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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第 827 次会议 

2011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 

维也纳 
 
 
 

主席：艾哈迈德·泰利巴扎蒂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下午 3 时 13 分宣布开会。 

主席：各位阁下、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我现在宣布，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法律小组委
员会第 827 次会议开始。 

首先，我想向各位通报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工
作安排，我们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3：一般性意见
交流，议程项目 6a：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还
有 b：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我们还会继续
审议议程项目 10：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的国
家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在此之后，我们就会让全会休会。这样，议程
项目 6a 工作组可以在巴西的 Monserrat Filho 先生

的主持下进行第二次会议，对这一拟议的工作安排
有没有问题或意见？我看见没有代表有意见。我现
在请秘书来宣布一些事项。 

Niklas Hedman 先生（秘书处）：谢谢主席。
宣布一件事儿，来宣布一下 77 国集团加中国今天
会举行一个会议，地点是在 M7 号会议室，也在这
个建筑物里，也就是在工作组会议结束以后马上举
行 77 国集团加中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会议室
的会议结束以后 77 国集团加中国会在 M7 号会议
室举行会议，谢谢。 

主席：谢谢秘书。各位代表，现在我想继续议
程项目 3：一般性意见交流。第一个发言的是安全
世界基金会的代表，现在我请安全世界基金会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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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en Baseley-Walker 先生发言。 

Ben Baseley-Walker 先生（安全世界基金会）：
非常感谢主席，主席，各位尊敬的代表，在去年安
全世界基金会继续参与制定和发展国际空间法，我
们的 2010 年空间法和政策大会是在华盛顿举行
的，会上有来自[？……？]社会、军事和商业界的
代表来一起讨论一下有关国际空间法政策方面的
关键问题，2010 年的空间法政策会议今年 5 月份
举行，地点还是华盛顿，在有关其他空间法工作方
面，安全基金会支持了 Manfrend Lachs 空间法的模
拟法律竞赛北美的获奖者来参加 2010 年 9 月份在
布拉格举行的决赛，并且我们会支持 2011 年北美
的比赛，以便让他们参加今年晚些时候在开普敦举
行的决赛，安全世界基金会 2010 年 10 月份参加了
联合国、泰国和有关空间法各国在空间的活动以及
遵守国际责任和设立一个国家法律和政策框架的
讲习班，我们也支持继续参与类似的活动来帮助空
间法方面的国家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安全世界基金
会和中国科学院的政策管理研讨会会今年 5 月份
在北京举行一个小型的有关外空政策和法律的讲
习班，目前安全世界基金会正在处理或者是密切关
注有关空间法的各项国际倡议。 

在去年，我们应该提到其中的一些去年举行的
活动，第一个就是软体空间法方面的进展，它的重
点是有关空间方面、所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关
给空间活动确定一个国际行为准则的建议，在本小
组委员会我们赞扬维也纳大学采取行动，就在
[？……？]举行一个外空的软性法律大会。第二，
越来越重视有必要进行国际接触来开展这个空间
活动，以便确保继续地使用由 2010 年美国国家空
间政策所确定的内容。第三，推动了有关基本性的
空间安全倡议，这回明确地影响到民间社会，比如
说俄罗斯联邦有关的倡议，来促进空间活动的透明

度和建立信任的措施。第四，商业空间领域为通过
在空间数据联合会 SDA 倡导下举行通过数据共享
来推动着方面的工作，在空间领域正在发生一些变
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越来越依赖空间的数据，
这就包括天气到 GPS，信用卡到远程教育，空间应
用现在已经涉及到世界人民生活的很多方面，本小
组委员会及其成员国必须与时俱进并且越来越多
的和商业空间领域进行合作来设立有关空间行为
的规范。 

安全世界基金会希望指出，这些倡议的来源无
论是来自军用的、商业的或是部门的，可以促进可
预见性，并且可以提供为所有的空间主体提供空间
安全可持续性，在今后一年，安全世界基金会会继
续促进有关空间法知识和制定软性和硬性的法律
文书，这些对于长期的外空可持续性具有关键的地
位，我们做好准备来以任何方式帮助本小组委员会
开展很多方面的工作，谢谢主席。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安全世界基金会代表的发
言，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是否还
有代表希望就这个议程项目发言？那么，我们将明
天在早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3：一般性意见交流。 

各位尊敬的代表，我现在希望来继续审议议程
项目 6a：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6b：地球静止
轨道的性质和利用。名单上没有代表要发言。是否
有代表要就这个议程项目发言？那么，我们将在明
天上午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6a：外层空间的定义和
划界以及 6b：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 

各位尊敬的代表，我现在希望继续审议议程项
目 10：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的国家机制方面
的一般信息交流。我的名单上没有发言者。是否有
任何代表团希望就这一议题现在发言？没有。那么
我们将明天上午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10：与空间碎



COPUOS/Legal/T.827 
  

 

Page 3

片减缓措施有关的国家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 

我很快将宣布本次会议休会，这样的话，议程
项目 6a 工作组将在巴西 Monserrat Filho 先生的领
导下举行他的第二次会议， 

在此之前，我希望提请各位代表团注意我们明
天上午的工作安排。我们明天将在上午 10 点准时
开会，到时候我们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3：一般性
意见交流。议程项目 6a：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6b：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我们还将继续审
议议程项目 10：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的国家
机制方面的一般信息交流。我们将开始审议议程项
目 12：关于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提出的拟
议由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的新项
目提案。 

我还希望宣布，明天上午 9 时到 10 时将在 M7

号会议室举行纪念性会议，进行一次非正式的磋
商。大家对这一拟议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没
有，那么我就现在请巴西的 Monserrat Filho 先生来
主持议程项目 6 工作组的第二次会议。 

现在本次会议休会，明天上午 10 点复会。 

下午 3 时 25 分散会。 

议程项目 6a 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下午 3 时 27 分开会。 

主席：José Monserrat Filho 先生（巴西） 

主席：各位尊敬的代表，下午好。我们现在开
始议程项目 6a 工作组的第二次会议，涉及的是外
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各位尊敬的代表，今天上午我们审议了在小组
委员会本届会议上散发的各项文件，而且我们请各
国代表团也注意到了，由国际空间研究所举办的讲

习班讨论会的重要情况。 

这个报告是由研讨会的报告员提交的，而且我
们收到了在这一讲习班上发表的各种重要的意见。
同时，我们也就关系到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各
方面的情况，这就是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题。 

我想我们已经收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和交流
的相关情况，非常明确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就这一
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而且也没有找到解决办
法，至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考虑到我们已经收到的各种信息，我们将提出
涉及各位专家的意见，我们将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建
议交给各国代表团。我们将通过秘书处把这个文件
散发，而且我们将力求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或者
找到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以便能够解决长期以来
未得到解决的这一个问题。 

我们将继续向各国提供问卷，我们将继续向委
员会的成员，我说的是整个外空委提供信息，就是
具体的信息，涉及的是各国的国家立法和做法。这
些做法或者立法是与外空的定义和划界和领空的
定义和划界是相关的。这一工作将在空间技术发展
和航天技术发展的情况下加以编写。 

我们将把这些文件通过联合国外空司向大家
提交这些问题或者问卷。这些问卷中包含的问题可
能包括下述一些问题。我们在很长时间已经注意到
这些问题，关心这些问题，希望各国给予答复。第
一就是各国政府是否认为有必要对外空进行定义
和划界或者对领空进行定义和划界。同时考虑到外
空的技术发展和空运的发展和飞行技术的发展。我
们还希望各国政府能够提交他们答复的理由。 

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各国政府是否认为有必要
适用其他的标准来处理这一问题或者也必须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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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一下他们的原因。第三个问题是各国政府是否认
为需要对外空做一个较低的界限的规定，或者是对
领空做出一个较高的定义或者划界。而且是否有国
家的立法是专门涉及在领空和外空执行任务时，飞
行物体应该实施的要求。这些问题我们将向各国政
府散发。这些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和有用的。 

在继续开展讨论之前，我想问一下各国代表
团，是否有任何意见问题和想法？对主席刚才提交
的这个建议或者问题有任何想法问题或者想法，请
大家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大家是否有什么
意见，对我们向各国政府提交的问题以及问题的形
式和我们将与各成员国或者他们答复的方法有什
么意见，对主席开展努力来找到一个折衷的解决办
法，然后使大家的立场更为接近来处理这一非常重
要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看到有代表要求发言，那么在这个简短
的会议上，我将马上宣布我们会议结束。 

我们将在下周举行另一次会议，也就是我们最
后一次会议。我们到时候将核准一份本工作组的报
告，谢谢大家的合作，下周再见。 

对不起，委内瑞拉代表要求发言。 

Rodrigo Yáñez Pilgrim 先生（委内瑞拉）：谢
谢主席。我想提请我们工作组注意，在本次会议休
会之后，在 M7 号会议室有一个 77 国集团和中国
的会议。 

主席：那么本次会议休会。我们下周再次开会
来进一步讨论如何编写我们的报告。谢谢大家的聆
听。 

下午 3 时 37 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