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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2017 年 8 月 2 日至 4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工作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1. 已根据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相关决定拟定了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

专家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拟议工作安排(见附件)，以便在允许时限内根据分配给

委员会的服务情况，审议议程项目。 

2.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第一次会议将于 2017 年 8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30 分

召开。提供的会议设施将供委员会每天召开两次正式会议。上午的会议将于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举行(只有 8 月 2 日从上午 10 时 30 分开始)；下午的会议将于下

午 3 时至 6 时举行。 

  

 
 

 * E/C.20/2017/1。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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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工作安排 

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和文件  

拟议用于每个 

项目的时间(分) 

    8 月 2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 30 分至 

下午 1 时 

 会议开幕 60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供讨论 

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E/C.20/2017/1) 

秘书处关于本届会议工作安排的说明(E/C.20/2017/L.1) 

议事规则 a
 

 

 项目 3 加强地理空间信息管理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加强地理空间信息管理的说明 

(E/C.20/2017/15) 

60 

 项目 4 区域委员会和专题组对全球地理空间信息议程的贡献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区域委员会和专题组对全球地理空间信息

议程的贡献的说明(E/C.20/2017/3) 

30 

下午 3 时至 6 时 项目 4 区域委员会和专题组对全球地理空间信息议程的贡献(续)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区域委员会和专题组对全球地理空间信息

议程的贡献的说明(E/C.20/2017/3) 

60 

 项目 12 地理空间信息促进可持续发展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地理空间信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说明

(E/C.20/2017/11) 

60 

 项目 6 确定全球基本地理空间数据专题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确定全球基本地理空间数据专题的说明

(E/C.20/2017/5) 

60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L.1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5
https://undocs.org/ch/A/RES/20/201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3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1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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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和文件  

拟议用于每个 

项目的时间(分) 

    8 月 3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项目 5 全球大地测量参考框架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全球大地测量参考框架的说明 

(E/C.20/2017/4) 

45 

 项目 10 整合地理空间、统计和其他相关信息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整合地理空间、统计和其他相关信息的说明 

(E/C.20/2017/9) 

45 

 项目 15 国家地理空间数据和信息系统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国家地理空间数据和信息系统的说明 

(E/C.20/2017/13) 

45 

 项目 13 地理空间信息和服务用于救灾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地理空间信息和服务用于救灾的说明 

(E/C.20/2017/12) 

45 

下午 3 时至 6 时 项目 11 应用与土地行政和管理有关的地理空间信息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应用与土地行政和管理有关的地理空间信

息的说明(E/C.20/2017/10) 

45 

 项目 14 海洋地理空间信息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海洋地理空间信息的说明(E/C.20/2017/16) 

45 

 项目 7 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领域国家体制安排的趋势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领域国家体制安排

的趋势的说明(E/C.20/2017/6) 

45 

 项目 8 法律和政策框架，包括有关权威数据的问题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法律和政策框架，包括有关权威数据的说明

(E/C.20/2017/7) 

45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4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9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3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2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0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6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6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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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和文件  

拟议用于每个 

项目的时间(分) 

    8 月 4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项目 16 加强与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协作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加强与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协作的说明

(E/C.20/2017/17) 

45 

 项目 9 实施和采纳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界标准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实施和采纳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界标准的说

明(E/C.20/2017/8) 

45 

 项目 17 审查联合国地理空间信息管理活动 

供讨论 

秘书处关于审查联合国地理空间信息管理活动的说明

(E/C.20/2017/14) 

45 

 项目 18 方案管理报告 

供参考 

秘书处关于方案管理的口头报告 

45 

下午 3 时至 6 时 项目 19 专家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 

日期 

供讨论 

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载有专家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临时议

程草案(E/C.20/2017/L.2) 

30 

 项目 20 专家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 

 

会议闭幕 

120 

 

30 

 a 见委员会网站(http://ggim.un.org/ggim_committee.html)。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7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8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14
https://undocs.org/ch/E/C.20/2017/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