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集方和组织方：	
	

	主办方：

与会者后勤安排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7	日	-	瑞士日内瓦

抗灾力红利： 
迈向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社会	

2019 5 13 17

第六次
会议

UN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9 年全球减灾平台 /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7 日 - 瑞士日内瓦

与会者后勤安排

第2页

全球减灾平台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旨在讨论在减少灾害损失和管理灾害

风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所涉及的灾害包括新出现和现有的

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2019	年全球减灾平台	(GP2019)	还是《仙台减灾框架》	

（2015-2030年）监测和实施流程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GP2019	第六次会议将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7	日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此次会议由联合国减少灾

害风险办公室（联合国减灾办）

召集和组织，由瑞士政府主办，

将以结果为导向，注重创新性和

包容性。

GP2019	的与会人数逾	3,500	人，

对减灾领域全球各地的顶级思索

者和实践者、政策制定者、政府

官员和社区成员来说，这将是一

次交流互动、制定战略和质疑辨

惑的绝佳机会。我们将分享优良

的实践方法，发现不足之处，并

提出建议，从而进一步加快落实

全球减灾和抗灾力议程。

正式议程将从	5	月	15	日星期三

开始，并于	5	月	17	日星期五结

束。5	月	13	日星期一和	5	月	14	

日星期二将举行筹备活动和磋商

会。三天正式会议的每一天将分

别专注	GP2019	主题：“抗灾力红

利：迈向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社

会”中的一大具体要素，调查并展示管理灾害风险和以风险信息为依据的发展

投资如何在各个层面为众多部门（社会、经济、金融和环境）带来红利效应。

2019	年全球	
减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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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
GP2019	将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CICG)	及其对面的日内瓦

瓦朗贝会议中心	(CCV)	举行。

CICG  
CCV

去往日内瓦机场  
(Cointrin)

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 (UNOG)

地址 
Rue	de	Varembé	17
CH	–	1202	Genève	-	Switzerland
电话：+41	(0)	22	791	91	11
网站：cicg.ch/en

要从机场前往	CICG/CCV，请乘坐巴士 5 号线（“Vermont”站）和 28 号线
(“Nations”站)。

去往日内瓦主火车站  
(Cornavin)

http://cicg.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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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和认证

在线注册
GP2019		邀请《仙台框架》工作和减灾议程的所有利益

相关方注册，包括：成员国、议员、地方政府、联合

国系统实体、政府间组织、主要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团体。入场权限将仅授予已注册并经过确认的与会

者。

请通过此链接进行在线注册。

系统将向注册所使用的电邮地址发送一封包含	 ID	 参

考号的自动电邮，来确认收到相关注册申请。所有申

请将由	GP2019	秘书处审查。我们将向通过审查的代

表发送一封成功注册确认函。此审查流程最长需要四

周时间。

请注意，与会者必须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之前完成	

注册。

在线注册和胸牌

与会者可以在现场登记处领取胸牌，需要出示本国护

照或身份证。必须始终佩戴带有照片的胸牌方可进入

会议场馆和会议室。对于开幕式和闭幕式，需要特殊

的额外通行证。有关额外通行证的详细信息可稍后在

线获取。

我们鼓励尽早完成在线注册。我们预计	5	月	15	日
星期三当天会有很多人注册。登记处胸牌领取时间	

如下：		

星期日		 5	月	12	日		(12:00	–	17:00)		

星期一		 5	月	13	日		(07:00	–	18:00)		

星期二		 5	月	14	日		(07:00	–	18:00)		

星期三		 5	月	15	日		(07:00	–	18:00)		

星期四		 5	月	16	日		(07:00	–	18:00)			

星期五		 5	月	17	日		(07:00	–	12:00)

费用

不收取任何会议费用。与会者需要自行承担食宿和旅

行费用。

签证

必须满足相关签证要求才能入境瑞士。根据具体	

国籍，GP2019	与会者可能需要持签证才能入境	

瑞士。

关于瑞士签证的详细说明，请查看此文档。	

请在注册参加	GP2019	之前仔细查阅签证信息。	

媒体认证
我们欢迎媒体出席。所有记者都必须佩戴	GP2019	会
议胸牌。对于开幕式和闭幕式，仅限持有额外通行证

的人士才能进入全体会议主会场。其他与会者可以使

用分会场会议室。

联合国媒体团认证的记者和其他记者必须通过GP2019 
注册网页提前注册。未获认证的记者必须另外提供联

合国会议所需的认证文件。请查看以下链接：联合国

媒体网站。	

一旦参加会议，记者需要在登记处提供认证证明才能

领取会议胸牌。	

大会将提供媒体支持中心，并提供	 WIFI	 网络。还将

提供一处小的现场采访区，适合对与会者进行一对一

现场访谈。

有关媒体的其他请求可通过以下方式发送给	Brigitte	
Leoni	女士：leonib@un.org	或	+41	76	691	04	41。

安保

GP2019	的入场人员仅限佩戴有效胸牌的已注册与	

会者。	会议场馆的安保将由联合国负责。GP2019	场
馆以外的所有外部安保相关事务均由东道国瑞士负

责。所有高级别与会者应在注册确认后和抵达前，提

醒他们各自在日内瓦的常驻代表团，就安保、交通、

住宿和其他礼宾事宜作出安排。所有国家元首的抵达

日期也必须告知瑞士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registration/form/step1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files/58809_gpdrr2019websiteswissinformationfin.pdf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registration/form/step1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registration/form/step1
https://unog.ch/80256EDD006B9C2E/(httpPages)/70991F6887C73B2280256EE700379C58
https://unog.ch/80256EDD006B9C2E/(httpPages)/70991F6887C73B2280256EE700379C58
mailto:leonib%40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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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场入境

日内瓦有一个机场，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距机场仅	5	
公里。从机场到会场以及进入日内瓦都有着完善的公

共交通可用。我们鼓励所有与会者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可从机场行李提取处的机器上领取免费的巴士车

票（领取后一小时内有效）。

如果想计划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日内瓦，请访问日

内瓦公共交通网站。

从国际机场到会议中心步行	200	米范围内的公共交

通有两条线路：巴士	5	号线：请在“Vermont”站下

车；巴士	28	号线：请在“Nations”站下车。巴士从

机场到达层出发。

多数有轨电车和公交车均为无障碍车辆。对于残疾人

士，您需要向巴士司机直接说明您想乘车。司机会打

开活动斜板，以方便您上车。告诉司机您想在哪个

站下车。Mobilité	 pour	 tous（出行便利）是一项免

费服务计划，旨在帮助视力障碍人士或行走困难人士	

(非坐轮椅的人士)能够在向导（大多讲法语）的帮

助下利用公交网络出行。此服务从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到下午	6	点提供。您需要提前	48	小时拨打电话	

+41	(0)	22	328	11	11	预约。

出租车

可在机场到达层乘坐出租车。出租车按表计费，因此

费用因路程而异，但从机场到市中心通常仅需	 40	瑞
士法郎。出租车候车区位于和平大道（Avenue	 de	 la	
Paix）上，万国宫的旁边，距离会议中心	200	米。出

租车通常全天候提供服务。

可拨打以下直拨电话叫车，出租车一般几分钟内便可

到达：+41	(0)	22	331	41	33。

可提供配有无障碍通道的出租车服务，但必须提前预

约。请注意，预订人员可能只会说法语。联系方式可

在 此网站的“出租车服务”版块找到。

泊车

万国公共停车场车库可从万国宫周围的多个入口	

进入，距离会议场馆	100	米。

交通和住宿

住宿

驻留日内瓦期间的住宿由与会者自理。

建议提前预订住宿，因为同一日期前后还有

其他大型活动在日内瓦举行。如需更多信

息，请访问日内瓦旅游网站。	

邻国法国可提供更多住宿，而且公共交通便

利，仅需 20 至 60 分钟即可抵达日内瓦（请

注意，法国可能另外需要签证）。

请注意，并非所有的日内瓦酒店均为残疾人

士无障碍酒店。请参考此网站，来帮助您寻

找提供无障碍设施的场所。

万国公共停车场CICG CCV

http://www.tpg.ch/en/web/site-international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Pages/InfoAboutAccessibility.aspx
https://www.geneve-parking.ch/fr/parkings/place-des-nations
http://www.geneve-tourisme.ch
http://www.disabledaccess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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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所有的主要活动都将在	CICG	和	

CCV	的会议室举行。所有主要的

全体会议室均配有音响系统、大小

会议桌和视频显示器。

官方声明
代表团将受邀在全体会议的指定时

间发表三分钟的官方声明。所有代

表团均可表达发表官方声明的意

愿。为此，注册并经确认的与会者

可以登录系统，代表自己的代表团

提交申请。注册将于	2019	年	3	月
在线开放，可在线获取更多指南。

声明分为两种类型：口头和/或

书面。所有政府代表团均可在	

GP2019	大会上发表口头声明；官

方声明将在其中一个主会议室内

进行。非政府组织（NGO）、民

间团体组织（CSO）和政府间组织

（IGO）等其他代表团也可提交发

表口头声明的申请。由于时间有

限，因此我们可能无法满足所有的

申请要求。为此，我们鼓励各代表

团提交书面声明。发言人名单将在	

GP2019	 大会开始前提供。所有声

明（口头或书面）均可在	 GP2019 
网站上获取。

如需有关官方声明的更多信息，请

通过	 gp-statements@un.org	 联系	

Ana	Cristina	Thorlund	女士。

创新平台

GP2019	将成为首次包含创新平台

的全球平台会议。其目的是展示创

新型减灾新方法的应用情况，例如

实施减灾新方法，或使用新技术、

提升创新意识或开展教育活动等。	

可通过此链接查看有关	 GP2019	
创新目标的更多信息。您可以在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通过此链

接注册。	

大会议程将包含一系列会议活动，包括高级别对话、官方声明、工作会议、

附属活动、创新平台、星火讲坛、学习实验室和实地考察。

GP2019	官方项目	

(包括其他实用信息)

将在	2019	年	4	月
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

言在线提供。

项目一览 

2019 5 13 17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programme/official-statements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mailto:gp-statements%40un.org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programme/platform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registration/innovation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registration/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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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验室
学习实验室是小组互动式会议，为

现场学习提供了空间。将介绍具体

的灾害风险降低概念、计划或技术

设备，以便与会者可以现场尝试。

若要注册，请访问GP 网站。

星火讲坛
如果您不在	 GP2019	 主发言人名

单上，请不要担心！您可以在星火

讲坛上进行	15	分钟的减灾演讲。

欢迎您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的减

灾项目、倡议或想法。除了在主要

会议和活动中提出的观点之外，这

将使我们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听取

意见。感兴趣的与会者可以在2019 
年 3 月 15 日之前提出在线申请 。

实地考察

瑞士政府计划组织实地考察，让与

会者直接了解瑞士的减灾实践方

法。考察将围绕一系列主题展开，

包括气候服务、山地灾害、洪水管

理、海啸和地震保护。可通过此链

接查看有关实地考察的更多信息。	

只有已确认的代表才能报名参加实

地考察活动。您的注册经确认后，

可以通过此网站报名。

实地考察活动的开展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每位参加者

需要在	GP2019	场馆的实地考察登

记处以现金支付参与费，每场考察	

50	瑞士法郎。50	瑞士法郎的费用

包含实地考察的餐饮和交通费。	

筹备日
2019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和	 5	
月	 14	日星期二将开展筹备活

动，例如世界重建大会第四次会

议	(WRC4)	 和第二次多重灾害早

期预警会议。世界重建大会也将在	

CICG	 举办，多重灾害早期预警会

议将由世界气象组织	 (WMO)	 主

办并在世界气象组织举办。如需有

关筹备日所开展其他活动的最新信

息，请访问	GP2019 网站。

实地考察

抗灾力红利：  
迈向具有可持
续性和包容性
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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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programme/field-visits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programme/field-visits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registration/fieldvisits
https://www.gfdrr.org/en/wrc4
https://public.wmo.int/en/events/meetings/second-multi-hazard-early-warning-conference-mhewc-ii
https://public.wmo.int/en/events/meetings/second-multi-hazard-early-warning-conference-mhewc-ii
http://www.unisdr.org/gp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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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双边会议室		
大会提供少量专门用于双边高级别会议/非公开会议

的会议室（可容纳	10	至	24	名与会者）。双边会议

将在	2019	年	5	月	15	日至	17	日举行，根据会议

室的空闲情况，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仅预留	 20		
分钟。	

双边会议室的申请将从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开放，

联系人：Céline	Barmet	女士，电邮：Celine.barmet@
un.org，请在主题栏指明“GP2019	 bilateral	 meeting	
requests”（GP2019	双边会议申请）。	

口译服务
开幕式和闭幕式、高级别对话、部长级圆桌会议、特

别会议以及少量的其他会议将提供联合国六种官方语

言的口译服务：阿拉伯语、中文、英语、法语、俄语

和西班牙语。	

无障碍大会

联合国减灾办和东道国致力于将	GP2019	大会打造成

一场残疾人士无障碍大会。

秉承《残疾人权利公约》有关残疾人充分有效参与和

融入社会的原则，残疾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与其

他人一起积极参与相关政策和计划所有决策流程的机

会，积极参与讨论国际发展的论坛。

请参阅此网站，获取有关日内瓦无障碍设施信息的一

般列表（机场通道、出租车服务、酒店、辅助设备租

赁和公共交通）。

国际手语翻译和实时字幕
国际手语翻译译员将为开幕式和闭幕式、高级别对

话、笹川奖颁奖典礼以及特定的工作会议和特别会议

提供支持。开幕式和闭幕式、高级别对话以及所有工

作会议和特别会议将提供实时字幕服务。

这与《仙台框架》的承诺一脉相承，即确保采用具有

残疾人包容性的减灾方法。

医疗设施

可在会议场馆问讯处申请获取医疗救助。会议场馆内

将提供配备医疗人员的医务室。

互联网
GP2019大会期间，CICG	会议中心和	 CCV	瓦朗贝会

议中心将全程提供免费无线网络。日内瓦机场也提供

一小时的免费无线网络。

绿色大会

GP2019	将最大程度减少其“碳足迹”。我们将通过

高效和节约使用电力、纸张、物资和交通，来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与会者可以自愿为碳补偿项目做出贡

献，来抵消与旅行相关的碳排放，或者使用日内瓦四

通八达的可靠公共交通。抵达日内瓦国际机场后，您

可以在行李提取处的售票机获取一张免费的公共交通

票。在酒店，您可以要求获取免费的“日内瓦交通

卡”，让您在入住期间可以免费使用日内瓦的所有公

共交通工具。我们鼓励与会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

非乘坐出租车或汽车前往酒店或会议中心。此外，日

内瓦还在	CICG	附近提供可以免费使用的自行车。

联合国减灾办正在推动召开一场节纸型	 GP2019	 大

会。相关措施包括在	GP2019	网站和PreventionWeb	
上提供虚拟（在线）会议和文件袋。所有的关键会

议文件都可通过手机友好型	GP2019	网站和应用程

序获取。我们恳请与会者考虑不提供纸质版文件，同

时鼓励采用可以在线传播的文件。我们将与会议中心

合作，尽可能回收材料，并提供气候友好型素食和纯	

素食。	

mailto:celine.barmet%40un.org
mailto:celine.barmet%40un.org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Pages/InfoAboutAccessibility.asp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y%C5%8Dichi_Sasakawa
http://www.unisdr.org/gp2019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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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日内瓦是瑞士最西部省份日内瓦州

的首府城市。这座城市位于罗纳

河河口的日内瓦湖畔，西边是汝拉

山，东边是法国阿尔卑斯山。从欧

洲多数大城市出发，两小时内便可

轻松飞抵这座城市，同时这里还是

一处欧洲高速公路枢纽。这座城市

通过高铁与巴黎和米兰相连，此外

还可搭乘快速列车往返西班牙和德

国，这些都可以为旅客提供更多交

通便利。

语言

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德语、法

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法语是

日内瓦的主要语言，但也广泛使用

英语。

时间：GMT/UTC	+1

	电话区号

瑞士为	+41，日内瓦为	022	

电力

瑞士使用的是	 230	 伏、50	 赫兹

的交流电。请携带电源插头转换

器——瑞士使用的是	3	孔插座。-

CICG	有适配器出售，但数量有

限。如需有关在瑞士使用的适当插

头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此网站。	

货币

瑞 士 的 货 币 为 瑞 士 法 郎

（CHF；SFr）。多数商家也接受欧

元，但是需要承担稍高的价格。请

访问www.xe.com了解最新汇率。整

座城市随处设有自动取款机。

气候

日内瓦的气候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

都很宜人。五月份通常比较温暖，

有可能下雨。如需更多信息，请访

问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学办公室 
MeteoSwiss网站。

更新、新闻和信息

GP2019	网站将定期更新背景文

件、项目、特别活动和实用信息：

www.unisdr.org/gp2019

您还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本次大
会：

#GP2019Geneva

#TheResilienceDividend

#SendaiFramework

或者在 Facebook 上关注我们：

www.facebook.com/UNISDR

全球平台
2007

全球平台
2013

全球平台
2009

全球平台
2011

WCDR  
1994

WCDR 
2005

2019 5 13 17

本出版物中所有材料均受版权保护。未经联合国减灾办事先书面许可，本出版物不得转售或用于其他商业目

的。所有图片仍然为所引用来源的唯一财产，未经相关来源书面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如果想获得使用、分发或重印本出版物任一部分的许可，请通过电邮	isdr@un.org 联系联合国减灾办总部。

全球减灾平台的前几次会议

日内瓦简介

https://www.worldstandards.eu/electricity/plugs-and-sockets/
https://www.xe.com
https://www.meteoswiss.admin.ch/home.html?tab=overview
https://www.meteoswiss.admin.ch/home.html?tab=overview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https://twitter.com/hashtag/GP2019Geneva
https://twitter.com/hashtag/TheResilienceDividend
https://twitter.com/hashtag/SendaiFramework
http://www.facebook.com/UNISDR
mailto:isdr%40un.org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1/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09/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07/index-first.html
https://www.unisdr.org/2005/wcdr/wcdr-index.htm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publications/view/8241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s/2017/globalplatform/en
https://www.unisdr.org/conference/2019/globalplatform/home
https://www.wcdrr.org


如 果 想 获 取 更 多 信 息 和 动 态 更 新 ， 请 访 问  
www.unisdr.org/gp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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