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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其后的发展  

在全球化世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 的 

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2000年 4月 3日至 14日 

议程项目 3 

通过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 巴盖尔 阿萨迪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__章. 组织事项 

A.会议开幕和会期 

1. 筹备委员会于 2000年 4月 3日至 14日和   日

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其第二届会议 筹备委员会举行了

次会议 第 1至 次会议 和许多次非正式会议  

2. 会议由筹备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 马凯拉 智

利 主持开幕  

B.出席情况 

3. 下列国家派代表出席会议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奥地利 阿塞

拜疆 巴哈马 巴巴多斯 比利时 博茨瓦纳 巴西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

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冈比亚

德国 加纳 圭亚那 海地 罗马教廷 匈牙利 印

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

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莱索托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列支敦士

登 卢森堡 马里 毛里求斯 墨西哥 摩纳哥 蒙

古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

亚 俄罗斯联邦 沙特阿拉伯 塞拉利昂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泰国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

国 乌拉圭 越南和赞比亚  

4. 在总部维持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实体巴勒斯坦

也派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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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联合国机构派代表参加会议 非洲经济委员

会和联合国爱滋病毒/爱滋病联合方案  

6. 下列专门机构派代表参加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

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7.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参加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

会 独立国家联合体 欧洲委员会 欧洲共同体 法

语国家国际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 伊斯兰会议组织和

美洲国家组织  

8. 应邀参加大会各届会议和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和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也由观察员代

表参加  

9. 依照筹备委员会在其 1998 年 5 月组织会议上通

过的第 7号决定 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出席了这届会议  

C.主席团成员 

10. 在其 1998 年组织会议上选出的筹备委员会主席

团留任  

  主席 克里斯蒂安 马凯拉 智利  

 承担报告员职责的副主席 巴盖尔 阿萨迪 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  

 副主席 阿卜杜拉 巴利 阿尔及利亚  

   扬 戈里策 罗马尼亚  

   科斯 里歇尔 荷兰  

11  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左拉 斯克维伊亚 南非

替换委员会前任主席奥雷利奥 费尔南德斯 西班牙

担任主席团的当然成员  

D.议程 

12. 4月 3日 筹备委员会在其第 1次会议上通过了

载在 A/AC.253/12号文件的临时议程 议程如下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题为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其后的

发展 在全球化世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

发展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状况  

  (a) 审议大会特别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b) 审议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草稿  

  (c) 审议提交大会特别会议的任何其他提

案  

  (d) 其他事项  

 3. 通过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E.认可非政府组织参加 

13. 4月 4日 委员会在其第 2次会议上依照其组织

会议通过的第 7号决定 认可列在 A/AC.253/26号文

件附件内的非政府组织参加筹备程序  

F.文件 

14. 筹备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a) 临时议程 A/AC.253/12  

 (b) 秘书长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

果执行情况的报告 A/AC.253/13-E/CN.5/2000/2  

 (c) 秘书长的说明 载有 1999年 10月 11 日至

13日在北京举行的关于主题为 国家 市场和社会进

展 公营和私营部门的作用与合作 的专题讨论会的

报告 A/AC.253/14-E/CN.5/2000/5  

 (d) 秘书长的说明 载有 1999年 11月 9日至 11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关于转型期经济国家宏观经

济稳定期间社会经济政策的区域专题讨论会的报告

A/AC.253/15  

 (e) 秘书长的说明 分发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

门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组织提交的关于进一步行动和

倡议的审查报告和提议 A/AC.253/16 和 Add.1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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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秘书长就执行联合国关于自决权的各项决

议所取得的进展提出的报告 A/AC.253/17  

 (g) 2000年 2月 11日大会主席给特别会议筹备

委员会主席的信 A/AC.253/18  

 (h) 秘书处关于特别会议临时议程草案和组织

事项的说明 A/AC.253/19  

 (i) 筹备委员会主席关于拟订特别会议全会辩

论发言名单的说明 A/AC.253/20  

 (j) 秘书长关于制订私营部门作用和社会责任

指导方针的报告 A/AC.253/21  

 (k) 秘书长关于加速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

的报告 A/AC.253/22  

 (l) 秘书长关于冲突后形势下促进社会融合的

报告 A/AC.253/23  

 (m) 秘书长的说明 转递关于价值和市场经济讨

论会的报告 A/AC.253/24  

 (n) 秘书长关于全球化对社会发展所生影响的

报告 A/AC.253/25  

 (o) 秘书长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说明

A/AC.253/26  

 (p) 秘书长关于评价发展中国家为应付金融危

机而采取的经济措施所生社会影响的报告

A/AC.253/27  

 (q) 秘书长题为 社会发展资源 其他创新措施

的报告 A/AC.253/28  

 (r) 拟议的成果 筹备委员会主席提出的订正案

文 A/AC.253/L/Rev2 第一至第三部分  

 (s) 秘书处关于拟议的工作安排的说明

A/AC.253/L.14和 Add.1  

 (t) 筹备委员会副主席科斯 里歇尔 荷兰 提

出的题为 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临时议程和组织

事项草案 的关于非正式协商基础的决定草案

(A/AC.253/L.15和 16)  

 (u) 秘书处的说明 载有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摘要

和供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提案汇编 A/AC.253/CR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