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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3：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临时议事规则》 

摘 要 

 教科文组织大会于 2005 年 10 月 20 日通过了《保护和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公约》于 2007 年 3 月 18

日起生效。本文件主要介绍《临时议事规则》，之前介绍了

公约的制订以及通过的相关决议。 

必要的决定：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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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 年 10 月 20 日，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

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于 2007 年 3 月 18 日第 30 份

批准书交存总干事三个月后生效。根据《公约》第 22.1 条建立了缔约方大

会（以下简称大会），它是《公约》的全权机构，也是 高机构。《公约》

第 22.3 条规定大会应制定内部条例。 

2. 根据《公约》第 24.2 条规定，由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编写大会文件。以

下提到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临时议事规

则》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

约方大会《内部条例》的模式为基础。 

3. 《临时议事规则》分为六章：(一)参与，(二)大会的组织，(三)引导讨

论，(四)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及任务，(五)大会秘书处，(六)通过和修正。 

4. 《公约》第 11 条明确指出“缔约方认识到民间社会在保护和促进文化

表现形式多样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鼓励民间社会积极参与，为实现

《公约》各项目标而努力”。《临时议事规则》第 2.3 条为非政府组织的参

与提供了可能，条件是这些组织表达了以观察员身份进行参与的意愿，并受

缔约方大会邀请出席各次会议。 

5. 《公约》第 27.3（b）条规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与其职权相关的

领域内拥有投票权。这些组织不可与其成员国同时行使投票权。《临时议事

规则》第 13.2 条规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其成员国行使表决权的方

式。 

6.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23.4 条规定，一旦《公约》缔约方数目达到 50 个，政府间委员会成员应增

至 24 个。现在《公约》缔约方数目已经超过了 50 个，因此缔约方大会应选

举出由 24 名成员组成的政府间委员会，这在《临时议事规则》第 14.2 条中

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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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约》第 23.5 条规定，政府间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应遵循公平的地理

代表性及轮换原则。因此，《临时议事规则》第 14 条提议引入以教科文组

织选举组为基础的投票方式。缔约方大会在上一届会议中已就此做出决定，

这种投票方式是建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方大会所采用的投票方

式基础上的。根据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做法，第五选举组由两个选举小组组

成，一个是非洲国家小组，另一个是阿拉伯国家小组。投票方式遵循按比例

分配的原则，即各选举组中缔约方的数目除以《公约》所有缔约方的数目再

乘以空缺席位数。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5A 将讨论委员会席位在各选举组之间

的分配问题。 

8. 《公约》第 23.1 条规定政府间委员会成员任期为四年。但是，为了保

障委员会工作的连续性，《临时议事规则》第 15 条提议，在第一次选举中

当选的委员会成员国中有一半任期为两年。这些成员国在第一次选举中通过

抽签的方式任命。大会每两年对委员会一半的成员国进行重新选举，这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采用方法一致。 

9. 《临时议事规则》内容如下： 

  一、参与 

第 1 条  主要参与方 

1.1  2005 年 10 月 20 日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

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有缔约方代表均可

参与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大会）的工作并享有投票

权。 

第 2 条  观察员 

2.1  既非《公约》缔约方，又不是常驻教科文组织观察团的

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其代表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公

约》缔约方大会的工作，但是根据第 8.3 条规定，不能

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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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教科文组织事先达成协议互派代表的联合国组织、联

合国系统各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可以派代表参加

《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工作，但是根据第 8.3 条规定不

能参加投票。 

2.3  以上第 2.2 条中没有提到的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

间组织均可应缔约方大会的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

的工作，但是根据第 8.3 条规定不能参加投票。它们可

以参加所有会议或某一届会议，或者是一届会议中的某

一次会议，但是根据第 8.3 条规定不能参加投票。缔约

方大会主席可在两届会议期间邀请以上组织参加下一届

会议或其中的某一次会议。 

  二、 缔约方大会的组织 

第 3 条  大会的召集 

  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例会。在缔约方大会做出决定或有

至少三分之一的缔约方向政府间委员会提出请求的情况

下可召开特别会议。 

第 4 条  主席团的选举 

  缔约方大会选出一位主席，一位或多位副主席以及一位

报告员。 

第 5 条  主席的职权 

5.1  除本《内部条例》提到的权利以外，主席还有权宣布大

会全体会议开始及结束。他/她引导讨论的进行，确保遵

守本《条例》，发表讲话，将问题提交表决以及宣布决

定。他/她就议程提案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在本《条例》

的框架内负责协调各方看法，维持大会秩序。他/她不能

参加投票，但是可以委托其代表团中的另一位成员代表

自己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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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如果主席在整次会议或会议某一阶段缺席，应由副主席

代行主席职责。临时代替主席履行职责的副主席拥有承

担主席的所有权利和责任。  

  三、引导讨论 

第 6 条  会议的公开性  

  除非缔约方大会特别决定，否则大会所有会议都应公开

进行。  

第 7 条  法定人数 

7.1  法定人数由第 1 条所述大部分缔约方及大会代表组成。 

7.2  如未达到法定人数，大会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第 8 条  发言顺序和发言时间限制 

8.1  主席按照申请发言者的申请顺序邀请他们发言。 

8.2  为便于讨论的顺利进行，主席可以限制每个发言者的发

言时间。 

8.3  观察员若想在大会上发言，需征得主席的同意。 

第 9 条  议程提案 

9.1  在讨论过程中，所有缔约方代表均可提出议程提案，由

主席立即宣布。 

9.2  可以对主席的决定提出申诉。申诉将提交即时表决，若

主席的决定得到多数与会并投票的缔约方的赞成，则将

予以保留。 

第 10 条  程序提案 

10.1  在讨论过程中，所有缔约方代表均可提出中止、推迟或

结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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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提案应立即表决。根据第 9.1 条的规定，依照列举顺序

以下提案相对所有其他建议或提案享有优先权： 

(a) 中止会议；  

(b) 推迟会议； 

(c) 推迟对某一问题正在进行的讨论； 

(d) 结束对某一问题正在进行的讨论。 

第 11 条  工作语文 

11.1  大会工作语文为英语、阿拉伯语、汉语、西班牙语、法

语和俄语。 

11.2  以工作语文的其中一种进行的大会发言应被翻译成其他

工作语言。 

11.3  大会发言也可以用工作语文以外的语文进行，但是发言

者应自己负责将发言翻译成工作语文中的一种。 

第 12 条  决议和修正 

12.1  第 1 条所述缔约方均可提出决议草案和修改草案；草案

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转交给其他参

与者。 

12.2  一般情况下，任何没有提前以大会工作语言进行适当分

发的决议草案和修改草案不得进行审议或付诸表决。 

第 13 条  投票 

13.1  第 1 条所述各缔约方的一位代表拥有一张大会选票。 

13.2  根据《公约》第 27.3（b）条的规定，经济一体化组织在

与其职权相关的领域内行使投票权，其所拥有的票数与

该组织参加本《公约》的成员国数目相同。若各成员国

行使了其投票权，则组织不得再行使投票权，反之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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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根据第 7.2 条和第 19 条规定，只有与会并投票的缔约方

中的多数才能形成 后决定。 

13.4 

 

 根据本《条例》，“与会并投票的缔约方”既包括赞成

的一方，也包括反对的一方。投弃权票的缔约方则被视

为未投票。  

13.5  一般地，投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但在选举保护和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

员会”）成员时例外。  

13.6  如对举手投票结果存有质疑，会议主席可进行第二轮点

名表决。此外，如果在投票开始前有两个以上的代表团

要求进行点名表决，则大会必须采取这种投票方式。 

13.7  如提出修正意见，则应首先对修正案进行投票。如果提

案涉及多项修正案，那么应由主席来决定哪个修正案的

修改幅度 大，与原提案差别 大，则先对这个修正案

进行投票。如此依次进行，直至对所有修正案都进行过

投票。 

13.8  如通过了一项或多项修正，则修改后的提案仍须作为一

个整体付诸表决。 

13.9  如果一项提案仅包含对前述提案某一部分的增添、删除

或修改，其仍被视为提案修正案。 

 四、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成员

的选举和任期 

第 14 条  地理分布 

14.1   根据缔约方大会上一届会议通过的决定，保护和促进文

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成

员主要由教科文组织选举组组成。第五选举组由两个选

举小组组成，一个是非洲国家小组，另一个是阿拉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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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组。 

14.2  委员会由 24 个成员国组成，每次选举会根据选举组所含

缔约方数目在各组之间分配席位，但六个选举组中的每

个选举组应至少分得 3 个席位。 

第 15 条  委员会成员的任期 

  委员会成员国任期为四年。但是，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

的成员国任期为两年。这些国家在第一次选举中通过抽

签方式当选。大会每两年对委员会一半的成员国进行重

新选举。[委员会成员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 16 条  向委员会提交候选国资格 

16.1  秘书处应在大会开幕前至少三个月询问各成员国是否有

意参加委员会选举。如果得到肯定答复，则该成员国须

在大会开幕前至少六周向秘书处提交候选国申请。 

16.2  秘书处应在大会开幕前四周向所有缔约方分发临时候选

国名单，并指出各成员国所属的选举组以及各选举组所

拥有的席位数目。 

第 17 条  委员会成员的选举 

17.1  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但是，如果

候选国数目恰好等于或少于本选举组所拥有的席位数

目，那么候选国无需经过投票而直接当选。 

17.2  投票前，主席在各与会代表中指派两位监票员；主席向

两位监票员出示候选国名单并宣布将要选举的席位数。 

17.3  秘书处为各代表团准备一个没有任何外部标记的信封及

选票。各选举组的选票上列有本组内所有候选国名单。 

17.4   各缔约方代表通过在其赞成的候选国国名上画圈进行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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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两位监票员收集所有选举组投票，并在主席监督下计

票。 

17.6  如信封中没有选票，则被认为是弃权。 

17.7  如果选票上划定的国家数超过了可选数目或选票上未做

任何标记，则被认为是无效选票。 

17.8  各选举组的计票是分开进行的。监票员逐个打开信封，

并将选票按照所涉选举组进行分类。 后列出各候选国

所得票数。 

17.9  主席宣布得票 多的候选国以及将要选举的席位数。如

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候选国所获得相同票数，而且选

出的候选国数目多于将要选举的席位数，则需要进行第

二轮无记名投票。第二轮投票只在获得相同票数的候选

国中进行。如果在第二轮无记名投票中，仍然有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候选国获得了相同票数，那么 后由主席通

过抽签方式来决定 终当选的成员国。 

17.10  计票结束，主席立即宣布各选举组的选举结果。 

  五、缔约方大会秘书处 

第 18 条  秘书处 

18.1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或其代表均可参加大会工作，但是无

表决权。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就大会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表

口头或书面声明。 

18.2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中指派一人担当

缔约方大会秘书，并任命其他官员组成大会秘书处。 

18.3  秘书处负责在大会召开前三十天以六种工作语文中的一

种语文接收、翻译并分发所有正式文件，确保讨论的翻

译工作，负责所有保证大会工作顺利进行的其他必要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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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内部条例》的通过和修正 

第 19 条  通过 

  大会根据全体会议中简单多数的与会并投票的缔约方代

表的决定通过《临时内部条例》。 

第 20 条  修正 

  缔约方大会可以通过全体会议中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与

会并投票的缔约方代表的决定对此《内部条例》进行修

正。 

10. 缔约方大会谨建议通过以下决议： 

决议草案 1.CP 3  

缔约方大会， 

1. 应审查第 CE/07/1.CP/CONF/209/3 号文件所载《临时内部条例》, 

2. 通过上述文件所载《内部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