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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大会工作方案 
 
 

  全体会议时间表 
 
 

大会主席的说明 

 

1. 本文件载有2013年 10月开始的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主要会期的工作方案和

全体会议时间表。各项目增订时间安排或工作方案变更情况将在本文件订正本和

大会网站(www.un.org/en/ga/info/meetings/68schedule.shtml)中说明，并在日刊中

公布。 

日期 议程项目 

 [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

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10 月 3 日星期四和 10 月 4 日 

星期五 

上午和下午 

国际移徙与发展：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

[21(e)](第 67/219 号决议)：秘书长的说明

(A/68/162) 

[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

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10 月 7 日星期一和 10 月 8 日 

星期二 

上午和下午 

2002 年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以及 2008 年审

查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第六次发

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对话[18](第 67/199 号决

议)：秘书长的说明(A/67/945) 

[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10 月 9 日星期三 

上午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111]：A/68/1 

[促进司法和国际法；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http://undocs.org/ch/A/RES/67/219
http://undocs.org/ch/A/68/162
http://undocs.org/ch/A/RES/67/199
http://undocs.org/ch/A/67/945
http://undocs.org/ch/A/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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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议程项目 

10 月 14 日星期一 

上午 
起诉应对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在

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

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

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73]：秘书长的说明

(A/68/270-S/2013/460)；起诉应对 1991 年以

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报告[74]：秘书长

的说明(A/68/255-S/2013/463)；刑事法庭余

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130]：秘书长的说明

(A/68/219-S/2013/464)：合并辩论 

10 月 15 日星期二  联合国法定假日(宰牲节) 

 [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10 月 16 日星期三 

上午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119] 

10 月 17 日星期四 

上午 

选举五个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114(a)] 

 [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10 月 21 日星期一 

上午 
纪念废除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二百周年的后续活

动[120]：秘书长的报告(A/68/135) 

 [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

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组织、行政和其

他事项] 

10 月 22 日星期二 

上午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9]：A/68/3 和秘

书长的说明(A/68/229)；联合国经济、社会

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

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14]：秘书长的

报告(A/67/736-E/2013/7)：合并辩论 

 2.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118]：以发

展为重点的特别会议(第 60/265 号决议) 

10 月 24 日星期四  联合国日音乐会 

 [非洲的发展；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

的相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http://undocs.org/ch/A/68/270
http://undocs.org/ch/A/68/255
http://undocs.org/ch/A/68/219
http://undocs.org/ch/A/68/135
http://undocs.org/ch/A/68/3
http://undocs.org/ch/A/68/229
http://undocs.org/ch/A/67/736
http://undocs.org/ch/A/RES/6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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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议程项目 

10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

持[63(a)和(b)]：秘书长的报告(A/68/222 和

A/68/220-S/2013/475)；2001-2010：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非洲减少疟疾十年[13]：合并辩论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0 月 29 日星期二 

上午 

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

金融封锁[40]：秘书长的报告(A/68/116) 

 [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10 月 30 日星期三 

上午 

选举十八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114(b)] 

[促进司法和国际法] 

10 月 31 日星期四 

上午 

1. 国际法院的报告[72]：(A/68/4) 

2. 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75]：秘书长的报告

(A/68/364 和 A/68/366)和秘书长的说明

(A/68/314) 

 [裁军] 

11 月 5 日星期二 

上午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88]：秘书长的说明

A/68/324) 

 [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

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组织、行政和其

他事项] 

11 月 6 日星期三 

上午 

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

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11]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1 月 7 日星期四 

上午 

阿富汗局势[37]：秘书长的报告(A/67/981- 

S/2013/535)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1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

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31] 

 [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http://undocs.org/ch/A/68/222
http://undocs.org/ch/A/68/220
http://undocs.org/ch/A/68/116
http://undocs.org/ch/A/68/4
http://undocs.org/ch/A/68/364
http://undocs.org/ch/A/68/366
http://undocs.org/ch/A/68/314
http://undocs.org/ch/A/68/324
http://undocs.org/ch/A/67/98/-
http://undocs.org/ch/S/201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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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议程项目 

11 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 

1. 选举七个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115(a)] 

2. 选举十四个人权理事会成员[115(c)] 

 [促进人权] 

11 月 13 日星期三 

上午 

人权理事会的报告[64]：(A/68/53) 

[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

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组织、行政和其

他事项] 

11 月 19 日星期二 

上午 

联合国第二个消除贫穷十年(2008-2017)的执

行情况；安排工作、通过议程和分配项目：总

务委员会的报告[7和 23(a)]:专门讨论与消除

贫穷问题有关的主题的会议(第 63/230 号和第

67/224 号决议)
1
 

 [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

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组织、行政

和其他事项] 

11 月 20 日星期三 

上午 

1.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14]：秘书长的报告(A/68/264 和 A/68/230)

和秘书处的说明(A/68/493)；千年首脑会议成

果的后续行动[118]：秘书长的报告(A/68/ 

120)；联合国改革：措施和提议[125]：合

并辩论 

2. 执行联合国决议[121]；振兴大会工作 [122]：

合并辩论 

 [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1 月 21 日星期四 

上午 

1.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

提出通知[113]：秘书长的报告(A/68/300) 

2.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29]；(A/68/2)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 

 
1
 为了举行专门讨论与消除贫穷问题有关的主题的会议，要求大会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决定审议议

程项目 23(a)分项。 

http://undocs.org/ch/A/68/53
http://undocs.org/ch/A/RES/63/230
http://undocs.org/ch/A/RES/67/224
http://undocs.org/ch/A/68/264
http://undocs.org/ch/A/68/230
http://undocs.org/ch/A/68/493
http://undocs.org/ch/A/68/120
http://undocs.org/ch/A/68/120
http://undocs.org/ch/A/68/300
http://undocs.org/ch/A/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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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议程项目 

11 月 25 日星期一 

下午 

至 

11 月 26 日星期二 

上午和下午 

1. 巴勒斯坦问题[36]：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

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68/35)和秘书长

的报告(A/68/363-S/2013/524) 

2. 中东局势[35]：秘书长的报告(A/68/371) 

11 月 28 日星期四 联合国法定假日(感恩节) 

 [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12 月 2 日星期一 

上午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

题及有关事项[123] 

12 月 4 日星期三 

上午 

1. 任命会议委员会成员[116(g)]：秘书长的说

明(A/68/91) 

2. 任命联合检查组一名成员[116(h)]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2 月 5 日星期四 

上午 

钻石在助长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32]：金伯利

进程主席的报告(A/68/___) 

 [促进司法和国际法] 

12 月 9 日星期一 

上午 

海洋和海洋法[76(a)和(b)]：秘书长的报告 

(A/68/71和Add.1)；特设全体工作组共同主席

的报告(A/68/82)；协商进程共同主席的信

(A/68/ 159)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特设工作组共

同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A/68/399)：合并辩论 

 [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

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组织、行政和其

他事项] 

12 月 11 日星期三 

上午 

1. 全球道路安全危机[12]：秘书长的说明

(A/68/368) 

2. 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127]：秘书长的说明

(A/68/394) 

 [有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12 月 12 日星期四 

上午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

济援助的协调[70(a)至(d)]：秘书长的报告

(A/68/87、A/68/89)；对 1994 年卢旺达境内种

族灭绝幸存者，特别是孤儿、寡妇和性暴力行为

受害人的援助[71]：秘书长的报告：合并辩论 

  

http://undocs.org/ch/A/68/35
http://undocs.org/ch/A/68/363
http://undocs.org/ch/A/68/371
http://undocs.org/ch/A/68/91
http://undocs.org/ch/A/68/
http://undocs.org/ch/A/68/71
http://undocs.org/ch/A/68/82
http://undocs.org/ch/A/68/159
http://undocs.org/ch/A/68/399
http://undocs.org/ch/A/68/368
http://undocs.org/ch/A/68/394
http://undocs.org/ch/A/68/87
http://undocs.org/ch/A/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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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议程项目 

 [按照大会和最近各次联合国会议的相关决议促

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组织、行政和其他事项] 

12 月 16 日星期一 

上午 

1. 和平文化[15]：秘书长的说明(A/68/216)；

秘书长的报告(A/68/286)和秘书长给大会

主席的信(A/68/361) 

2. 预防武装冲突[33(a)和(b)] 

3.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国

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34] 

4.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局势[38] 

5. 选举两个建设和平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成员

[115(b)] 

 6.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3(b)] 

(12 月 16 日至第 13 周结束) 

 
 

2. 本文件所列项目发言名单现已开放登记，先到者先登记。如欲登记，请打电

话(212)963-5063。 

3. 请各代表注意，应尽早提交决议草案，让会员国有足够的研究时间。此外还

请各代表注意，如果决议草案涉及方案预算问题，应让秘书长有足够时间编写关

于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在大会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及第五委员会还另需时间审查这些所涉问题。 

 

http://undocs.org/ch/A/68/216
http://undocs.org/ch/A/68/286
http://undocs.org/ch/A/68/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