主持第二届会议。  

                                                           

* UNEP/EA.2/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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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通过议程 

4. 主席将提请联合国环境大会注意临时议程 (UNEP/EA.2/1/Rev.1) ，并提议

通过该议程。 

 (c) 安排工作 

5. 按照议事规则第 13 条，主席将邀请联合国环境大会将项目分配给各全体

会议和可依照第 60 条规定设置的各会期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会议。 

6. 在设置以上委员会和工作组时，联合国环境大会将考虑执行主任关于环

境大会第二届会议组织工作的说明(UNEP/EA.2/INF/3) 中的拟议工作安排，以

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常驻代表委员会编写的供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决议草案汇编。  

项目 3 

  代表全权证书  

7. 按照议事规则第 17 条，联合国环境大会主席团将向大会报告出席代表的全

权证书情况。 

项目 4 

  国际环境政策和治理问题 

8. 在该项目下，联合国环境大会将按照大会第一届会议所通过决议或其前

身环境署理事会的决定的授权，审议下列执行主任的报告。也可以应大会成员

或执行主任的请求讨论任何其他问题。  

 (a)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执行主任就关于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第 1/3 号决议的报告(UNEP/EA.2/2)  

 (b) 科学政策接口 

执行主任就关于科学政策接口的第 1/4 号决议的报告 (UNEP/EA.2/3) 

 (c) 化学品和废物 

执行主任就关于化学品和废物的第 1/5 号决议的报告 (UNEP/EA.2/4) 

 (d) 海洋塑料废弃物和微塑料 

执行主任就关于海洋塑料废弃物和微塑料的第 1/6 号决议的报告(UNEP/EA.2/5) 

 (e) 空气质量 

执行主任就关于加强环境署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作用的第 1/7 号决议的报告 

(UNEP/EA.2/6) 

 (f)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执行主任就关于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的第 1/8 号决议的报告 (UNEP/EA.2/7) 

 (g)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方案 

执行主任就关于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水方案修订版的第 1/9 号决议的报告 

(UNEP/E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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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 

执行主任就关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范畴内谋求环境可持续性的不同愿景、

办法、模式和手段的第 1/10 号决议的报告(UNEP/EA.2/9) 

 (i) 新出现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 

 (j) 联合国系统在环境问题上的协调 

执行主任就关于包括环境管理小组在内的整个联合国系统在环境方面的协调工

作的第 1/11 决议的报告 (UNEP/EA.2/10) 

 (k)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关系 

执行主任就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关系的第 1/12 号决

议的报告 (UNEP/EA.2/11)，附有秘书处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各多边环境协

定之间关系的补充信息的说明，作为该报告的增编 (UNEP/EA.2/11/Add.1) 

 (l) 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协同增效 

根据环境署理事会 2012 年 2 月 22 日 SS.XII/3 号决定，执行主任关于加强与生

物多样性有关的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协同增效的报告(UNEP/EA.2/12)，还有

一份关于为加强此类协同增效制定备选方案的说明作为该报告的增编 

(UNEP/EA.2/12/Add.1) 

 (m) 环境法 

根据理事会 2009 年 2 月 20 日第 25/11 号决定，执行主任关于第四期《环境法

发展和定期审查方案》（蒙得维的亚方案四）中期审查的报告 (UNEP/EA.2/13)  

  项目 5 

  中期战略、工作方案和预算以及其他行政和预算问题 

9. 在该项目下，联合国环境大会将审议下列执行主任的报告，以便批准

2018–2021 年拟议中期战略和 2018–2019 年工作方案和预算。大会还可能应邀

延长秘书处对某些信托基金的管理，并讨论将大会偶数年召开届会改为奇数年

的可能性。  

 (a) 修订 2016–2017 两年期工作方案和预算 

执行主任关于修订 2016–2017 两年期工作方案和预算的报告 (UNEP/EA.2/14) 

 (b) 2018–2021 年拟议中期战略 

执行主任关于 2018–2021 年拟议中期战略的报告 (UNEP/EA.2/15) 

 (c)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工作方案和预算 

执行主任关于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工作方案和预算的报告 (UNEP/EA.2/16) 

 (d) 管理信托基金和专项捐款 

执行主任关于管理信托基金和专项捐款的报告 (UNEP/EA.2/17) 

 (e) 其他预算和行政问题 

  执行主任关于指示性自愿捐款分摊比额的说明(UNEP/EA.2/INF/10) 

执行主任就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之间合作的整体谅解

备忘录的说明(UNEP/EA.2/IN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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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6 

  利益攸关方参与 

10. 联合国环境大会将收到执行主任关于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政策的报告 

(UNEP/EA.2/18)，该报告介绍了离任大会主席举行的非正式不限成员名额协商

的成果，该协商旨在解决利益攸关方参与政策的悬而未决问题。大会将应邀审

议以上成果，并商定该政策的新案文，供闭幕全体会议通过。  

项目 7 

  高级别会议 

11. 将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和 27 日召开的高级别会议将讨论“交付《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方面的工作”这一总主题。该会议将包括开幕全体会议

（重要贵宾将发言）、执行主任的专题发言、有关总主题的部长级对话、部长

级午宴、有关“健康环境，健康人民”的部长级政策审查会议、多方利益攸关

者的对话和闭幕全体会议。讨论将参考执行主任关于交付《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环境方面的工作的情况说明(UNEP/EA.2/INF/4) 和“关于健康环境健康

人民的全球专题报告”(UNEP/EA.2/INF/5)。关于该会议安排的更多信息参见执

行主任关于环境大会第二届会议组织工作的说明(UNEP/EA.2/INF/3)。 

项目 8 

  环境大会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和地点 

12. 联合国环境大会不妨审议并商定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期和地点，

同时考虑到项目 5 下为更好地与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的相关行政和预算进程协

调一致，关于在奇数年召开环境大会未来届会的讨论的结论。  

项目 9 

  通过各项决议、决定和会议成果文件 

13. 在 2016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主席将邀

请各会期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主席报告其各自工作的成果，包括就决议草案和高

级别会议成果文件达成的一致。大会不妨审议和通过这些成果。主席还将邀请

执行主任总结研讨会、可持续创意博览会和其他高级别活动的成果。  

项目 10 

  通过报告 

14. 联合国环境大会不妨审议和通过第二届会议前四天的记录，而最后一天

的记录将反映在大会结束后由大会报告员核准的最后报告中。  

项目 11 

  其他事项 

15. 联合国环境大会不妨审议与其工作相关的任何其他事项。 

项目 12 

  会议闭幕 

16. 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届会议将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6 时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