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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会议 
主席名单

议    程

背景资料

致    辞

简    历

联合国

大会第六十八届

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主席

届    次 年 姓    名 国    家
第六十八届会议 2013年 约翰·W·阿什先生(当选) 安提瓜和巴布达

第六十七届会议 2012年 武克·耶雷米奇先生 塞尔维亚

第六十六届会议 2011年 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 卡塔尔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0年 约瑟夫·戴斯先生 瑞士

第六十四届会议 2009年 阿里·阿卜杜萨拉姆·图里基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 2009年 米格尔·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 尼加拉瓜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08年 米格尔·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 尼加拉瓜

第六十二届会议 2007年 斯尔詹·克里姆先生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两次续会) 2006年 哈亚·拉希德·阿勒哈利法女士 巴林

第六十一届会议 2006年 哈亚·拉希德·阿勒哈利法女士 巴林

第六十届会议 2005年 扬·埃利亚松先生 瑞典

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 2005年 让·平先生 加蓬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04年 让·平先生 加蓬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 2004年 朱利安·罗伯特·亨特先生 圣卢西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两次续会) 2003年 朱利安·罗伯特·亨特先生 圣卢西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03年 朱利安·罗伯特·亨特先生 圣卢西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02年 杨·卡万先生 捷克共和国

第二十七届特别会议 2002年 韩升洙先生 大韩民国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两次续会) 2002年 韩升洙先生 大韩民国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 2001年 韩升洙先生 大韩民国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01年 韩升洙先生 大韩民国

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 2001年 哈里·霍尔克里先生 芬兰

第二十五届特别会议 2001年 哈里·霍尔克里先生 芬兰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 2000年 哈里·霍尔克里先生 芬兰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00年 哈里·霍尔克里先生 芬兰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2000年 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 纳米比亚

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 2000年 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 纳米比亚

第二十二届特别会议 1999年 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 纳米比亚

第五十四届会议 1999年 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 纳米比亚

第二十一届特别会议 1999年 迪迪埃·奥佩蒂·巴丹先生 乌拉圭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 1999年 迪迪埃·奥佩蒂·巴丹先生 乌拉圭

第五十三届会议 1998年 迪迪埃·奥佩蒂·巴丹先生 乌拉圭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1998年 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 1998年 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

第五十二届会议 1997年 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两次续会) 1997年 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 马来西亚

第十九届特别会议 1997年 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 马来西亚

第五十一届会议 1996年 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 马来西亚

第五十届会议 1995年 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教授 葡萄牙

第四十九届会议 1994年 阿马拉·埃西先生 科特迪瓦

第四十八届会议 1993年 塞缪尔·因萨纳利先生 圭亚那

第四十七届会议 1992年 斯托扬·加内夫先生 保加利亚

第四十六届会议 1991年 萨米尔·谢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第四十五届会议 1990年 吉多·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第十八届特别会议 1990年 约瑟夫·南文·加尔巴先生 尼日利亚

第十七届特别会议 1990年 约瑟夫·南文·加尔巴先生 尼日利亚

第十六届特别会议 1989年 约瑟夫·南文·加尔巴先生 尼日利亚

第四十四届会议 1989年 约瑟夫·南文·加尔巴先生 尼日利亚

第四十三届会议 1988年 丹特·卡普托先生 阿根廷

第十五届特别会议 1988年 彼得·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第四十二届会议 1987年 彼得·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第十四届特别会议 1986年 胡马云·拉希德·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第四十一届会议 1986年 胡马云·拉希德·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第十三届特别会议 1986年 海梅·德皮涅斯先生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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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届会议 1985年 海梅·德皮涅斯先生 西班牙

第三十九届会议 1984年 保罗·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第三十八届会议 1983年 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 巴拿马

第三十七届会议 1982年 伊姆雷·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1982年 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 伊拉克

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 1982年 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 伊拉克

第九届紧急特别会议 1982年 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 伊拉克

第三十六届会议 1981年 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 伊拉克

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 1981年 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三十五届会议 1980年 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十一届特别会议 1980年 萨利姆·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 1980年 萨利姆·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六届紧急特别会议 1980年 萨利姆·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三十四届会议 1979年 萨利姆·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三十三届会议 1978年 因达莱西奥·利埃瓦诺先生 哥伦比亚

第十届特别会议 1978年 拉扎尔·莫伊索夫先生 南斯拉夫

第九届特别会议 1978年 拉扎尔·莫伊索夫先生 南斯拉夫

第八届特别会议 1978年 拉扎尔·莫伊索夫先生 南斯拉夫

第三十二届会议 1977年 拉扎尔·莫伊索夫先生 南斯拉夫

第三十一届会议 1976年 阿梅拉辛格先生 斯里兰卡

第三十届会议 1975年 加斯东·托恩先生 卢森堡

第七届特别会议 1975年 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 阿尔及利亚

第二十九届会议 1974年 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 阿尔及利亚

第六届特别会议 1974年 莱奥波尔多·贝尼特斯先生 厄瓜多尔

第二十八届会议 1973年 莱奥波尔多·贝尼特斯先生 厄瓜多尔

第二十七届会议 1972年 斯坦尼斯瓦夫·特雷普钦斯基先生 波兰

第二十六届会议 1971年 亚当·马利克先生 印度尼西亚

第二十五届会议 1970年 爱德华·汉布罗先生 挪威

第二十四届会议 1969年 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女士 利比里亚

第二十三届会议 1968年 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卡塔兰先生 危地马拉

第二十二届会议 1967年 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 罗马尼亚

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 1967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帕日瓦克先生 阿富汗

第五届特别会议 1967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帕日瓦克先生 阿富汗

第二十一届会议 1966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帕日瓦克先生 阿富汗

第二十届会议 1965年 阿明托雷·范范尼先生 意大利

第十九届会议 1964年 亚历克斯·奎森-萨基先生 加纳

第十八届会议 1963年 卡洛斯·索萨·罗德里格斯先生 委内瑞拉

第四届特别会议 1963年 乔杜里·穆予默德·查弗鲁拉·汗爵士 巴基斯坦

第十七届会议 1962年 乔杜里·穆予默德·查弗鲁拉·汗爵士 巴基斯坦

第十六届会议 1961年 蒙吉·斯陵先生 突尼斯

第三届特别会议 1961年 弗雷德里克·H. 博兰先生 爱尔兰

第十五届会议 1960年 弗雷德里克·H. 博兰先生 爱尔兰

第四届紧急特别会议 1960年 维克托·安德列斯·贝朗德先生 秘鲁

第十四届会议 1959年 维克托·安德列斯·贝朗德先生 秘鲁

第十三届会议 1958年 查尔斯·马利克先生 黎巴嫩

第三届紧急特别会议 1958年 莱斯利·孟罗先生 新西兰

第十二届会议 1957年 莱斯利·孟罗先生 新西兰

第十一届会议 1956年 旺·威泰耶康·瓦拉旺亲王 泰国

第二届紧急特别会议 1956年 鲁德辛多·奥尔特加先生 智利

第一届紧急特别会议 1956年 鲁德辛多·奥尔特加先生 智利

第十届会议 1955年 何塞·马萨先生 智利

第九届会议 1954年 埃尔科·N. 范克里劳斯先生 荷兰

第八届会议 1953年 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夫人 印度

第七届会议 1952年 莱斯持·B. 皮尔逊先生 加拿大

第六届会议 1951年 路易斯·帕迪利亚·内尔沃先生 墨西哥

第五届会议 1950年 纳斯罗拉·安迪让先生 伊朗

第四届会议 1949年 卡洛斯·P. 罗慕洛先生 菲律宾

第三届会议 1948年 H. V. 伊瓦特先生 澳大利亚

第二届特别会议 1948年 何塞·阿尔塞先生 阿根廷

第二届会议 1947年 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先生 巴西

第一届特别会议 1947年 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先生 巴西

第一届会议 1946年 保罗-亨利·斯巴克先生 比利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