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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通函 
CA/191 

2010年6月1日

致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和 

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事由： 2011年大会筹备会议第二次会议（CPM11-2，2011年2月14-25日，日内瓦） 
起草提交2012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2）的CPM报告并针对之后的一届

大会进行预备性研究 

1 引言 

1.1 2007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在第805号决议中做出了决议，启动大会筹备会议

（CPM）和规则/程序问题特别委员会（SC）的工作。 

1.2 CPM及其范围和工作方法应遵循的原则已经2007年无线电通信全会ITU-R第2-5号决

议批准。 

1.3 2007年12月20日的第CA/171号行政通函包含了2011年大会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

（CPM11-1，2007年11月19-20日，日内瓦）的结果。CA/171号文件补遗1提供了其它信息，

特别是研究组相关负责小组所开展工作的完成日期以及提交WRC-12的CPM 报告草案结构和

输入案文的起草。 

2 会议日期和地点 

2011年大会筹备会议（CPM11-2）第二次会议将于2011年2月14至25日在国际电联总部

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CICG）召开。2011年2月13日（星期日）10:00至16:00时可在CICG进

行代表的现场注册，之后于2011年2月14日07:30继续现场注册。CPM11-2开幕会议将于2011
年2月14日09:30时开始。 

3 会议日程 

包括会议日程的议程草案见本函附件1。将根据CPM11-1（见CA/171号文件附件7）通过

的要点制定提交WRC-12的CPM报告，同时适当参考理事会第1291号决议（修改版）中的大

会议程。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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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提交WRC-12的CPM 综合报告草案 

4.1 根据ITU-R第2-5号决议和CPM11-1所做的决定，CPM管理班子将在2010年7月26至30
日召开的会议上依据研究组相关负责小组的输入文件制定提交WRC-12的CPM综合报告草

案。 

4.2 提交WRC-12的CPM报告草案将作为CPM-11第二次会议工作的依据。CPM管理班子

会后将该报告草案英文版作为CPM11-2/1号文件公布在CPM网页上，并在CPM11-2召开至少

两个月之前尽快刊载国际电联其它语文版本的报告草案。 

4.3 此外，特别委员会（SC）将根据成员文稿和研究组的输入文件，在2010年11月1至5
日的会议上起草有关规则/程序问题的报告草案。特委会报告将直接提交CPM11-2。 

5 文稿 

5.1 请与会者通过以下电子邮件向CPM-11第二次会议工作提交文稿： 

cpm11-2@itu.int 

5.2 文稿将根据ITU-R第1-5号决议和ITU-R第2-5号决议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公布在1： 

http://www.itu.int/ITU-R/go/rcpm 

5.3 根据ITU-R第1-5号决议和工作方法指导原则2，下列截止日期适用： 

5.3.1 文稿应在CPM11-2召开至少3个月前，即2010年11月14日前寄达无线电通信局。对于

该日期后收到的文稿，无法承诺在会议开幕时可提供国际电联所有六种语文的版本。 

5.3.2 文稿寄达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1月31日协调世界时（UTC）16时。上述截止日期后不

再接受文稿。会议开幕时仍未能提供给与会者的文稿不予审议。 

5.4 此外，CPM-11第一次会议规定，文稿平均不得超过10页。在特殊情况下，每个成员

国或每个部门成员的少量文件（2、3份文件）页数限制可增至15页。 

6 CPM11-2期间文件的提供 

6.1 CPM11-2开幕之日将在文件服务台向每一个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供会议开幕前制作

的所有文件的纸印文件一份。 

6.2 将向每位代表/与会者提供一个包含所有可用文件的闪存卡（USB）。文件在CPM网

页公布后闪存卡将会自动更新。 

6.3 所有文件都将以电子方式在上述CPM网站上公布，可在网吧、通过CICG和会议厅内

外安装的无线局域网上网查阅。提倡与会者充分利用这一设施。 
  

____________________ 
1  文件将以MS Word 2007的格式公布（见给MS Office 2003用户的重要通知：http://www.itu.int/ITU-R/go/sg-

transition-to-office-2007） 
2  见http://www.itu.int/oth/R0A01000001 

mailto:cpm11-2@itu.int
http://www.itu.int/ITU-R/go/rcpm
http://www.itu.int/ITU-R/go/rcpm
http://www.itu.int/ITU-R/go/rcpm
http://www.itu.int/ITU-R/go/sg-transition-to-office-2007
http://www.itu.int/ITU-R/go/sg-transition-to-office-2007
http://www.itu.int/oth/R0A01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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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CPM11-2结束时将向每个成员国的代表团团长和每个部门成员国的一位代表提供提

交WRC-12的纸印CPM报告一份。 

6.5 CPM11-2闭幕时将向每位与会者提供一张包含提交WRC-12的CPM报告的CD-ROM光

盘。 

6.6 为协助无线电通信局准备上文第6.1和6.4段所述文件的最低数量纸印副本，并特别考

虑到CPM报告篇幅很长，请于2010年8月15日前填妥本函附件2并寄回，告知无线电通信局您

的具体要求。 

7 代表注册 

CPM11-2的代表注册工作将仅以在线方式通过CPM网站进行。本函附件3规定了在线注

册的详细程序以及必须提供给ITU-R秘书处的信息。 

8 酒店住宿 

参加国际电联大会和会议的代表在日内瓦可享受优惠的酒店住宿价格。相关的酒店一览

表以及需直接发至酒店的预订表见以下网址：http://www.itu.int/travel/。 

9 签证要求 

我们在此谨提醒诸位代表和与会者，一些国家的公民需要获得签证才能入境瑞士并在此

逗留。签证必须在CPM11-2开幕前至少四周向驻贵国的瑞士代表机构（使馆或领事馆）申

请和领取。如贵国没有此类机构，则请向驻离出发国最近的此类机构申请并领取。如果遇到

问题，国际电联可根据您所代表的主管部门或实体提出的正式请求与相关瑞士当局接触，为

发放签证提供方便。但如上所述，这一程序将需要四周的时间。提出此请求时必须提供已通

过验证的国际电联相关大会或会议注册表。 

如需了解进一步信息，见http://www.itu.int/ITU-R/go/delegate-reg-info/en。 

签证申请 

对于通过各自成员国/部门成员DFP网上提交注册申请的代表/与会者，获得签证支持的

手续已经简化。若需要国际电联总部的帮助，可由DFP在有关个人完成注册申请后提出签证

支持申请。DFP必须详细准确地填写注册表底部的若干问题。必填信息如下： 

 出生日期 

 护照号码 

 护照签发和失效日期 

随后，签证支持程序会自动启动。代表/与会者将从发送到他/她电子邮件地址的注册确

认函得知，其签证支持申请已经收悉并正在得到处理。 
  

http://www.itu.int/travel/
http://www.itu.int/ITU-R/go/delegate-reg-inf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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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无线电通信局负责CPM11-2一般性事务的联系人是Philippe Aubineau先生（电话：

+41 22 730 5992或电子邮件：philippe.aubineau@itu.int）。 

 

 

 

 顺致敬意，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瓦列里·吉莫弗耶夫 

 

 

 

 

 

 

附件1：2011年大会筹备会议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 

附件2：对纸印文件的语言要求 

附件3：在线注册信息 

 

 

 

 

 

分发： 

– 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 
– 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 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和规则/程序问题特别委员会正、副主席 
– 无线电通信顾问组正、副主席 
– 大会筹备会议正、副主席 
–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委员 
– 国际电联秘书长、电信标准化局主任、电信发展局主任 

  

mailto:philippe.aubineau@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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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1年大会筹备会议（CPM11-2）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 

制定提交2012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CPM报告 

（2011年2月14至25日，日内瓦） 

 

1 开场白 

2 批准议程 

3 CPM-11第二次会议的结构和工作方法 

4 成立工作组 

5 文件分配 

6 制定提交WRC-12的CPM报告 

7 其它事宜 

 

 

  CPM-11主席 
 A. NALBA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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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1年大会筹备会议（CPM11-2）第二次会议 

成员国：   

或 

部门成员：  

对会议第一天将提供的CPM11-2纸印文件*的语言选择 

 

请勾选(√)适当的语言框 

英文 阿拉伯文 中文 西班牙文 法文 俄文 

      

 

* 根据惯例以及由于某些财务限制，分发的纸印文件数量是有限的。 
在开幕之日将向每个成员国/部门成员提供包含全部现有输入文件的纸印文件一份。 

请注明贵实体选择的语言，将在大会的第一天发给每位代表/与会者 
一个包含上述以所有可用语言提供的文件的USB Key加密盘。 

 

对大会最后一天提供的提交WRC-12的CPM报告纸印文件的语言要求 

 

请勾选(√)适当的语言框 

英文 阿拉伯文 中文 西班牙文 法文 俄文 

      

 

    

 （日期）  （签名） 

 

请于2010年8月15日之前寄回至：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Radiocommunication Bureau 
CPM11-2 Secretariat/Office V.431 
1211 GENEVA 20/Switzerland 
E-mail: iturcpmregistrations@itu.int  
Fax: +41 22 730 6600 

 
  

mailto:iturcpmregistrations@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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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1年大会筹备会议（CPM11-2）第二次会议 

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CICG） 
2011年2月14-25日 

与会代表注册 

CPM11-2代表的注册工作将仅以在线方式通过CPM网页进行，登陆选择 

代表在线注册。 

请到ITU-R代表注册和信息网页查阅目前所有的指定牵头人（DFP）信息： 

http://www.itu.int/ITU-R/go/delegate-reg-info/en 

若需修改当前名单上注明的DFP姓名，请填写下表。在线注册系统将于2010年9月15日
正式开放。 
 

 

成员国：   

或 

部门成员：   

 

指定牵头人： 

   

 名 首字母 姓 

   

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请通过电子邮件（iturcpmregistrations@itu.int）或传真（+41 22 730 6600）与CPM11-2秘书处
联系，以便提交上述表格或查询更多其它信息。 

______________ 

http://www.itu.int/ITU-R/go/rcpm
http://www.itu.int/ITU-R/go/delegate-reg-activ
http://www.itu.int/ITU-R/go/delegate-reg-info/en
mailto:iturcpmregistrations@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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