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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行政和财务事项 
(议程项目 8) 

 1.  在本项目下 会议收到建议在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上通过的一份总

括决定草案 (FCCC/CP/2000/1/Add.1, 附件二) 

[待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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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发  言 
(议程项目 9) 

A.  出席会议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讲话  

 2.  在 11 月 20 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复会) 荷兰王国首相维姆 柯克先生

阁下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 希拉克先生阁下向会议讲了话  

 3.  在 11 月 24 日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 哥斯达黎加总统米格尔 安格尔 罗

德里格斯 埃切维利亚先生阁下向会议讲了话  

B.  缔约方的发言  

(议程项目 9(a)) 

 4.  在 11 月 21 日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以及在 11 月 22 日的第七次

会议上 会议听取了缔约方 部长和其他代表的政策性发言 发言者名单 见

以下附件一  

[待   补] 

C.  观察员国家的发言  

(议程项目 9(b)) 

 5.  在 11 月 20 日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观察员国家土耳其代表发了言  

D.  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的发言  

(议程项目 9(c)) 

 6.  在 11 月 20 日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下列人士作了发言 联合国秘书长代

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 世界气象组织秘

书长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执行秘

书 生物多样性公约 执行秘书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 世界银行

负责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务的副行长 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行政管理部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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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任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部门支助和环境可持续司司长 联合国大学代

表 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 国际重要湿地拉姆萨尔公约 秘书长 国际原子

能机构执行主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部部长和国际冷冻学会会长  

E.  非政府组织的发言  

(议程项目 9(d)) 

 7.  在 11 月 20 日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下列非政府组织代表作了发言 争取可

持续能源商会 (代表欧洲争取可持续能源未来商会) 非洲气候行动网络 全球争取

环境平衡立法者组织 国际商会 土著人民组织 自由工会国际联合会 地方环

境行动国际理事会 世界保护联盟 环境保护社 荷兰天然气工会全国协会 国

际天然气联合会 挪威森林所有人联合会和世界教会理事会  

F.  国际青年会议的发言  

 8.  在 11 月 21 日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 国际青年会议的两名代表  依沃

纳 卡马蒂女士(肯尼亚)和肖恩 尼克松先生(联合王国)代表出席会议的来自 61 个

国家的 118 名年轻人作了发言 其中他们特别提到 国际青年会议宣言 已将

这份宣言分发给了所有与会者 在发言过程中还放映了一部短片  

 9.  在 11 月 24 日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 Ngasuma Kanyeka 女士(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介绍了一份青年网络 (将命名为世界青年气候变化问题组织 )计划 Luciana 

Arantes 女士(巴西)向会议主席提交了该计划的复本  

 10.  在同次会议上 下列青年向执行秘书致送了一个写有 Youth at COP-6 

(出席第六届缔约方会议的青年 ) 字样的旗帜 Kaori Trudi 女士 (日本 ) Francis 

Canin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Mancus Pilarski 先生(德国)和 Trudy Stanislaus 女士(格

林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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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其 他 事 项 
(议程项目 10) 

[酌情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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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会 议 结 束 
(议程项目 11) 

A.  通过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的报告  

(议程项目 11(a)) 

[待   补] 

B.  会  议  闭  幕  

(议程项目 11(b)) 

[待   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