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 97-21136  GP 

 
 
 

             
 
麻醉药品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四十届会议第四十届会议第四十届会议第四十届会议    

1997199719971997年年年年 3333月月月月 18181818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7272727日日日日 维也纳维也纳维也纳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临时议程项目临时议程项目临时议程项目 12121212
****     

 
麻委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未来的工作 

 
秘书处的说明秘书处的说明秘书处的说明秘书处的说明    

 

 
目目目目    录录录录 

段   次  页 次 
一. 麻委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 .......... 

二. 暂定日程表 ..................................... 

 
 
 
 
 

一. 麻委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 

 

1.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将需要再次不仅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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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提    要 
 
 本文件载有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所需的文件 文件第

二部分请麻委会审议为在分配给第四十一届会议常会的时间内可审议所有议程项目

而建议的暂定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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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司委员会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 禁毒署 的理事机构 而且也作为

拟于 1998年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机构开展工作 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将

进一步加强 麻委会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审查拟转交大会的建议 为了有足够的

时间履行这一职能 麻委会可能必须将其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的

活动局限于其条约义务 审查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麻管局 的报告和可能的物

品列表问题 将其作为禁毒署理事机构的活动局限于必要的行政 预算和方

案问题 包括禁毒署的活动 政策指示和机构间事项
*
  

2. 因此 麻委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反映了应限制该届会议拟审

议的议程项目数目的需要 麻委会还似宜决定 其第四十一届会议应用八天会

期中的五天作为拟于 1998年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机构开展工作 因此

下文提议的临时议程草案立足于这样的设想 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常会将用三天

时间  

3. 鉴于第四十一届会议常会的时限 进一步建议 麻委会应考虑仅就根据各

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 物品的可能列表问题并视需要就行政和预算事项通过决

定或决议草案的可能性 需由正式决定或决议处理的所有其他问题可与拟在该

届会议五天的特别会议期间审议的各种实务事项联系起来  

4. 最后 为腾出资源供麻委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特别会议使用 建议不应为该

届会议常会设立全体委员会 这样腾出来的资源可相当于有联合国所有六种正

式语文口译服务的八次 3小时的会议 这些资源便可用于根据麻委会在特别会

议期间的决定召开的特设工作组或其他专门会议  

5.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条 E/5975/Rev.1 秘书

处向麻醉药品委员会提出下列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 同时在每个议

程项目下注明供麻委会审议的文件  

 

麻醉药品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文件 

                                         
*
 麻委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商定了一个反映其主席一项建议的临时议程草案 即作为一个议

程项目在奇数年审议 全球行动纲领 大会决议 S-17/2号决议 附件 执行情况 在偶数

年审议执行 审查和修订 药物滥用管制全系统行动计划 因为在给予禁毒署的政策指示

和机构间事项之间也有联系 据建议 麻委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也应审议执行 审查和修订 全

系统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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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议程说明 

3.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行动政策问题 

 文件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活动 执行主任的报告 

4.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文件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1997年的报告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关于 1988年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公约 第 12条执行情况的 1997年报告 

 (b) 物品管制范围的变化  

 文件 

 [秘书长的报告 视需要而定 ] 

 (c)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视需要而定)] 

5. 监测 联合国管制药物滥用全系统行动计划 和其他协调事项  

 文件 

 协调联合国系统内药物管制活动 秘书处的说明 

6. 行政和预算事项  

 文件 

 [执行主任的说明(视需要而定)] 

7. 麻委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未来的工作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8. 其他事项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视需要而定)] 

9. 通过麻委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二. 暂定日程表 

 

6. 下列日程表尚须经麻委会核准 该日程表系由秘书处根据如下设想拟定的

在讨论完一个项目或分项目后 如果时间允许 便紧接着讨论下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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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1月 24日 星期二  

第 1054次会议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项目 3. 禁毒署的行动政策问题 

第 1055次会议 

下午 3时至 6时 

项目 3. 禁毒署的行动政策问题 续  

项目 5. 监测 全系统行动计划 和其他协调事

项 

  

1998年 1月 25日 星期三  

第 1056次会议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 4(a). 麻管局 1997年的报告 

第 1057次会议 项目 4(a). 麻管局 1997年的报告 续  

下午 3时至 6时 项目4(b)和(c). 物品管制范围的变化和与国际

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1998年 1月 26日 星期四  

第 1058次会议 项目 6. 行政和预算事项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项目7. 麻委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未来

的工作 

项目 8. 其他事项 

第 1059次会议 通过决议和决定草案 

下午 3时至 6时 项目 9. 通过麻委会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