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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2019 年届会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3(c) 

组织事项：工作安排，包括设立附属机构 

  工作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1.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2019 年届会拟议工作安排和时间表是依照大会、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和专家组主席团的相关决定拟定的，以便利在分配给专家组的时间和

服务范围内审议议程项目。 

2. 专家组 2019 年届会第一场会议将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所提供的会议设施将供专家组每天召开两场正式会议。上午会议将于上

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举行(4 月 29 日星期一除外，当日举行的第一场会议将于上午

10 时 30 分开始)；下午会议将于下午 3 时至 6 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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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议工作安排 

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 日程 

   
4 月 29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时 30 分- 

下午 1 时 

1. 会议开幕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主席致开幕词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助理秘书长致

欢迎词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提名主席团成员人选并由专家组予

以审议 

 3. 组织事项  

 4. 主席和秘书处的报告 介绍报告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5. 报告 

 5(a). 各国政府有关本国情况以

及在地名标准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介绍国家报告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下午 3 时-6 时 5. 报告(续) 

 5(b). 专家组各分部 

 5(c). 国名工作组 

 5(d). 国家和国际会议 

介绍国家报告和各分部报告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6. 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和联络 

 6(a). 国际组织 

 6(b). 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全球地

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 

介绍报告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4 月 30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 

下午 1 时 

7. 地名的国家和国际标准化 

7(a). 地名的收集、办公室处理、

国家主管机构、超出单一主权范

围的地形与国际合作 

介绍和提出文件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下午 3 时-6 时 7. (续)  

  7(b). 供地图编辑和其他编辑在

国际范围使用的地名准则 

 

 8. 社会和经济惠益、支持可持续发

展、为执行各项决议而采取和拟议

采取的措施以及评价专家组的工作

(评价和实施工作组) 

介绍和提出文件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5 月 1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 

下午 1 时 

特别技术介绍 介绍二级行政边界项目 

 

 9. 专家组的宣传事宜和专家组项目的

筹资(宣传和经费工作组) 

工作组召集人介绍情况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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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 日程 

   
 10. 非洲的国家标准化活动(非洲专

题工作组) 

专题工作组协调人介绍情况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下午 3 时-6 时 11. 地名学教育(地名学培训班工

作组) 

工作组召集人介绍情况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12. 地名术语(地理名词工作组) 工作组召集人介绍情况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5 月 2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 

下午 1 时 

特别介绍 介绍非物质遗产 

 13. 地名作为文化、遗产和特性，包

括土著、少数民族及区域语系和多语

言问题(地名文化遗产工作组) 

工作组召集人介绍情况 

介绍文件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14. 外来语地名(外来语地名工作

组) 

工作组召集人介绍情况 

介绍文件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下午 3 时-6 时 15. 地名数据文件和地名录(数据处

理和工具、数据库管理、数据的公布：

产品和服务)(地名数据文件和地名

录工作组) 

工作组召集人介绍情况 

介绍文件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16. 书写系统和读音(罗马化系统工

作组) 

罗马化系统工作组召集人介绍情况 

介绍文件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5 月 3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 

下午 1 时 

特别介绍 介绍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 

 17. 其他地名学问题 一般性讨论和总结 

 18. 专家组 2021 年届会安排 审议专家组 2021 年届会临时议程草案 

 19. 其他事项  

 20. 介绍和通过各项决定 介绍非正式文件 

讨论和审议各项决定草案 

下午 3 时-6 时 20. (续) 讨论和审议决定草案 

 21. 通过 2019 年届会报告 介绍报告草稿 

  对报告草稿进行交互式讨论并通过

报告 

 22. 选举 2021 年届会主席团成员 提名主席团成员人选并由专家组予以

审议 

 23. 会议闭幕 会议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