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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第一委员会的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现列出第一委员会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期间的文件，以供参考和便于查找。

清单中包括已经印发或将要印发的文件。 

议程项目的分配 A/C.1/72/1 

秘书处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说明 A/C.1/72/INF/4 

 B.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议程项目 52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 

(b) 第一和第四委员会关于空间安全和可持续性

方面可能面临的挑战的联合小组讨论会 

 

 G. 裁军 

议程项目 90 

裁减军事预算： 

(a) 裁减军事预算  

(b) 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包括军事支出的透明度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审查联合国军事支出报告运作和进

一步发展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A/72/293 

秘书长的报告：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包括军事支出的

透明度 

A/72/328 

https://undocs.org/ch/A/C.1/72/1
https://undocs.org/ch/A/7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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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91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A/72/29 

议程项目 92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议程项目 93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A/72/27 

议程项目 94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关于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看信息和电

信领域的发展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A/72/327 

秘书长的报告：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

展 

A/72/315 

议程项目 95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秘书长的报告：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A/72/340(Part I) 

议程项目 96 

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议程项目 97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a)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b) 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A/72/27 

议程项目 98 

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的作用 

议程项目 99 

全面彻底裁军 

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A/72/331 

(a) 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

材料条约 

 

https://undocs.org/ch/A/72/29
https://undocs.org/ch/A/72/27
https://undocs.org/ch/A/7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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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核裁军  

秘书长的报告：核裁军；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

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

减少核危险 

A/72/321(议程项目 99

分项(b)、(k)和(o)) 

 (c) 核试验的通知  

 (d) 裁军与发展的关系  

秘书长的报告：裁军与发展的关系 A/72/308 

 (e) 禁止倾弃放射性废料  

 (f) 区域裁军  

 (g) 区域和次区域两级的常规军备控制  

秘书长的报告：区域和次区域两级的常规军备控制 A/72/318 

(h) 召开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

议 

 

 (i) 无核武器的南半球和毗邻地区  

(j) 拟订和执行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时遵守环境

规范 

 

秘书长的报告：拟订和执行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时遵守

环境规范 

A/72/309 

(k) 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

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核裁军；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

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

减少核危险 

A/72/321(议程项目 99

分项(b)、(k)和(o)) 

(l)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

执行情况的报告 

A/72/179 

(m)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

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的执行情况 

 

(n) 协助各国制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贩运并加

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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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报告：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

及协助各国制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贩运并加以收集 

A/72/122 (议程项目 99

分项(n)和(p)) 

 (o) 减少核危险 

秘书长的报告：核裁军；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

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

减少核危险 

A/72/321 (议程项目 99

分项(b)、(k)和(o)) 

 (p)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各方面问题

及协助各国制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贩运并加以收集 

A/72/122 (议程项目 99

分项(n)和(p)) 

 (q) 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加速履行核裁军承诺 

 (r) 促进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 

秘书长的报告：促进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 A/72/302 

 (s) 防止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 

秘书长的报告：防止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措施 

A/72/344 

 (t) 区域和次区域建立信任措施 

秘书长的报告：区域和次区域建立信任措施 A/72/305 

 (u) 积累过剩的常规弹药储存引起的问题 

 (v) 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 

秘书长的报告：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

施 

A/72/65 和 Add.1 

(w)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2000 和 2010

年审议大会商定的核裁军义务的后续行动 

 

 (x) 《武器贸易条约》 

 (y)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 

 (z) 继续坚决采取联合行动彻底消除核武器 

 (aa)  遵守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和承诺 

 (bb)  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 

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实现彻底消

除核武器的文书的联合国会议的报告 

A/72/206 

 (cc)  2013 年核裁军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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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报告：2013 年核裁军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的后

续行动 

A/72/339 

 (dd)  应对简易爆炸装置构成的威胁 

 (ee)  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 

 (ff)  关于禁止并消除核武器的人道主义保证 

 (gg)  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道德责任 

 (hh)  《集束弹药公约》的执行情况 

 (ii)  核裁军核查 

秘书长的报告：核裁军核查 A/72/304 

议程项目 100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a)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A/72/27 

 (b)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A/72/97 

(c) 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

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区域中心 

A/72/99 

 (d)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

心 

A/72/98 和 Corr.1 

(e) 区域建立信任措施：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

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秘书长的报告：区域建立信任措施：联合国中部非洲安

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A/72/363 

 (f)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议程项目 101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的报告 A/72/154 

秘书长的报告：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A/72/185 



A/C.1/72/INF/1  

 

17-16243 (C) 6/6 

 

 (a)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A/72/27 

 (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裁军审议委员会 2017 年报告 A/72/42 

议程项目 102 

中东的核扩散危险 

秘书长的报告：中东的核扩散危险 A/72/340(Part II) 

议程项目 103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议程项目 104 

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与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与合作 A/72/320 

议程项目 105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 201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的报告 

A/72/180 

议程项目 106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I. 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其他文件 

议程项目 121 

振兴大会工作 

议程项目 137 

方案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