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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 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1. 通过本决定所附载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目标、全球指标和时间框架

以及岛屿特殊的优先行动，作为解决岛屿特有特点和问题的一套行动； 

2. 确认各缔约方按照国家确定的优先事项、能力和需要，执行岛屿生物多样

性工作方案。各缔约方在国内执行的各项活动将根据国家和区域的具体需要、国家的决

心、立法、情况和急缓程度及其生物多样性战略，确定优先次序。增列一项活动并不表

示该活动对所有缔约方都是适当； 

3. 促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执行工作方案，

主要是将工作方案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并将其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主流； 

4. 请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承认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及其对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适切性，并对其执行工作提供支持； 

5. 请全球环境基金进一步简化其程序，以便在执行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时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 

  6. 请国际社会在全球环境基金第四次资金补充期间积极处理执行岛屿生物多

样性工作方案所需的资金； 

 7. 请各捐助缔约国、区域开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协助它们执行工作方案； 

           8. 请各缔约方在一种灵活的框架内运用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各项指标

和时间框架，根据国家的优先事项和能力，在这种灵活的框架内制定国家和/或区域的指

标，同时顾及不同国家间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差别；利用现有的国家指标或视情况根据

评估实现2010年目标所取得进展的全球性指标制定国家的指标；并在向生物多样性公约

提交的国家报告中评估所取得的进展和汇编情况。为实现这些目标，请国际社会执行

《进一步实施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

略》、《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和千年发展目标所载的各项建议，以援助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 

            9. 请执行秘书协助各缔约方，并与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

合作，执行本决定附件C节详细载列的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10. 还请执行秘书查明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优先行动与所有其他专题工

作方案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各项跨领域问题之间的关联，并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

机构第十二次会议之前将其公布；  

 11. 请第 8(j) 条和相关条款问题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在其工作

范围内，提供关于执行工作方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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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认识到岛屿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的至关重要作用，并认识到目前岛屿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惊人速度，商定把工作方案中那些能够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岛屿生物

多样性作出重要贡献的活动列为优先事项； 

13. 请各缔约方在适用情况下，把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纳入当前的国家能

力自我评估工作； 

14. 鼓励在执行工作方案时制定社区处理方式； 

15. 请各缔约方结合《毛里求斯战略》下的相应活动展开本工作方案下的有关

活动； 

16. 鼓励各缔约方建立国内、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岛屿伙伴关系，使各国政府

和民间社会一道提供更多的政治、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加速执行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

案； 

17. 吁请各缔约方在其国家立法许可的情况下，以符合第 8(j)条和相关条款的

方式，执行工作方案； 

18. 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地球系统科学伙

伴关系在与岛屿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中展开合作； 

 19. 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加强协作，针对可能对岛屿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

影响的土地退化现象展开有关活动； 

    20. 鼓励自然保护联盟扩充其关于利用自然保护联盟紧急清单的类别和标准的

指导原则，以便为解决编制岛屿物种清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21. 欢迎国际养护组织提供关于被划为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岛屿的资料，并请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教科文组织、国际养护组织、禽

鸟生命国际组织、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和其他有关组织和倡议与各缔约方合作执行本

工作方案； 

22. 请各缔约方定期监测在执行本工作方案以及在实现全球目标方面的进展情

况，并向缔约方大会提出报告，同时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力的特别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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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A. 导言导言导言导言 1/ 

1． 地球是由10万多岛屿组成的家，在这些岛屿上居住着5亿多居民。这些岛屿的土地

总合及专属经济区的面积超过了地球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岛屿及其四周的近海海洋生物

多样性在自己的界限内形成自成一体的生态系统，每个都有自己独特、往往是有限的生

物多样性集合物。从岛屿生物多样性遗传特点来看，一些岛屿有地球上最丰富多样的生

物，有自己极为独特的特点，而一些岛屿上则生物极为贫乏，几乎或完全没有地方特殊

性。这两类岛屿都受到威胁，成为全球的重点保护对象。 

2. 那些有丰富的区域生物群的岛屿，其岛屿环境的孤立性促成了有地方特色的动植

物群的进化。218个特有鸟类区中有104个完全在岛屿上，
 2/  同时，200个全球生态区域 3/  

中有143个陆地生态系统，这其中有36个是由岛屿组成的。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 4/  
中有10个完全由岛屿组成，剩余的大多数也包含岛屿在内。地球595个个体场地上都生存

着一种或多种在地球上遭受严重威胁的物种，在岛屿上发现了其中的至少218个场地。
5/  

最近一项关于保护区内陆地脊椎动物分布状况的全球空缺分析 6/  发现，在那些空缺当

中，大多数是“热带地区的山区或岛屿地区”。 

3. 另一极端情况是，一些较小低地岛屿和环礁属于地球生物多样性“冷点”，其生物

多样性程度极低，很少、或完全没有自己的特殊性。然而，尽管这些小岛屿上几乎所有

形式的经济生计都过分生物多样性，其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很大一部分受到威胁，需要某

种形式的保护。 7/   

4. 岛屿内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已得到确认，8/ 因为在岛屿上发现了超过半数

的热带海洋生物多样性，而且18个特有物种中有12个、10个珊瑚樵热区中有7个都在岛屿

周围。至于文化多样性，许多岛屿、包括在极地的岛屿都是独特文化的发源地，这些文

                                                 
1
/ 本节内容借鉴了： C. Marin、P. Deda和 J.K. Mulongoy 的《岛屿生物多样性 － 脆弱生态系统中的持

久生命》，这是岛屿开发理事会的一个特别问题，《国际岛屿事务杂志》2004 年 2 月/9 月的岛屿开发理事会特别专

辑，《国际岛屿事务杂志》，2004年 2月出版。 
2
/  Stattersfield, A.J.、Crosby, M.J.、Long, A.J. 和 Wege, D.C.（1998年） 《世界上的特有鸟类区：生物

多样性养护的优先事项》 。国际鸟盟，剑桥，联合王国。 
3
/  Olson, D.M.和 Dinerstein, E.（1998年）《全球 200区：养护地球上最具有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生态区

域的代表性办法》，《保护生物学》第 12期，英文第 502–515页。 
4
/ Mittermeier, R.A.、Robles Gil, P.、Hoffmann, M.、Pilgrim、J., Brooks, T.、Mittermeier, C.G.、

Lamoreux, J.和 Fonseca, G.A.B. da（2004年）《再访热点区》。 CEMEX公司，墨西哥。 
5
/ www.zeroextinction.org 

6
/ Rodrigues, A.S.L.、Andelman, S.J.、Bakarr, M.I.、Boitani, L.、Brooks, T.M.、Cowling, R.M.、

Fishpool, L.D.C.、 Fonseca, G.A.B.da、Gaston, K.J.、Hoffmann, M.、 Long, J.S.、Marquet, P.A.、Pilgrim, J.D.、 Pressey, 
R.L.、Schipper, J.、Sechrest, W.、Stuart, S.N.、Underhill, L.G.、Waller, R.W.、Watts, M.E.J.和 Yan, X.（2004年）《全

球保护区网络代表物种多样性的有效性》。《自然》第 428期，英文第 640–643页。 
7
/  Thaman, R.R. 2005. 正在下沉的岛屿方舟。岛屿生物多样性与在威胁下生活的岛屿；岛屿的独特

性、受威胁地位和优先地位需要我们保护岛屿和有关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这是可持续岛屿生活的基础。在生物多样性

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第十次会议上的主旨发言，2005年 2月 7日至 11日于泰国曼谷。 
8
/ Roberts, C.M.、McClean, C.J.、Veron, J.E.N.、Hawkins, J.P.、Allen, G.R.、McAllister, D.E.、

Mittermeier, C.G.、Schueler, F.W.、Spalding, M.、Wells, F.、Vynne, C.和 Werner, T.B. （2002年）《海洋生物多样性热

区与热带礁 的优先养护事项》，《科学》第 295期，英文第 1280–1284页。 



7 

化培育了传统的资源管理办法，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办法使人们得以发展并同多种

生物和谐相处。 

5. 本工作方案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在所有岛屿和所有岛屿国家之间搭起桥梁，以努

力保护、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离岛屿生物多样性。 

6. 从小岛屿到大岛屿，从有岛屿的国家到全部由岛屿组成的国家，甚至从大块的陆

地残余到偏远的环礁，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都会遇到机遇和挑战。岛屿是自

成一体的生态系统，它有非常明确的地理限制，并包括了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相互作用。

岛屿包含了《公约》审议的所有现有专题领域，如森林、内陆水域、农业用地、缺水区

和半干旱区、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及山区生态系统。各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及海域和陆域

的交界地区会给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造成具体问题和机遇。 

7. 岛屿生态系统密切相关和易受伤害的特性，对于设计和执行不仅仅要保护特殊物

种、且能进一步统筹管理、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海洋、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案，都提供机会和挑战。保护岛屿生物多样性的统筹方案考虑了岛屿生态系统与

人类的从岛屿边缘到珊瑚礁的活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互关联。岛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上的综合性做法考虑并致力于解决上游活动对于下游生态系统的影响，例如由于岛屿集

水区内无法持续的农业和林业做法造成淤泥在珊瑚礁的淤塞。此外，保护和可持续地管

理水资源，包括造福于人类社区和生态群落的水文循环，是综合性岛屿生物多样性保护

取得成功的一项极其重要的要素。 

8. 基于小岛屿的大小及生物多样性综合管理的范围，小岛屿是陆地对应物的缩影，

在那里，可以应用、测试并改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管理制度；可以更加即时地

评估因果要素，更加迅速到看到成果；结果也更加明确可见。把工作和资源的重点放在

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岛屿遗传资源所获得的

惠益上，可以加快实现到2010年底削减生物多样性丧失率的进程，也可以加快实现最迟

于2010年在陆地、于2012年之前在海洋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保护区系统的目标。 

9. 但是，小和脆弱的岛屿上，生物多样性可能最容易受害。小岛屿的脆弱性需要岛

屿的居民及国际社会给予特殊而紧急的关注。在岛屿上进化的物种从不与大量的其他物

种竞争，因此，它们很容易受到外来物种的侵袭。岛屿上的动植物数量本来就很少，物

种往往会集中在特定的小区域内，在那里，它们会面临各种威胁其生存的自然和人为压

力。它们在物种灭绝记录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而且还将继续受到外来入侵物种、气候变

化和变异性、自然和环境灾害、土地退货及源自陆地的海洋污染的严重威胁。 

10. 岛屿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环境和发展问题中的特殊情况。正如《21世纪议

程》第17章所述及《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执行计划》所

强调的那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及其经验，更具体地讲，即其面临的挑战

和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些都源自于社

会-经济及环境方面的因素的相互作用， 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少、经济体小、公共和私营

部门的机构能力弱、远离国际市场、易受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特别包括海平面上升）

的影响、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别是受旅游业开发及不可持续农业和林业的

影响）、高额运输费用、产品和出口货物的有限的多样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出口集

中、收入的波动性、面对外部经济冲突的脆弱性。由于现代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压力，与

岛屿生态系统相关的传统资源管理和做法有失效的危险。因此，需要采取行动使其恢复

元气并对其加以保护。联合国秘书长表示，在发展中国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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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体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它们的脆弱性往往会产生累进的影响，这进一步加重了其

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危险。 

11. 虽然就其本身而言，岛屿是一种独特的环境，应在《公约》下为其专门拟定一项

工作方案，但岛屿又包含了《公约》所审议的现有各方案领域和各种跨领域问题，执行

这些方案应仍然是适宜的。 

12. 此外，还考虑到来自国际论坛的信息和资料，尤其是：（一）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VII/30号决定；（二）《21世纪议程》的第17章；（三）《巴巴多斯行动纲

领》；（四）《进一步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五）《可持续发展

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以及（六）《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7。 

13. 尽管人们认为转基因生物对岛屿生物多样性可能造成威胁的问题对于岛屿和岛屿

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但在本工作方案中没有提及，因为这些问题最适宜在《卡塔赫纳

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下论述。 

B.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方案的总体目的和范围方案的总体目的和范围方案的总体目的和范围方案的总体目的和范围 

14. 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总体目的是通过执行《公约》 的三项主要目标，到

2010年底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大幅度减少岛屿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率，为了岛屿上各

种形式的生命的利益，并特别地，以此作为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

工作做出的贡献。因此，执行工作方案有助于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战略计划》、《巴

巴多斯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及《千年发展目标》中

的目标。 

15. 工作方案确认了岛屿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并特别注重解决岛屿生物多样性所特有

的、使岛屿生态系统特别容易受到几乎所有类型的自然、技术和人为威胁伤害的特性和

问题。工作方案还承认，由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会产生全球性的惠

益，所以说它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值得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对其的关注。此外，我们

都知道岛屿是一种微观世界，它提供广阔的空间供我们应用、测试并改善包括生态系统

方式在内的大量养护手段和方法。 

16. 该工作方案力求补充已有的专题工作方案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其他现有倡

议。其中确认和确定其他工作方案中所述的问题和跨领域问题，并指出对了解、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岛屿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性的各项具体活动的理由。鼓励各缔约方将这些工

作方案中的目标和活动酌情应用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

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获得的惠益。 

17. 工作方案应与现行国际协定的权利和义务相符。 

18. 通过确认该工作方案及其他专题方案、公约和协定间的增效作用，各缔约方可以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增强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当广泛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确保在区

域一级共享和交流信息及有关的专门人才，铭记必须进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并保证包

括土著和地方社区、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同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积极参加和参与。 

19. 此外，除其他外，该工作方案还答复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审查《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国际会议的区域和区域间筹备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即应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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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解决岛屿生物多样性问题，所采取的方式应当符合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独特特性，特别是符合它的脆弱性，并能应对与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相关的威

胁。因此，该工作方案还有助于执行《进一步实施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 

20. 除了实现关于环境可持续性的千年发展目标7外，本工作方案还将有助于实现与消

除贫穷和健康有关的其他千年发展目标。虽然在整个工作方案中都没有明确提及消除贫

穷和健康问题，但可以理解，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岛屿生物多样性将极大地有助于粮食保

障、可持续生计、提高健康水平和促进人类福祉。 

21. 必须注意的是，许多小岛屿、包括极地岛屿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文化多样性、传

统知识和做法都十分独特，且对这些社区有特殊的意义。该工作方案应当予以特别考虑

并将其纳入方案之中。工作方案的各个方面，都应从依从国内法和相关国际义务出发，

在尊重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及其全面和有效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综合性国家方案进行

理解和执行。 

22. 该工作方案的目标是协助缔约方建立具有特定目标、目的、行动、具体实施者、

时间框架、投入和可衡量的预期产出的国家工作方案。缔约方可以根据各自的国情和当

地的情况以及本国的发展水平，选择、调整和/或增加当前工作方案中所建议的目标、目

的和行动。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执行该工作方案，应顾及《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生态系统方法，这是综合岛屿政策的合理的规划和管理工具。在确定国家

工作方案时，鼓励各缔约方考虑采用适当的技术、资金来源和技术合作，并通过适当的

行动确保能以各种手段适应各自岛屿生态系统所特有的挑战和需求。  

23. 如工作方案导言部分所述，岛屿范围之广，使我们有很多机会进行生物多样性综

合管理。因此，工作方案内的各项目标和指标相互联系。鼓励各国考虑以综合方式、并

按照各项现有计划，在现有的规划和方案周期内执行本方案。 



10 

C.    秘书处的支助活动秘书处的支助活动秘书处的支助活动秘书处的支助活动 

24. 本工作方案也将需要秘书处的支助活动，包括由秘书处向各缔约方提供援助和其

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的合作，这种支助与合作特别针对岛屿生物多样

性工作方案的执行。除其他外，其中包括下列工作： 

（a） 拟订清单开列并鼓励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每项目标的可能合作伙伴； 

（b） 传播关于保护岛屿生物多样性、与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有关的持续利

用和公平分享惠益专家来源的资料； 

（c） 促进各缔约方、合作伙伴、专家和其他利益有关者之间的联系，并鼓励能

力建设； 

（d） 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拉姆萨尔公约、移

栖物种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联络，以期鉴

定并实现与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有关的增效作用； 

（e） 确保建立并维持关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网门，以便除其他外支助上述

各项活动。 

D.  可行的定义可行的定义可行的定义可行的定义 

25. 澄清以下用语，以有助于理解和执行本工作方案： 

• 全球指标 = 希望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取得的成果/结果。这些成果/结果应可以衡量

和能够实现； 

• 优先行动 = 必须执行、并将极大地有助于实现指标的主要行动。这回答了“为实现

这个指标我们必须做些什么？”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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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指标和时间框架及缔约方应就岛屿采取的优先行动指标和时间框架及缔约方应就岛屿采取的优先行动指标和时间框架及缔约方应就岛屿采取的优先行动指标和时间框架及缔约方应就岛屿采取的优先行动 

时间框架和全球指标 缔约方应就岛屿采取的优先行动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1：：：：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个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个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个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个组成部分 

目标 1: 促进保护岛屿生态系统、生境和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 

每个岛屿生态区域至少每个岛屿生态区域至少每个岛屿生态区域至少每个岛屿生态区域至少

10%得到有效养护得到有效养护得到有效养护得到有效养护 
 
 
 
 

1.1.1. 制定和执行综合政策与措施，以保护主要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

以及以及对岛屿的生物多样性、社会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生境，同

时考虑到岛屿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内部和相互之间密切的生

态联系。 
 理由：岛屿由很多特有物种，其生境局限于很小的地域。岛屿社会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生物多样性，无论是陆地、淡水还是海洋生物多
样性。 
 
1.1.2  恢复自然生态系统中已丧失或其数量已减少的组成部分  
 
1.1.3 采取措施恢复至少 15%的已退化的岛屿生态系统。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2：：：： 

通过全面通过全面通过全面通过全面、、、、有效管理和生有效管理和生有效管理和生有效管理和生

态上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区态上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区态上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区态上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区

域保护区网络域保护区网络域保护区网络域保护区网络，，，，使对生物使对生物使对生物使对生物

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岛屿地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岛屿地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岛屿地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岛屿地

区得到保护区得到保护区得到保护区得到保护 
 
 

1.2.1 酌情查明和建立全面、有代表性和得到有效管理的国家和区域保

护区系统，并考虑到复原能力、生态和环境联系，以使岛屿上受威胁

物种、当地特殊物种以及具有重要的经济或文化意义的物种的数量保

持在可生存的水平上。在这样做是，应按照国家法律和适用的国际义

务，充分尊重土著和地方社区及相关的利益方的权利，并使他们切实

和充分参与。 
理由：岛屿上的许多物种往往或是当地特有、分布局限、受到威胁，
或三种情况均存在，没有法律保护就不可能生存。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促进促进促进促进保护岛屿保护岛屿保护岛屿保护岛屿物种的物种的物种的物种的多样性多样性多样性多样性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1：：：： 

特定生物分类的岛屿群物特定生物分类的岛屿群物特定生物分类的岛屿群物特定生物分类的岛屿群物

种得到恢复种得到恢复种得到恢复种得到恢复、、、、维持或者大维持或者大维持或者大维持或者大

大降低其减少的情况大降低其减少的情况大降低其减少的情况大降低其减少的情况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2：：：： 

受威胁岛屿物种大大改观受威胁岛屿物种大大改观受威胁岛屿物种大大改观受威胁岛屿物种大大改观 

 

2.1.1. 制定和执行保护措施与政策，包括保护及必要时恢复受威胁物

种、当地特殊物种或具有重要经济或文化意义的物种和恢复计划。 
理由：对于岛屿生物多样性这是一个重要事项。岛屿生物多样性继续
丧失是一个全球性重要问题。许多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关键作用，
或对岛屿居民具有社会或文化重要意义。 
 
2.2.1. 汇编详细的岛屿物种清册，评估其保护现状，包括主要的威胁标

准，并发展必要的生物分类学专门知识，以促进这项工作。 
理由：许多岛屿物种数量很少。令人满意的保护状况可能瞬间就变为
受威胁状况。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3：：：：促进促进促进促进保护岛屿保护岛屿保护岛屿保护岛屿基因基因基因基因的的的的多样性多样性多样性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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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框架和全球指标 缔约方应就岛屿采取的优先行动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3.1：：：： 

作物作物作物作物、、、、牲畜及其他珍贵岛牲畜及其他珍贵岛牲畜及其他珍贵岛牲畜及其他珍贵岛

屿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屿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屿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屿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

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与其有关的土著和与其有关的土著和与其有关的土著和与其有关的土著和

地方知识得以保存地方知识得以保存地方知识得以保存地方知识得以保存 (2010
年框架目标年框架目标年框架目标年框架目标 3.1) 

 

3.1.1 制定并采取措施，增强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野生植物、传统作物

及相关知识的原地或田间养护，确认应广泛使用岛屿上的当地作物品

种和原种品系。 
理由：岛屿社区往往具有独特的人类文化，熟知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并培育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作物和家畜。 
 
3.1.2. 建立国家和区域基因库，以保护对岛屿具有重要意义的遗传材

料，从而保护食物来源、加强保健、促进食物保障以及/或解决岛屿的

高度地方特殊性受到威胁的问题。 
理由：地方特殊性和岛屿当地物种是一个独特和不可取代的遗传资源
来源。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2: 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 

目标 4:  促进可持续的利用和消费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1 

岛屿生物多样性产品来自岛屿生物多样性产品来自岛屿生物多样性产品来自岛屿生物多样性产品来自

可持续地管理的可持续地管理的可持续地管理的可持续地管理的岛屿生物岛屿生物岛屿生物岛屿生物

多样性产品的来源多样性产品的来源多样性产品的来源多样性产品的来源,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领域领域领域领域的管理符合养护生物的管理符合养护生物的管理符合养护生物的管理符合养护生物

多样性的要求多样性的要求多样性的要求多样性的要求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2 

减少岛屿生物多样性资源减少岛屿生物多样性资源减少岛屿生物多样性资源减少岛屿生物多样性资源

的无法持续的消费的无法持续的消费的无法持续的消费的无法持续的消费，，，，减轻减轻减轻减轻

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4.1.1. 消除那些鼓励以不可持续方式使用岛屿生物多样性的补贴做法，

在依靠资源维持生计的地方，支持发展可持续经济活动。 
 
理由：补贴和其他经济奖励做法对岛屿生物多样性产生广泛和迅速的
破坏性影响。岛屿物种往往只限于很小的数量，会很快受地到不可持
续做法的影响。 
 

 

4.2.1. 采取措施确保以可持续方式管理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适当地

注意到保护岛屿上受威胁物种、当地特有物种、或具有生态和文化重

要意义的物种，尤其防止过度开发和破坏行为。 
理由：岛屿物种往往只限于很少的数量，很快就会受到不可持续做法
的影响。 
 
4.2.2. 采取措施促进以可持续方式利用岛屿的陆地和淡水资源。 
理由：岛屿社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生物多样性。 
 
4.2.3 采取并应用有关战略，通过有效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以可持续

方式利用其生物多样性对岛屿社会和经济的生态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的各岛屿的农业生态系统，并通过以下方式确保食物保障：使农业多

样化、交替使用各种作物、改进畜牧业、进行作物虫害综合管理、兴

修水利和管理水资源、以及采用适当的技术。 
理由：岛屿农业生态包括许多独特的品种和当地品种。岛屿社区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地方生物多样性。 
 
4.2.4. 制定、采纳并运用适用于岛屿的战略，以便能够经改进生产和收

获方式、对虫害进行综合管理、管理水资源、防火、使用非木材资源

和采用适当的技术后，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其生物多样性对岛屿社会

和经济的生态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得到管理的森林生态系统。 
理由：岛屿森林通常具有独特的物种和集合物，其中许多森林为岛屿
居民提供了食物、药品和肥料。 
 
4.2.5. 促进采用适合岛屿情况的可持续最佳旅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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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旅游业是许多岛屿经济的基础。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3 

野生动植物物种野生动植物物种野生动植物物种野生动植物物种均均均均不会受不会受不会受不会受

到国际贸易的威胁到国际贸易的威胁到国际贸易的威胁到国际贸易的威胁 
 

4.3.1. 尚未加入的国家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危

物种公约）以及所有国家都执行该公约。 
理由：若干小岛屿国家还不是《濒危物种公约》的缔约方。岛屿的经
济情况加上其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往往会促使人们进行稀有生物贸
易。 
 
4.3.2. 制定和执行有关措施，制止对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进行非法、未

经报告和无管制的采集/捕获和贸易。 

理由：高度的地方特有性使物种更容易因非法活动遭受全球性毁灭。 
 
4.3.3. 对《濒危物种公约》范围之外的物种贸易进行管理，确保维持其

野生物种的数量。 
理由：岛屿物种常常未被列入《濒危物种公约》。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3: 解决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解决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解决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解决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目标 5：岛屿遭受的来自生境损失、土地用途变化与恶化以及可持续利用的压力得到减轻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5.1 

大大减缓岛屿自然生境丧大大减缓岛屿自然生境丧大大减缓岛屿自然生境丧大大减缓岛屿自然生境丧

失和退化的速度失和退化的速度失和退化的速度失和退化的速度 

 

5.1.1. 制定和执行土地和水资源使用计划，其中考虑到生态和环境联系

以及各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 

理由：岛屿生态系统往往包括一些很小的地区，可能很零散，在人为
的压力下，这些生境间的联系日益有限。岛屿中心到海洋之间的往往
距离较短，一个地区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影响往往很快反映在附近的生
态系统中。 

 
 

5.1.2. 在改变对土地的使用（例如用于农业、人类住区、采矿、伐木、

建立基础设施以及旅游活动和军事活动）之前，拟定和采用环境和社

会经济影响评估方法。 
理由：在建立基础设施或其他人类活动很可能对其余的生态系统大片
地区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影响评估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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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6：控制外来侵入物种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6.1 

查清岛屿的主要潜在外来查清岛屿的主要潜在外来查清岛屿的主要潜在外来查清岛屿的主要潜在外来

入侵物种的通道入侵物种的通道入侵物种的通道入侵物种的通道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6.2 

制订并实施威胁生态系制订并实施威胁生态系制订并实施威胁生态系制订并实施威胁生态系

统统统统、、、、生境或物种的主要外生境或物种的主要外生境或物种的主要外生境或物种的主要外

来物种管理计划来物种管理计划来物种管理计划来物种管理计划 
 

6.1.1. 在国家岛屿边界、岛屿之间以及岛屿之内建立有效的控制系统，

防止外来入侵物种移动。 
 
6.1.2. 在岛屿、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进行协作，查明并处理外来入侵

物种移动的通道。 
 
6.1.3. 制订和执行各项措施，以早日发现和迅速处理外来入侵物种在陆

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引入或生根的问题。 
理由：这是岛屿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需要采取紧急、
协调和持续的行动。 
 
 
 
 

6.2.1. 制订和执行长期管理优先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计划。这些计划应

该规定采取行动，消除或控制导致引入这些物种、令其传播和令其再

入侵的通道。 
 
6.2.2. 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合作，从而可以适当地预防和管理外来入

侵物种。 
理由：这是岛屿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需要采取紧急、一致
和持续的行动。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7：：：：解决气候解决气候解决气候解决气候变化和污染对岛屿生物多样性构成的挑战变化和污染对岛屿生物多样性构成的挑战变化和污染对岛屿生物多样性构成的挑战变化和污染对岛屿生物多样性构成的挑战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7.1 

维持维持维持维持并并并并加强岛屿生物多样加强岛屿生物多样加强岛屿生物多样加强岛屿生物多样

性各组成部分适应性各组成部分适应性各组成部分适应性各组成部分适应岛屿上岛屿上岛屿上岛屿上

的的的的气候变化的恢复能力气候变化的恢复能力气候变化的恢复能力气候变化的恢复能力  

 

7.1.1. 在土地使用和沿海区域规划和战略方面，研究并执行适应措施和

减轻影响措施，以加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的恢复能力，使之适应气候

变化。 

理由：气候变化对岛屿生物多样性威胁尤其严重，而气候变化对岛屿
的生态系统可能有重大的影响。 

 

7.1.2. 在可能的地方建立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保护区国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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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7.2 

大大减轻污染及其对岛屿大大减轻污染及其对岛屿大大减轻污染及其对岛屿大大减轻污染及其对岛屿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7.2.1. 制订和执行各种措施，防止和减少污染和废物的影响，并且制订

和执行污染和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应急计划，其中应该特别重视固体

废物和有害废物。 
理由：岛屿基本上是沿海社区，在处理废物时很难不对生物多样性产
生影响。垃圾填埋地的选址、液体废物的处理和海洋微生物摄取固体
废物和塑料制品都对岛屿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7.2.2. 制订和执行集水区综合管理计划，防止淤积和溢流影响岛屿的沿

海生态系统。 
 
7.2.3. 执行各项措施，防止废水和农业溢流及渗透等因素造成岛屿沿海

生态系统富营养化。 

 

重点领域 4： 维持生物多样性带来的货物和服务以支持人类福祉 

目标 8： 维持岛屿生态系统带来货物和服务及支持生计的能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8.1 

维持或加强岛屿生态系统维持或加强岛屿生态系统维持或加强岛屿生态系统维持或加强岛屿生态系统

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能力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能力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能力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能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8.2 

维持尤其为生活在岛屿的维持尤其为生活在岛屿的维持尤其为生活在岛屿的维持尤其为生活在岛屿的

穷人支撑可持续生计穷人支撑可持续生计穷人支撑可持续生计穷人支撑可持续生计、、、、地地地地

方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方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方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方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

资源的能力资源的能力资源的能力资源的能力 

8.1.1. 制订政策、方案和行动，以确保维持岛屿生态系统提供物资和服

务的能力 

8.1.2. 认识和促进岛屿生态系统和生境在提供生态系统功能方面的作

用，这些功能可以预防或减轻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以及极端事件的影

响，保护岛屿、岛屿生物多样性和岛屿社区。 

理由：灾害往往影响到岛屿的大片地区，而综合管理能够减轻影响。 

 
8.1.3.  将管理岛屿生物多样性和岛屿社区所面临自然灾害和极端事件

的风险的工作纳入国家规划进程主流。 

 

8.2.1. 制订政策、方案和行动，以确保岛屿生态系统提供尤其为穷人支

撑可持续生计、地方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的能力。 
理由：岛屿社区的粮食和生计主要依赖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5：：：： 保护传统知识和做法保护传统知识和做法保护传统知识和做法保护传统知识和做法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9：：：： 保护岛屿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社会保护岛屿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社会保护岛屿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社会保护岛屿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社会－－－－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9.1 

实施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实施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实施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实施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

与岛屿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与岛屿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与岛屿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与岛屿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传统知识传统知识传统知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创新和做法的创新和做法的创新和做法的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促进促进促进促进并帮助土著的并帮助土著的并帮助土著的并帮助土著的

地方社区参与这种目的的地方社区参与这种目的的地方社区参与这种目的的地方社区参与这种目的的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9.1.1. 承认和保护岛屿传统知识和做法，这些知识和做法有助于认识、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9.1.2. 酌情并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有关国际义务，制定并实施尊重和保护

土著和地方社区在自身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方面权利的措施和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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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9.2 

尊重尊重尊重尊重、、、、保护和维持关于岛保护和维持关于岛保护和维持关于岛保护和维持关于岛

屿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知屿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知屿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知屿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知

识识识识、、、、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在提供在提供在提供在提供

这种传统知识这种传统知识这种传统知识这种传统知识、、、、重新和做重新和做重新和做重新和做

法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法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法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法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

先知情同意下促进这种传先知情同意下促进这种传先知情同意下促进这种传先知情同意下促进这种传

统知识统知识统知识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广创新和做法的广创新和做法的广创新和做法的广

泛的应用泛的应用泛的应用泛的应用，，，，分析这种传统分析这种传统分析这种传统分析这种传统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创新和做法所产生创新和做法所产生创新和做法所产生创新和做法所产生

的惠益的惠益的惠益的惠益 
 

9.2.1. 制订并实施同土著和和地方社区共同分享利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

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所产生的惠益的方式方法。 
理由：岛屿社区对地方生物多样性有广泛的认识，在养护和利用地方
生物多样性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做法，但是，这些知识和做法容易受到
社会变化、滥用和挪用的影响。 
 

重点领域 6： 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目标 10：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岛屿遗传资源的惠益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0.1 

岛屿的所有遗传资源的获岛屿的所有遗传资源的获岛屿的所有遗传资源的获岛屿的所有遗传资源的获

取活动都必须符合取活动都必须符合取活动都必须符合取活动都必须符合《《《《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多样性公约多样性公约多样性公约多样性公约》》》》及其相关规及其相关规及其相关规及其相关规

定定定定、、、、并视情况酌情符合并视情况酌情符合并视情况酌情符合并视情况酌情符合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公约公约公约公约》》》》和其他适和其他适和其他适和其他适用的协定用的协定用的协定用的协定
*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0.2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

及其相关规定及其相关规定及其相关规定及其相关规定，，，，与提供岛与提供岛与提供岛与提供岛

屿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屿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屿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屿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

国家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的国家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的国家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的国家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的

商业及其他目的利用岛屿商业及其他目的利用岛屿商业及其他目的利用岛屿商业及其他目的利用岛屿

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所产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所产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所产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所产

生的惠益生的惠益生的惠益生的惠益 
 
 

10.1.1.  提高对遗传资源的认识。 
理由：岛屿生物多样性具有独特性，遗传资源也是如此，但一般而言
对岛屿微生物的遗传多样性几乎缺乏认识。 

 

 

 
 
 

10.2.1.  根据《公约》制订行政、立法和/或规范措施和制度，确保能

够获取遗传资源，尤其是岛屿特有遗传资源，并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

享利用这些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理由：岛屿生物多样性十分独特，这一情况也适用于遗传资源，但总
的来说对岛屿生物体的遗传多样性的了解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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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框架和全球指标 缔约方应就岛屿采取的优先行动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7：：：： 保提供充足的资金保提供充足的资金保提供充足的资金保提供充足的资金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缔约方提高了执行缔约方提高了执行缔约方提高了执行缔约方提高了执行《《《《公约公约公约公约》》》》的财政的财政的财政的财政、、、、人力人力人力人力、、、、科学科学科学科学、、、、技能和技术能力技能和技术能力技能和技术能力技能和技术能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1 

向所有岛屿向所有岛屿向所有岛屿向所有岛屿、、、、尤其是向小尤其是向小尤其是向小尤其是向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分拨新的和额国家缔约方分拨新的和额国家缔约方分拨新的和额国家缔约方分拨新的和额

外的财政资源外的财政资源外的财政资源外的财政资源，，，，促进有效促进有效促进有效促进有效

地执行该工作方案地执行该工作方案地执行该工作方案地执行该工作方案，，，，而且而且而且而且

广泛而言广泛而言广泛而言广泛而言，，，，促进有效地履促进有效地履促进有效地履促进有效地履

行它们根据行它们根据行它们根据行它们根据《《《《公约公约公约公约》》》》第第第第20
条所作承诺条所作承诺条所作承诺条所作承诺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2 

 
根据第根据第根据第根据第 20条第条第条第条第 4款的规款的规款的规款的规

定定定定，，，，向发展中国家缔约向发展中国家缔约向发展中国家缔约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方方方、、、、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转让技术国家转让技术国家转让技术国家转让技术，，，，促进有效促进有效促进有效促进有效

地执行该工作方案地执行该工作方案地执行该工作方案地执行该工作方案，，，，而且而且而且而且

广广广广泛而言泛而言泛而言泛而言，，，，促进有效地履促进有效地履促进有效地履促进有效地履

行它们在行它们在行它们在行它们在《《《《公约公约公约公约》》》》中作的中作的中作的中作的

承诺承诺承诺承诺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提高岛屿执行岛屿生提高岛屿执行岛屿生提高岛屿执行岛屿生提高岛屿执行岛屿生

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和开展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和开展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和开展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和开展

其所有优先活动的能力其所有优先活动的能力其所有优先活动的能力其所有优先活动的能力 

11.1.1.  在各个级别和各行各业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为执行国家生物

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工作方案提供资金。 
 
11.1.2. 根据第20条的规定，从《公约》融资机制中拨出额外财政资

源，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11.1.3. 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评估、建立和执行各种养护融资机

制。 

 

 
12.1.1. 查明并发展或转让适合岛屿的知识、科学和技术，促进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岛屿生物多样性。 
 
12.2.2. 发展以岛屿为基础的技术，以支持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 

 
 
 
 
 
 
 
11.3.1. 酌情加强能力，以建立和执行支持该工作方案的法律机制和其

他机制。 
 
11.3.2. 促进在各岛屿内和岛屿之间分享最佳做法，增加所有有关群体

－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土著及地方社区－的学习机会，从而有效

地加速执行该工作方案。 
 
11.3.3.  在考虑地方能力、语言和文化的前提下，在各级制订和执行有

效的交流、宣传和教育方案，促进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11.3.4.  在参与认识、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岛屿生物多样性活动的所有利

益方参与的各级规划、管理、编目、监测和管理活动中采取综合、跨

学科和参与性做法。 
 
11.3.5.  建立制订国家和区域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的能力。 
 
11.3.6.  加强区域合作，特别是同一区域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间的合作。 
 

 
*  注意：《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所有缔约方也是《遗传资源国际公约》的缔约方。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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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缔约方支助行动清单 

本附录提供了建议缔约方采取的支助行动的清单，目的是作为一种行动清单，让

缔约方在执行工作方案时有所选择。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  10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1 

1.1.1.1. 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全面有效的参与、同时并考虑连通性和保护活动的执行

等实际问题的情况下，查明对生物多样性和/或维持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非常

重要的岛屿生态系统和敏感地区，并对这些系统和地区加以分类，绘制相关

的地图，确定它们的优先次序。 

1.1.1.2. 通过参与性进程，制定和执行针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生境的参与性养护和管理

计划，并使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都参与进来 。 

1.1.1.3. 制定有效的地方、国家和区域生态系统监测方案。 

1.1.1.4. 为关于养护立法的参与性讲习班提供便利，以便重要生态系统和生境内部和

周边的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提供长期的地方支持并做出遵守承诺。 

1.1.1.5. 更好地了解关于岛屿上和岛屿周围的生态进程，包括既隔离又分散的生境、

海山、热液喷口和冷泉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过程中的作用。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2 

1.1.2.1.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审查和监测恢复项目，制定和执行适当的技术和准则。 

1.1.2.2.   与学识渊博的地方、传统和土著专家合作，确定丧失或明显减少的重要植被组

成部分，在重要组成部分丧失或明显减少的自然陆地生态系统中重建植被。 

1.1.2.3.     恢复动物物种丧失或明显减少的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中的动物物种。 

1.1.2.4.     恢复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耗竭物种（如人工鱼礁、珊瑚移植物和物种恢复）。 

1.1.2.5.   制定和执行各种办法，以保护其岛屿环境中的濒危物种，并加强或恢复持续大

量减少的种群。 

1.1.2.6.      利用诸如辅助再生技术之类的技术，适当促进并增强自然恢复进程。 

1.1.2.7.   认可并便利土著和地方社区执行的恢复倡议，包括为社区倡议制定各种政策和

立法并向其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 

                                                 
10

  目标和优先行动的说明见上文附件的 E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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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在考虑到第 8（j）条和相关规定不限成员名额体会期间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并为

此类活动制订技术准则，在土著和本地社区有全面有效参与下，依照第 8（j）
条，探讨记载与地方物种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可能性。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3 

1.1.3.1.    根据退化岛屿生态系统的养护状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对其他生态系统和

生境的影响，制定可行标准，将退化岛屿生态系统分类并选择优先恢复的生态

系统。 

1.1.3.2.    系统地汇编关于退化岛屿生态系统的现状和趋势的现有数据或新数据。建立岛

屿生态系统退化程度的基准量度，以此作为确定实现恢复目标过程中所取得进

展的方法。 

1.1.3.3.    通过控制和管理措施，或可能是消除外来侵入物种，恢复特定岛屿的生态系

统。 

1.1.3.4.   恢复退化的红树林、海草和珊瑚礁系统。 

1.1.3.5.    通过包括社区倡议方面的各种政策、立法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等方面的有效措

施，确认、鼓励并便利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生态系统恢复方面的倡议。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2.1 

1.2.1.1.   在没有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或此类战略和行动未将保护区包括在内的

情况下，制定并执行针对保护区和分保护区的管理和养护计划，包括社区管理

计划。 

1.2.1.2.   制定并应用包括非原产地和原产地养护在内的积极的养护办法。 

1.2.1.3.   利用广泛的治理形式，包括一些创新形式如联合管理保护区和社区保护区，并

通过以下措施，认可、促进并建立海洋、沿海和陆地保护区： 

（a）  与传统、土著和本地专家合作，确定并改善有效的保护区治理方案。 

 （b） 利用国际法律名称（如“拉姆萨尔”和“世界遗产”），调整针对岛屿保护

区的技术和财政支助。 

（c）  制定并执行宣传活动，以告知土著和地方社区及其他利益有关者保护区

的惠益和重要性。 

（d）  赋予利益有关者资源管理方面的权利，促进社区管理。 

（e）  与其他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或土著和地方社区建立伙伴关系，帮助

各国政府建立具有代表性和弹性的保护区网络。 

1.2.1.4.    支持对沿海和海洋保护区进行综合管理，并增强生态系统的弹性和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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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在建立岛屿保护区网络时将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纳入其中。 

1.2.1.6.    确定并保护对移栖物种非常重要的区域。 

1.2.1.7 考虑批准或加入《移栖物种公约》和/或其补充协定。   

1.2.1.8  鼓励酌情建立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跨境海洋保护区。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2.2.1 

2.1.1.1.    与传统、土著和本地专家密切合作，查明含有受到本土威胁、
11 具有地方性

和/或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物种的地区，绘制这些地区的地图，并确定其优先

次序。 

2.1.1.2.    制定并执行生境保护、管理、必要时物种再引入和管理战略，同时把原产地

的活动定为优先事项。 

2.1.1.3.    采取措施防治不可持续的获取。 

2.1.1.4.    与地方土著和地方社区合作，制定并应用包括非原产地和原产地养护在内的

积极的养护办法。 

2.1.1.5.    在移位可以改善生存机会的情况下，在岛内特别是群岛内实施受威胁物种移

位，并在移位之前对杂交和远交进程进行风险评估。 

2.1.1.6.    酌情考虑经济性或其他形式的奖励措施，这些措施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

织及土著和地方社区保护具有地方性的濒危物种或生态和文化上主要的物

种，同时将原产地的活动定为优先事项。 

2.1.1.7     在适当/必要的时候，维护可得到的非原产地收藏物，最好是原产国和/或区域

中的受威胁岛屿物种。 

2.1.1.8.    改善养护生物学工具方面的科学能力，以恢复濒危物种，其中包括在开展恢

复工作的同时或在此之前，开展物种起源研究。 

2.1.1.9.    促进在种群和个体一级的非原产地收藏物中最大限度地收集遗传多样性。 12 

2.1.1.10.   理解物种在对岛屿生境的退化、丧失和分裂做出反应时的延时反应过程。 

2.1.1.11.  与土著和地方社区合作，制定并执行针对单个、多个或区域范围的特定濒危

岛屿物种的恢复计划，同时将最具灭绝危险的物种、具有地方性的物种以及

                                                 
11

  在自然保护联盟的《受威胁物种危急清单》中，被归入濒危、受威胁或脆弱等类别的物种会被列入

受威胁物种清单（http://www.世界保护联盟.org/themes/ssc/redlists/rlindex.htm）。 
12

  例如，植物保护中心（1991 年），Falk，D.A.和 Holsinger，K.E.编写的 《遗传学与稀有植物保护》

（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第 225-238 页中关于保护濒危植物收藏物的遗传取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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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最大惠益的物种列为重中之重。 

2.1.1.12 制定将收到外来侵入物种威胁的岛屿特有物种移至不同岛屿或同一岛屿的新

地点的转移协议。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2.2.1 

2.2.1.1     汇编和/或更新形态图，并对所有受到本土威胁的、具有地方性的和/或具有重

要文化意义的物种进行普查。 

2.2.1.2.     进行研究，并提供关于海洋物种、产卵和繁殖区的基础数据和信息。 

2.2.1.3.     调查并评估已知的和潜在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同时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组

成部分进行快速评估。 

2.2.1.4.    进行分类研究，或者是修订重要的岛屿数据，包括海洋、淡水和陆地物种

等。 

2.2.1.5.     列举非原产地收藏中储存的所有濒危岛屿物种。 

2.2.1.6.     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全面有效参与并获得其事先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依照第8(j)
条汇编地方物种的传统用途。 

2.2.1.7.     促进对主要物种的生命史的研究并特别强调养护生物学工具和协助积极的恢

复工作的办法。 

2.2.1.8.     了解重要的岛屿种群和生态社区的动态，以及旨在确保存活种群的适当的重

要生境区由什么构成。 

2.2.1.9.     评估遗传多样性及岛屿种群内部和之间的区别。 

2.2.1.10.   改善收集、管理和交换数据和信息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包括： 

（a） 信息学工具，以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数据、存放收藏和识别参考资料； 

（b） 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参与的情况下，酌情建设区域、国家和地方能力，以

便维护并向凭证标本和其他参考样本的存放收藏提供场所。 

2.2.1.11.  提供分类培训，并制定指南，使研究人员有能力查明我们知之甚少的生物群、

珊瑚物种及其他相关的岛屿物种。 

2.2.1.12.  监测那些养护状况较差，特别是极少受到养护的物种、所有濒危物种和受威胁

物种。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3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3.1.1.  



22 

3.1.1.1.    支持区域、分区域、国家和地方为保护农场作物和牲畜及其自然生境内的有益

野生物种而开展的工作。 

3.1.1.2.    纳入养护遗传多样性的原产地和非原产地战略。 

3.1.1.3.    查清并支持恢复已失去种质和与社区和国家相关的信息。 

3.1.1.4.    支持土著和地方社区开展的各种项目，以便依照符合保护和/或可持续使用要

求的传统文化做法，保护、维持并恢复原产地野生物种和传统作物及牲畜的习

惯性用途。 

3.1.1.5.    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全面有效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各种进程和机制，以便利让非

原产地收藏中的遗传资源遣返源，以期帮助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就地保护倡议。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3.1.2.  

3.1.2.1. 第 8（j）条，开发能力以建立和维护基因库/遗传资源中心，包括水生/海洋物

种、作物和牲畜的基因库/遗传资源中心。  

3.1.2.2.    制定一种机制，确保并促进区域基因库/遗传资源中心的发展，以此帮助那些

缺少建立和维护基因库所需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岛屿 

3.1.2.3.    确保在最不脆弱的区域建立基因库/遗传资源中心 ，并酌情在两处存放原种。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4.1.1. （（（（来自来自来自来自 6.1）））） 

4.1.1.1.   制定并执行政策和法律框架，以便废除鼓励对岛屿生物多样性进行不可持续开

采的补助金，其中特别包括下列行动： 

（a） 提高决策者、立法者和私营部门对岛屿生物多样性补助金的影响的认

识。 

（b）  采取/鼓励采取措施，帮助根除对养护状况较差的受威胁物种和其他物种

（如海鸟、海龟和儒艮）的过度捕猎。 

（c）   评估为在岛屿上实施可持续经济活动而制定的政策的有效性，并利用社

会经济和科学知识进一步制定此类政策。 

（d）  了解如何将具体岛屿上的政策纳入包罗万象的贸易、旅游和环境治理计

划。 

4.1.1.2.    在所有的生产进程中都采用、推广和执行无害环境的技术。 

4.1.1.3.    支持土著和地方社区发展以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生计和经济活动，其中包括适

当的研究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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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了解小岛屿环境中有所增强的经济活动（包括旅游业、农业、林业和渔业）所

产生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的。 

4.1.1.5.    评估生物多样性现在和将来在持续的生计、经济活动和文化价值方面为岛屿人

民做出的贡献。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4.2.1. 

4.2.1.1. 制定并执行关于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的参与性标准和协议。 

4.2.1.1.    制定并确保遵守关于非法和破坏性捕鱼用具和做法的禁令，因为它们严重影响

了脆弱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同时应考虑土著和地方社区对资源的可持续、

习惯性使用。 

4.2.1.2.    对各种渔具和做法进行一次最新的评估。 

4.2.1.3.    评估并促进新技术，以减轻渔业对沿海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 

4.2.1.4.    促进渔具和技术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非目标鱼种的附带捕捞。 

4.2.1.5.    在考虑使用者的权力、分区制（包括设立禁渔区），同时利用传统和科学知识

的情况下，制定并执行渔业管理计划，以控制对资源和生境造成的压力，确保

种群补充，并防止生物多样性/生境的丧失。 

4.2.1.6.    鼓励发展并执行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产品的环保认证，该认证在全社会范围内都

应当是公平和公正的。 

4.2.1.7.    促进建立海洋禁渔区，以增强渔业资源的补给。 

4.2.1.8.    在确保土著和地方社区参与的情况下，解决不可持续水产养殖做法造成的影

响。 

4.2.1.9.  建立有效的参与性监测、管制和监督制度，以确保各级沿海和海洋资源使用者

遵守各种条例。 

4.2.1.10.  废除那些鼓励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进行不可持续开采或造成重要生境无可

挽回的丧失的补助金。 

4.2.1.11.  支持对沿海和海洋资源及邻近水域，包括农业系统，进行统筹和参与性的政策

开发、规划和管理（例如综合海洋和沿海区域管理）。 

4.2.1.12.  支持并加强各国政府土著和地方社区及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以便对沿海和海洋

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并记录可持续的做法。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4.2.2 

4.2.2.1.     与民间社会、私人部门、商业和地方领袖合作，使土著和地方社区有能力通

过参与性进程，制定和/或执行灵活的社区管理制度，以适当地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陆地和淡水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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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支持并增强土著和地方社区的能力，以便对陆地和淡水资源进行可持续管

理，并记录可持续的做法。 

4.2.2.3.    建立有效的参与性监测、管制和监督制度，以确保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的

陆地和淡水资源使用者遵守各种条例。 

4.2.2.4.    提供奖励措施 13 （如认证和贴标签），以鼓励对岛屿中的陆地和淡水生物多

样性进行可持续利用，并废除鼓励不可持续开采或破坏生境的补助金。 

4.2.2.5.    为陆地和淡水资源建立有效的、公众可以获取的信息系统和管理战略。 

4.2.2.6.     促进执行和监测综合性的可持续土地利用及水资源管理战略和做法。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5.2.3  

4.2.3.1.    通过参与性进程，制定并执行综合性的可持续农业发展计划，其中包括： 

（a） 使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知识、明智做法和创新。 

（b） 生产和应用传统作物和牲畜及相关传统知识。 

（c） 可持续地利用药用植物并维护家庭园圃。 

（d） 振兴可持续农业系统，该工作旨在通过农林业技术和其他土壤养护做法

来预防土地退化并增加产量。 

（e）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病虫害综合管理办法和技术。 

（f） 保护并丰富农林业和耕作系统中的树木和乔木生物多样性。 

（g） 通过高效和可持续农业生产，确保粮食安全。 

4.2.3.2.    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实施旨在推进岛

屿上 的可持续农业的研究和项目。 

4.2.3.3.     解决与可持续农业系统的发展相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 

4.2.3.4.    查明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的市场机遇，支持振兴可持续农业生产系统的工

作，并使土著和地方社区可以公平公正地进入这些市场。 

4.2.3.5.    查明农业生产系统中负责维护自然进程和循环的关键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

监测和评估不同的农业做法和技术对这些组成部分的影响，并鼓励执行恢复工

作和其他做法，以达到适当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4.2.3.6.    与粮农组织及其他有关机构和组织合作，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和其他手段汇编

和传播信息： 

                                                 
13

  经济奖励措施均应与世贸组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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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满足可持续农业系统发展需要的准则/工具包。 

（b）  关于可持续农业系统的个案研究、所获教训及最佳做法准则。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4.2.4  

4.2.4.1.    通过参与性进程，酌情依照第8(j)条综合运用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知识、明智

做法和创新，制定并执行可持续林业计划，其中包括： 

（a） 可持续林业系统，旨在通过适当的技术和其他土壤养护做法来预防土地

退化并增加产量。 

（b） 药用植物及其他非木材森林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c） 应用病虫害综合管理办法和技术。 

（d） 利用火灾管理和预防工具和技术，维护并增加管理林区的生物多样性。 

4.2.4.2.    制定红树林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计划，确保薪材获取的可持续性。 

4.2.4.3.    解决与可持续林业系统的发展相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 

4.2.4.4.    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实施旨在推

进岛屿上的可持续林业的研究和项目 

4.2.4.5.    酌情实施与国家和地方物种的繁殖、生产和利用及相关传统知识有关的研究

和推广活动，维持本地物种的多样性 

4.2.4.6.     利用能够增进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当地物种支持社区的植树造林。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4.2.5  

4.2.5.1.    把生物多样性纳入综合规划、战略、政策及所有旅游和旅游相关项目执行计划

的主流。酌情把社区倡议纳入其中。 

4.2.5.2.    制定并推广与所有旅游活动，包括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评估、可持续水利用、

能源管理、废品生成与处理及建筑业相关的具体准则和责任守则，以对生物多

样性养护产生切实的影响，同时，应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生物多样

性和旅游业开发的准则》、《关于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阿格维古准

则》，及关于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战略评估的准则。 

4.2.5.3.    推广尊重生物多样性的岛屿目的地网络，建立支持生物多样性和负责旅游业的

岛屿创新论坛。 

4.2.5.4.    促进并便利旅游利益有关者、经营商与土著和地方社区间的伙伴关系，推动可

持续旅游业。 

4.2.5.5.    支持在岛屿旅游目的地开展有助于养护地方生物多样性的试验性旅游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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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6.    传播关于具体的岛屿生物和文化多样性问题及价值的信息，以便改善所有相关

旅游行为人（包括旅游经营商、旅游者、土著和地方社区、各当局等）的知

识，并提高其对自身责任的认识。 

4.2.5.7.    最大化地方从岛屿旅游业中获取的惠益（如将旅游收入用于地方经济），并增

强地方的可持续旅游管理能力。 

4.2.5.8.    建立区域伙伴关系，帮助执行关于打击与生物多样性和旅游业相关的非法活动

的条例。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4.3.1 

4.3.1.1.    通过管制方案以确保捕获用作贸易的物种是根据《濒危物种公约》和国家有关

规定进行的可持续的捕获。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4.3.2 

4.3.2.1.    加强立法和执法，以管理受威胁物种的国际贸易，除其他外，所采取的措施包

括运用适当的惩罚措施并增强执法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4.3.1.2.    授权社区支持执行与贸易收藏有关的条例以及监测相关物种数量方面的条例。 

4.3.1.3.    通过管制性方案，以确保遵守濒危物种公约和国家条例，只有这样，为贸易而

进行的物种的捕获才是可持续的。 

4.3.1.4.    制定并通过关键物种管理计划，确保为进行这些物种的国际贸易而实施的捕获

是可持续的。 

4.3.1.5.    考虑奖励措施
14
以便让贸易收入再投资于有关物种的养护和可持续管理。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5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5.1.1 

5.1.1.1.    建立并推广参与性工具和机制，以制定和执行综合性的土地和水利用计划，

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绘图。 

5.1.1.2.    制定并执行关于综合性土地和水利用规划和管理（包括整体水域、海洋和沿

海管理及预防增量发展所产生的累积影响）的授权政策和法律框架。 

5.1.1.3.    建立各种机制，确保负责土地和水利用规划和管理的所有机构和部门间的协

调。 

5.1.1.4.    评估并解决小岛屿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生境丧失的根本原因。 

                                                 
14

  经济奖励措施均应与世贸组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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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制定备选方案，防止在海产养殖、农业或旅游业的驱动下，出现生境流失的

现象以及对现有自然资源（如薪材、木材、红树林、海洋资源）的过度开

发。 

5.1.1.6.    通过制定和执行下列各项内容，减少采矿和采石（包括采砂、珊瑚开采和疏

浚）对生态系统和资源的负面影响 ： 

（a）   政策和法律框架，尤其包括保护红树林等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生境； 

（b） 将不利影响减至最小的技术； 

（c）  无害环境和对社会负责的办法； 

（d） 减轻开采如沙、粒料、砂砾、珊瑚、石灰石和泥土等矿产资源的影响的

方法。 

5.1.1.7.    防止和减少海岸侵蚀、淤积及土地/土壤退化。 

5.1.1.8.  促进并执行“整个岛屿”或“海脊至海礁"规划和立法/规章，以便预计并防止分段

发展产生的累积影响。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8.2 

5.1.1.7.    采取措施，避免/防止或减少特别是由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和火灾造成的土壤

侵蚀。 

5.1.1.8.    在土地用途改变之前，执行环境战略评估及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程序或者

纳入了生物多样性因素的条例。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6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6.1.1 

6.1.1.1.    在顾及现有的诸如国家植物保护公约下的管制制度的情况下，在各国边境建

立有效的检疫管理制度，以防止外来侵入物种的进入。 

6.1.1.2.    建立并酌情改进检疫措施，以防止侵入物种在国家内部各岛屿间的移动（如

在各岛屿属于群岛或某个大国家的一部分的情况下的岛内移动）。 

6.1.1.3.    收集关于引入外来侵入物种的基准数据，支持区域和全球数据库提供关于侵

入物种的信息。 

6.1.1.4.    支持制定科学、有效和安全的生物控制对岛屿有消极影响的外来侵入物种的

努力。 

6.1.1.5.    制定、加强并执行立法和政策框架，以此作为有效预防措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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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6.    在适当的情况下，把世贸组织/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委员会根据世贸组织的小

型经济体工作方案制定和执行的措施纳入更广泛的外来侵入物种管理措施

中。 

6.1.1.7.    与其他国际文书及处理外来侵入物种的组织（如植保公约、欧地植保组织、

世贸组织/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

案和其他有关地中海、印度洋与加勒比海的区域机构）的工作建立各种联

系。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6.1.2 

6.1.2.1.  合作查明并处理外来侵入物种在区域和全球一级移动的路径，以便岛国群体合

作进行保护自身不受外来侵入物种的影响。 

6.1.2.2.  共享国家外来侵入物种清单和关于所截取外来侵入物种及其路径的国际一级数

据。 

6.1.2.3.   恳请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在评估和汇编最佳做法及制定和实施管理压载

水和生物污损的管理管制措施以防治国际上和国家间将外来侵入物种的扩散方

面给予援助。 

6.1.2.5.  鼓励尚未加入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管理与控制公约》和与外来侵

入物种有关协定的岛国政府加入这些协定。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6.1.3 

6.1.3.1.  制定应急计划以便早发现可能会影响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社会、经济

和文化平衡的外来侵入物种的侵入，并做出快速反应。 

6.1.3.2.  实施参与性监测方案（使尽可能多的地方社区参与进来），以便发现新的侵入

情况，并评估现有物种成为侵入性物种的可能性。 

6.1.3.3.  共享国家外来侵入物种清单和关于所截取外来侵入物种及其路径的国家一级数

据。 

6.1.3.4.  制定或加强法律框架，并执行、加强并执行有效反应系统的立法。 

6.1.3.5.  收集关于现有国家和地方物种的基准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外来和外来侵入物

种种群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进而更好地评估它们的影响。 

6.1.3.6.  公布关于潜在的侵入物种的种群动态学、生境（自然和半自然）、生殖生物学

和传播特点的资料。 

6.1.3.7.  在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时，确定并处理可能的侵入过程。 

6.1.3.8.  对（a）拟议的有意引入外来物种和（b）进口可能意外包含外来侵入物种（如

食品装运过程中的昆虫）的货物这两种行为进行科学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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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9. 编制适用于地方、国家和区域的、 科学的风险分析办法，包括与地方物种杂

交的风险。 

6.1.3.10.  鼓励区域性国际实体在制定科学的区域风险分析政策和工具及进行能力建设方

面供援助，以帮助各国满足植保公约和世贸组织/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委员会

对增强防止外来侵入物种进入的限制的强烈要求。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6.2.1 

6.2.1.1.  与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商界和地方利益有关者合作，查明优先事项和机遇，

切实控制和消除岛屿上的主要的外来侵入物种。 

6.2.1.2.  鼓励、制定并支持执行具有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管理方案，控制和消除岛屿

上需要优先考虑的外来侵入物种。 

6.2.1.3.  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一份岛屿外来侵入物种清单。将该清单与物种和生态系统

清单联系起来，以确定防止外来侵入物种进入和传播及恢复受侵生境所面临的

压力、风险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机会。 

6.2.1.4.    制定或加强政策框架以及制定、加强和执行有效管理制度的立法。 

6.2.1.5.  促进支持交流、快速反应、风险评估程序和协调各种规章措施的区域性机制，

以阻遏外来侵入物种在岛屿链或群岛及具有类似生态系统的半岛地区内的传

播。 

6.2.1.6.  推动和支持各项合作倡议的工作，以消除或管理岛屿上需要优先考虑的外来侵

入物种（如《外来侵入物种合作倡议》）。 

6.2.1.7.  审查并在必要时帮助修订或编制适合各岛屿国家或岛屿地区情况的国家和/或
地方法律文书，以防止非预期的引进，并控制或消除已确认的侵入物种。 

6.2.1.8.  提供区域、国家和地方一级的法律框架及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能力，以进行研

究、教育并加强正在进行的侵入物种的预防和管理工作。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6.2.2 

6.2.2.1.  与地方政府、民间社会、商界和地方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制定并开展针对关

键受众和重要物种的公众认识和社会营销活动和方案，以提高公众处理侵入事

件的意愿，并增加目标群体的战略行动。 

6.2.2.2.  与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合作，制定并执行参与性进程，以便对侵入物种的预防

和管理工作进行综合规划。 

6.2.2.3.  在岛屿或国家一级建立或维护积极的多部门侵入物种委员会（或同等机构），

以便： 

（a） 确保在侵入物种规划和行动中发挥一定作用的各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正

在开展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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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协助国家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区及私营部门明确各自在侵

入物种的预防、检测、快速反应、消除和长期管理工作中的责任，特别
包括规范可能侵入的驯化或困养物种的程序； 

（c） 确定和/或加强养护、农业和边境管制（海关和检疫）机构间的合作性工

作关系。 

6.2.2.4.  制定并执行行为守则，以规范公众及进出口或运输货物的企业的有意的引进和

防止意外的引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7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7.1.1 

7.1.1.1.  开发监测技术，以弄清并监测气候变化对主要物种的影响。 

7.1.1.2.  审议增强岛屿生物多样性的造林和重新造林项目，同时指出，根据《京都议

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这些项目有可能会符合产生认证减排量的资格。 

7.1.1.3.  制定各种模式，以了解岛屿生物多样性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其中包

括： 

（a） 了解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化的其他方面是如何威胁岛屿生物多样性的； 

（b） 建立一般循环模型和其他科学工具，帮助理解、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对

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7.1.1.4.  监测并交流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各种影响的信息。 

7.1.1.5.  增强国家能力，以便（通过国家多部门委员会等）处理与岛屿生物多样性有关

的气候变化问题。 

7.1.1.6.  确定适应气候变化的物种（如珊瑚），以便利用它们来开展恢复工作。 

7.1.1.7.  减少珊瑚礁的化学和物理退化，以便从气候造成的白化中恢复过来。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7.1.2 

7.1.2.1.  查明并保护环境条件有利于在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情况下维护和恢复物种和生

态系统的场所。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7.2.1 (来自来自来自来自 9.1) 

7.2.1.1.    对岛屿各产业、基础设施和城市计划进行环境、社会和文化影响评估。 

7.2.1.2.    将污染和废物管理纳入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条例和计划，以防止生态系

统污染和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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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制定并执行污水处理计划和其他一些适当的、管理人产生的废物的制度。 

7.2.1.4.    增强和推广公众认识项目和行动，包括适当的机制，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控

制和回收利用废物。 

7.2.1.5.    制定机制协助岛屿安全处理危险废物。 

7.2.1.6.    制定并执行各种文书，控制船舶造成的污染；编制应急计划，应对漏油事件。 

7.2.1.7.    为各产业和地方社区制定奖励办法，鼓励其将清洁能源用作主要电力供应。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7.2.2 (来自来自来自来自 9.2) 

7.2.2.1.    与政府、民间社会和地方利益有关者密切合作，保留并在必要时恢复红树林

和其他植被生态系统，帮助预防径流和淤积。 

7.2.2.2.    确保基础设施开发包括减少淤积的措施。 

7.2.2.3.    尽量减少对沿海地区本地植被的清除。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7.2.3 (来自来自来自来自 9.3) 

7.2.3.1. 推广适当的农业技术，包括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以防止非自然性的径流

和富养化的影响。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8.1.1 

8.1.1.1.  增进和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在顾及传统做法的情况下处理、应对和适应自然

灾害及其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能力。 

8.1.1.2.  加强旨在维护和恢复能够提供预防潮汐和风暴潮与损害的生态系统（如红树

林、珊瑚礁和沙丘）方面的保护的努力。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8.1.2 

8.1.2.2.  确定并执行有效的预警系统（预报）和战略，处理自然灾难及其对岛屿生物

多样性和其恢复能力的影响，其中，自然灾害包括海啸、飓风、风暴潮、洪

水和热带风暴，以及各种长期趋势如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厄尔尼诺现象

和拉尼娜现象。 

8.1.2.2.  建立并加强负责岛屿备灾、反应和减灾的正规国家和地方组织。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8.1.3 

8.1.3.1.  将有关生物多样性在减少自然危害方面的作用的教育和认识纳入当前关于岛

屿的自然灾害方案。 

8.1.3.2.  编制特定的参与性计划，包括社区反应和减灾计划，以处理特定灾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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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洪水、风暴潮、干旱和灌丛火灾，并将其纳入包括适当传统做法在内的国

家规划进程的主流。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8.2.1 

8.2.1.1.  查明有泥流、山崩风暴潮危险的固定地区，实施植被固定和其他减灾措施。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9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9.1.1 (来自来自来自来自 15.1、、、、2和和和和 3) 

9.1.1.1.  在适当情况下，提出记录和研究传统知识和做法的方案，特别是在土著和地

方社区的全面有效参与下支持岛屿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方案。 

9.1.1.2.  尊重、保护并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的语言多样性，因为语言多样性保护了与

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知识。 

9.1.1.3.  建立并实施各种机制，以尊重土著和地方社区传统上占据和使用的土地和水

域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9.1.1.4.  汇编保护和维持岛屿的传统知识和做法的办法方面的资料。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9.1.2 

9.1.2.1.  方便信息的获取，以便使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充分地参加和参与在岛屿生物

多样性方面对他们有所影响的决定。 

9.1.2.2.  发展地方能力，保护和促进岛屿传统知识和做法的使用，并酌情包括确保落

实事先知情同意的进程。 

9.1.2.3.  提供机会帮助土著和地方社区更多参与和参加执行本工作方案。 

9.1.2.4.  承认语言多样性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使用非常重要，在适当且可行的

时候，支持采取措施，维护语言多样性。 

9.1.2.5.  酌情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制度，以尊重、保护和维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谋求对岛屿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9.12.6.  依照第8(j)条并在获得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全面有限参与和事先知情同意的情况

下，记载与地方物种或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

和做法。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9.1.3 

9.1..3.1.  与第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工作组合作，鼓励、支持并促进对土著和地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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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它们与岛屿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从此类资源和

知识获取的数据的保护。 

9.1..3.2.  依照第8(j)条，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全面有效参与的情况下，建立一种进程和一

套要求，确保在符合国家立法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公正地分享利用与岛屿遗

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所产生的惠益。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0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0.1.1 

10.1.1.1. 依照第 8(j)条，调查并记载岛屿遗传资源和相关知识，包括其现状、趋势和所

受威胁。 

10.1.1.2. 确认和评估信息传递系统并对之予以增订，以改善岛屿遗传资源的记录和编

目工作，并在适当情况下采用替代系统。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0.2.1 

10.2.2.1.  调查并记载对岛屿遗传资源进行研究的潜力，包括生物勘探。 

10.2.2.2.  在顾及《波恩准则》的情况下，制定关于生物勘探战略的国家准则。 

10.2.2.3.  建立并协调获取和惠益分享进程、旨在保护岛屿遗传资源的机制和措施以及

关于生物勘探的机制和措施。 

10.2.2.4.  在顾及《波恩准则》的情况下，制定并执行国家获取和惠益分享战略与国家

获取和惠益分享措施，其中特别包括关于岛屿特殊物种的立法、行政、和政

策措施。 

10.2.2.5.  建立尊重地方性物种和本地形成品种与栽培品种的利用的机制。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1.1 

11.1.1.1.  在国家一级查明建立伙伴关系的局限性和困难，包括利用冲突和管理责任。 

11.1.1.2.  在地方、国家、区域和/或国际各级的所有利益有关者之间建立关注特定岛屿

生物多样性问题的伙伴关系。 

11.1.1.3.  在各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如旅游业、渔业和自然灾害管理。 

11.1.1.4.  鼓励并支持与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和地方伙伴关系。 

11.1.1.5.  保证私营部门的参与，其中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财政、技术

和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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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1.2 

11.1.2.1.  编制执行工作方案的合作项目和赋能活动。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1.3 

11.1.3.1.  评估并建立养护信托基金（包括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债换自然保

护、使用者付费、生态系统服务付款和其他工具，包括国家生物多样性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供资。 

11.1.3.2.  取得更多的双边和多边赠款和借款，支持该工作方案。 

11.1.3.3.  协助各个国家和社区确定可行机制，以增加地方对养护行动的财政支持。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2.1 

11.2.1.1.  评估和确定各层次上的保护岛屿生物多样性的技术。 

11.2.1.2.  确定最有效的办法以帮助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有效转让，使地方一级能最大限

度地地加以利用。 

11.2.1.3.  共享关于适当技术的区域和分区域信息。 

11.1.1.4.  制定获取岛屿生物多样性惠益和技术转让的协议。 

11.2.1.5.  尊重并便利土著和地方社区间依照第8(j)条在土著岛屿技术知识方面进行交

流。 

11.2.1.6.  通过以下措施，增强国家和区域的信息网络能力，以促进更广泛地获取岛屿

生物多样性惠益和技术转让，包括酌情通过国家信息交换所机制： 

（a） 建立或加强岛屿生物多样性国家中心，集中或协调清查、评价和协助其

他机构处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知识和能力。这种中心应当具有识别生物

多样性要素（物种、基因）及其特定条件（特殊物种等）的合法能力，

而且应当包含现代和传统知识的补充因素； 

（b）（在至少 25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立关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信息

系统和信息交换所机制； 

（c） 制定区域和/或分区域伞式结构/机制，以协调各国家中心的工作； 

（d） 制定岛屿生物多样性问题区域专家名录。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2.2 

11.2.2.1.  查明现有的、支持执行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基于岛屿的技术。 

11.2.2.2.  通过供资等方式，促进在必要的时候制定基于岛屿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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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3.  保护已开发的技术，包括依照现有国家法律，通过知识产权加以保护。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3.1 

11.3.1.1.  增强国家能力以制定适于岛屿的政策，并通过和全面实施各项立法和条例。

其中包括向立法、管制和执法机构及法院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和/或其他支

持。 

11.3.1.2.  规定适当的奖励措施，支持岛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1.3.1.3.  废除支持对岛屿（陆地、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不可持续开采，或造

成重要生境无可挽回地流失的有害补助金、商业协定或不正当奖励措施。 

11.3.1.4.    通过提高公众认识和培训，促进遵守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立法和条例。 

11.3.1.5.  如必要，加强土著和地方社区根据国家立法运用现有习惯法的能力。 

11.3.1.6.  采取能够减少有害行为并促进养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参

与性办法的奖励/抑制措施。 

11.3.1.7.  批准有关多边环境协定，并酌情通过适当的授权立法将其纳入国家法律。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3.2 

11.3.2.1.  促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共有生态系统管理和经验交

流方面开展合作。 

11.3.2.2.  实施同侪学习机会和网络，确保快速传播最佳做法和所获教训，以促进成功

地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及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11.3.2.3.  研究更加有效和高效地利用信息交换所机制的方式和方法，以共享关于可以

促进可持续利用的最佳做法和技术的信息，在信息技术能力有限的岛屿尤其

如此。 

11.3.2.4.  制定并执行培训方案，以增强与工作方案有关的科学技术能力。 

11.3.2.5.  提供关于对多边环境协定的理解的培训，以增强执行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

案的能力。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3.3 

11.3.3.1.  酌情与有关国家和地方领导者和组织合作，制定并执行各级的有效的传播、

公众认识和教育方案，在顾及当地的能力、语言和文化的情况下，促进和推

广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11.3.3.2.  制定并开展针对关键受众和重要物种的公众认识和社会营销活动和方案，以

便提高公众支持，并增加关于工作方案关键问题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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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3.  调查岛屿居民、旅游者、开发商和其他利益有关者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以

改善针对岛屿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11.3.3.4.  提高公众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和受威胁物种的认识。 

11.3.3.5.  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引入各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及可持续发展教育框架，以培养

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理解。 

11.3.3.6.  将岛屿环境问题纳入非正规教育课程。 

11.3.3.7.   在各级，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一级开展教育、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以促进可

持续的岛屿管理做法。 

11.3.3.8.  使各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组织参与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促进工作。 

11.3.3.9.  加强和促进减少、管理和回手废物的公众认识和行动。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3.4 

11.3.4.1.  在可能并适当考虑生物多样性要求的情况下，将岛屿作为空间规划单位。 

11.3.4.2.  制定参与性决策机制，使民间社会、科学家、土著居民、地方社区和重要的

经济部门都参与进来。 

11.3.4.3.  把生物多样性纳入所有发展项目的统筹规划、包括其战略、政策和实施计划

的主流。 

11.3.4.4.  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及国家和岛屿规

划进程。 

11.3.4.5.  在相关利益有关者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各种机制，考虑把适当的传统养

护管理制度和做法纳入各种国家政策及管理和发展计划。 

11.3.4.6.  增强社区进行研究和监测的能力和机会，以保护岛屿生物多样性并为岛屿社

区提供更多惠益。 

11.3.4.7.  将有关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考虑纳入国家自我能力评估和当前行动计

划的编制之中。 

11.3.4.8.  酌情建立协调程序/机制，以便在国家一级执行所有相关的多边环境协定。 

11.3.4.9.  根据交叉活动和其他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协调《生物多样性公约》项

下各现行方案的执行工作。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3.5 

11.3.5.1.  建立监测系统，以评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及工作方案的执行情

况和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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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2.  制定并通过涉及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方法、标准、准则和指标，

以便评价工作方案的执行进度。 

11.3.5.3.  以现有指标为基础，制定适合小岛屿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 。 

11.3.5.4.  继续致力于反映小岛屿状况并包含了生态脆弱性、社会-经济和文化脆弱性的

脆弱程度指数和其他指标。 

11.3.5.5.  开发适当的技术，以便监测岛屿生物多样性，进而评估和报告长期区域和全

球趋势，以及驱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包括全球变化）和其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 

11.3.5.6.  为养护岛屿生物多样性建立基础知识库和信息系统，其中包括： 

（a） 岛屿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清单； 

（b） 涉及所有利益有关者的数据共用议定书； 

（c） 改善收集、管理和交换数据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能力。 

11.3.5.7.  编制适当的安排并研究创新办法，以报告公约情况，同时将能力有限的岛屿

国家的报告负担减至最低。 

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优先行动 11.3.6 

11.3.6.1.  建立国家、区域和国际岛屿伙伴关系，使各国政府、各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

合作加大对本工作方案的政治、财政和技术支持。 

11.3.6.2.  促使小型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共有生态系统管

理和经验交流方面开展区域合作。 

11.3.6.3.  促进可以加快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执行本工作方案的的岛屿网络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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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 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执行工作方案需要具备足够的技术、机构和财政能力，在执行缺水和半湿

润地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时包括秘书处的支助， 

还认识到保护缺水和半润湿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对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强调必须继续与有关伙伴、特别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荒漠化公约）合作， 

认识到缺水和半润湿地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当前审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是

近期在各项工作方案活动方面提供的资料有限，包括截止本期审查提交的第三次国家报

告的数量不足， 

还认识到缺少准确的资料不应阻止执行工作方案各项有针对性的活动， 

注意到审查《公约》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相关建议以及其他关于简化

和协调国家报告和关于审查《公约》及其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的倡议， 

还注意到关于援助效果的《巴黎宣言》，吁请各缔约方在其发展计划中优先考虑

缺水和半湿润土地问题，以便帮助捐助支助， 

欢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的第 12号决定，其中请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双方的执行秘书加强关于缺水和半润湿地区的联合工

作方案，包括实现有关的 2010年生物多样性指标， 

1.    欢迎执行秘书的说明（UNEP/CBD/SBSTTA/11/4）和有关审查工作方案执

行情况的背景文件(UNEP/CBD/SBSTTA/11/INF/7)中所报告在执行缺水和半润湿地区生物

多样性工作方案、包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联合工作方案

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趋势及所面临威胁的评估

工作取得的进展； 

2． 请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的联合工作方案，以加强这两项公约之间的增效作用； 

3. 鼓励各缔约方考虑以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关于缺水和

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联合工作方案为基础，拟订国家一级的联合活动，以实现三项

里约公约的目标； 

 4. 认识到迫切需要在所有三个层次（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上并在缺水和

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中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中全面收集生物多样性的

数据，以便作为就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作出决定的依据，和

便于评估在实现 2010年目标和其他全球目标方面的进展，同时适当顾及关于遗传资源的

获取和惠益分享以及传统知识和相关遗传资源的保护方面的国家立法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有关的规定； 



39 

5. 鼓励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考虑正在对 2010目标和其他全球

目标执行进展情况进行的评估，改进有关下列方面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数据：缺水和半

湿润土地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其用途和有关社会经济价值；在更低级生物分类级别

上的物种情况，包括土壤生物多样性；及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威胁； 

6. 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并邀请有关组织，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在减贫和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顾及《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结果，加强有关

行业和跨领域性计划和方案的执行工作，其方法包括将有关的活动和战略纳入国家发展

目标之中，以便保护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并应付缺水和半湿润地

区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各种威胁； 

7. 鼓励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制定或执行能够促进和简化工作

方案的执行并克服已查明的障碍的活动，例如，能力建设、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全球

伙伴关系战略，并因此请执行秘书支持这些倡议，包括通过资料交换机制和其他办法，

汇编并散发执行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方案和项目的活动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和

成功事迹； 

8. 请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有关组织和捐助者，根据公约第 20条，酌情提供技

术和财政支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

及经济转型国家，执行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9. 注意到 第 V/23 号决定所载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工作方案 B 部分的活动 7 (f)
（就地和移地保护）、8 (a) (加强地方性组织机构)、8b（管理权力下放）、8 (d) (次区域

双边合作)、8 (e)（政策和手段）和 9（可持续的生计）的重要性，因为已确定它们能够

为许多其他活动的执行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并因此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

织特别关注为扩大这两项活动的执行规模提供支助； 

10.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特别回顾缔约方大会第 VII/5 号决定第

13段和第 VIII/30 号决定，编制供缔约方大会审议的关于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缺水和半湿

润土地工作方案的提案和给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进度报告，特别是纳入： 

(a) 活动 1 和 2（气候变化是对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构成的一种威

胁）； 

(b) 活动 4（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生物多样性在维持缺水和半

湿润土地对气候变化 － 包括长期干旱 － 和其他自然事件的适应力方面的作用，以及缺

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在气候变化适应措施中的作用）； 

(c) 活动 7 (一) （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培训和教育方案）; 

(d) 活动 7 (m)（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

性公约的联合联络组审议缺水和半湿润地区问题）； 

11． 请执行秘书： 

 (a)   为支持进行此项评估，同有关组织和公约、特别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和缺水地区土地退化评估合作，同时考虑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以及越界自然资源管理网络

和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网络的调查结果和所获经验和跨界和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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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就以下事项提出提案，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

多样性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下次深入审查期间审议： 

(一) 现有的信息来源以及产生此种信息的项目、方案和程序，用于对缺

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现状和趋势进行全面的全球性评估，包

括在 2010 年目标框架内评估生物多样性趋势所需的基准信息，并提

出合乎成本效益的办法来弥补现存的缺陷； 

(二) 如何审查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目前进行和规划进行的评估工作，并在

这些评估中便利使用第 VII/30 号决定所制订的生物多样性指标；以

及 

(三) 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为土著是地方社区创收的土地用途备选办法，特

别是自然资源的越界和社区管理； 

 (b) 在 2006 年沙漠和荒漠化国际年的氛围内，促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工作方案的执行，，包括关于精简国家汇报工作的活动 C 的执行； 

(c)  在第 VII/2 号决定附件的框架内，继续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缺

水地区农业研究中心以及其他有关组织、机构和公约发展并加强协作，借以精简工作方

案中所列的许多活动，促进增效作用，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d) 在评估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全球执行情况时，参阅各

国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提出的报告，包括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各国根据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报告，以及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及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项协

定和公约、特别是保护移栖野生动物物种公约、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关

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伊朗拉姆萨尔，1971 年）－特别是鉴于

缺水地区里湿地的脆弱和短暂性质－以及世界遗产公约在其他工作方案的框架内提出的

有关报告； 

(e) 在里约三项公约联合组织的区域增效作用研讨会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视资金供应情况）组织的协商研讨会的成果的基础上，

编制供缔约方大会审查的文件，并请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也这样做，即： 

（一） 鉴定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阻止应当执行的优先活动，

包括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处

将来为促进 2010 年与缺水和半湿润地区有关的生物多样性指标

而采取的行动； 

（二） 鉴定能力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机会，以促进上文第(一)分段所

指各种活动的执行； 

（三） 鉴定可能阻止实现 2010 年关于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指标的各种障碍，并鉴定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 

并将由此产生的文件送交两项公约的联络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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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过本决定附件中所载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各项目标

和指标。  

附件 

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暂定大目标和目标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暂定大目标和目标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暂定大目标和目标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暂定大目标和目标 

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 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1：：：：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 

大目标 1：促进生态系统、生境和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世界上每个生态区域的至少世界上每个生态区域的至少世界上每个生态区域的至少世界上每个生态区域的至少 10%得到得到得到得到

有效保护有效保护有效保护有效保护。。。。 
世界上每个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的至少

10%得到有效保护。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2：：：：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

护护护护。。。。 
通过综合有效地管理的且具有生态代表性的国家

和区域保护区网络，保护对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

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区。 

大目标 2.促进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1：：：：恢复恢复恢复恢复、、、、保持所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保持所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保持所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保持所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

种群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度种群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度种群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度种群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度。。。。 
恢复和保持最脆弱和最受威胁的缺水和半湿润地

区物种，或大幅度降低其种群的缩小速度。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2：：：：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得到改善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得到改善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得到改善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得到改善。。。。 受威胁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物种的现状得到大大改

善。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3.1：：：：作物作物作物作物、、、、牲畜及树木牲畜及树木牲畜及树木牲畜及树木、、、、鱼类和野生动物鱼类和野生动物鱼类和野生动物鱼类和野生动物

的收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的收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的收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的收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

护护护护，，，，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识得到保存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识得到保存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识得到保存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识得到保存。。。。 

作物、牲畜及树木、鱼类和野生动物的收获物种

及其他珍贵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得到保护，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识得到保护

和保存。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2：：：：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 

大目标 4.促进可持续利用和消费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1：：：：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

可持续管理的来源可持续管理的来源可持续管理的来源可持续管理的来源，，，，并且并且并且并且对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对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对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对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样性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样性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样性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 

以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产品取

自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来源，并且对生产区以符合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2：：：：减少对生物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减少对生物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减少对生物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减少对生物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

轻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轻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轻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轻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减少对生态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减轻其对缺水

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3：：：：没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没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没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没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

威胁威胁威胁威胁。。。。 
不使任何缺水区和半干旱区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不使任何缺水区和半干旱区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不使任何缺水区和半干旱区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不使任何缺水区和半干旱区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
国际贸易的威胁国际贸易的威胁国际贸易的威胁国际贸易的威胁。。。。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3：：：：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大目标 5.减轻生境丧失、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退化及不可持续的水利用所造成的压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5.1：：：：减缓自然生境丧失和退化的速度减缓自然生境丧失和退化的速度减缓自然生境丧失和退化的速度减缓自然生境丧失和退化的速度。。。。 当前缺水区和半干旱区自然生境丧失和退化的速

度大大降低，人类引起的不可控制/非预期火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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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 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大幅减轻。 

大目标 6.控制外来侵入物种的威胁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6.1：：：：主要潜在外来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主要潜在外来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主要潜在外来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主要潜在外来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

到控制到控制到控制到控制。。。。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主要潜在外来侵入物种的传播

途径得到查明和控制。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6.2：：：：针对威胁生态系统针对威胁生态系统针对威胁生态系统针对威胁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主生境或物种的主生境或物种的主生境或物种的主

要外来物种要外来物种要外来物种要外来物种，，，，制定了管理计划制定了管理计划制定了管理计划制定了管理计划。。。。 
针对威胁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生境或物

种的主要外来物种，制定和执行了管理计划。 

大目标 7.解决气候变化和污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挑战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7.1：：：：保持和加强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保持和加强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保持和加强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保持和加强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

原力以适应气候变化原力以适应气候变化原力以适应气候变化原力以适应气候变化。。。。 

保持和加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组成部分的复原力以适应气候变化。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7.2：：：：减轻污染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减轻污染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减轻污染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减轻污染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污染对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

得到大幅减轻。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4：：：：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 

大目标 8.维护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及支持生计的能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8.1：：：：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

维护维护维护维护。。。。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

力得到维护或增强。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8.2：：：：支持特别是穷人的可持续生计支持特别是穷人的可持续生计支持特别是穷人的可持续生计支持特别是穷人的可持续生计、、、、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食品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得到维护食品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得到维护食品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得到维护食品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得到维护。。。。 
支持特别是居住在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的穷人的可

持续生计、地方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得到

维护。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5：：：：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 

大目标 9.  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经济-文化多样性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9.1：：：：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 
采取措施，保护与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进和推动土

著和地方社区参与为此目的开展的活动。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9.2：：：：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对其传统知识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对其传统知识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对其传统知识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对其传统知识、、、、

创新和做法的权利创新和做法的权利创新和做法的权利创新和做法的权利，，，，包括收益分享的权利包括收益分享的权利包括收益分享的权利包括收益分享的权利。。。。 
尊重、保护和维护与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

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促进在获得土

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并有这些社区参与

的情况下更广泛地应用此种知识、创新和做法，

但必须公平地分享这些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及

其所产生的收益。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6：：：：确保公平确保公平确保公平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 

大目标 10.  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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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根据框架暂定的大目标和目标 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物多样性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0.1：：：：对遗传资源的一切使用均符合对遗传资源的一切使用均符合对遗传资源的一切使用均符合对遗传资源的一切使用均符合《《《《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多样性公约多样性公约多样性公约多样性公约》》》》及其相关条款及其相关条款及其相关条款及其相关条款。。。。 
对源自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的遗传资源的一切使用

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相关条款，并在适

用和可能的情况下，均符合《粮农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公约》。*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0.2：：：：根据根据根据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

款款款款，，，，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公平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公平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公平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公平、、、、公正地分享来公正地分享来公正地分享来公正地分享来

自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及其他运用的收益自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及其他运用的收益自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及其他运用的收益自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及其他运用的收益。。。。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相关条款，与提供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遗传资源的国家公平、公正地

分享来自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及其他运用的

收益。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7：：：：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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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3.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深入审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深入审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深入审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深入审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
案的执行情况案的执行情况案的执行情况案的执行情况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1. 欢迎在执行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方面取得的进展，执行秘书关于深

入审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说明(UNEP/CBD/SBSTTA/11/5) 中报告了这

些进展 ； 

2. 赞赏地注意到国际生物网、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生物分类综合信息

系统和物种 2000 对全球生物分类倡议所做的贡献，鼓励这些组织和倡议继续为执行《公

约》做出贡献； 

3. 注意到某些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根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开展

执行活动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4. 注意到生物分类的障碍在生物多样性超丰富国家特别严重； 

5. 强调需要建立并保持解决生物分类障碍的能力，并在此背景下探讨确保所

需财政支助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备选办法，并请国际生物网(BioNET)和其他相关组织与全

球生物分类倡议协调机制进行协商，成立一个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特别基金，并向缔约方

大会第九届会议报告进展情况； 

6. 回顾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 1（“编制出可供广泛查阅的已知植物物种工作

清单，以之作为编制完整的世界植物目录的步骤之一”），欢迎物种 2000、皇家植物园

邱园以及合作伙伴在实现本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7. 在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运行目标 2 下通过一个目标（“编制出可供广

泛查阅的已知物种清单，以之作为建立全球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和其他生物体登记册的

步骤之一”），牢记迫切需要及时提供生物体的科学名称以支持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下的工作； 

8. 通过各项规划的活动，以便支持执行本建议附件中所含的山区生物多样

性、外来侵入物种、保护区和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各项工作方案，作为对第 VI/8 号决定附

件所载工作方案的补充； 

9. 促请尚未采取下列行动的缔约方和其他政府采取这些行动： 

(a) 成立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国家联络点，以便有利于在国家以及执行该工作方

案； 

(b) 优先开展或完成或修订国家生物分类需要评估，包括相关技术、工艺和能

力需要，并根据各国情况确定生物分类工作的轻重缓急。这些评估应考虑现有的国家生

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正在制定的区域战略和倡议，并特别注意用户需求和优

先项； 

(c) 酌情致力于为区域和全球生物分类需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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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可能情况下致力于执行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中所含的规划活动； 

(e) 酌情致力于推动自然历史藏品样本数字化的倡议，注意到可供广泛查阅的

数据对支持《公约》下行动的重要性； 

10. 请各缔约方、其他政府和相关组织和机构： 

(a) 使用并支持现有机制，加强政府机构、科学界、研究机构、大学、藏品持

有人、私营部门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改善决策中对生物分类需求的对

策； 

(b) 推动生物分类和生物分类产品及相关研究，为在执行公约框架内编制生物

多样性清单和监测生物多样性以及实现公约目标奠定基础； 

(c) 制定并实施战略，为执行公约所需的生物分类研究提供支持； 

(d) 收集并散发有关可用的生物分类资源的信息，以便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的有

关资源，切实执行全球生物分类倡议； 

(e) 制定并实施有关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的能力建设活动，如考虑到各国家和区

域的具体需求，在查明确定生物分类、信息交流和数据库管理等领域开展培训活动； 

(f) 发动财政和技术资源，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

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包括高度生物多样性国家建立并维护系统和重要的机构基础设

施，以便充分收集、整理和馆藏生物样本，并促进有关其生物多样性的信息交流（包括

信息返回）； 

(g) 根据公约第 18 条和 15 条，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和其他手段公布信息，推

动在国家、区域、亚区域和全球各级开展对全球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活动有支持作用

的合作和联系活动； 

(h) 在第 V/9 号决定所载的职权范围内，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并根据各国的

需求，向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国家联络点提供关于职责和具体任务的明确指导，以更好地

宣传和促进该倡议的目标；  

(i) 酌情推动区域和全球数据库及信息系统中掌握的有关国家藏品的生物分类

信息的整合工作； 

11. 请执行秘书： 

(a) 就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规划活动 3 中所要求开展的全球生物分类需

求评估同有关组织和供资机构磋商，以便审议评估的范围、可选的方法、和可能的执行

机构，以便在顾及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尽快完成评估； 

(b) 继续与有关公约、组织和机构合作，并促进在有关进程和规划之间的协

力，以便提供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所需的生物分类信息、专门知识和相关技术，特

别注意到在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的生物分类优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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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继续与包括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生物分类综合信息系统和物种 2000

在内的现有倡议合作，编制已知生物名称电子目录和生命目录； 

(d) 继续同包括国际生物网（BioNET International）、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

机构、世界自然保护同盟、CAB 国际在内的现行倡议合作，提高支持执行全球生物分类

倡议工作方案所需的人力资源能力、工具和基础设施； 

(e) 作为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的一部分，与有关伙伴合作，向大众

展示生物分类重要性，包括有关产品的情况、经验教训和已完成的有关生物分类的项

目，并开展鼓励公众参与的活动，并认识到自然学志愿者和当地及土著人民是重要的专

业知识来源； 

(f) 同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协调机制、其他有关磋商机构、利益相关者和组织磋

商，为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中每一项规划活动制定以成果为导向的、具体的生物

分类目标，作为“（二） 产出”项下带有时间安排的新增内容，可供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

议审议； 

(g) 报告在实现上文第 7 段中所述的工作方案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h) 将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包括进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

书处联合工作计划中，以探讨在两公约工作中实现协力、特别是有关外来侵入物种的工

作； 

(i)  通过全球生物分类倡议门户网站等手段便利在各国家联络点之间开展联网和

合作； 

(j) 完成并出版全球生物分类倡议指南； 

12. 请全球环境基金继续为执行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中所载的规划活动

提供支持，包括生物分类需求评估、以生物分类为重点、或明确带有生物分类内容的项

目、及有关生物分类能力建设和获取技术的区域活动； 

13. 进一步请全球环境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小岛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提供财政资源，用于建立并运作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国家联络点的项目，并提

供财政资源，支持同具体生物分类和信息技术有关的生物分类培训这样的能力建设活

动； 

14. 请公约和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对所资助的与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相关的项目

和国家报告中所载的相关项目信息进行联合分析，包括分析具体用于能力建设的资源，

以便找出最佳做法，并就促进对全球生物分类倡议提供财政支持的信息和经验进行交

流； 

15. 请执行秘书在相关组织和供资者的支助下，主要为业已确定生物分类需

求、或已经提交全球生物分类倡议试点项目建议的国家召开项目发展研讨会，促进规划

以业已确定的生物分类需要为基础并由国家驱动的项目，并探讨制定新的、并加强现有

的区域或全球项目的潜在益处，满足业已确定的共同的生物分类需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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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规划活动新增规划活动新增规划活动新增规划活动 

一一一一. 规划活动规划活动规划活动规划活动：：：：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一） 理由 

1. 山区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分类组成，随着地理区域、山区的纬度和高度以及凸凹起

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山地为有机物提供了其他情况下只在低地生物群

落中存在的必要的季节性资源。此外，绝大多数种类的有机物在低地以及山地森林地带

都有其典型，因此，存在着极大数量的有机物群落，而不是少数的生物分类群。因此，

山地常常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使得全面处理生物的分类成为一种挑战，因而需要很多

不同有机物方面的执行者和专家。 

2. 由于大多数山区分布幅员大、范围广，在山区生物多样性方面采取区域做法极其

重要，很多不同的数据库和汇编中都存在着有关的资料。因此，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在几

个方面能够有助于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包括有关资料和专门知识的比较方面。 

(二) 产出 

3. 过国家生物分类研究和清单扩大对于山地物种构成的了解。全球生物分类

倡议可通过以下各方面协助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a)  有机物的工作清单 － 编制山地森林地区存在的有机物的工作清单，包括

其俗名，同时提及高度和起伏度； 

(b)  工作用检索表 － 制作用于山地森林地区的有机物的保护、监测和可持续

利用的印刷和电子形式的检索表； 

(c) 数据的传播 － 尽可能广泛印发工作清单和检索表，以提高其利用价值； 

(d)  人力资源 － 面向和支持生物分类专家，以鼓励他们参与相关的培训方

案，同时支持建立当地山地森林生物区系参考和数据收集库； 

(e)  热点和保护区 － 提供相关的生物分类资料、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以便

查明山地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和建立和监测保护区。 

(三) 时间安排 

4. 由于当前山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知识仍然不足，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将作出持续的

努力建立和改进山地森林有机物的工作清单和工作用检索表。在今后 3 年内，全球生物

分类倡议将与有关的国家性生物分类和管理机构协商，以便制订生物分类指南、山地森

林有机物电脑化清单和检索表。 

(四) 执行者 

5. 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确定了很多相关的行动者，例如：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DIVERSITAS）的全球山区生物多样性评估、山区论坛、生物分类学全球网络生物网

国际（组织区域联合会）、粮农组织负责农业方面、《公约》的资料交换所机制、全球

生物多样性信息基金、全球环境基金及国家筹资机构负责财政支助、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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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植物）、各国家性组织和大自然保护机构和规划，包括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地方

社区和诸多其他方面。 

6. 在山区生物多样性方面过去和现在拥有研究方案的科学界以及过往几十年收集了

有机物标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提供专门知识和有关信息方面交由关键的作用，因此

应该让它们积极地参与近来。 

(五) 机制 

7. 可利用现有的机制协调和促进各种努力，例如：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的协调机制、

山区伙伴关系、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基金。 

(六) 资金、人力资源和其他所需能力 

8. 资金、人力资源和能力建设，需要在现有和新项目内确定资金，同时也需要提供

额外的资金，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七) 试点项目 

9. 试点项目可依靠世界上的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喜马拉雅山、Eastern Arc等山

地森林区域掌握的信息，使短期内可以有产出，同时对其利用价值进行评估。除其他

外，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可通过与山区伙伴关系、山区论坛和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等合作

共同组织研讨会，解决当地和区域性的能力建设，侧重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监测。 

二二二二. 规划活动规划活动规划活动规划活动：：：：外来侵入物种外来侵入物种外来侵入物种外来侵入物种 

(一)  理由 

10. 防止和减轻外来侵入物种的影响往往取决于及时获得生物分类方面的专业知识并

得到生物分类方面的资源，如识别工具、有关物种名称的信息和生物参照藏本。对于许

多引入外来侵入物种的途径，有效的防治和减轻影响可能取决于在亚区域、区域或甚至

全球一级开展的查明和监测活动。因此，为了支持切实防止和减轻外来侵入物种的可能

影响，各国均应具有生物分类能力并能查阅生物分类的有关信息。通过研究更好地描述

个物种的特征是及早发现和监测侵入现象的关键。在暴露于主要侵入途径或易受主要侵

入途径影响的地区（如海港）具有较详尽的生物分类基准信息可有助于及早发现可能由

外来侵入物种引起的物种构成变化。此外，生物分类专业知识对于制定生物控制措施具

有重要意义，这些生物控制措施可供决策者处理具体的外来侵入物种问题时审议。 

(二) 产出 

11. 产出应包括： 

(a)  建立和/或扩大并广为公布外来侵入物种以及发生侵入频率的数据库； 

(b)  编制和传播与重要侵入途径相关的已知外来侵入物种的工作用检索表； 

(c)  地方监测当局制订并使用接触过或有可能接触过侵入途径的地区的有机物

的工作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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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间安排 

12. 在两年内建立和/或扩大并广泛提供数据库。在 3 年内编制和传播已知外来侵入物

种的工作用检索表。在 3 年内编制并使用接触过或有可能接触过侵入途径的地区的有机

物的工作清单。 

（四）执行者 

13. 数据库的建立 － 世界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侵入物种专门小组、全球侵入物种

信息网、《公约》的资料交换所机制、综合生物分类信息制度、美洲生物多样性信息网

络 IABIN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基金、2000 年物种、、生物分类学全球网络生物网国

际。检索表 － 科学界、各国政府、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有关规划方案。接触过或有可能接

触过侵入途径的地区的有机物的工作清单 － 各国政府、国家和区域组织，包括非政府组

织。 

（五）机制 

14. 由上述执行者协调国家和全球各级的努力，将是一种重要的机制。此外，《公

约》的资料交换所机制等现有的机制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基金都可以作为信息门户运

作。 

（六）资金、人力资源和其他所需能力 

15. 资金、人力资源和能力建设，需要在现有和新项目内确定资金，同时也需要提供

额外的资金，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全球环境基金和各国的筹资组织将是财政

支助方面的重要来源。 

三三三三. 规划活动规划活动规划活动规划活动：：：：保护区保护区保护区保护区 

(一) 理由 

16. 生物分类方面的专门知识和信息，是保护规划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的主要要

求。这在保护区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建立保护区的目的是要保护大部分的自然生物多

样性，但对于其实际要所包含的生物多样性的知识或现有信息却很有限。由于现有或计

划建立的较大型保护区尚不具备完整的物种清单，且很多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植物分类

都不具备相关的分类、分布和生物方面的资料，还很难作出有意义的保护规划。保护区

工作方案的目的是建立具有生态代表性的、有效管理下的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工作

方案的活动 1.1.2 具体呼吁在任何大规模、未受损害或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的自然区域以

及藏有最受威胁物种的区域建立保护区，而活动 1.1.5 则要求对国家和区域各级保护区系

统的代表性进行漏缺分析（不晚于 2006年底之前进行）。全球生物分类倡议通过集中关

注生物多样性清单和对现有清单进行漏缺分析，能够对确定、建立和管理保护区发挥重

要的作用 (第 VII/28 号决定，附件，方案基本组成部分 1)，而通过帮助对现有保护区网

络所覆盖和支持的生物多样性的不同分类组成部分进行评估和比较，能够在制订管理和

监测保护区的标准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 VII/28 号决定，附件，方案基本组成部分

4)。鉴于气候变化和外来侵入物种对于保护区的威胁，必须对物种及其群落当前受到的

制约有所了解，同时了解这些制约会对变化的情况下的分布有何影响。获得关于当前分

布的确切的资料并能够加以复制，对于恰当地管理和政策的制订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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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出 

17. 加强和完善各类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清单，同时也应进一步扩展，使之成为监测

努力，以便记录物种和群落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提出主要的无脊椎动物、低等植物和

微生物、经济上重要和受到威胁的物种的生物分类指南。关于保护区内重要物种的当前

分布和发生情况的资料，包括群落的趋势。查清生境和通过规划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

的物种分布为建立新保护区确定重点事项。调集和扩充与物种有关的标本和观察类别的

数据，以便能够复制当前的分布和不同类型气候变化和不同生物和生物变化 (例如：土地

用途的改变，侵入物种) 情况下的分布。 

(三) 时间安排 

18. 完成活动 1.1.5中关于进行漏缺分析的预计日期是 2006年。完成工作方案目标 4.3 
（评估和监测保护区的现状和趋势）以及目标 4.4 （确保科学知识将有助于保护区的建

立和成效）的预计日期是 2010年。因此，需要在今后 4年内获得产出，但需要进行不间

断的努力。 

(四) 执行者 

19. 与保护区的治理和管理相关的国家机构和地方当局偕同生物分类机构、特别是自

然历史博物馆、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中从事物种生物学的机构、植物园和培养物的收集

以及世界保护联盟的物种生存委员会，还有国际养护组织、BirdLife International、Flora 
and Fauna International、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世界资源学会等自然保护机构及地方社

区。副分类学者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它的执行者包括《公约》的资料交换所机制和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基金（作为数据门户）、全球环境基金和国家筹资组织负责财政支

助，以及生物分类学全球网络生物网国际（组织区域联合会）。其他生物多样性方面的

公约，包括拉姆塞尔湿地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移徙物种公约，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 (濒危物种公约) ，教科文组织人和生物圈的生物圈养护方案也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还可以与以下当前或计划制订的分类学方面的有关能力建设项目建立直接的联

系，例如：国际授粉媒介倡议、海洋生命调查、东非动植物网络、增进分类学专门知识

伙伴关系，以及最近提议建立的欧洲分类学分布式研究所 (EDIT)。 

(五) 机制 

20. 由上述执行者协调国家和全球各级的努力，将是一种重要的机制。还需要收集并

以适当方式介绍现存的数据，同时制作分析的工具。有必要向各主要机构和筹资机构切

实通报制订检索表、清单和关键性数据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其中的重点。 

（六）资金、人力资源和其他所需能力 

21. 由于需要要求一种超越数据提供者的传统工作进程和模式的重点，所需资金应侧

重于能够满足已查清的需要。 

(七) 试点项目 

22. 鼓励和作出努力在现有和计划建立的保护区内实施全分类生物多样性清单。对在

保护区内发现的有代表性的分类进行这些分类在其他国家和区域性地点的分布和存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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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漏缺分享，以体现在保护区的选定和管理方面发展并使用这种分析。收集保护区物

种的主要出现数据，向原产国提供这些数据，并利用小生境模型对分布进行分析。 

四四四四. 岛屿岛屿岛屿岛屿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23. 正如科咨机构 X/1 号建议附件的第 6 段中指出的，岛屿包含了《公约》审议的所

有专题领域（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缺水区

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以及农业生物多样性）。因此，也应同时顾及

已经根据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的业务目标 4（涉及专题工作方案）和业务目标 5
（涉及跨领域问题的工作）为各专题和跨领域工作方案确定的（第 VI/8 号决定，附件，

计划开展的活动 8－18）计划开展的活动，以便得出保护岛屿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

岛屿生物多样性各组成部分以及公正和公平分享这种利用所产生的惠益所需要的各种分

类资料。 

24. 然而，认识到当前生物多样性“热”点和冷“点”的岛屿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

度；由于其孤立性，岛屿的环境中常常是特有和独特的动植物群，正在出现十分特殊的

演变；岛屿是其大陆对应部分的微生态；小岛屿的脆弱性不仅需要特殊的关注，而且需

要紧急的关注，岛屿、特别是小岛屿需要特别的支持，才能作为一项迫切的事项落实全

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计划开展的活动 8－18。此外，特别对于小岛屿，应强调对满

足生物分类需求和能力建设采取区域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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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4.  获取和惠益分享获取和惠益分享获取和惠益分享获取和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的第 VII/19 号决定， 

还回顾其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与关于第 8(j)条和相

关条款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之间关系及土著和地方社区参与问题的第

VIII/5 C 号决定， 

注意到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三和第四次会议的报告， 

A．．．．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 

1. 欢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在拟订和通过谈判达成

一个国际制度方面取得的进展； 

2. 决定向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转交本决

定，以便其继续根据第 VII/19 D 号决定制定和谈判国际制度，并特别向其转交以下投入

供其制定和谈判国际制度： 

(a) 原产地/来源/合法出处证书问题技术专家组的成果； 

(b) 关于漏却分析的进度报告以及汇总表；及 

(c) 各缔约方提供的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其他投入； 

附件反映了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期间各缔约方所持

的广泛的看法； 

3. 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国际组织及所有利益有关

者在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召开前 4 个月向公约秘书处提交关于国

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在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现有和其他文书分析的投入的资料； 

4. 请执行秘书编制根据上一段提供的资料的汇编，并将资料提供给获取和惠

益分享工作组的工作； 

5. 决定指定哥伦比亚的 Fernando Casas先生和加拿大的 Tim Hodges先生为获

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联合主席，以便按照第 VII/19 D 号决定的授

权，制订和谈判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 

6. 请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继续根据第 VII/19 D 号决

定规定的职权范围制定和谈判国际制度，并指示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尽可能在缔约

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完成这项工作； 

7. 请执行秘书为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做出必要安

排，以使其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举行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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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国际组织以及所有利益有

关者向秘书处提交更多关于漏却分析的资料；  

9. 请执行秘书为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特设工作组编制第 VII/19 D 号决定附件

第(a) (一) 段提及的漏却分析的定稿，同时牢记稿，此项工作应与制定和谈判国际制度的

工作平行的进行，而不是拖延这一工作； 

10. 请各缔约方向执行秘书提交关于本国法律中有关遗传资源的法律现状的资

料，并酌情包括其财产法，并请执行秘书向工作组第五次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附件 

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 

性质性质性质性质  

国际制度可包括一套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或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

内的一个或多个文书。 

 [潜在潜在潜在潜在]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努力创造条件[便利][管制]其他缔约方为了无害环境用途取得遗传资源，且不会实行

任何违背《公约》目标的限制。 

在顾及《公约》的三项目标具有相互关联性的情况下，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

[这种][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货币和非货币性惠益。 

[建立一种机制为遗传资源的[合法来源][原产地][来源]提供可靠性]。 

[[在遵守国家立法的情况下][保护][尊重、保护和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
对于其[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相关的][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

识、创新和做法[的权利]，并[在依照人权义务][在遵守这些所在地的国家的国家立法的

情况下][和适用的国际法的情况下][鼓励][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其知识所产生的货

币和非货币性惠益。] 

[在原产国和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共同商定的条件的范围内确保遵守事先知情同意。] 

对有效执行《公约》的第 15、第 8(j)[和第 16至 19]条及其三项目标做出贡献。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防止盗用和滥用遗传资源、其衍生物和相关的传统知识] 

[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的惠益流向遗传资源的原产国] 

[[促进][确保]遵守提供的国家和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同意和共同商定的条件；] 

[确保和实施遗传资源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  

[确保与现有的相关国际文书和进程能够相辅相成][其支持而不是违背《公约》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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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或促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

[确保]技术转让]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1. [根据国家立法和其他国际义务]，国际制度适用于： 

(d) [在原产国的国家立法允许的情况下]取得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 

(e) [[帮助取得和]越境[转移][利用]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或相关传统知识] 

(f) 在共同商定的条件的情况下，[依照事先知情同意][根据原产国的国家立法][公平

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以及适当的情况下其衍生物和产品]所产生的货币和非货币

性惠益。 

(g) [[根据国家立法][尊重、保护和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体现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及其衍

生物和产品]。 

2.  [国际适用于所有遗传资源及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利用这种资源所

产生的惠益。] 

3.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附件一]或[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所考虑

的[植物物种的]植物遗传资源，[在这些资源用于该条件的目的时]，国际制度对其将不

适用。 

4.  [国际制度不妨碍粮农组织《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同时会顾及知识产权

组织/政府间委员会在保护传统知识和民俗使之不致盗用和滥用的特殊制度的知识产权方

面所开展的工作]。 

5.  [国际制度确保与现有相关国际文书和进程的相互支持和相辅相成][其支持而不是

违背《公约》的目标]。 

6.  [国际制度将不适用于人类遗传资源]。 

7.  [在这些遗传资源的国际贸易和交流的范畴内]，[本制度的范围将遵照与国家管辖

内的遗传资源相关的国家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 

[供考虑列入国际制度供考虑列入国际制度供考虑列入国际制度供考虑列入国际制度]的的的的[潜在潜在潜在潜在]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遗传资源遗传资源遗传资源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及其衍生物和产品及其衍生物和产品及其衍生物和产品]的取得的取得的取得的取得 

1. [各国对自身的遗传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并有权决定获取归属于国家政府并接受国

家的管辖。] 

2. [[根据各国法律 ，]取得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的条件应[取决于][与]惠益分

享安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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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取程序应明晰、简捷和透明，并能够为遗传资源不同类型的使用者和提供者提

供法律上的确定性，以期有效地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条[第 2 款]。 

4. 根据《公约》第 2 和第 15 条，提供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的[缔约方][原

产地国家]，[可][应]制订措施，规定[为具体用途对]这些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

的获取须遵照事先知情同意进行。 

5.  [缔约方如果不是本国所持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原产地国家，在其领土上发现这

些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缔约方应代表国际社会允许使用者取得有关资源或其衍生物。] 

6.  [如果无法确定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原产地国家，在其领土上发现这些遗传资源

或其衍生物的缔约方应代表国际社会允许使用者取得有关资源或其衍生物。] 

7.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条第 4 款，共同商定的取得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

的条件[可包括向第三方转让这些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条件，但须遵守原产地国家的

法律]。 

[承认和保护承认和保护承认和保护承认和保护]与遗传资源与遗传资源与遗传资源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及其衍生物和产品及其衍生物和产品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传统知识有关的传统知识有关的传统知识有关的传统知识  

应该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条制定和实行国际制度的各项基本内容: 

(a) [各缔约方可酌情考虑制定、通过和/或承认保护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

产品]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国际、]国家和地方特殊[模式][制度]；] 

(b) 各缔约方应[以本国法律为准，]在遵守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所在国的法律

[和适用的国际法]的情况下，][承认和保护][尊重、保存和维护]这些社区[的知识、创新

和做法，]并[保证][鼓励]公平分享利用这些知识、创新和做法所带来的惠益 [与遗传资源

[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惠益的权利]； 

(c) [[作为使用国的]各缔约方应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 (j) 条为准绳，

并在遵守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所在国的法律[和适用的国际法]的情况下，执行关于从掌

握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传统知识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征得事先知情同意

的规定。 

(d) [应在国家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框架内执行与传统知识有关的获取和惠益

分享安排。] 

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 

1. [应在[关于获取问题的]国家有关法律中或[和]在国际制度下]规定公平和公正地分

享通过利用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所产生惠益的最起码条件，所涉资源的提供者

和使用者之间以事先知情同意为基础达成的共同商定条件[应该][可以]将这些条件考虑在

内。] 

2. [共同商定条件可在条件中规定有关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的惠益分享安排。] 

3. [资源使用者与资源提供国主管部门之间的，并有所涉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积极参

与的][土著社区或地方社区与使用者之间的，并在适当情况下有资源提供国参与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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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条件，[应][可]规定分享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知识、创新或做法所

产生惠益的条件。 

4. [共同商定条件可规定是否可以寻求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寻求知识产权。] 

5. 共同商定条件可规定使用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或产品]以及相关传统知识、创

新和做法的货币和/或非货币性条件。 

6. [国际制度应确定基本的惠益分享[义务][条件]，包括通过财务机制分配惠益的义

务，以便在获取协定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 

7. [如果无法确定取得的遗传资源或其衍生物的原产地国家，应把其带来的货币惠益

存入财务机制，并把非货币惠益提供给那些需要这些惠益的缔约方。] 

8. [缔约方应参照《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制定措施，以保证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研发

成果产生的惠益，包括协助获得这样的研发成果和进行技术转让，并保证公平和公正地

分享对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以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同时考虑

到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和共同商定条件，并尊重遗传资源提供国的国家法律。] 

9. [那些利用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产品开发技术的缔约方应制订国家法律，以帮助

作为这些资源的原产地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商定的条件取得这些技术，并帮助向这些

国家转让这些技术。] 

10. [澄清惠益分享的实际性质，强调必须区分遗传资源的商业用途和非商业用途，由

此产生不同的义务/要求。]  

11.  [提供者和使用者商定的材料转让协定中列入实际可行和可以强制执行的惠益分享

条款。]  

12. [惠益的使用应该能够促进遗传资源原产地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3. [惠益分享安排如果在事先知情同意方面提供支持，不应仅限于共同商定条件。] 

14.  [披露[合法来源][原产地][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 

15. 知识产权申请的客体如果[涉及或使用了][是直接以]遗传资源[和/或其衍生物和产

品]以及/或相关传统知识[为基础]，应在申请中披露此种遗传资源[和/或其衍生物]以及/或
相关传统知识的原产地国家或来源国[，并提供证据证明，已根据资源提供国的本国法律

执行了关于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规定]。 

16.  [国家法律应规定补偿措施，以便对不遵守前一段所述]披露规定的行为实行惩

处，这些措施除其他外，必须包括取消所涉知识产权以及对该知识产权及其转让权利的

共同所有权。]  

17. [如果披露的情况不实或不完备，应规定在专利法领域以外采取有效、相称和有遏

制所用的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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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地证书起源地证书起源地证书起源地证书][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原产地原产地原产地原产地/起源起源起源起源/合法来源合法来源合法来源合法来源]的国际证书的国际证书的国际证书的国际证书] 

1. 国际制度可实行由[资源提供国][原产地国家]颁发遗传资源[及其衍生物和/或产品]
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国际证书的办法。 

2. 国际制度可[应]建立一个证明[遗传资源的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土著社区和地方

社区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或做法得到合法使用]的制度。 

3. 这种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或合法使用]证书可以成为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

件安排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证据]。 

4. [提出这种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或合法使用证书，以及提供关于任何已有的事先

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安排的证据，应是申请专利和申请其他知识产权的前提条件。] 

5. [国际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证书可以成为国际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6. [应进一步探讨这样一个国际证书办法的潜在需要、目标、应有的特点/特性、执行

办法、面临的挑战，包括费用和所涉法律问题。] 

7. [可以利用原产地/起源/合法来源证书来遵守国家法律作出的披露规定。]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监测和报告监测和报告监测和报告监测和报告 

1.  [各缔约方应建立][可考虑] 对执行情况进行监测的机制及报告程序，以实施国际制

度。 

2.  [各缔约方[可][应][酌情]制定实施国际制度的国家立法。]  

[遵守和执法遵守和执法遵守和执法遵守和执法] 

1. 遗传材料 [、衍生物和产品]的获得者未经[提供国][原产国]的事先知情同意，不得

申请与此种遗传材料 [、衍生物和产品]有关的专利。[若不遵守这一规定，除其他外，应

驳回专利申请，并在必要时收回此种专利。] 

2. [缔约方[可][应][酌情]制定实施国际制度的国家法律。] 

3. [每个缔约方在取得和（或）使用遗传资源 [、衍生物和产品]和相关传统知识时，

必须遵守[包括原产国在内的][提供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的国家][ 原产国]关于获取和

惠益分享的国家立法。]  

4. [国际制度[可][应]确保，根据共同商定的条件所规定的任何条款和条件都得到遵

守和实施。]  

5. [国际制度[可][应]包括[可考虑在国际机制中列入][[促进]和 [确保]]遵约的合作程

序和体制机制。]  

6. [国际制度[应] [可]包括有关措施，以确保在取得涉及[缔约方][土著和地方社区与

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时，遵守须获得这些社区事先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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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原则。]  

7. [国际制度[应] [可]包括有关措施，以[[促进]和[确保]] 遵守获得《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15条第3款所界定的包括原产国在内的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事先知情同意的原则。]  

8. [国际制度[应] [可]包括有关措施，以防止未经许可取得和使用遗传资源 [、其衍生

物和产品]和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9. [缔约方应采取措施，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利用遗传资源时遵守《生物多样性公

约》和遵守所规定的获取条件。]  

10. [建立有关机制，以便利提供国和使用国的相关执行机构之间的协作。]  

11. [在不妨碍关于知识产权申请的具体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国家立法应作出惩罚规

定，以防止使用遗传资源、衍生物和相关传统知识而不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定，特别是不

遵守与原产国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有关的规定。]  

12.  [以下各项被视为不当行为或不当情事： 

 (a) 使用遗传资源、其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而不遵守国际制度的规

定；  

 (b) 通过不公正或非法手段取得、占有或使用遗传资源、其衍生物和产品及（或）

相关传统知识的任何行为；  

 (c) 从取得、占有或使用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获得商业

利益，而使用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的人知道，或因疏忽而不知道，这些是通过不公

正手段取得或占有的；  

 (d) 违反获益于公平分享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惠益的诚

实做法的其他商业活动]  

  [(e) 不按照获取的原目的使用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

以及]  

  [(f) 未经许可获得可用来复原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产品及（或）相关传统知识的信

息。]  

 [诉诸司法诉诸司法诉诸司法诉诸司法 

1. 采取措施，[便利][确保]能够诉诸司法和采取补救措施。 

2. 采取措施，[保障和]便利诉诸司法和采取补救措施，包括行政和司法补救措施，

以及[由提供者和使用者制定的]其他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 

1.  [缔约方[可][应]建立国际制度的争端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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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国际制度下解决争端时应适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7条的规定。] 

[财务机制财务机制财务机制财务机制 

缔约方 [应] [可]为国际制度建立财务机制，包括惠益分享安排。] 

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 

1. 国际制度应包括有关条款，加强和增进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在国家、区域和国家各级实施国际制度的能力。 

2. [有效的技术转让与合作的措施，以便支持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惠益。]  

3. [在顾及《公约》第18, 19和 20.4条的情况下，建立人类、机制和科学能力，包括

建立一种法律机制。] 

[机制支助机制支助机制支助机制支助]  

1. [查明并确认那些支助或促进切实执行第《公约》15条、第8 (j) 条以及《公约》的

三项目标的现有非立法性国际措施。]  

2. 促进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无害环境研究的条件，并区分商业和非

商业科学研究，包括分类学研究。 

[非缔约方非缔约方非缔约方非缔约方] 

B. 《《《《关于获得遗传资源和公正关于获得遗传资源和公正关于获得遗传资源和公正关于获得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
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 

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迄已取得的进展，并吁请各缔约方继续执行《关于获得遗传资源和

公正、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和分享执行《准则》和制定和实施

国家和国际以下各级措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 

2. 请各缔约方在不迟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召开前 4 个月

提交关于在国家一级发展和执行《公约》第 15 条的经验的报告，包括遇到的障碍和汲取

的教训；  

3. 请秘书处准备关于根据上一段提供的资料的汇编，并将其提供给获取和惠

益分享问题工作组第五次会议的工作。 

C. 第第第第 VI/24 B 号决定中列出的其他做法号决定中列出的其他做法号决定中列出的其他做法号决定中列出的其他做法，，，，包括考虑一项原产包括考虑一项原产包括考虑一项原产包括考虑一项原产
地地地地/出产地出产地出产地出产地/法律上的来源地国际证书法律上的来源地国际证书法律上的来源地国际证书法律上的来源地国际证书 

缔约方大会， 



60 

1. 决定成立一个技术专家组，以探讨和制订建立原产地/出产地/法律上的来源

地国际公认的证书的可行备选方案，而不事先就这些办法是否可取作出结论，并分析其

实用性、可行性和费用，以便实现《公约》第15和8(j)条的目标。专家组应该为获取和惠

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提供技术投入，并在以下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 

(a) 审议原产地/出产地/法律上的来源地的国际公认的证书的可能建立理由、目

标和必要性； 

(b) 确定这一国际公认的证书的各种备选方案的潜在特点和要点； 

(c) 分析各种原产地/出产地/法律上的来源地证书备选方案之间的区别以及每种

备选方案给实现《公约》第15和第8(j)条的目标带来的问题； 

(d) 查明执行方面的有关挑战，包括各种备选方案的实用性、可行性和费用，

其中包括与《公约》和其他国际协定的相互执行性和兼容性； 

2. 还决定该专家组应兼顾各个区域的平衡性，其成员应包括由各缔约方指派

的25名专家和7名主要来自自土著和地方社区、企业界、研究机构/学术界、其他易地藏

品持有人和有关国际组织和协定的代表，并请执行秘书提出所挑选专家和观察员清单供

主席团批准； 

3. 鼓励各缔约方在指派专家时考虑到专家组特别需要土著和地方社区、企业

界、研究机构/学术界、其他易地藏品持有人的技术专长； 

4. 还决定该专家组应至少在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工作组第[五]次会议之前六

个月举行会议，并向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工作组第[五]次会议提交其工作报告； 

5. 请缔约方、各国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土著和地方社区和包括私有部门在

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开展进一步工作，其方法包括就原产地/出产地/法律上的来源地国际

证书制度的形式、意图和运作方式有关的各种备选方案以及该制度的实用性、可行性、

费用和惠益，进行研究并提交意见，以期实现第15条和第8(j)条的目标，包括审议证书的

各种模式，作为专家组工作的参考意见。 

D. 支持在其管辖范围内有遗传资源使用者的缔约方遵守获得提供遗传资支持在其管辖范围内有遗传资源使用者的缔约方遵守获得提供遗传资支持在其管辖范围内有遗传资源使用者的缔约方遵守获得提供遗传资支持在其管辖范围内有遗传资源使用者的缔约方遵守获得提供遗传资
源的缔约方的事先知情同意和遵守就获准取得这些资源而共同商定的源的缔约方的事先知情同意和遵守就获准取得这些资源而共同商定的源的缔约方的事先知情同意和遵守就获准取得这些资源而共同商定的源的缔约方的事先知情同意和遵守就获准取得这些资源而共同商定的
条件的各种措施条件的各种措施条件的各种措施条件的各种措施，，，，包括其可行性包括其可行性包括其可行性包括其可行性、、、、实用性和费用实用性和费用实用性和费用实用性和费用 

缔约方大会， 

 重申在申请知识产权时披露原产地/出产地/法律上的来源地是第 VII/19 D 号决定

附件的职权范围内关于制定和谈判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 

 注意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工作方案中关于在申请知识产权时

披露原产地/出产地/法律上的来源地的讨论， 

还注意到在支持遵守事先知情同意和相互商定的条件的可能措施方面看法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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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有关的论坛解决和/或继续在知识产权申请时的披露规定方面进行工作，

同时顾及根据第 16 条第 5 款，需要确保这项工作支持、而不是违背《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各项目标； 

2. 吁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有关利益相关者继续采取适当和实际可行的措

施，根据《公约》第15条和国家立法，支持在出现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的传统知识的情

况时，遵守事先知情同意以及就获准取得这些资源而共同商定的条件；  

3. 请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五和第六次会议进一步

审议采取措施，根据《公约》第 15 条和国家立法，支持在出现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的传

统知识的情况时，遵守事先知情同意以及就获准取得这些资源而共同商定的条件的问

题； 

4. 请执行秘书再次提出关于核准让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的观察员的申请。 

E. 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战略计划：：：：今后进展的评价今后进展的评价今后进展的评价今后进展的评价 －－－－ 获取遗传资源的指标获取遗传资源的指标获取遗传资源的指标获取遗传资源的指标、、、、特别是公平特别是公平特别是公平特别是公平
和公正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必要性和可行备选办法和公正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必要性和可行备选办法和公正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必要性和可行备选办法和公正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必要性和可行备选办法 

缔约方大会， 

1. 请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在第五次会议进一步讨论

获取遗传资源的指标及公平和公正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必要性和和可能的备

选办法的问题； 

2. 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以及利益有

关方面根据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第3/5号建议向执

行秘书提交意见和资料；  

3. 请执行秘书汇编上文所述意见和资料，并将其提交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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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5.  第第第第 8(j)条和相关条款条和相关条款条和相关条款条和相关条款 

缔约方大会， 

铭记，在本决定中，对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诠释须符合第 8(j)条的内

容， 

A. 执行和深入审议第执行和深入审议第执行和深入审议第执行和深入审议第 8（（（（j））））和相关条款工作方案并将工作方案的有和相关条款工作方案并将工作方案的有和相关条款工作方案并将工作方案的有和相关条款工作方案并将工作方案的有关关关关
任务纳入专题方案中任务纳入专题方案中任务纳入专题方案中任务纳入专题方案中 

缔约方大会 

1.      请执行秘书在提交给执行秘书的情况基础上，继续报告在执行第8(j)条和相

关条款方面取得的进展，供关于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第五次会议审议；  

2.      请各缔约方在适当情况下通过国家报告向执行秘书提供关于土著和当地社区

在国家中的参与和有关能力建设方面进展的报告，并请执行秘书汇编这些呈件并酌情和

在各缔约方济土著和当地社区的协助下，编写有关数据报告，查明在公约各不同机构中

的参与、不同国家/大洲的参与情况、在政府代表团内和代表团之外的参与以及由自愿机

制资助的参与情况； 

3. 请尚未提交有关执行工作方案情况的缔约方在同土著和地方社区协商后，

酌情及时为第8(j) 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提交有关

情况； 

4. 强调继续执行工作方案应注意到其他有关国际机构正在开展的工作；  

 5. 请第8(j) 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下一次会议上作

为优先事项，讨论启动工作方案其余任务的时间框架问题；  

6.     请第8(j) 条和相关条款不限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分析关于有关条款，特

别是《公约》第10 (c)、第17条第2款和第18条第4款，已启动和/或已取得进展的工作，并

在分析所得信息的基础上，提出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执行这些相关条款的咨询意见；  

7.     进一步决定将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组织召开第8(j) 条和相关条款不

限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以便进一步推进执行第8(j) 条和相关条款工作

方案；  

8.          注意到在将工作方案有关任务纳入《公约》专题规划方面的进展；  

9.         请执行秘书继续报告在将第8(j) 条工作方案的有关任务纳入专题规划方面

取得的进展，并审议工作组协助在专题规划中执行有关工作的方式方法，供第8(j) 条和

相关条款问题不限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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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创新和创新和创新和创新和
做法的现状和趋势的综合报告做法的现状和趋势的综合报告做法的现状和趋势的综合报告做法的现状和趋势的综合报告 

一一一一. 综合报告综合报告综合报告综合报告 

 缔约方大会： 

1.        赞赏地注意到为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不限成员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

第四次会议提供的资料，特别是综合报告(包括关于传统知识登记的报告和北极区域报

告)第一阶段工作完工；  

2.         还赞赏地注意到综合报告第二阶段工作的进展；  

3.       进一步注意到在第8(j)条和相关条款特设工作组第四次会议上对综合报告的

讨论并请执行秘书考虑到会上讨论的意见，进一步开展综合报告第二阶段编写工作；  

4.       建议各缔约方和各政府牢记登记制度只是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一

种手段，并且鉴于此，建立登记制度应是自愿性的，而不是保护的前提条件。只有得

到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才能予以登记；  

5.        请执行秘书探讨制定技术准则用于记录和整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可

能性，并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充分和切实参与下，分析这种登记制度对保护传统知

识、创新和做法的潜在威胁；  

6.        关切地注意到北极、小岛屿国家和高海拔等地区的土著和地方社区面临着

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对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加速威胁（如污染、干旱和荒漠化）方

面的特殊脆弱性，并要求根据可用的资源情况，进一步对高度脆弱的土著和地方社区

开展研究，重点放在原因和解决方案，并将研究结果提交第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工作

组第五次会议；  

7.        忆及第VII/16 E号决定附件组成部分19(“缔约方应采取措施确保尊重那些

没有被保护或自愿与世隔绝的社区的权利”)，并请执行秘书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土

著和地方社区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磋商，以便研究和编写关于保证尊重那些没有被保护

或自愿与世隔绝的社区的权利的可行性措施的报告，其中应当考虑到这些社区的传统

知识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建立；  

8.        决定更新根据第 VI/10 号决定附件一第 28(b)段和第 VII/16 E号决定第 4 (d)
段成立的顾问小组的任务范围，并继续提供关于根据可用的资源情况，进一步编写综

合报告第二阶段、特别是基本组成部分 D 的咨询意见。 

二二二二. 关于保留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关于保留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关于保留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关于保留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可持可持可持续利用的传统知识续利用的传统知识续利用的传统知识续利用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行动计划基本内容创新和做法的行动计划基本内容创新和做法的行动计划基本内容创新和做法的行动计划基本内容 

9.        赞赏地注意到在关于保留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关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行动计划中的许多基本内容取得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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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吁请各缔约方和各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继续制定行动计划的基本内

容；  

11.        请执行秘书在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不限成员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第

五次工作组会议上继续汇报在进一步制定行动计划的基本内容方面的进展；  

12.        请执行秘书考虑到在工作组第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工作组第四次会议上

做出的评论意见，并与缔约方、各国政府、土著和地方社区磋商，继续收集和分析信

息，以便进一步制定行动计划，将D部分作为优先考虑问题，并在工作组第五次会议上

汇报此任务的进展情况；  

13.        请执行秘书同与会的各缔约方合作，根据可用的资金情况召开区域和次

区域讲习班，协助土著和地方社区的能力建设、教育及培训，特别强调土著和地方社

区妇女的参与。 

C. 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同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同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同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同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
题特设工作组的合作题特设工作组的合作题特设工作组的合作题特设工作组的合作 

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 VII/19D号决定， 

1.        请关于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不限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与获取和惠益

分享问题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完成其任务规定进行相互合作和作出贡献，办法是提供

关于详细制定并谈判关于遗传资源方面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方面的获取和惠益分

享并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的国际制度的看法，并请执行秘书将这些

看法加以汇编并在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工作组第五次会议之前提供给该工作组；  

2.        请土著和地方社区向所在国政府提交并向秘书处提供它们为保护遗传资源

方面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采取有效措施的经验的评论意见，包括个案研究；  

3.        请执行秘书在可能时作出必要安排，使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名额

特设工作组能够紧接着关于关于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

组之后举行会议；  

4.        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捐助组织提供各种方式方法，帮助土著和地方社

区代表能够充分准备和参与关于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

组和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  

5.        请执行秘书作出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关于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不限

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会议三个月之前提出会议文件，以便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代

表进行协商；  

6.         考虑到上文第1段，重申第VII/19D号决定第6段，并为实现这一目的： 

(a) 请执行秘书通过实际措施为土著和地方社区代表提供行政支持，包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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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用的资金情况提供会议室、取得文件和电脑及复印设备； 

(b) 请各缔约方增加土著和地方社区组织代表在惠益分享不限名额特设工作

组和关于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会议的正式代表团中

的参与，同时不影响正式代表团之外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加； 

(c)  请各缔约方、政府和供资国和组织便利土著和地方社区代表参加获取和

惠益分享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和关于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特设

工作组会议的筹备进程。 

7.  请主席便利土著和地方社区代表的切实参与，并根据议事规则，在同第

VII/19D号决定有关的会议进程中，在有关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及有关遗传资源的问

题上，酌情同他们进行磋商。 

D. 促进土著和当地社区切实参与有关第促进土著和当地社区切实参与有关第促进土著和当地社区切实参与有关第促进土著和当地社区切实参与有关第 8（（（（j））））条和相关条款的机制条和相关条款的机制条和相关条款的机制条和相关条款的机制 

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促进土著和当地社区切实参与公约下会议的下列机制。 

一一一一. 自愿供资机制运作自愿供资机制运作自愿供资机制运作自愿供资机制运作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1.  通过本建议附件中关于资源捐款机制运作的标准草案；  

             2.        吁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有关供资机构和机制自愿向信托基金慷慨捐

款；  

             3.        请各缔约方、各政府和有关供资机构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

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财政资源用于能力建设和培

训，让土著和当地社区参加公约的会议； 

二二二二. 信息交换所机制下专题联络点的作用信息交换所机制下专题联络点的作用信息交换所机制下专题联络点的作用信息交换所机制下专题联络点的作用 

4.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启动了传统知识信息门户网站和相关活动，包括提

供土著和当地社区便于使用的其他通讯工具；  

5.         注意到需要适当和切实有效的资金用于酌情将通知和其他信息资源、包

括传统知识信息门户网址翻译成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  

6.         请执行秘书：  

（a）  根据资金供应情况，举行区域和分区域关于新信息和网络技术讲习班，协

助土著和地方社区加以利用，并促进建立通讯网络；  

（b）  对《公约》网站的使用进行监督，特别是传统知识信息门户网站，并与

参与《公约》工作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及其组织（如国际生物多样性土著论坛）进行协

商，找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向第 8(j)条和相关条款的不限成员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

作组第五次会议作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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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资金供给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

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启动有关加强国家信息交换所机制在向土著和当地社区提供

信息的作用方面的试点项目；  

（d）  及时以六种联合国语言向国家联络点提供文件，以便于在同土著和当地

社区协商及这些社区之间和社区内部的协商中使用这些文件；  

7.        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有关供资机构酌情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

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财政资源，支持将生物多

样性公约会议文件翻译成当地语言的国家项目。 

附件 

自愿供资机制运作标准草案自愿供资机制运作标准草案自愿供资机制运作标准草案自愿供资机制运作标准草案 

A. 基金的行政背景基金的行政背景基金的行政背景基金的行政背景、、、、结构和进程结构和进程结构和进程结构和进程 

      以下的行政背景、结构和进程，在先例基础上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进行了调

整，并符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 
 
(a) 基金名称基金名称基金名称基金名称      

本信托基金的名称是促进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自愿信托基

金。 
 
(b) 基金的管理基金的管理基金的管理基金的管理  

 信托基金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作为受托人管理，收取 13%行政

费和开支，基金的运作须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进行。 
 
(c) 方案管理人名称方案管理人名称方案管理人名称方案管理人名称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是基金的方案管理人。 
 
(d) 咨询咨询咨询咨询性性性性挑选委员会挑选委员会挑选委员会挑选委员会 

 在根据下文 B 节中的挑选标准挑选受益者时，执行秘书将通过电子手段和远程

通讯同咨询挑选委员会（由来自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下适用的七个地理文化区域

的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七名土著和当地社区代表组成）以及缔约方大会主席团磋商。 
 
(e) 立法授权立法授权立法授权立法授权 

立法授权系来自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机

制问题的第Ⅶ/16 G号决定第 10段。 
 
(f) 可能的捐助者可能的捐助者可能的捐助者可能的捐助者 

预计各缔约方和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基金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实

体将提供自愿性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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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筹资和资金的来源筹资和资金的来源筹资和资金的来源筹资和资金的来源 

执行秘书可适当开展必要的活动和倡议以鼓励捐款。 
 
(h) 基金和重点基金和重点基金和重点基金和重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基金的主要重点是帮助土著和地方社区参加《公约》下的会议，包括第 VI/10 号

决定附件一第 28 段和 VII/16 E 号决定第 4 (d)段所设土著和地方社区联络组/咨询小组

（以下称“咨询小组”）/第 8（j）和相关条款工作方案指导委员会、以及特设技术专家

组的有关会议，特别是但不局限于第 8（j）和相关条款工作方案。 
 
(i) 与其他已核准与其他已核准与其他已核准与其他已核准和拟议的信托基金的关系和拟议的信托基金的关系和拟议的信托基金的关系和拟议的信托基金的关系 

在支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与会者方面和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工作方面，基金

将继续是专门致力于土著人士参加与《公约》相关的会议的唯一联合国机构。 
 
(j) 与其他信托基金的合作与其他信托基金的合作与其他信托基金的合作与其他信托基金的合作 

秘书处将继续与其他有关基金保持联系，以确保互补性，实现在性别、年龄和

地域方面的平等，避免在供资安排方面的重叠和重复，以及保障个人申请者的专长和

资格达到要求及这样做的结果能够使资金得到有效的分配和使用。 

B. 拟议的关于基金受益者挑选标准的建议拟议的关于基金受益者挑选标准的建议拟议的关于基金受益者挑选标准的建议拟议的关于基金受益者挑选标准的建议 

1. 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应用以下挑选基金受益者的标准，以

确保挑选过程客观和透明：  

（一）主要标准： 

(a)  给予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土著和地方社

区与会者特别优先考虑，但不应排斥发达国家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申请人；  

(b)  认识到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土著妇女（在知识、创新和做法方面）的特殊

作用，应实现性别均等；  

(c)  应根据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下适用的七个地理文化区域实现广泛的

地区、地理、人口和民族上的平衡，同时认识到在某些具体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可能需

要特定的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代表；  

（二）其他标准： 

(a)  应在承认年长者在土著和地方社区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代间承继方

面的重要作用和青年人的作用的情况下，实现年龄上的平衡；   

(b)  秘书处将酌情优先考虑居住在其社区和领地和/或国家（与居住在国外的

申请者相比）的申请者； 

（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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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基金援助的唯一受益者应该是来自于以下各类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者

及其组织：  

(一)     由秘书处同咨询挑选委员会和缔约方大会主席团磋商并根据公约下

的既定的做法或通过其他机构的正式认证认为适宜的人选；  

(二)   秘书处同咨询委员会磋商认为在未提供援助的情况下无法与会的人

选；  

 (b)  秘书处提供的旅差费 (经济舱飞机票和每日生活津贴, 不包括医疗、事故

或旅行保险，这方面的费用应由个人和/或所代表的组织负担 ) 系在个案的基础上批

准。某一组织或受益者不得要求由另一人替换受益者，除非在极可别的情况下、时间

允许和经秘书处批准。建议指定机构务必在指定之前确保参与的个人能够参与，并在

顾及地理、年龄和性别平等的情况下提出按优先顺序排定的若干候选人；  

 (c)  指定的与会者应该是土著和地方社区提名的个人，申请资金援助的组织

应该是土著或地方社区组织。必要时也可酌情考虑非政府组织中的土著和地方社区个

人。秘书处还将考虑有授权能够作为政治代表代表其社区法院的土著和地方社区个

人；  

(d)  秘书处将只考虑附有由所在组织主管或由土著和地方社区代表签字的推

荐信的申请人。由申请人本人签字的推荐信，秘书处将不予考虑；  

(e)  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参加缔约

方官方代表团的土著和当地社区代表，秘书处将只考虑附有所代表的组织或社区的推

荐信并得到所在国政府确认该代表将是该国官方代表团成员的申请人；  

(f)  秘书处最多只考虑每一组织或社区的两(2)名申请人，请提出两名申请人

姓名的组织或社区考虑到性别均等（凡可能时，应提出男女各一名申请人）；  

(g)  申请人应提交以联合国一种正式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

中文或阿拉伯文）填写的申请表和推荐信。以其他语文填写的申请表，秘书处将不予

受理；  

(h)  申请人应说明在其所属组织或社区的职务和/或所负责任；  

(i)  秘书处选择某一申请人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某一具体会议，并不排除

推荐其出席其他有关会议，反之亦然；  

            申 请 表 载 有 挑 选 申 请 人 的 标 准 ， 可 通 过 秘 书 处 的 以 下 网 址 查 阅 ：

http://www.biodiv.org/default.shtml。秘书处将在可能情况下在会议召开前五个月通过正

式渠道发出会议通知，以便于尽早申请。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必须于秘书处正式发

出公开申请通知后45天内收到申请表。下文附录中附有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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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土著和地方社区自愿供资机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土著和地方社区自愿供资机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土著和地方社区自愿供资机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土著和地方社区自愿供资机制（（（（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土著和地方社区或组织申请人参加以下问题审议的申请表土著和地方社区或组织申请人参加以下问题审议的申请表土著和地方社区或组织申请人参加以下问题审议的申请表土著和地方社区或组织申请人参加以下问题审议的申请表：：：： 

 
 
 
 

请列明您希望出席的会议并注明通知编号请列明您希望出席的会议并注明通知编号请列明您希望出席的会议并注明通知编号请列明您希望出席的会议并注明通知编号。。。。如果申请参加不止一次会议如果申请参加不止一次会议如果申请参加不止一次会议如果申请参加不止一次会议，，，，请以请以请以请以 1至至至至

3的数字的数字的数字的数字（（（（1为最高优先为最高优先为最高优先为最高优先））））说明您的倾向说明您的倾向说明您的倾向说明您的倾向/优先优先优先优先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_____ 
              

     
 
须以联合国的一种须以联合国的一种须以联合国的一种须以联合国的一种正式语言正式语言正式语言正式语言（（（（例如英文例如英文例如英文例如英文、、、、法文法文法文法文、、、、西班牙文西班牙文西班牙文西班牙文、、、、俄文俄文俄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中文和阿拉伯文中文和阿拉伯文中文和阿拉伯文））））填写申填写申填写申填写申

请表请表请表请表，，，，并回答并回答并回答并回答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 
 
如需要如需要如需要如需要，，，，请利用附页适当回答所有的问题请利用附页适当回答所有的问题请利用附页适当回答所有的问题请利用附页适当回答所有的问题。。。。 
 
�   如果您的组织得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格认证如果您的组织得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格认证如果您的组织得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格认证如果您的组织得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格认证，，，，请在方框内打勾请在方框内打勾请在方框内打勾请在方框内打勾。。。。 
 

 
 

一一一一. 关于申请人的资料关于申请人的资料关于申请人的资料关于申请人的资料 
 

       1.     申请补助金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申请人的名称。(如果该组织和/或社区希望提名两名申请

人，每名申请人须单独填写申请表；每个组织/社区最多两名申请人给予考虑。秘书处鼓励土著

和地方社区组织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名妇女和男士各一名)。个人须持有能够从事国际旅行的国家

护照。 

 
姓（请按护照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在组织/社区担负的职务和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的专业和职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附最近的履历/简历）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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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写明您所属土著和地方社区或协会的名称（（（（申请人应是土著或地方社区人士申请人应是土著或地方社区人士申请人应是土著或地方社区人士申请人应是土著或地方社区人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国家和城市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用语言和工作语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联合联合联合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国的正式语言国的正式语言国的正式语言（（（（同声传译同声传译同声传译同声传译））））为阿拉伯文为阿拉伯文为阿拉伯文为阿拉伯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法文法文法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俄文和西班牙俄文和西班牙俄文和西班牙

文文文文。。。。虽然并非必须虽然并非必须虽然并非必须虽然并非必须，，，，但建议申请人能听和说其中一种语言但建议申请人能听和说其中一种语言但建议申请人能听和说其中一种语言但建议申请人能听和说其中一种语言。。。。 
 
2. 请提供您在所申请会议的主题方面经验的有关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二二二. 关于土著和关于土著和关于土著和关于土著和/或地方社区组织的资料或地方社区组织的资料或地方社区组织的资料或地方社区组织的资料  
 
3. 为申请人提交申请的土著和/或地方社区组织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国家和城市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请说明土著和/或地方社区从事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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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请写明您所代表的土著和/或地方社区以及您向所申请会议提供哪种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请简要说明您和您所在的组织将如何从本次会议中受益，以及您将如何将本次参会经验用

于工作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本本本本申请表后须附上申请表后须附上申请表后须附上申请表后须附上由申请人所在的土著或地方社区组织或土著或地方社区主管机构的主由申请人所在的土著或地方社区组织或土著或地方社区主管机构的主由申请人所在的土著或地方社区组织或土著或地方社区主管机构的主由申请人所在的土著或地方社区组织或土著或地方社区主管机构的主

管官员或机构管官员或机构管官员或机构管官员或机构签字签字签字签字的的的的提名和推荐信提名和推荐信提名和推荐信提名和推荐信。。。。没有此信没有此信没有此信没有此信，，，，申请即为不完全申请即为不完全申请即为不完全申请即为不完全，，，，秘书处将秘书处将秘书处将秘书处将不予不予不予不予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三三三三. 其他资料其他资料其他资料其他资料 
 
8. 请列明您是否参与过联合国其他相关会议： 

 
会议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请说明您是否已自基金或其他联合国基金获得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的旅差补助： 
 
会议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请说明您向基金申请补助金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申请补助金的数额。请注意，基金的补助金不包括医疗不包括医疗不包括医疗不包括医疗、、、、事故或旅行保险事故或旅行保险事故或旅行保险事故或旅行保险，，，，这些费用应由这些费用应由这些费用应由这些费用应由

个人和个人和个人和个人和/或所代表的组织承担或所代表的组织承担或所代表的组织承担或所代表的组织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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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包括经济舱航空旅行和每日津贴。补助金不包括医疗补助金不包括医疗补助金不包括医疗补助金不包括医疗、、、、事故和旅行保险事故和旅行保险事故和旅行保险事故和旅行保险）； 
 
� 部 分部 分部 分部 分 ：：：： 请 说 明 您 本 人 / 您 的 组 织 所 负 担 的 部 分 和 数 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您所在城市至会议地点的拟议旅行路线（途经城市、运输飞机型号/火车/公共汽车，包括

日期）。请说明受益自所在城市至会场将购买最便宜最直捷的路线，秘书处根据特殊情况特许

的除外： 
 
� 自  ( 城 市 ) 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  ( 城 市 ) ____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请说明您的最近的启程机场。 
 
机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授权基金秘书处将上述资料用于土著和地方社区组织和您是否授权基金秘书处将上述资料用于土著和地方社区组织和您是否授权基金秘书处将上述资料用于土著和地方社区组织和您是否授权基金秘书处将上述资料用于土著和地方社区组织和/或在生物多样性各领域拥有专或在生物多样性各领域拥有专或在生物多样性各领域拥有专或在生物多样性各领域拥有专

门知识的个人的数据库门知识的个人的数据库门知识的个人的数据库门知识的个人的数据库，，，，以及是否允许其他的组织以及是否允许其他的组织以及是否允许其他的组织以及是否允许其他的组织，，，，例如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例如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例如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例如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训研所训研所训研所训研所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或人权高专办或人权高专办或人权高专办或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获取申请表获取申请表获取申请表获取申请表，，，，以以以以

便与您联系请您出席它们的活动便与您联系请您出席它们的活动便与您联系请您出席它们的活动便与您联系请您出席它们的活动？？？？  
 
 
是 �  否 �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字                                                                                           日 期

 
 
 
本申请须经签字本申请须经签字本申请须经签字本申请须经签字、、、、注明日期和附有提名注明日期和附有提名注明日期和附有提名注明日期和附有提名/推荐信推荐信推荐信推荐信，，，，并至少于考虑提供资金的会议召开前三并至少于考虑提供资金的会议召开前三并至少于考虑提供资金的会议召开前三并至少于考虑提供资金的会议召开前三

（（（（3））））月送抵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月送抵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月送抵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月送抵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 
电话： 1 514 2882220 
传真： 1 514 288 6588 

 
 

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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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St. Jacques Street, Suite 800, 
Montreal. Qc. Canada. H2Y 1NP 
网址： http://www.biodiv.org  

电子邮件： secretariat@biodiv.org 
 

关于传统知识的其他资料，请查询生物多样性公约网站，网址为：  
http://www.biodiv.org/default.shtml  

 
由于收到申请数目过多由于收到申请数目过多由于收到申请数目过多由于收到申请数目过多，，，，将只通知得到补助金的受益者将只通知得到补助金的受益者将只通知得到补助金的受益者将只通知得到补助金的受益者。。。。 

 
请查询受益者名单，作出决定后，受益者名单将很快在所涉会议召开前由生物多样性公约

网站提供。( http://www.biodiv.org/default.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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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制订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知识制订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知识制订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知识制订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知识、、、、创新和做法的特殊制度的各构创新和做法的特殊制度的各构创新和做法的特殊制度的各构创新和做法的特殊制度的各构
成部分成部分成部分成部分 

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 VII/16 H 号决定，特别是第 6（a）和 6（b）段： 

1.       吁请各缔约方和各国政府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和有效参与下制订、

采纳和/或承认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国家和地方特殊制度模式；  

2. 促请各缔约方和政府就采纳地方和国家特殊制度模式的举措提出报

告，并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分享经验； 

3.       邀请其某些生物和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跨越国界分布的缔约方在

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和有效参与下，考虑酌情建立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区

域特殊制度框架；  

4.       请执行秘书与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土著和地方社区协商，继续收集

和分析资料，进一步优先制订第VII/16H号决定附件中所列的可能组成部分，供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休会期间会议第五次会

议审议，并进一步请第8(j)条工作组确定特殊保护制度的优先组成部分；  

5.       本着相互支持的精神，且为了避免工作重叠，要求执行秘书向其他有

关组织 （如第VII/16 H号决定所列各组织）通报在制订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的特殊制度时将审议的可能组成部分；  

6.       认识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

艺术政府间委员会关于保护传统知识使之免被盗用和滥用的特殊制度的知识产权问

题方面正在开展的工作；  

7.       认识到，除其他事项外，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讨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保护传统知识问题的关系；  

8.       请各缔约方和各国政府、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向秘书处

转达它们关于与本决定有关的各项定义（载于UNEP/CBD/WG8J/4/7号文件附件

二）的意见，要求执行秘书汇编这些意见，供第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工作组下次

会议审议。 

F. 确保尊重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确保尊重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确保尊重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确保尊重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有关的文化和知识遗产的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有关的文化和知识遗产的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有关的文化和知识遗产的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有关的文化和知识遗产的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 

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执行秘书编制的关于此议题的说明（UNEP/CBD/WG8J/4/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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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确保尊重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文化和知识

遗产的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草案；  

2.       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有关国际组织和其他

有关方面在酌情进行协商之后向执行秘书提交关于这些基本内容草案的书面评论，

提交时间最迟应比第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提前六个月；  

3.       请执行秘书将本决定转交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并寻求在制定守则

方面进行合作；  

4.       请执行秘书汇编所提供的意见和评论，并将汇编文件以及经过订正的

道德行为守则基本内容草案提交第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

以供审议，提交时间最迟应比该次会议提前三个月；  

5.       请关于第8(j)条和相关条款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进一步制定道德

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草案，并将草案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和视可能予以

通过；  

6.       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有关方面注意下面的附件。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为进一步制订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草案，鼓励所有有关方面进行积极和

建设性的参与。 

2.        以下开列的清单反映了在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特设工作组第四次会议的

初步意见交换中出现的各种意见，它们不一定是共同意见，但可能有助于今后的工作；  

(a)       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任务规定保持一致；  

(b)       充分尊重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和任务；  

(c)       为该文件及其段落的次序和位置确定逻辑性更强的结构；  

(d)       使用者：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草案应该有针对性，并有助于不同的使用

者；  

(e)       道德行为守则基本内容草案的范围：应审查守则使用的措辞；  

(f)       尊重各国法律； 

(g)     执行秘书关于道德行为守则基本内容的说明（UNEP/CBD/WG8J/4/8）第三节

（“道德原则”）为道德行为守则基本内容草案的范围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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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纳入习惯法和做法；  

(i)         向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提供科研管理手段；  

(j)     基本内容草案采纳的 UNEP/CBD/WG8J/4/8号文件的某些内容更适于作为解

释；  

(k)       不同土著和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  

(l)       道德行为守则基本内容草案的范围可以不仅仅限于在圣地、土地和水域开展

的科研活动；  

(m)       可以考虑是否更改道德行为守则基本内容草案的标题；  

(n)        可以用“土著民族”的概念来取代“土著社区”的概念；  

(o)        道德原则：道德行为守则基本内容草案的适用范围不应仅限于在土著和/或
地方社区内开展的科研活动，而且应该包括易地进行的关于传统知识的科研活动；  

(p)        考虑到土著民族集体权利的完整性。 

(q)         道德行为守则基本内容草案的适用范围可以包括与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之

间的关系，并包括研究、获取、使用、交换和管理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有关的

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方面的信息。 

(r)         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草案可考虑到科研人员有必要将其科研成果回馈

土著和地方社区，并在申请知识产权之前寻求[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这种知识持有者的

批准和参与]。 

(s)        道德行为守则的基本内容草案可纳入土著民族道德原则的基本内容。 

G. 评估在实现评估在实现评估在实现评估在实现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指标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指标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指标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指标：：：：传统知传统知传统知传统知
识识识识、、、、创新和做法的现状创新和做法的现状创新和做法的现状创新和做法的现状 

缔约方大会： 

1. 考虑到要求采用结构更为明晰的技术进程，指导第 8（j）条和相关条款不

限名额特设工作组在进一步制定数量有限的有意义并且切实可行的评估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的现状指标方面的工作，用于评估在实现 2010生物多样性目标方面的进展； 

2. 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与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协商，通过现有的

报告机制，向执行秘书提供资料，说明与制订和运用旨在评估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现

状的指标有关的活动，包括说明对原形指标和试点项目进行的测试； 

3. 请执行秘书编纂这些资料，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予以发表，并酌情将其提供

给上文第 1段所提技术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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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第 8（j）条和相关条款工作组在第 8（j）条和相关条款工作组第五次会

议之前，进一步详细制定若干有意义并且实用的、用于评估执行公约战略计划和 2010生

物多样性目标的指标； 

 5. 欢迎国际生物多样性土著论坛指标工作组组织召开与土著和地方社区和生物

多样性公约有关的指标国际专家研讨会，旨在支持第 8（j）条和相关条款不限名额特设

工作组、生物多样性公约、2010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的有关工作； 

 6. 请各缔约方、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和具有与该项工作有关的经验和数据系列的其他国际组织、

出资者、学术和研究机构及其他感兴趣的机构，支持并与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和国际生物多样性土著论坛指标倡议在上述技术进程方面协作； 

H.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建议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建议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建议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建议 

缔约方大会 

1.        欢迎《公约》进程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在与土著和地方社区和与土著和地方

社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知识、创新和做法相关的事项上进行的密切合

作，认为这是避免工作重叠和增进协同增效的重要举措；  

2.       赞赏地注意到，在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协作下，在土著和地方

社区代表参与下，于2005年5月30日至6月2日在日本东京举办了以《阿格维古自愿性准

则》为基础并且旨在进一步加强对环境与文化多样性联系认识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

估讲习班；  

3.          请执行秘书向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转交讲习班报告；  

4.          注意到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请要求第 8(j)条和相关条款不限成员名额休会期间

特设工作组促进执行其在土著人民习惯法的基础上制订保护方面有效的特殊制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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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6. 传播传播传播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工作方案执行概况和促进工作方案执行概况和促进工作方案执行概况和促进工作方案执行概况和促进
今后工作的备选办法今后工作的备选办法今后工作的备选办法今后工作的备选办法的概揽的概揽的概揽的概揽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秘书在根据第 VII/24 号决定召集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非

正式咨询委员会支持下编写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工作方案审查和进一步

制订，特别是注意到他们借鉴第 VI/19 号决定附件所载包括公约各工作方案中传播、

教育和公众意识内容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工作方案，努力确认传播、教

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的简短清单，将其作为在短期内，尤其是在下一个两

年期实施该倡议的焦点以及开展所确认活动的计划， 

1. 通过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的优先活动简短清单以及执行计

划，供各缔约方和执行秘书酌情执行，该倡议由正在执行的公约各专题领域和跨专题

问题工作方案、包括第 VI/19 号决定所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工作方案
15

中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内容组成； 

2. 请执行秘书借助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非正式咨询委员会的支持，进一

步制定将在本决定附件三执行计划第二部分组成部分 3中确定的国际培训活动的大目

标、目标、行为者和任务，以确保能够在规定的时限内落实这一部分的基本内容； 

3. 促请全球环境基金及其他双边和多边机构提供必要的资金，特别是向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向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必要资金，以便

其在国家和区域各级执行确定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优先活动，支持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以及任何其他宣传、教育和交流意识战略； 

4. 请各缔约方、国际组织和其他伙伴、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及非政府组织

的代表充分参与并促进执行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包括下文附件二中的最

优先活动清单； 

5. 进一步请各缔约方酌情在国家和区域各级协调其传播、教育和大众意活

动与其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约以及其他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相应活动； 

6. 请执行秘书增强关于与实现公约三项目标、特别是达成 2010年生物多样

性目标相关的所有问题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宣传活动，并探索与传播、教育和公

众意识工作特别相关的其他全球倡议，其中包括世界保护联盟 2010年倒计时倡议、千

年发展目标、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及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联系； 

7. 请执行秘书与其他伙伴，例如各项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和其他有关

多边环境协定开展合作，尤其是通过生物多样性联络组，执行优先活动简短清单上的

任务，以实现协同增效作用，避免工作重叠； 

8. 请执行秘书确保秘书处为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提供充分的支

助； 

                                                 
15

  见本决定附件二和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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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决定设立非正式咨询委员会，使其成为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代表的更广

泛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问题专家组，并呼吁捐助者提供必要的资金； 

10. 请联合国大会在其第六十一届常会上考虑通过下文附件一所载关于宣布

2010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决议草案。 

附件一 

大会关于宣布大会关于宣布大会关于宣布大会关于宣布 2010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决议草案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决议草案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决议草案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决议草案 

大会， 

忆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21世纪议程》第 15
章， 

还忆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 

进一步忆及更有效和更一致地执行《公约》三项目标以及“最迟在 2010年在全球、

区域和国家各级大幅度降低目前的生物多样性流失速度，促进减轻贫穷和造福地球所有生

命的”目标的承诺，2002年在海牙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通过了该目标，《海牙部

长宣言》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核可了该目

标， 

还忆及 2005年 9 月在纽约召开的 2005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宣言》呼

吁各缔约方支持最迟在 2010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流失速度的约翰内斯保承诺， 

还忆及加快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全球倡议的必要性， 

深切关注生物多样性的持续流失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包括对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的负面影响， 

注意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结果及其结论：“实现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流失速度的

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将需要做出空前的努力”， 
 
意识到进行有效教育、提高公众意识的必要性，以便实现《公约》三项目标和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 

1.  宣布 2010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 

2. 请 有关国际组织和有关全球及区域环境公约宣传为顺利实现国际生物多样

性年目标而作出的努力； 

3. 请秘书长为指定一名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特别代表； 

4. 决定在其第六十六届常会上审议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报告，以便报告实现

2010年约翰内斯保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情形； 

5. 请所有有关国家建立国家委员会，并安排适当活动，庆祝国际生物多样性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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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吁请所有有关国际组织和有条件的发达国家支持受影响国、特别是非洲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将

要组织的活动。 
 

附件二 

传播传播传播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简短清单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简短清单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简短清单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简短清单 

一一一一. 优先活动简短清单的主要特点优先活动简短清单的主要特点优先活动简短清单的主要特点优先活动简短清单的主要特点 

1. 编制优先活动简短清单是为了提供一个一致的框架，在短期内，尤其是未来两年

内，指导执行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的工作。该清单

包含第 VI/19 号决定附件中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以及公约各专题领域和跨领域

工作方案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内容中的活动，以确保以综合和协调的方法向预定的目标

受众传递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信息和成果。 

2. 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将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作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在尚未制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国家，任何传播、

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都应考虑这种可能性。 

3. 另外，优先活动简短清单已经考虑了其它组织正在进行的相关的传播、教育和公众

意识工作以及在这些工作的成就和实力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必要性，同时应该为在国

家、地区和国际各级开展确定的活动提供一个有焦点的框架。这种做法认识到战略联盟和

伙伴关系、建立关系网、协调相关活动以及能力建设的价值，以确保连贯一致地产生和取

得设想的成果，包括主要的生物多样性信息。 

4. 在这一点上，简短清单还认识到需要处理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些优先全球倡议，包括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和其它

相关倡议。这种做法符合公约进程的要求: 在不断开展的处理全球政策倡议的努力中，提

供实质性投入和指导。 

5. 优先活动简短清单的宗旨是支持迅速和立即执行试点项目，以支持传播、教育和公

众意识工作方案，并考虑国家和区域的需求和资源。其目标是，利用这个进程的成果，更

好地完善较长期执行进程的关键基本内容，从而有助于调整更详细较长期方案活动的整体

做法。将根据各缔约方的具体需要和情形，以专题领域和跨领域工作方案传播、教育和公

众意识内容为基础，确定和执行适当试点项目。 

6. 执行清单优先活动的准则是，必须进行详细需求评估，尤其是在国家一级进行这种

评估，以更好地确定和筹谋必要的干预行动，满足明示的较长期需要。 

7. 在编制优先活动简短清单时，已经认识到执行进程的范围和做法必须广泛，使缔约

方和其它伙伴可以进行必要的修改，使其适合他们特定的要求和情况。毫无疑问，随着缔

约方提供执行进程进展以和影响的反馈，这一方面将会继续发展演进，因此，需要不断地

重新调整方案活动，以符合各级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本质。 

8. 执行优先活动简短清单的目的是，为完善 2010年前的执行计划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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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传播传播传播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简要清单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简要清单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简要清单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简要清单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1：：：：为传播为传播为传播为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建立执行结构或进程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建立执行结构或进程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建立执行结构或进程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建立执行结构或进程 

 
- 在适当的场合考虑现有的机构安排和其他进程, 为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建立联络点和执

行机构，包括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优先活动清单。 
- 促进相关行为者参与国家咨询机构，酌情包括来自以下方面的代表： 

o 媒体 
o 教育界 
o 商业领域 
o 青年 
o 科学界 
o 土著和地方社区 
o 其他行为者 

- 促进这些执行机构和执行秘书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 利用国家和区域结构，执行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动，包括作为国家生物多

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 建立电子基础设施，包括增强传播、教育

和公众意识门户网站，以促进与国家和区

域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网络关于传播、

教育和公众意识的交流 
- 在这些网络中传播有关传播、教育和公众

意识活动的信息、建议和材料。 
- 确保使执行机构了解国际上的活动 

- 建立执行结构或进程并向执行秘书提供建

议。 
- 促进相关行为者参与咨询机构。 
- 为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优先活

动制订执行战略和计划。 
- 根据需要建立双边和地区援助模式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第第第第 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1、2和 3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2：：：：评估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意识状态以及确定沟通的能力评估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意识状态以及确定沟通的能力评估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意识状态以及确定沟通的能力评估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意识状态以及确定沟通的能力 

 
- 通过各种研究工具，在主要受众中树立意识状态的基准认识。只要可能，请使用国家和国际

各级的现有数据和工具以及自然保护联盟、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等

国际组织所创建的数据和工具。评估工具可以包括： 
o 焦点小组研究及采访主要利益相关方 
o 调查研究 
o 新闻剪辑评审 

- 确定评估将要调查的主要公众，可以酌情包括： 
o 媒体 
o 普通公众 
o 儿童与青年 
o 科学界 
o 土著和地方社区 
o 商业领域，包括战略计划中确认的主要领域，例如：农业、林业和渔业 
o 决策人员 

- 评估活动应当涉及以下基本内容，包括： 
o 对公约以及公约与人类福祉关系的意识 
o 对 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各进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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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缔约方传播生物多样性信息的能力 
- 综合信息，以将其用于所有优先活动 ― 包括下列活动 3 ― 的执行战略。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 利用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非正式咨询委

员会的投入，创建评估模板和评估方法，

并向缔约方传播 
- 在经常与秘书处交互的行为者中进行试验

评估 
- 就将评估纳入未来国家报告进程的最佳方

法提出咨询意见。 

- 酌情修改执行秘书开发的知识与意识模

板，以便在国家一级使用。 
- 如果已经有工具，请予以改造，以用于评

估进程。 
- 进行评估并整理结果，以供执行机构使

用。 
- 在本两年期结束前向执行秘书转交评估结

果，以供通过资料交换所传播。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第第第第 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2和 3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3：：：：制订主要信息制订主要信息制订主要信息制订主要信息 

 
- 利用知识和意识评估，建立目标受众信息差距和需要基本数据 
- 制订信息，消除这些差距，并提供有关下列事项的信息： 

o 生物多样性促进人类福祉、减轻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作用 
o 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及其焦点领域 
o 该公约的独特性质和成就 
o 与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的联系 
o 与优先活动 2确定的特定目标受众 ― 包括媒体 ― 相关的保护、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享惠

益的例子 
o 生物分类对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自然工作的重要性 
o 生态系统方式的重要性 

- 在制订信息活动中，借鉴其它资源，包括： 
o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一版和第二版 
o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物多样性综合报告》的主要信息 
o  公约工作方案的基本内容  

      -    为第二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决策人员拟定一份简短（不超过 10页）的图表摘要，介绍一些标

题指标和实现 2010年目标所需要采取的关键行动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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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上文优先活动 2 中确认的一些目标受众

确定主要信息。 
- 将向国家执行机构传播清单 

- 利用现有资源向上文优先活动 2中所确认的

目标群体宣传主要信息。 
- 为国家和地方受众，包括为土著社区和地方

社区制订主要信息。 
- 向执行秘书转送信息，以便进一步传播给缔

约方，作为最佳做法的例子。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第第第第 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3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4：：：：执行媒体关系战略执行媒体关系战略执行媒体关系战略执行媒体关系战略 

 
- 确认有关媒体组织，包括普通媒体和专业媒体。 
- 利用现有国家和国际清单，包括环境规划署、自然保护联盟和环境新闻记者国际组织维持的

清单，建立并保持普通媒体和专业媒体的媒体联系清单。 
- 通过以下任何方法，培育与国际和国家媒体的良好工作关系，包括与独立新闻记者的良好工

作关系： 
o 通过面对面的会议、电话交流或电子邮件通信直接联系。  
o 主办熟悉研讨会并介绍主要信息。 
o 参加环境新闻会议。 
o 赞助年度媒体奖项。 

- 提供与以上活动 3中制订的主要信息相关、量身定做、以问题为基础的信息。 
- 鼓励为出版社、电台和电视台出版和制作事迹。 
- 与广告界合作，提高他们的意识，请他们支助传播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信息。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 为媒体清单建立标准。 
- 与环境规划署、缔约方和国际组织合作，

拟定和维持国际和地区媒体清单，通过资

料交换所机制传播。 
- 与教科文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为媒体熟悉

研讨会提供模板。 
- 向国际媒体提供有关主要生物多样性问题

的信息，并将其传播到缔约方 
- 参加主要的国际环境新闻会议。 
- 主办媒体熟悉研讨会。 
- 如下文优先活动 9所示，为缔约方大会和

科咨机构会议制订媒体关系战略。 

- 根据执行秘书提供的标准编制国家媒体清

单并提供给执行秘书。 
- 在秘书处提供的模板基础上，主办熟悉研

讨会。 
- 改编、翻译和向本国媒体传播有关生物多

样性问题的信息 
- 主办当地媒体熟悉研讨会。 
- 参加国家新闻会议。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第第第第 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1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5：：：：制订工具包制订工具包制订工具包制订工具包，，，，以制订和执行传播以制订和执行传播以制订和执行传播以制订和执行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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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现有行动和资源（包括案例研究和最佳实践）以及教科文组织、自然保护联盟、粮农组

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公约等伙伴组织的专业经验，制订和传播工具包，以制订和执行国家传

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包括使其成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s的组成部分，而且利

用来自以上活动 2至 4 的数据，并酌情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o 解释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 和实施工作方案的目标 

� 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作用 
�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 
� 主要部门采取的令人鼓舞行动及其之间的合作。 

o 确认目标受众和进行知识评估的技巧 
� 确认重要受众和部门，促进公约工作；  
� 意识评估方法 
� 媒体关系的作用 
� 推广到教育领域 

o 为目标受众制订主要信息 
� 资料来源 
• 生物多样性公约文件：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工作方案、2010年目标和战略

计划 
•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以及其它外部文件 
� 如何为目标受众定制宣传信息。 
� 宣讲信息。 

o 建立和开展运动，以影响目标受众 
� 建立运动和国家计划 
� 伙伴关系和筹资 
� 活动，包括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 维持长期活动 

o 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资料模板  
� 媒体和利益相关方清单；  
� 主要信息示例；  
� 案例研究与最佳实践； 
�  教育视频/资料；  
� 为媒体、利益相关方、教育界制作的工具包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 与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非正式咨询委员

会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协商，根据对现有资

料和资源的评审，制作和起草试验版本工

具包。 
- 在资金许可的前提下， 用联合国各语文

出版，分发给缔约方和相关国际组织。 
- 向希望将工具包用于国家战略的缔约方提

供支持。 

- 酌情在资源许可的前提下，将工具包翻译

成当地语文 
- 作为与下面活动 6相关的能力建设战略的

一部分，分发工具包给利益相关方。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1、2和 3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6：：：：组织研讨会组织研讨会组织研讨会组织研讨会，，，，阐述传播阐述传播阐述传播阐述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 

 
- 使用工具包（如上面活动 5中所述的工具包），在资源许可的条件下，召集并主办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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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执行国家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包括使其成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的组成部分。 
- 研讨会将达到以下目的 

o 促进分享经验，促进双边和区域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合作 
o 建设能力，以将这些工具包的基本内容应用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上 
o 将执行国家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所需的关键行为者的参与列为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 
o 制订国家执行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模板，使其成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

计划的组成部分 
o 发起制订和执行国家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的进程，使其成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 与缔约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制作研讨

会结构草案，包括目标、行为者和议程。 
- 召集区域研讨会，在资金许可的前提下，

请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 
- 与筹资机构合作，协助筹集研讨会资金。 
- 参加地区研讨会。 

- 与执行秘书和其它区域行为者合作，主办

有关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区域研讨

会。 
- 酌情协助筹集举办这种研讨会的资金。 
- 提供有关研讨会结果执行情况的跟踪报道

和报告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第第第第 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1、2和 3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7：：：：为一个全球网络开发基础设施和支持为一个全球网络开发基础设施和支持为一个全球网络开发基础设施和支持为一个全球网络开发基础设施和支持 

 
- 提供通信工具，以便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分享执行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经验。 
- 推动合作伙伴组织与缔约方之间关于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最佳实践的交流。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 继续开发生物多样性公约网站上的传播、教育和

公众意识电子门户，保持备用信息传播机制，以

支持建立全球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支持网络，

在可能的情况下，借助现有的举措，包括：  
o 提供下列链接： 

� 有关交流和教育的其它网络和网

站，例如自然保护联盟、湿地公

约（拉姆萨尔）、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濒危物种公约、教

科文组织等网站。 
� 公认的学习机构和英才中心 
� 提供获取相关项目、出版物、国

家联络点简报和更新资料的渠道 
o 通过创建在线论坛，促进并为专家和其它

人员提供方法，以便找到那些从事类似项

目、难题或问题的人员； 
o 借助在活动 4之下开展的工作，创建一个

媒体网络并传播以下信息： 
� 按地区分类的活动，  

- 酌情向执行秘书提供信息资源，

以便列入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

电子门户。 
- 酌情支持另类信息传播机制 
- 通过现有网络，推动传播、教育

和公众意识电子门户，将其作为

资料来源。 
- 积极努力，使国家教育网络和区

域教育网络连线，以共享资源和

专家经验； 
- 通过在大学、教学英才中心、缔

约方、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方间

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并鼓励发展

开放式学习和远程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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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情况介绍会  
� 执行秘书新闻发布稿档案库  
� 演说档案库  

o 在可以得到经费的情况下用所有联合国正

式语文建立一个“儿童”网站，包括： 
� 生物多样性和公约背景信息、竞

赛通知、测验 、地图 
� “教师之角”，提供公约和生物多样

性背景信息、可下载的教师辅助

材料，可能还有论坛，通过该论

坛，各地教室可分享调查结果和

成果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第第第第 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1、2和 3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8：：：：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 为在秘书处和公约所有缔约方庆祝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创建基础设施 
- 制订交流和推广战略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 每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制订包罗万象的交

流战略。 
o 制订口号/主题 
o 指定“大使国”  
o 酌情组织竞赛，包括：媒体奖项、海

报竞赛等 
o 确保与相关国际组织协调 
o 在蒙特利尔组织重要活动，庆祝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酌情包括： 
� 展览会 
� 媒体新闻报道 
� 社论新闻 

- 制订交流工具，简化、推动和协调活动的组

织工作，以便缔约方纪念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o 口号/主题 
o 新闻工具包 
o 新闻发布稿 
o 创建供缔约方使用的宣传资料模板 

 

- 根据执行秘书制订的宣传方式制订本

国庆祝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计划  
- 制订并执行交流战略，宣传该节日。 
- 根据资源情况，以执行秘书开发的交

流工具为基础，开发当地的资料 
- 向执行秘书通报结果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第第第第 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2和 3 

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优先活动 9：：：：提升缔约方大会和科咨机构会议的能见度提升缔约方大会和科咨机构会议的能见度提升缔约方大会和科咨机构会议的能见度提升缔约方大会和科咨机构会议的能见度 

- 增加公约会议在国际和国家媒体上的能见度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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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建立和执行媒体激励活动，在缔约方

大会和 科咨机构活动期间，增加媒体报道

机会：  
o 鼓励发表预先报道、预先注册以促

进媒体的参与 
o 开发媒体会议包，包括生物多样性

公约时事通讯特辑    
o 建立并管理生物多样性公约媒体中

心，包括支助出版社、电视台和电

台新闻记者 
o 主办新闻简报/公告、记者招待会  
o 提供一对一访谈 
o 在网上同步直播重要全体会议 
o 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网站，提供每

日电子简报，让未出席的媒体进行

报道。将所有演讲和新闻发布稿登

录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网站上。 
- 推动各界参与（海报展示、图片展、舞台

表演，等） 
- 在缔约方大会组织和主办“传播、教育和公

众意识博览会” 
o 鼓励缔约方、国际组织和其它方面

参加 

- 参加“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博览会”，
赞助国家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行动者

参加 
-  在缔约方大会和科咨机构会议期间，向

国家媒体发送生物多样性公约新闻 
- 为缔约方大会制订国家媒体战略 

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方案基本内容（（（（第第第第 VI/19 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2 

优先活动 10：加强生物多样性正式和非正式教育 

- 考虑到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的重要性，制订方案，加强生物多样性正式和非正式教育 
- 确保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能够通报这些方案和与该《十年》建立起联系 
- 确认生物多样性教育最佳做法，包括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创造的做法，努力传播这些做法，

促使更多方面采纳 
- 生物多样性教育应该以适合各种年龄组和社区的语言和方法，努力宣传以下事项： 

·生物多样性在维持人类福祉方面的作用 
·保护、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享利用生物资源所产生惠益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生态系统内确认和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法 
·地方和传统生物多样性知识 

 

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执行秘书的任务 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缔约方的任务 

- 与教科文组织联络，向缔约方传播与教育

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有关的信息、方法和

最佳做法 

- 参考国际和国家各级最佳做法，借鉴地方

经验，发起试点项目，加强生物多样性教

育 
- 鼓励在缔约方、各国政府和利益有关者之

间建立伙伴关系，来编制幼儿园至大学的

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课程，以供在国家和

区域范围内使用； 
- 通过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门户网站，与

各缔约方分享最佳做法 
- 评价试点项目，以便根据传播、教育和公

众意识执行计划的规定，扩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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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基本内容（第 VI/19号决定） 

方案基本内容 2和 3 

 

附件三 

传播传播传播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执行计划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执行计划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执行计划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执行计划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一一一.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A. 执行计划主要特点执行计划主要特点执行计划主要特点执行计划主要特点 

1. 所编制的该，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框架，以指导已识别出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优

先活动的实施。该执行计划将关注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将被从VI/19 号决定附件中的传

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以及公约工作方案中主题领域和交叉问题的传播、教育和

公众意识各方面中抽取出来，以确保以集成、协调的方式向目标受众提供传播、教育和公

众意识宣传词句和成果。因此，该执行计划的结构并没有直接对应于现有工作方案的三个

方案基本内容。相反，所编制的该执行计划的结构在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组成部分之

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别，以解决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优先活动。 

2. 另外，该计划考虑了其它组织正在进行的相关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以及建

立在这些工作的成果和实力之上的必要性，同时提供为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上实施所

识别出的活动提供一个聚焦的框架。这一方法还认识到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交流沟通、

相关活动的协调以及能力开发的价值，以确保连贯一致地产生和交付设想的输出，包括主

要的生物多样性宣传词句。 

3. 该计划还认识到需要处理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些优先的全球行动，包括 2010年生物

多样性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的实施计划以及其它相关行动。这一方

法与公约过程的要求一致，可在处理这些全球性的政策行动的正在进行的工作努力中提供

丰富的输入和指导。 

4. 该计划的编制已经认识到需要在范围和方法方面使实施过程保持宽泛，以允许缔约

方和其它伙伴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使其适合他们特定的要求和情况。随着缔约方提供对进

展的反馈以及实施过程的效果，毫无疑问，这一方面将会继续发展演进，因此，需要不断

地重新调整计划活动以符合不同层面用户需求的演进本质。 

B. 执行计划的结构执行计划的结构执行计划的结构执行计划的结构 

5. 正如上面第 1段所指出的，该执行计划的结构并没有直接对应于 VI/19 号决定附件

中三个方案基本内容的结构。该计划结构的设计，使得在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关键组成

部分（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框架内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上能够连贯一致地实施

优先活动。因此，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的三个方案基本内容的操作目标和建议

的行动已经被重构，以便在不损失这三个方案基本内容的基本意图的情况下对应于这些关

键组成部分（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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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别是，该计划由两个宽泛的范畴组成，识别为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第 1 部分

（将由缔约方及其合作伙伴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执行）为实施三个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

组成部分中的优先活动提出了宽泛的指导，顺序为：教育、交流和公众意识。第 1部分还

专门将培训处理为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以关注能力建设问题，如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

工作方案的方案基本内容 3所强调的。在本草案中提出的同样宽泛的指导在实施所识别出

的优先活动中可用于地区层面上。 

7. 本计划的第 2部分描述了在主要国际伙伴支持下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在国际层

面上将要执行的活动。 

8. 该执行计划旨在指导缔约方和执行秘书在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非正式咨询委员会

的支持下进一步制订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VI/19 号决定附件中编制的传播、

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并没有详细处理有关教育或培训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组成部

分，因此非正式咨询委员会可能希望评审这一问题，并向执行秘书就将这些组成部分处理

为短期和在国家层面上长期实施中优先排序实践的一部分的实用方法提出建议。 

第第第第 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传播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传播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传播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 

9. 本实施计划的第 1部分中所述的活动范围的实施是缔约方和国家及地区层面上的其

它伙伴的责任。 

A.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0. 本实施计划与国家和地区层面有关的主要目标是加强以一致有效的方式实施该公约

的三项目标。该计划中列出的活动旨在帮助公约缔约方为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建立和实

施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强国家机构和主要伙伴在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

识水平中的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考虑事项成为国家领域政策和计划的主流。 

B.  范围和参与范围和参与范围和参与范围和参与 

11. 本计划的这一组成部分以国家和地区为焦点，在互相支持的框架中，这与相关的全球

视角密切联系。本计划这一组成部分中所述的活动范围的入口是被指派在国家层面上监视

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的国家协调机构，与民间、科学研究界、当地团体、其它国际组织和

相关的政府间机构中其它有关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在地区层面上，将通过类似的

安排来执行所识别出的活动的实施。 

12. 本计划将建立在现有的机构框架以及活跃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其它组织和机构正在

进行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行动和活动之上。该草案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与其

它公约和组织的相关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的协调水平。尤其是，世界保护联盟和拉

姆塞尔公约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计划的工作和成就将在为所需的协调工作提供必要的

基础构件中非常有帮助。 

13. 如适用，缔约方有必要为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指定实施机制，以便在国家层面上促

进本计划的协调实施，并作为与本计划的第 2部分中所述的全球视角联系的参考点。 

C. 实施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实施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实施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实施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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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实施计划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在其实施中，它们相互补充、交叉。这

些组成部分在范围上很宽泛，以允许缔约方及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主要伙伴编制适应于其

各自情况、优先级和要求的活动。每个组成部分中提出的活动，已经经过设计，以便以集

成的方式处理公约框架下在主题领域和交叉问题的工作方案中识别出的优先级。 

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1 –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缔约方和政府将支持社会和环境教育的有关活动纳入各级教育课程，焦点是执行公约及其

三项目标。 

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下面强调的某些活动将在秘书处的支持下执行，在适当时，由于任务/活
动的性质，可以请秘书处进行领导），），），），  

1.1 进一步开发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门户和有关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全球网络，

包括开发数据库和电子论坛，作为交换生物多样性相关教育活动、资料和专家经验

的主要机制以及在缔约方、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机制； 

1.2 为帮助搜索、查找、检索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教育信息，开发一个中央元数据注册

库，并以教育相关的术语增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受控词汇，以便索引国家和地区的

国家联络点、秘书处和利益相关方所持有的资料； 

1.3 积极努力，互联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网络（如澳大利亚教育网、加拿大 SchoolNet、

斯洛文尼亚教育网、巴西 ProInfo 等 ）以共享资源和专家经验； 

1.4 邀请缔约方、政府、国际组织、培训基地、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土著社区和地

方社区、商业/私人领域及其它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登记与生物多样性教育和活动

有关的资料，以帮助开发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幼儿园至大学课程； 

1.5 与活动 1.2 一起，使用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门户以及包含在国家报告和相关文件

中的信息，评估可用的生物多样性课程和其它教育资料，以分发给缔约方、政府和

其它利益相关方供其使用； 

1.6 鼓励缔约方、政府、利益相关方间的伙伴关系，以开发普通的幼儿园至大学与生物

多样性相关的课程，供国家和地区使用； 

1.7 通过在大学、教学培训基地、缔约方、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方间建立伙伴关系，促

进并鼓励开发开放式学习和远程教育计划。 

1.8 鼓励和加强与环境教育有关的公共政策，作为促进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教

育的手段。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到 2010 年，缔约方已经制订和统一了幼儿园至大学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课程，专门用

于支持该公约及其三项目标的实施。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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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约的交换所机制； 

� 由缔约方、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开发的资料； 

� 由缔约方、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开发的培训和教育课程。 

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 
2010年 6 月。将制订一个工作日程表，良好定义的输出和重要事件在分阶段的时

间框架上展开。在该任务之前，应当详细评审以上活动的实施，以评估实施过程的效力和

效果、所遇到的约束因素，同时识别出所需的纠正措施，以整合到随后的阶段中。 

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 
缔约方和政府、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国家联络点（如已成立）、大学和培训基

地、国际组织、私人领域、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社团，与秘书处进行合作。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教科文组织、世界保护联盟、公约秘书处（包括拉姆塞尔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移栖物种

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等） 

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2 –交流与公众意识交流与公众意识交流与公众意识交流与公众意识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缔约方和政府将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和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公众意识作为开发、建立和实施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整体进程的一部分。 

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 

2.1 经过咨询其它相关的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团，执行详细的评估，就国家

层面上的生物多样性交流和公众意识识别各利益相关方的优先需求。该需求评估利

用包含在国家报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相关文件中的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各项内容： 

(a) 建立运行在水平和垂直层面上的有效的国家交流和公众意识网络基础设

施的需求，以加强专业人员之间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同时加强交流和公

众意识的发展和促动； 

(b) 网络基础设施的容量，以满足国家和当地层面上各类目标人群的知识需

求； 

(c) 国家能力的建设和加强，以便在国家有关可持续发展行动、减轻贫困、

和全球政策问题（千年发展目标等）等工作的环境中向识别出的受众推

销生物多样性； 

(d) 专业能力的建设，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交流和公众意识领域，以获得各

个级别的技能和经验（民间、政府、当地社团等）； 

(e) 有效的、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生物多样性交流和公众意识（媒体、当

地社团、科研界、政府、商业/私人领域等）； 

(f) 有益于提高公众意识的优先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因此需要定期向不同的

目标受众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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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识别出满足所述需求（参见上面的 2.1 (a) 至 (f)）所需的

干预的范围，其适当的格式以及交付给不同级别的目标受众和有关利益相关方的机

制。有必要建立在其它组织和公约正在进行的活动之上以避免重复，在必要时建设

协同作用。 

2.3 使用在全球层面上开发的模板和指南，确定将活动 2.2 的结果合并到国家生物多样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的最适当方法。与现有的行动以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

计划其它组成部分相协调，将是本活动的一个基本部分。 

2.4 如果没有，请制订国家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和行动计划，将其作为国家生物

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并考虑组成部分 1 (教育)和 组成部分 3 (培
训)中列出的平行活动的结果。 

2.5 促进新编制或修订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采纳和实施，关注不同级别

的目标受众/利益相关方中的交流和公众意识。该活动符合目标 4，更确切地说是该

公约的战略计划的目标 4.1 (即：所有缔约方将实施一个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
略并促进公众参与，以支持该公约)。本活动的最初焦点将在于实施试验工作，其结

果将用于编制和实施在生物多样性交流和公众意识中更详细、更长期的活动。试验

工作将建立在所识别出的优先领域之上，这些优先领域包含在主题领域和交叉问题

工作方案中。 

2.6 定期监视实施过程，以识别差距和约束因素，并确定所需的适当的纠正措施，包括

（如认为必要）修改和重新调整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传播、教育和公

众意识部分方案活动。 

2.7 在活动 2.1 至 2.5 以及方案基本内容 1 (教育) 和方案基本内容 3 (培训)下所列的

活动的结果的基础上, 在中期阶段编制长期实施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支持活

动。这些活动的成本应当适当，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其实施所需的资金。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到 2010年，缔约方已经制订充分运作的国家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和行动计

划，它们是处理各级利益相关方优先需求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

对于生物多样性和该公约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理解，这将带来各界在实施中更广泛的参与

（战略计划的目标 4）。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 制订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一般模板和指南，使其成为国家生物多

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 
• 交换所机制 
• 其它工具（手册、研讨会、案例研究、最佳实践等） 

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 
2010年 6 月。将制订一个工作日程表，良好定义的输出和重要事件在分阶段的时

间框架上展开。在该任务之前，应当详细评审以上活动的实施，以评估实施过程的效力和

效果、所遇到的约束因素，同时识别出所需的纠正措施，以整合到随后的阶段中。 

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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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派管理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国家协调机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秘书处将再培训方

案的制定、举办和执行方面担任主要的合作者/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其它国家机构和组织、学术界、科研界、非政府组织、当地团体、国际组织和政府

间组织（世界保护联盟、拉姆塞尔公约等）以及商业/私人领域 

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3 – 培训培训培训培训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将培训培训培训培训作为开发、建立和实施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传播、教育和公众

意识部分的整个进程一部分。 

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 
经过咨询其它相关的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团，执行详细的评估，就以下

方面识别各利益相关方的优先需求： 

(a) 加强推销能力，使生物多样性成为其它领域计划和政策工作的主流； 

(b) 发展和加强教育者和沟通者的专业能力； 

(c) 通过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增强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社团发展。 

在最大程度上，应当参考包含在国家报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相

关文件中的有关信息，以在需求评估过程中提供丰富的输入。 

3.1 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识别满足所述需求所需干预的范围、适当的格式以及向不同

级别的目标受众和有关利益相关方的交付机制。有必要建立在其它组织和公约正在

进行的活动之上以避免重复，在必要时建设协同作用。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交流

和公众意识中，这一活动还应当识别适当的专家信息来源、培训机会以及支持所述

能力建设需求的必要资源。 

3.2 使用在全球层面上开发的模板和指南，确定将活动 3.2 的结果合并到国家生物多样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的最适当的方法。与现有的行动以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的其它组成部分相协调，将是本活动的一个基本部分。 

3.3 如果没有，请制订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和行动计划，使其成为国家生物多样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或者将现有战略和行动计划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和行动计划结合，并考虑组成部分 1 (教育)和 组成部分 2 (交流和公众意识)中列

出的平行活动的结果。 

3.4 促进通过和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部分，关

注不同级别的目标受众和有关利益相关方中的培训。本活动的最初焦点将在于实施

试验工作，其结果将用于编制和实施生物多样性培训中更详细、更长期的活动。试

验工作将建立在所识别出的优先领域之上，这些优先领域包含在主题领域和交叉问

题的工作方案中。实施所识别的试验工作的一些主要的一般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a)   制订并执行综合各地方倡议的常设性培训方案，包括研讨会、课程服务台、

在职辅导培训、手册、一览表、应用方法交流、指南和案例研究，以便与国家和/或地区层

面上的利益相关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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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专业的经验和知识交流系统 ，以满足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兴

趣，包括当地社团；  

(c)   与内外伙伴、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促进成对的计划； 

(d)   发展与有关生物多样性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良好的远程学习计划的联

系，并探索根据当地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建立定制的类似计划的机会； 

(e)   改善生物多样性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计划、培训课程、研讨会和其它领

域以及其它公约和组织的类似活动之间的协同作用；  

(f)   开发能力以帮助定义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良好传播、教育和

公众意识实践的评估原则；  

(g)   为各级生物多样性沟通者开发适当的工具集（模板、大纲等），包括利益

相关方、合作伙伴和其它受众的参与。使用现有网络和相关机制并以持续的公众意识活动

支持这一工作，这是很有用的； 

(h) 与相关的全球行动（2010 目标、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千年发展目

标等）建立适当的联系； 

(i) 通过大众传媒参建立与传播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的新闻记者和广播员的伙伴

关系。 

3.5 定期监视实施过程，以识别出差距和约束因素，并确定所需的适当的纠正措施，包

括（如果认为必要）修改和重新调整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传播、教育和

公众意识部分的方案活动。 

3.6 在活动 3.1 至 3.5 以及方案基本内容 1 (教育) 和方案基本内容 2 (交流和公众意识)

下所列的活动的结果的基础上, 在中期阶段编制长期实施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

支持活动。这些活动的成本应当适当，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其实施所需的资金。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到 2010 年，缔约方已经制订充分运作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和行动计划，它们是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处理各级利益相关方的优先需求。特别是，

有一定规模的个人和机构对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需求、方法和机制有增强的理解；计划和管

理生物多样性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能力；一系列生物多样性沟通者所用的工具；各种

操作培训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交流和公众意识中的机会；在社区级别上更容易获得传播、教

育和公众意识计划、课程和资源。因此，对于生物多样性和该公约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理

解，这使得各界在实施中能够更广泛地参与（战略计划的目标 4）。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 开发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普通模板和指南，使其成为国家生物多

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 
• 交换所机制 
• 支持生物多样性交流和公众意识培训的广泛工具（手册，一览表、培训课程和研讨会

资料、服务台、案例研究、最佳实践等）。 

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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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6 月。将制订一个工作日程表，良好定义的输出和重要事件在分阶段的时

间框架上展开。在该任务之前，应当详细评审以上活动的实施，以评估实施过程的效力和

效果、所遇到的约束因素，同时识别出所需的纠正措施，以整合到随后的阶段中。 

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 
被指派管理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国家协调机构。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将是建立和执

行培训方案的一个主要合作者/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其它国家机构和组织、学术界、科研界、非政府组织、本地社团、国际组织和政府

间组织 （世界保护联盟、拉姆塞尔公约等） 

三三三三. 第第第第 2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国际层面上的传播国际层面上的传播国际层面上的传播国际层面上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 

 实施计划的第 2部分中所述的活动的实施是执行秘书的责任，因此将在主要国际合

作伙伴的支持下由秘书处执行。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与所提议的国际层面上的活动范围相关的、实施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主要目标

是，通过发展与其它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主要政府间组织和其它联合国机构的传播、教

育和公众意识活动的协同作用和合作活动，支持该公约的实施及其三项目标。本计划中所

述的活动旨在帮助在全球层面上提高意识水平、公约的目标，提高秘书处工作和公约过程

的能见度。另外，某些活动旨在生成一系列的模板和指南，以协助公约缔约方和其它主要

的国家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在生物多样性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方面的工作，从而在全

球过程和国家过程之间提供一个垂直的联系。 

范围和参与范围和参与范围和参与范围和参与 

 该实施计划的这一组成部分以全球为焦点，与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工作密切联

系。秘书处是所提议的活动的中央实施机构，但是将与其它合作伙伴的传播、教育和公众

意识计划和活动紧密合作，包括其它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其它里约公约、世界保护

联盟、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其它组织及相关的政府间机制。 

 本计划将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在进行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活动之上，在

最大程度上整合来自其它组织和机构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行动的相关基本内容。该计

划的成功将在一定程度取决于与所识别的合作伙伴的协调水平。特别是，世界保护联盟和

拉姆塞尔公约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计划的工作和成就对于为所需的协调工作提供必为所需的协调工作提供必为所需的协调工作提供必为所需的协调工作提供必
要的基础构件特别有用要的基础构件特别有用要的基础构件特别有用要的基础构件特别有用。。。。 

该实施计划的组成部分该实施计划的组成部分该实施计划的组成部分该实施计划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层面上，该实施计划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在其实施中相互补充和

交叉。在每一组成部分下提出的活动已经经过设计，能以集成的方式处理在 VI/19 号决定

附件中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以及在主题领域和交叉问题方面该公约的工作方

案中所识别出的优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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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1 – 教育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协调，以更有效地共享和交流资源和经验，

促进国际行动的发展，全面支持生物多样性教育，特别是课程开发。 

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 

4.1 使用交换所机制开发国际层面的计划和行动的有关生物多样性教育的元注册库。特

别是，该注册库应当更加明确地关注整合直接处理所识别出的在该公约的工作方案

中的主题领域和交叉问题中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优先领域的计划以及通过在活

动 1.5、2.1 和 3.1 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评估所述的需求。 

4.2 使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交流战略（参见活动 5.1 至 5.6），也通过在活动 1.5、2.1

和 3.1 中进行的评估，提高与生物多样性教育和课程开发相关的国际行动和计划的

意识，并考虑在该公约的工作方案中的主题领域和交叉问题中所识别出的优先需

求。 

4.3 促进和推动国际组织和国际利益相关方间的联合活动。 

4.4 使在国际层面可使用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获得的知识，以便协助国际组织和利益相

关方更有效地实施教育活动和计划并开发更多的相关课程。 

4.5 鼓励开发国际层面上的导师计划，以便增强国家和地区层面上与教育和课程开发相

关的能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到 2010 年，秘书处在国际组织和利益相关方间已经推动国际层面上联合活动的协调，并

促进了教育计划和活动以及课程的开发。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 交换所机制 
• 由其它国际组织和利益相关方所开发的计划和活动。 

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 

2010年 6 月。将制订一个工作日程表，良好定义的输出和重要事件在分阶段的时

间框架上展开。在该任务之前，应当详细评审以上活动的实施，以评估实施过程的效力和

效果、所遇到的约束因素，同时识别出所需的纠正措施，以整合到随后的阶段中。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指示性成本估值将在确定了所有要求的活动、主要合作伙伴的预期输入、将要生成

的输出的范围以及交付优先活动所需的工作量之后被算出。 

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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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其它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计划、国际组织，包括 世
界保护联盟、其它联合国机构（包括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等）、政府、私人领域、非

政府组织，与秘书处合作。 
 

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2 – 交流与公众意识交流与公众意识交流与公众意识交流与公众意识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清楚说明和实施有效的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和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公众意识计划，特别与主要的全球合作伙伴紧密合

作，支持该公约三项目标、战略计划以及相关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行动的实

施。 

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建议的活动 

5.1 依照缔约方大会相关决议的条款，
16
/ 编制一个全面的框架/战略，以指导在国际层

面上实施有效的交流和公众意识活动。该战略的最初焦点将是指导建立一个有效的

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 基础设施、建立一个全球支持网络、利用机会和活动以获得

更多更聚焦的推广成果、建立战略和操作联盟及伙伴关系、以及生成相关公众意识

工具包、模板和指南，以支持缔约方、其它主要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和推

广工作。 

5.2 建立一个全面的交流和公众意识基础设施，作为整个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基础设

施的一部分，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交流和公众意识信息、知识和经验的生成和推动

（同时请参见活动 1.1）。该过程的主要基本内容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a) 定义交流指南和政策； 

(b) 知识和意识评估； 

(c) 开发主要的全球宣传词句； 

(d) 工具包评审； 

(e) 制订一个全球媒体清单； 

(f) 制订一个利益相关方和主要影响者清单； 

(g) 开发基础设施工具 （简报工具包）； 

• 用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联络点的主简报包； 

• 利益相关方工具包； 

• 媒体工具包； 

• 教师工具包； 

(h) 开发基础设施工具 – 电子的（网络）； 

• 开发一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门户； 

                                                 
16

  到目前为止，缔约方大会的下列决议提及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或明确包含了缔约方将要实施的传

播、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各个方面：II/9、III/11、III/12、IV/4、IV/5、IV/10、V/17、VI/5、VI/8、VI/9、VI/17、VI/19、
VI/22、VI/23、VII/2、VII/4、VII/5、VII/10、VII/11、VII/12、VII/13、VII/24、VII/27、VII/28、VII/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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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网络； 

• 儿童和青年； 

• 教师； 

• 利益相关方； 

5.3 作为以上活动 5.2 的一部分，继续开发一个电子的交互式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门

户，提供对知识、专长和经验的访问；作为一个有关在主题领域和交叉问题的工作

方案中识别出的优先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活动的相关方面的讨论论坛；也作为开

发类似的国家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 门户的模板（同时请参见活动 1.1）。该门户

应当： 

(a) 建立在现有的行动和正在形成的影响之上； 

(b) 虑及反馈，并链接到资料交换所机制； 

(c) 评估相关性，不断改善，监视其使用和影响； 

(d) 门户中的语言应当简单、容易理解。 

5.4 建立和加强全球交流和公众意识支持网络，该网络由新的信息技术和传统的交流机

制组成。全球支持网络最好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联络点、主要的全球性组织

（包括其它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

织、学术及研究机构、媒体。这一过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将积极推动国家层面和

国际层面现有网络间协同作用的发展。 

5.5 推动生成一系列适当的宣传和相关的公众意识工具包、模板和指南，以支持缔约

方、其它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和推广工作（参见活动 2.3、2.4 和 2.5）。

在最大程度上，该活动应当竭力产生产品以及成功案例研究，这些成功案例研究处

理在该公约的工作方案的主题领域和交叉问题中识别出的交流和公众意识优先级，

尤其是专门提交给执行秘书的活动。 

5.6 利用已经建立的交流基础设施和全球网络，推动实施一个全面的推广计划，以有效

地宣传、传播和交换有关生物多样性、该公约以及秘书处工作的信息、知识和专

长。 

5.7 探索开发结构良好的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计划的需求和机会，这一计划将推动建立

与民间组织和私人企业的战略联盟，这将增强并大大增加该公约以及秘书处工作的

能见度。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到 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已经有了一个发达的交流和公众意识基础设施，可支

持全面的、链接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交换所机制和有效的推广计划的全球支持网络，增加

了交流知识和专业经验交换，以及关于生物多样性问题、该公约和秘书处工作的意识（在

全球层面上在不同级别的目标群体中）。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 交换所机制。 
• 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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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开发的宣传资料。 
• 秘书处开发的普通模板和工具包，用于支持缔约方、政府和利益相关方的工作。 

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最后期限 

2010年 6 月。将制订一个工作日程表，良好定义的输出和重要事件在分阶段的时

间框架上展开。在该任务之前，应当详细评审以上活动的实施，以评估实施过程的效力和

效果、所遇到的约束因素，同时识别出所需的纠正措施，以整合到随后的阶段中。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指示性成本估值将在确定了所有要求的活动、主要合作伙伴的预期输入、将要生成

的输出的范围以及交付优先活动所需的工作量之后被算出。 

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主要行动者 

其它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计划、国际组织（包括世界保护

联盟）、其它联合国机构（包括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等）、政府、私人领域、与秘书

处合作的非政府组织。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与秘书处合作的缔约方和政府、大学和培训基地、国际组织、私人领域、非政府组

织和当地社团。 

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3 – 培训培训培训培训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将在国际一级促进举办培训方案，以提供各种模式和最佳做

法，各缔约方可与主要合作伙伴以及活跃在该层次的国际组织合作，直接在国家一级改造

这些模式和最佳做法。秘书处将需要继续密切咨询和讨论其它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公约、自

然保护联盟、联合国各方案和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其他有关组织的传

播、教育和公众意识计划，以确保以协调和统一的方式，在国家一级开展生物多样性交流

和公众意识培训。 
 
执行秘书将与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非正式咨询委员会协商，进一步确定此部分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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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7.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样样样样 》》》》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1. 欢迎第二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2. 感谢荷兰、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以及欧盟对编制第二期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给予的财政支持； 

3. 还感谢为第二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提供数据和指标方法的组织； 

4. 鼓励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确保尽可能广泛散发第二期《全

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结果，包括将文件翻译成当地语文并让译文便于索取； 

5. 请执行秘书用所有官方语文以策略和有效的方式、包括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

和大众媒体，通过采用简短的图表方式总结在实现 2010目标方面所需的重点指标和行动和

突出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安康重要性的案例研究，宣传第二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结

果； 

6.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环境展望今后版本中使用《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的有关章节，并请执行秘书提供《全球生物多样性性展望》第二版中使用的信息和分

析，作为给全球环境展望第四版的参考意见。 



101 

VIII/8.  《《《《 公公公公约约约约》》》》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略略略略 略略略略战战战战 计计计计 》》》》 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执执执执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强调需要解决《公约》的全部三项目标， 

注意到执行秘书关于《公约》和《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说明第 2 段中概述的《战

略计划》目标的缓慢进展和 2010 年指标的进展(UNEP/CBD/WG-RI/1/2)， 

注意到执行《公约》的主要障碍已经由《战略计划》确定，但还需要确定清除这些

障碍的方式方法， 

考虑到审查公约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报告， 

注意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对公约的执行至关重要，对某些缔约方来

说，这些战略和计划仍在拟订之中，而对某些其他缔约方来说，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

行动计划可能需要更新内容，  

强调需要按照第 20 条为执行《公约》提供新的和追加资金，并期待全球环境基金

顺利得到补充资金，  

回顾第 23 条第 4 款要求缔约方大会不断审查《公约》的执行情况， 

认识到第三次国家报告提供相关资料，供深入审查《战略计划》目标 2 和 3， 

1. 决定考虑在其第九届会议上， 

(a) 深入审查《战略计划》目标 2和目标 3，包括审议执行工作上的各种障碍；  

对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执行和评价及将生物多样性问题有效纳入相

关部门提供综合的指导； 

2. 还决定将审查进程的结果用于： 

(a) 就执行《公约》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与转让的优先领域提出建议； 

(b)  为各缔约方编制自愿性的指导以协助克服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方面的障碍； 

(c)  为修订 2010 年后的战略计划的进程作出投入； 

3. 重申请迄今尚未提交第三次国家报告的缔约方尽早提交报告，确保其中所载

信息可用于对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审查； 

4. 在准备上文第4段中提到的审查进程时，请各缔约方在自愿基础上考虑到本

决定附件一所载准则，更新其第三次国家报告中与下列各点有关的资料： 

(a)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现状、其执行情况和更新情况、以及按照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6 (b) 条将生物多样性问题有效纳入主流工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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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家一级执行《公约》方面的主要障碍，包括(一)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和行动计划的障碍；(二)将生物多样性问题有效纳入相关部门的障碍（将《战略计划》中

确定的障碍清单用作框架）；以及(三)可以清除这些确定的障碍的方式方法；  

(c) 根据第 V/20 号决定第 41 段就审查国家一级执行情况所采取行动的最新情

况； 

(d) 可得资金，特别是可从全球环境基金得到的资金； 

5. 在审查进程之后，请执行秘书在拟订编制第四次国家报告的准则时审查本决

定所附准则的效用，并将其提交给审查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下次会议； 

6. 建议区域和/或次区域的会议尽可能与其他相关的会议前后衔接地举行，以

便讨论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和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相关的部门方面的国

家经验，包括审议各种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的方式方法；  

7. 请全球环境基金提供该基金对执行《战略计划》目标2和目标3的贡献和这方

面经验的资料； 

8. 请诸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动植物协会、自然

保护联盟和世界资源学会等相关组织提出提案或资料，借以协助各缔约方制定、执行、和

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9. 还请执行秘书汇编上文各段中提到的资料，并编制关于所遇障碍、所得经验

教训、各项政策工具的成效和战略性优先行动项目的汇总/分析 ，并将该汇编和汇总/分析

提供给各区域和/或次区域会议及审查执行情况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10. 请审查执行情况工作组，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审议执行秘书编制

的资料并： 

(a) 对《战略计划》目标 2 和目标 3 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深入审查，特别侧重

于：  

(一) 资金的提供、能力建设、技术的取得和转让以及技术合作；  

(二)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现状、其执行情况和最新情况以及

依照《公约》第 6（b）条切实地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有关部门的

程度； 

(b) 编制用于制定、执行和评价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最新综合指

导，但须考虑到上文(a)分段；  

11. 请执行秘书自有关组织和机构收集资料，便利提供更多的技术和咨询支助，

以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解

决其需求，包括从深入审查出现的需求； 

12. 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诸如

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等其他相关组织带头与执行秘书合作一道制订和实施扩大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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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援助活动； 

13. 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制的关于注重问题的模块，作为协调落实生物多样

性方面的承诺的有用工具，并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相关组织和各公约秘书处合作，保持

并进一步发展各主要生物多样性问题方面的注重问题的模块，并就进展情况向缔约方大会

第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14. 请各各双边和多边捐款组织为生产和增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提

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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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缔约方审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拟议自愿性准则缔约方审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拟议自愿性准则缔约方审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拟议自愿性准则缔约方审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拟议自愿性准则 

A.        导言导言导言导言 

宗旨  

本自愿性准则的宗旨是：  

(a)  成为旨在协助各缔约方执行、供缔约方审查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执行情况时使用自愿性实用工具；  

(b)  向缔约方征集补充第三次国家报告已提供资料的前后一致的信息，协助缔约

方大会对《公约》下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深入审查，帮助动

员国际资金解决优先的需要。 

就准则的各节而言，倘若缔约方已在第三次国家报告中提供了相关信息，则请它们提及此

《报告》，同时仅在有了额外和新的资料时提供最新情况。   

已开展国家能力自我评估的缔约方不妨借助这些评估得出的结果对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

行动计划进行一次审查。  

本准则是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已经到位的缔约方设计的，尽管我们认识到有

些缔约方可能仍然在制定其战略和/或行动计划中。 

(a)  对于那些没有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但其他同等的方案已经

到位以履行《公约》下的义务的缔约方，我们要求你们指明这种情况，并按照你们的具体

方案调整这些准则；  

(b)  对于那些还没有开始制定或正在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缔约

方，我们请你们只完成第1部分和第5部分。当答复第1部分时，请你们说明什么时候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才能到位，（可能的话）请说明其范围。至于第5部分，你们

可以讨论制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时遇到的障碍和清除这些挑战的国家需要。 

体例和篇幅  

报告格式由各缔约方斟酌决定，尽管准则中提出了建议。建议你们保持报告简短，必要时

在附件中附上更详细的资料。 

可能的话，请你通过电子形式提交报告，并且（或取而代之）提供纸样，这样将对秘书处

有好处。 

方式  

生物多样性计划过程，包括审查工作尽量应该具有参与性。谨提议缔约方组织一个审查工

作队，该工作队由牵头机构、其他政府部门、地方社区和土著社区及其他利益有关者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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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组成。重点应该放在具体成果（审查在完成国家生物多样性优先任务方面取得了哪些成

就）上，而不是简单报告是否开展了活动。可能的话，请缔约方使用指标或其他手段编写

这些成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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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准则准则准则准则 

第第第第 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国家生物多国家生物多国家生物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现状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现状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现状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现状  

在这一部分里请提供贵国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现状和范围的简况。 

识别  

(a)        请提供贵国以下文书的名称和通过日期：  

o    最初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o    最新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适用的话）  

o  国家一级以下的任何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适用的话）  

(b)        如果上述任何文件已上传因特网，请提供网址。 

 

范围  

(a)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自第一次通过是否增订过，进行过哪些增

订，为什么？（即所做的增订是不是根据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首次制定

以来缔约方大会提出的新指南，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增订的？）  

(b)  贵国最新版本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是否涉及了与贵国和国家

优先事项有关的《公约》所有重要专题领域和跨领域问题？（见清单A）。在此列

举所有没有提到的重要问题，并且简要说明在现有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中没有考虑每个问题的原因。 

(c)  贵国现有的最新版本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是否包括国家具体

目标和指标？这些目标和指标是否与监测《公约》执行情况和实现2010年目标方面

的进展情况的框架一致？请附上具体目标和指标清单。 

注意：如缔约方已提供关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具体目标和
指标的情况，可提及其第三次国家报告，如果自报告完成以来制定了新的具体目标
/指标，请其在此仅提供最新情况。 

第第第第 2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  

在这一部分里，请你简要介绍制定（适用的话，还有增订）上述生物多样性战略和

行动计划采用的方法。 

答复可采用叙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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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你的答案中列入以下信息：  

o       哪家（些）机构牵头拟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o      是否使用过准则，使用过哪些准则；  
o    不同部门和利益有关者（包括地方社区和土著社区）是否参与了这一进

程，是如何参与的；  
o      是否得到过财政支助或技术支持，得到过哪些财政支助和技术支持；  
o      采用的方法有哪些主要优点和限制； 
o 及时性以及筹资问题。 

附录 

如果贵国拟定了本国制定和/或增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准则，或编

写了关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报告，请把这些情况附在报告之后。 

请在报告后面附上参与拟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团体清单，包括指明

团体类型（非政府组织、政府、私营部门等）以及它们的参与程度。 

注意：如已提供过这种资料（如，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本
身，或通过一份附加报告），请简单提一下这些文件。 

第第第第 3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执行情况评价执行情况评价执行情况评价执行情况评价  

在这一部分里，请缔约方根据其本国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规定的框架审

查执行方面的进展情况。请对照具体成果考虑进展情况，缔约方可以就其国家生物

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下确定的每项内容问一问：在何种情况上执行工作有助于完

成国家生物多样性优先任务?  

展示具体成果的备选办法包括但不限于：  

o    使用第VII/30号决定通过的全球框架指标；  

o    使用根据第VII/8号决定的要求各国拟定的指数；  

o    引述针对具体内容制定的具体立法、规章或国家战略。 

缔约方应特别注意确定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或挑战，因为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填写

报告第 5部分的基础。 

尽管缔约方可以酌情地随意架构其报告，但一项备选办法是通过表格，如下面这张

表格提供其执行进度情况：  

内容 执行情况 结果 障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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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o     “内容”可能对应于特定的目标或具体目标、目标、活动或其他组织类别，

这取决于接受审查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结构。 
o      “执行情况”提供了该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执行。谨提议缔约方使用

过程指标以计量执行情况，如此项内容是否有预算项目、是否指派了工

作人员等。 
o      只要可能，“结果”就对应于上文所述的具体的进展证据。 
o     “障碍”包括此项内容特有的挑战（尽管不一定是独有的）。障碍可能包括

但不限于战略计划中认定的那些障碍（清单B中列出的障碍）。 

第第第第 4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纳入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生物多样性问题  

请缔约方审查生物多样性问题是否正有效地纳入了相关的部门。可以就以下方面考

虑纳入情况：  

o    环境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矿业、金融、贸易和

工业；  
o      其他国家方案和战略及国家一级以下的方案和战略， 包括减贫战略文

件、关于千年发展目标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国家发展计划、国家防

治荒漠化计划等；  
o     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外的其他公约进程，如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四个其他

公约（濒危物种公约、养护移栖物种公约、拉姆萨尔公约、世界遗产

公约）、里约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 

与审查执行情况相同，纳入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应对照完成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的优先任务方面取得的具体成果来考虑（有关如何计量结果的某些想法，见

第3部分）。 

尽管缔约方可以酌情随意确定其报告的结构，但一种备选办法是通过表格形式，如

下面这种表格提供生物多样性的纳入情况： 

 

部门计划、方案或

政策 

纳入生物多样性

的方式 

成果 障碍 

…    

第第第第5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方式方法方式方法方式方法方式方法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109 

请缔约方分享其在制定、执行、纳入各部门、评估和/或增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和行动计划方面克服障碍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便专门供其他缔约方了解情况

和供缔约方大会设法更新关于这些进程的指导时了解情况。  

具体提及便利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各个进程的因素特别有用。例如 

• 接受的技术支持或财政支助 

• 政治任务和国家优先事项 

• 提供便利的法律框架 

• 民间社会和私人部门的参与 

谨提议各缔约方提出以下方面的评论，即：监测《公约》执行情况和实现 2010年

目标取得的进展情况的框架对于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确定适当

的执行行动是否有帮助。 

需要进一步支持  

根据审查过程（关于第3部分和第4部分的报告），请缔约方考虑为了清除执行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时遇到的障碍、清除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其他部门障

碍的需要哪些资源。这些需要可能包括、但不必限于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 

答复时请具体说明将使执行和纳入情况发生最大差异的需要并且确定这些需要的优

先次序。 

清单清单清单清单 A  

《《《《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主要专题领域和跨领域问题下的主要专题领域和跨领域问题下的主要专题领域和跨领域问题下的主要专题领域和跨领域问题  

专题领域  

农业生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性  

干旱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  

跨领域问题  

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  影响评估  

外来侵入物种  指标  

生物多样性与旅游业  赔偿责任和补救 – 第 1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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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区  

经济、贸易和奖励措施  公众教育和认识  

生态系统办法  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技术转让与合作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  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  

 
清单清单清单清单 B  

在执行在执行在执行在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方面遇到的障碍方面遇到的障碍方面遇到的障碍方面遇到的障碍  

（摘录自战略计划附件，第 VI/26 号决定，附件）  

1.       政治/社会方面的障碍  

a. 缺乏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政治意愿和对执行工作的支持  

b. 公众及各有关利益方参与的程度有限  

c. 未能充分把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其他各部门并使之成为主流工作，其中包括

不能有效利用诸如环境影响评估等手段  

d. 政治上的不稳定性  
e. 缺乏预先防范和积极主动的措施，从而导致只能采取被动的政策  

2.       体制、技术和能力方面的障碍  

a. 体制方面存在的弱点使采取行动的能力不足  

b. 人力资源匮乏  

c. 缺乏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转让  

d. 传统知识的丧失  
e. 缺乏为所有目标提供支持而需要的充分科研能力  

3.       缺乏易于获得的知识/信息  

a. 未能充分了解和记录生物多样性及其所提供的相应货物和服务的丧失情况  

b. 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和传统知识  

c. 未能有效地在国际和国家两级传播信息  
d. 未能在各级充分开展公众教育和树立意识的活动  

4.       经济手段和财力资源  

a. 财力和人力资源匮乏  

b. 全球环境基金的供资活动缺乏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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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缺乏经济奖励措施  
d. 缺乏惠益分享  

5.       协作/合作  

a. 在国家和国际两级缺乏协同增效  

b. 缺乏各有关利益方之间的横向合作  

c. 缺乏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  
d. 缺乏科学界的介入  

6.       法律/司法方面的障碍  

a. 缺乏适宜的政策和法律  

7.       社会经济因素  

a. 贫困  

b. 人口压力  

c. 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  

d. 地方社区缺乏能力  

8.       自然现象和环境变化  

a. 气候变化  

b. 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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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9.  千千千千千千千千生生生生 千千千千 千千千千 千千千千的的的的千千千千千千千千态态态态 统统统统评评评评 结结结结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1． 意识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报告，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综合报告及其为决策者

编写的摘要，以及其他报告，包括总综合报告、关于荒漠化、人类健康和湿地及水源的综

合报告、关于商业界和工业界的机遇和挑战的报告、以及关于现状和趋势、前景设想、应

对措施和多规模评估问题的四个工作组的报告，同时认识到，这些报告的关键结论关系到

执行《公约》各工作方案的问题； 

2． 肯定当前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为提供六种联合国正式语文形式的概要和综合报

告所作的努力，并请对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有关捐助者为完成这一进程提供支助； 

3． 注意到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成功地运用各项指标－包括第 VII/30 号决定

所载框架的各项指标－来说明生物多样性的趋势和强调其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并注意到
必须采取各种规模的更多、更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措施，以便利在国家一级运

用指标，协助交流、制定可实现的目标、增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目标之间的相互支

持、以及优化各种应对措施； 

4． 注意到生物多样性综合报告的主要评估结论，即： 

(a)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b)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对于人类福祉、特别是对于最穷人的福

祉来说，是一个令人关切的事项； 

(c) 很少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但证据显示，这些损失

往往大于通过改变生态系统得到的好处； 

(d) 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改变的因素稳定地存在、没有随着

时间流逝而减退的迹象或者甚至在增加强度； 

(e) 已采用了许多成功的应对措施，但要在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方面取得进

一步进展，就必须展开更多行动，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和 

(f) 必须作出前所未有的更大努力，才能够到 2010年实现在所有层面大幅度降

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目标。 

5． 注意到生物多样性综合报告（UNEP/CBD/SBSTTA/11/INF/22）传达的主要

信息； 

6． 注意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评估结果，即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可能在本世纪 
上半叶急剧恶化，成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障碍，同时为促进经济发展及减少饥饿和贫穷

的许多行动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强调必须用综合方式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大幅

度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 2010年目标以及与生物多样性、环境可持续性和发展相关

的其他国际商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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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意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提出的重要新证据，敦促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

和有关组织加紧努力，采取必要措施，以实现在《公约战略计划》中通过的 2010年目标

以及第 VII/30 号决定附件所载各项大目标和次级目标，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特殊需要、具体情况和优先事项； 

8． 请全球环境基金与执行秘书协调，确定现有财务资源在 2010年之前的漏缺

和需要，以便能够为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以及使生态系统继续提供物资和服务

而作出前所未有的更大努力； 

9． 注意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评估结论，即：如果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的

气温增加了两度或更多，则将对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巨大影响，给人们的生计带来严重后

果，敦促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酌情履行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

议定书》作出的承诺，并认识到其各项规定，以避免各种危险影响； 

10． 铭记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继续，并认识到生态系统和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各种因素都具有惯性，因而必须制定更长期的目标，决定在其第九次会议上审议必须审查

和更新各项目标的问题，将其作为修正《2010年后战略计划》进程的一部分； 

11． 认识到各区域和国家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存在差异； 

12． 决定在实施和进一步审查《公约》各项工作方案和跨领域问题时使用千年生

态系统评估的评估结论； 

13． 特别指出急需解决下列问题，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认为这些问题在全球一级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对人类福祉造成的后果重大，包括： 

(a) 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和其他生境转变； 

(b) 过度捕捞的后果； 

(c) 缺水和半湿润土地荒漠化和退化； 

(d) 导致内陆水域生态系统变化的多种因素； 

(e) 生态系统日益富营养化； 

(f) 引进外来入侵物种；和 

(g) 气候变化的影响迅速加剧； 

14． 特别铭记这些问题对于土著和地方社区保护和传统地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并强调这些社区之间需要对话；  

15． 认识到其中许多问题具有跨部门性质，敦促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在区域

一级和国家一级，酌情通过公约进程，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对话，把生物多样性纳入主

流，以便处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与国际贸易、金融、农业、林业、旅游业、采

矿业、能源和渔业等方面的联系，从而有助于更有效地执行《公约》，特别是第 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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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认识到这些问题是若干其他国际和区域公约及进程所关注的问题，鼓励各缔

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也在这些其他国际公约和区域进程中处理这些问题； 

17． 请执行秘书提请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公约联络小组处以及其他多边环境协

定和有关的国际和区域进程注意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结论，以便其根据各自的任务规定，

酌情探讨采取联合行动的各种可能方法，从而成功地处理和应对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

接和间接因素； 

18． 并认识到使用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不平等对导致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各种因素产生的影响，敦促缔约方改变那些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的不可持

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同时考虑到《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尤其是《里约宣言》第 7条

规定的共同承担、但有所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的规定； 

19． 并认识到必须更好地了解生物多样性趋势，知道其价值，包括它在提供生态

系统服务方面的作用，把这作为改进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的工具，并且认识

到生态系统中的跨层次互动，敦促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包括科学机构在内的有关组

织，更多地支持和协调研究，除其他事项外，增强对生物多样性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基本认

识和了解；改进监测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措施；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改进生物多样

性、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模式；以及增加对各种阈值的了解； 

20． 请执行秘书与有关组织协作，并考虑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各种前景设想，协

助各缔约方就《公约》各工作方案框架内以区域为基础的适当应对措施设想制订出提案，

并同参与制定设想的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协调这些工作； 

21．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其审议工作中注意生物多样性与有关社

会经济问题和各种分析之间的联系，包括导致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经济因素、生物多样性及

其组成部分和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以及生物多样性在扶贫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的作用； 

22．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以及邀请各缔约方借鉴从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进程中、包括从次全球级评估中吸取的经验教训，酌情采用其概念框架和各种方法，进

一步促进环境影响评估、战略环境评估和生态系统做法等工作 ； 

23．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酌情利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性框架和办

法开展国家和其他国际级以下的评估，并请全球环境基金以及多边筹资组织酌情为这些评

估提供资金； 

24． 请执行秘书在编写《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今后版本和会议文件时利用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和其他有关信息来源提供的有关资料； 

25． 请各缔约方和执行秘书在加强同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利益有关者的对话

时酌情利用千年系统评估的所有有关报告，并促进这些报告所载结论的广泛的传播，包括

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 

26． 鼓励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酌情利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各种方

法和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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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强调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必须通过提供充足资源和传播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的结论、方法和程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充足资源和进行这种传播，促进能力建设，以支持进行

综合生态系统评估，提高对生物多样性趋势、生态系统物资和服务以及人类福祉的认识和

了解，； 

28．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和执行秘书协助评定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

价值，这项工作将由参加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理事会的各机构在 2007年进行，其重点尤其

是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执行《公约》所产生的作用； 

29． 决定在其第九届会议上审议以下问题：将于 2007年进行的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价值评定和再进行一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的必要性，同时考虑《全球生物

多样性展望》今后的计划和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目前和今后各进程的结果以及科

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可能进行的科学评估； 

30． 还决定在其第九届会议上审议各种备选办法，使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

机构能够更好地掌握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科学信息和意见，同时铭记应避免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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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0. 《《《《公约公约公约公约》》》》的运作的运作的运作的运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第 VII/30 号和第 VII/33 号决定， 

       认识到有必要提高公约各进程的效力并精简这些进程，以期加强公约的执行， 

一一一一．．．．缔约方大会缔约方大会缔约方大会缔约方大会 

1. 决定维持其常会目前举行的间隔时间，直至 2010 年的第十届会议； 

2． 认识到有必要简化公约会议时间表，请执行秘书同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协商，

制订截至 2010 年公约会议时间表； 

3. 决定在第九届会议上审议 2010 年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之后公约的会议时

间表，并请执行秘书同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协商，除其他外，考虑到缔约方大会常会的周

期、缔约方大会附属机构的会议周期和时间表，提出会议时间表的备选方案，包括每一种

方案在财政方面的影响，并在第九届会议至少六个月前就这些方案向各缔约方、各国政府

和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一份报告，供其审查并提出意见； 

4. 请执行秘书与东道国合作，确保举行有效和有成果的部长级部分会议，并进
一步请执行秘书与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和主办缔约方大会会议的东道国协商，制订部长级部

分的模式，以便能够增加其对缔约方大会的贡献，促进支持和认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问

题和执行《公约》的工作； 

5. 决定将下文附件一所载程序作为缔约方大会分配资金时确定优先次序工作的

指导； 

6. 通过完善后的缔约方大会截至 2010 年的多年期工作方案，具体说明需要评

估其进度或支持其执行工作的战略问题，以供深入审议，这些问题载于下文附件二； 

7. 请执行秘书汇编一份缔约方大会决定草案所载新的原则、准则和其他工具以

及向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提出的各项请求清单，并根据会议过程中出现的新建

议更新清单，以便协助缔约方大会最后修订其各项决定； 

8. 请执行秘书在编写缔约方大会会议文件时，尽量压缩文件的数量和篇幅，并

尽快向各缔约方散发文件，最好不晚于各次会议前的 3 个月； 

9. 还请执行秘书在文件中指出各项决定草案之间的联系，以便尽量减少各草案

之间的重叠，并鼓励各缔约方和执行秘书铭记这些联系，在审议或编制决定草案时有必要

铭记将决定的数量保持在可以应付的范围内，并在提议更多的决定之前先考虑修订当前的

决定； 

10. 决定保持其在第 V/20 号决定第 5 段中对议事规则第 21 条所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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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执行秘书保存一份清单，开列在各附属机构会议期间要求提出的资料、报

告、意见和提议编制的文件，以便让各缔约方全面了解要求执行秘书在闭会期间承担的所

有其他工作； 

12. 还请执行秘书在履行上述任务时提供以下方面的指示性资料：费用估计、时

间框架以及与现行活动的重叠之处； 

13． 注意到目前正在审查和修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与公约秘书处

之间各项行政安排，并请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执行秘书完成修订工作，供缔约方大会第

九届会议审议，同时顾及第 IV/17 号和第 VII/33 号决定和有必要依照第 IV/17 号决定的

第 1 段，通过让缔约方大会及其主席团进行参与，使任命执行秘书的进程透明和客观，该

段提及在任命执行秘书前应通过主席团与缔约方大会协商以及缔约方大会在确定执行秘书

的职权范围方面的权限； 

二二二二. 科学科学科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4. 赞赏地注意到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为切实执行《公约》第 25 条

所规定的任务所作的努力，并强调需要减少附属机构每届会议审议的议程项目，以改进其

会议工作的效率； 

15.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依照第 VI/5 和 X/2 号建议）确保以客

观、权威的方式进行评估，并为审议评估结果留出充足的时间； 

16.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根据缔约方大会的指导召开任何特设技

术专家组会议时，应提供指导，以确保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明确说明其任务规定、工作

期限、预期的成果和报告要求，并确保其任务规定将仅限于提供科学和技术性的咨询意见

和评估； 

17. 请各缔约方高度重视提名适当的科学和技术专家参与特设技术专家组及其他

评估进程，并决定停止维护和使用专家名册； 

18. 请执行秘书编写并维护一份关于即将组建的、需要由缔约方确定专家的特设

技术专家组、其他专家组和评估进程的清单，并在缔约方大会每届会议和科学、技术和工

艺咨询附属机构每次会议之后将该清单分发给各国家联络点； 

19.  请执行秘书和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团在筹备科咨机构会议

时，考虑到在下文附件四中所载的促进科咨机构议程项目的信息和观点交流的备选办法； 

20. 核准本决定附件三所载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综合工作方式，并

决定在其第九届会议上审查上文第 16 段的运作情况；   

21. 认识到由缔约方确定其联络点对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具体责

任，注意到各缔约方的联络点充当各缔约方就与《公约》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工艺问题与

秘书处接触的联络中心，为此，各联络点将负责以下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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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发展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与相关区域和国家机构及专家间的联

系，并促进信息交流； 

(b) 回应缔约方大会和秘书处提出的就科学、技术和工艺事项提供意见的请求； 

(c) 与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联络点开展交流与合作，以提

高科咨机构的效能并促进《公约》的执行； 

(d) 与其他国家一级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络点及其他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公约联络

点合作，促进在国家一级执行《公约》； 

22. 鼓励尚未指定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联络点的缔约方指定科咨机构

联络点； 

三三三三．．．．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23. 决定在设立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时，将明确规定工作组的任务，包括其

职权范围、业务期限、预期成果和提出报告的要求。执行秘书应协助每个工作组答复任何

符合缔约方大会规定的任务的工作要求，并协助提出最后报告 

24． 决定在获有必要预算资源和/或自愿捐款的情况下，审查公约执行情况不限

名额特设工作组将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间召开为期不超过五天的会议，如有可能，

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下次会议前后衔接； 

25. 还决定，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的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应根

据关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和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的第 VIII/8 号和第

VIII/13 号决定对战略计划目标 2 和目标 3 进行一次深入的审查（不包括审议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并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报告审议的结果； 

四四四四．．．．    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26. 认识到由各缔约方决定其国家联络点的具体责任，注意到国家联络点的主要

职能是作为代表缔约方与秘书处进行接触，为此，联络点将负责： 

(a) 接收并传播与《公约》相关的信息；  

(b) 确保各缔约方派代表出席《公约》的会议； 

(c) 确定参加《公约》各特设技术专家组、评估进程和其他进程的专家； 

(d) 回应缔约方大会和秘书处提出的关于各缔约方提出投入的请求； 

(e) 与其他国家的国家联络点合作，以促进《公约》的执行； 

(f) 协调、促进和/或便利在国家一级执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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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请各缔约方和各国政府、各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及开发机构以及其他捐助者

提供资金，以便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

家加强公约的国家联络点的能力，使之更加有效，例如举办区域和分区域研讨会和分享资

料和经验；  

28. 请各缔约方酌情促进缔约方大会各届会议的区域和分区域筹备工作，并在区

域和分区域各级促进《公约》的执行； 

29. 忆及第 VII/33 号决定第 10 段，请执行秘书在获得必要的预算资源和/或自

愿捐款的情况下，做出必要安排，于每届缔约方大会会议之前至少为每一区域举行一次区

域筹备会议； 

30. 呼吁发达国家缔约方及时向支持核定活动额外自愿捐款特别自愿信托基金

（BE 信托基金）和帮助缔约方参与公约进程特别自愿信托基金（BZ 信托基金）提供资

金，以促进会议的规划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代表的充分参与； 

31． 回顾第 VI/27 B 号决定第 17 段，决定，在获得必要资金的前提下，通过帮

助缔约方参与公约进程特别自愿信托基金（BE 信托基金）提供经费，供各发展中国家或

经济转型国家两名代表参加缔约方大会及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 

32. 决定在根据《公约》制定各种新原则、指导意见和其他工具之前，执行秘书

将根据要求并酌情进行差距分析，以便： 

(a) 确定其可能认可或采纳的现有有用工具； 

(b) 确定其可能试图对之施加影响以使之充分反应生物多样性因素的现有有用和

正在制订的工具； 

(c) 确定根据《公约》制定新工具的必要性；  

33. 注意到缔约方大会经常请其他机构和组织使用根据《公约》制定的原则、准

则和其他工具， 请执行秘书查明更积极促进各国际组织和机构利用此类工具的途径和方

法。 

34． 请执行秘书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报告本决定各要点的执行进展情况。 

五五五五．．．．决定的撤回和综合决定的撤回和综合决定的撤回和综合决定的撤回和综合    

回顾其第 VII/33 号决定第 3段， 

 注意到执行秘书根据第 VII/33 号决定就废止其第五和第六届会议所作决定和决定

的 基 本 内 容 问 题 制 订 的 提 案 （ UNEP/CBD/COP/8/16/Add.1 and 
UNEP/CBD/COP/8/INF/2）， 

35. 请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制订指导意见，以

用于今后审查和废止缔约方大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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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请执行秘书就废止其第五届会议所作决定和决定基本内容的问题向其第九届

会议提出建议，并最迟在第九届会议六个月前将这些建议通报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有关

国际组织； 

37. 邀请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最迟在其第九届会议三个月前就上

文第 2段所述建议向执行秘书提交书面评论； 

38． 认识到各项决定的撤回和综合程序有深远的影响，决定停止第 VII/33 号决

定第 2 段规定的进程； 

六六六六. 接纳其他组织和机构参加公约的会议接纳其他组织和机构参加公约的会议接纳其他组织和机构参加公约的会议接纳其他组织和机构参加公约的会议 

回顾《公约》第 1 条和第 23 条第 5 款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的议事

规则第 7 条。 

39. 请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审议接

纳其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程序。 

附件一 

确定指导缔约方大会分配财务资源的重点的准则确定指导缔约方大会分配财务资源的重点的准则确定指导缔约方大会分配财务资源的重点的准则确定指导缔约方大会分配财务资源的重点的准则 

1. 所有决定草案随附一份成本影响评估，这些决定和成本的汇总载于关于下个两年期

预算和方案的文件中。根据执行秘书持有的清单，费用评估的基础是名义费用，费用评估

反映与设立不限名额会议、技术专家小组、联络组和伙伴关系等决定有关的费用，以及对

工作时间等其他费用的总体估计。 

2.  执行秘书编制上述费用的单独概要，说明每项拟议活动的成本计算办法并每日予以

更新。 

3. 预算小组在讨论初期分析拟议活动的费用，以及有可能用于支持这些活动的资金，

并考虑到秘书处、缔约方大会以及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行政费用。同时，工

作组对提案进行了商谈，并据此请执行秘书修订费用评估。 

4. 中期会议、预算小组向缔约方大会全会提交了其结果。具有重大财务影响的所有提

议，如举办不限成员名额会议的提议，均得到审议，并请缔约方说明其分配资源的优先次

序。 

5. 预算小组继续进行以订正的费用评估为基础的谈判，工作小组继续铭记查明的优先

次序。 

6. 缔约方大会全体会议在审议其预算文件及核可有预算内容的决定草案时，做出了关

于核心预算分配的最终决定。 

6之二 缔约方大会将于下届会议审查在确定优先次序程序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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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完善后的缔约方大会截至完善后的缔约方大会截至完善后的缔约方大会截至完善后的缔约方大会截至 2010年的多年期工作方案年的多年期工作方案年的多年期工作方案年的多年期工作方案：：：： 
支持执行的战略问题的审议时间表支持执行的战略问题的审议时间表支持执行的战略问题的审议时间表支持执行的战略问题的审议时间表 

说明：第 2 栏直接复制于缔约方大会截至 2010年的多年期工作方案（第 VII/31 号决定，

附件），仅供参考；第 3栏则规定：（1）战略计划执行进度的审查重点；以及（2）将在

缔约方大会各届会议上审查的执行机制。  

 

1.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2. 供详细审查或供详细审查或供详细审查或供详细审查或 
审议的问题审议的问题审议的问题审议的问题 

3. 评估进度或支持执行评估进度或支持执行评估进度或支持执行评估进度或支持执行 
的战略问题的战略问题的战略问题的战略问题 

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

议议议议 
1. 旱地和半湿地生物多样性 

2.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 
3. 获取和惠益分享 
4. 教育和提高认识 
5. 第8（j）条和相关条款 
6. 岛屿生物多样性 

1. 战略计划的执行进度以及就促进实现

2010年目标和有关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

的进度采取的后续行动：审查第二次全

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审议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的结果 
2. 国家报告；合作；有关利益方参与；

公约的运作 
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

议议议议 
1. 农业生物多样性 
2. 保护植物全球战略 
3. 外来侵入物种 
4. 森林生物多样性 
5. 奖励措施 
6. 生态系统做法 

1. 战略计划的执行进度以及就促进实现

2010年目标和有关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

的进度采取的后续行动：审查国家生物

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2. 财务资源和财务机制；查明和监测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

议议议议 
1.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 
2.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3. 可持续利用 
4. 保护区 
5. 山区生物多样性 
6. 气候变化 

1. 战略计划的执行进度以及就促进实现

2010年目标和有关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

的进度采取的后续行动：审查第四次国

家报告和第三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修订战略计划和目标框架 
2. 信息交换所机制；技术转让；能力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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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科学科学科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综合工作方法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综合工作方法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综合工作方法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综合工作方法 

A.  职能职能职能职能 

1.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职能是根据《公约》第 25 条和缔约方会议各个

决定的规定（附属机构职能表见附录 A）。 据此，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将根据

缔约方大会的授权和要求下，根据缔约方大会规定的指导方针来完成其使命。 

2.  根据《公约》第 25 条第 3 段，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职能、职权范

围、组织和运作可进行进一步制定，并待缔约方大会批准。 

B. 运作原则运作原则运作原则运作原则 

3.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履行职能时，应以符合其他国际商定而与《公

约》宗旨有关的目标的方式，支助缔约方大会多年工作方案和《公约战略计划》。 
 
4.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应通过增加附属机构会议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投

入，提高在附属机构会议上的辩论效果和改善附属机构会议的工作， 尽力不断地改善其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改善附属机构咨询工作的战略方式和方法载于附件 B。 

C. 议事规则议事规则议事规则议事规则 

5.  根据规则第 26条第 5 款，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经必要修改

后，将适用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议程。但是，有关代表证书问题的第

18条不适用。 
 
6. 根据规则第 52 条，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正式及工作语文是联合国组

织所使用的语文。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将使用缔约方大会的工作语文举行会

议。 
 
7.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与任务相关的预算资源范围内，可向执行秘书提

出请求，并利用信息交换机制和其他适当方法来协助会议的筹备。 
 
8.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可提出包括备选方案或备选方法的建议。 

9.  为了便利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工作有连续性并顾及科学、技术和工艺

咨询附属机构的咨询意见具有技术和科学性质，其主席团成员的任期将为两届会议。科

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每一次会议应选举两名区域代表中的一名，以便使任期交

错开。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团成员将在他们被选任职的那次会议结束后开

始任职。 

10.  由缔约方大会常会选举产生的科学、 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应自该附属

机构下一次常会结束时任职，直到他/她的继任人开始任职为止。一般说来， 科学、技术

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主席一职应在联合国各区域集团之间轮流担任。该附属机构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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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具有资格的、在《公约》和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进程中

富有经验的众所公认的专家。 

D. 科学科学科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周期和举行时间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周期和举行时间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周期和举行时间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周期和举行时间 

11.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应[每年][根据需要]在缔约方每届常会之前充分提

前举行会议， 会期由缔约方大会决定，在正常情况下不超过五天。科学、技术和工艺咨

询附属机构及其机关的会议和活动的数目及其期限应反映在缔约方大会通过的预算或其它

预算外资金之中。 

E.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12.  为会议准备的文件将使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工作语文在会议前提前

三个月分发，文件将是内容具体、重点突出的技术报告草案，并将包括为科学、技术和工

艺咨询附属机构审议而提出的结论与建议。 
 
13.  为了对文件工作进行同行审查，执行秘书可同附属机构主席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协商

后设立联络小组，由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

益等领域范围平均的合格专家组成，并酌情包括科学机构和学会。此类联络小组的设立及

其互动的方式将取决于有无资金。  
 
14.  在编写会议文件时，执行秘书将确定工作计划、时间表、资源需求、合作者和投稿

人，并在文献编写各个阶段的投稿、评论和反馈中采取透明程序。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

询附属机构编写的技术报告将酌情接受同行审查。 

F. 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 

15.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每次会议将根据缔约方大会和附属委员会的工作

方案向缔约方大会提议一个特定的主题，作为附属机构下次会议的工作重点。 
 
16.  可建立两个不限成员名额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会期工作组，并在附属

机构各资会议期间同时开展工作。应在职权范围非常明确的基础上成立这两个工作组并对

所有缔约方及观察员开放。《公约》预算应列入这些安排所涉及的财务问题。 

G. 科学技术评估科学技术评估科学技术评估科学技术评估 

17.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提出的科学技术评估应以区域平衡的方式本着客

观权威的态度进行，根据明确制定任务、作业期限和预期成果的任务规定，并按照下文附

录 C规定的程序进行。  

H.  特设技术专家小组会议特设技术专家小组会议特设技术专家小组会议特设技术专家小组会议 

18.  可视需要在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在一定期限内设立数目有限的若干特设技术专家

小组，以便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和评估。此类特设技术专家小组的设立应根据如下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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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应利用与本《公约》有关领域中的国际、地区和国家组

织、 包括非政府组织与科学社团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组织和私营部门内现有的知识与能

力，并酌情与这些组织保持联系； 

(b)  执行秘书应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团协商，，从各缔约方为

每个特设技术专家小组推荐的人员中选出科学技术专家。 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应由缔约方

提名而在有关专业领域中有合格资历的专家组成，人数最多不超过十五人，并适当考虑到

地域代表性、性别平衡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的特殊情况，并根据主题的需要，包括来自各有关组织的少数专家。来自各组织的

专家人数不得超过缔约方提名的专家的人数。 

(c)  每年运行中的特设技术专家小组的数目须保持必要的最小数量。在设立这种

小组时，各缔约方应考虑到经缔约方大会确定可以得到的预算外资源；  

(d)  将鼓励特设技术专家小组使用新型通讯方式，并尽量减少召开面对面的会

议； 

(e)  特设技术专家组编制的报告一般应提交同行审查； 

(f)  尽一切努力提供充足的自愿财政支助，以便来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的专家参与特设技术专家小组。 

I.  非政府组织的贡献非政府组织的贡献非政府组织的贡献非政府组织的贡献 

19.  将根据《公约》及《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条款，大力鼓励非政府组织为附

属机构履行其职权做出贡献。 

J.  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 

20.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将在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与其它相关的国际、地区

和国家机构合作，借鉴利用现有的大量经验与知识。为促进此类合作，附属机构主席团可

与其它与生物多样化相关的大会、机构和进程的对口机构举行会议 另外，主席团主席或

由主席授权的主席团其他成员，可在此类组织的科学机构会议上代表附属机构。  
 

K. 区域和次区域筹备会议区域和次区域筹备会议区域和次区域筹备会议区域和次区域筹备会议 

21.  可酌情围绕具体事项为筹备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常会而组织区域及分区

域会议。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金，应考虑使此类会议与缔约方大会的区域筹备会

结合举行的可能性。 区域及分区域会议的召开将取决于能否得到自愿财务捐助。 
 
22.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行使其职权过程中， 应借鉴利用现有区域及分

区域政府间组织或倡议做出的贡献。 

L.  联络点联络点联络点联络点 

23.  秘书处将根据各缔约方及其它相关区域、分区域和政府间组织提供的信息，制定一

份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联络点与联络人的名册，并定期予以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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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虽然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协调人的特定责任将由缔约方决定，此类联络

点将代表其缔约方做为与秘书处就与《公约》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工艺问题的联络点，并在

其中担任着以下任务： 

(a)  发展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和相关区域和国家机构及专家之间的联

系，并促进它们之间的信息交换。 

(b)  缔约方大会和秘书处关于科学技术和工艺问题对投入的要求作出响应； 

(c)  在其他国家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提供与联络点的沟通及合作，

以改善附属机构的效率并促进《公约》的执行； 

(d)  与其他国家一级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络点和其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

约联络点进行协作，以促进《公约》在国家一级的实施。 

附录 A 

科学科学科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职能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职能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职能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职能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是为缔约方大会和酌情为其他附属机构就《公约》

的实施提供及时的建议而设立的。其具体职能为： 

(a)  为生物多样化的状况提供科学和技术性的评估； 

(b)  为根据《公约》规定采取的措施类型的效果提供科学和技术性的评估 ； 

(c)  查明与生物多样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创新、有效和先进的技术和专

门知识，并就促进此类技术的开发和/或转移的方法和方式提出意见； 

(d)  就生物多样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查明新的和正在显现的问题； 

(e)  关于生物多样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研发提供科学方案和国际合作的建

议； 
 
 

(f)  对缔约方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可能向附属机构提出的科学、技术、工艺和方法

问题作出回应。 

附录 B 

改善科学改善科学改善科学改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质量的战略方式和方法技术和工艺咨询质量的战略方式和方法技术和工艺咨询质量的战略方式和方法技术和工艺咨询质量的战略方式和方法 

 
1.  通过以下和其他方式改善对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会议的科学、技

术和工艺的输入：  
 

(a) 通过以下方法加强与科学技术团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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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简单易懂并与科学技术团体相关的格式提供关于附属机构工作的材

料； 

（二） 通过作为报告项目或科学论文的经缔约方大会审查和批准的科学材料

积极 发布附属机构工作的结果； 

（三） 参与并帮助其他与生物多样化相关进程的科学技术组成部分。 

（四） 根据工作方案利用其他机构作为附属机构和科学技术团体之间的桥

梁； 

（五） 邀请科学界参与科学评估。 

2.  通过以下和其他方式提高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会议期间的科学、

技术和工艺辩论质量： 

(a) 通过提供科学技术出版物、主题发言、海报会议、 圆桌讨论和其他附属机

构的会外活动来提高代表团对重要问题的认识，并鼓励对这些问题的非正式辩论；   

(b) 查明其他的机会帮助代表 — 特别是经验有限的代表，为科学技术问题的讨

论做好准备；   

(c) 投入足够时间审议科学技术评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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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开展科学开展科学开展科学开展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发起的科学和技术性评估的进程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发起的科学和技术性评估的进程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发起的科学和技术性评估的进程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发起的科学和技术性评估的进程  

                                                 
17

  在蒙特利尔以外其他地方举行会议时，每次专家会议的费用（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

12名专家的费用）介于 40,000美元与 60,000美元之间，视开会地点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参加情况而定。 

评估步骤评估步骤评估步骤评估步骤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确认评估需要/任
务 

1.     任务由缔约方大会下达； 

2.     查明需求： 

• 通过审议工作方案，如审议关于森林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

气候变化的工 作方案； 
• 初步评估之后， 如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评估； 或 
• 在工作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如：快速评估法。 

 

由执行秘书编写

背景文件或说明 
提出打算进行评估的通知： 

1.   邀请科学界提出证据 

执行秘书在以下方面协助下或没有这种协助的情形下起草背景文件

或详细大纲： 
2.   顾问/合作组织；和/或 
3.  专家会议。 

由缔约方大会设

立的特设技术专

家小组
17 进行审

议 

1. 审查背景文件或执行秘书说明； 
2. 查明差距；及 
3. 根据新发布的信息修订背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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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促进有关科学促进有关科学促进有关科学促进有关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议程中议程项目的信息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议程中议程项目的信息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议程中议程项目的信息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议程中议程项目的信息

和观点交流的备选办法和观点交流的备选办法和观点交流的备选办法和观点交流的备选办法 

 
根据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 1/2 号建议，执行秘书

会同稽科咨机构局，制定了促进有关科咨机构议程项目的信息和观点交流的备选办法，详

见下表。制定这些备选办法是为了促进在科咨机构的会议上正式讨论议程项目，应视作附

属机构会议期间的时间限制。  
 

备选办法备选办法备选办法备选办法 评注评注评注评注 
主旨演讲人 • 在科咨机构会议开幕式上可邀请主旨演讲人。公约下的经验表明，主旨 演

讲人可通过或激动人心或引人深思的演讲为会议定下具有建设性的基调；然

而有定向侧重的介绍性发言有利于就具体的问题开展更为有效的信息和观点

交流 
• 某些主旨演讲人可能来自公约之外或来自与会代表；但是，除对所讨论的主

体有深入了解外，这些人还应是富有活力的演讲者，并能抓住听众的注意

力。 
介绍性发言 • 介绍性发言往往用于介绍全会上或在科咨机构工作组中的具体问题。介绍性

发言可由秘书处工作人员、与会代表或嘉宾作出。介绍性发言在加强代表对

重要问题的了解并概要勾画主要问题方面很有效，特别是对于技术性或复杂

的问题；但是，介绍性发言不能就问题开展深入的讨论。 
在区域小组会议上 • 在科咨机构会议期间召开的区域小组会议上可请专家对科咨机构正在试图解

同行审查 如果需要进行同行审查，由以下部门进行 :   

1. 挑选的审查者； 
2. 范围更广的受众，包括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 科学、技术和

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联络点缔约方、各个组织、土著和地方社区和/
或其他公约组织及其联络点推荐的专家。 

 

科学、技术和工

艺咨询附属机构

进行的审查 

1. 对评估做总结； 
2. 对缔约方大会提出的意见。 
 

结果的利用和应

用（包括缔约方

大会的审议）并

查明未来要解决

的差距 

1. 利用修订后的文件来确定构成部分、相关工作方案的行动和后

续行动 
2. 缔约方大会的决定； 
3. 生物多样性公约技术系列评估报告的发表； 
4. 利用其他出版物，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 
5. 向科学界积极传播成果； 
6. 供各国政府或其他方面利用； 
7. 查明额外的信息需求，包括新的评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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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言 决的主要问题作简要介绍，并起到在区域内开展讨论的催化剂作用。在科咨

机构会议之前，各区域集团可决定对于哪些议程项目的发言可能有用，并请

有关专家出席其个别会议。 
非正式研讨会 • 就重点议程项目可召开非正式的会间和休会期间研讨会，以便于代表在没有

正式谈判进程限制的气氛下交流对一些问题的观点。研讨会可根据科咨机构

查明的需求召开，并可能包括一些发言（来自秘书处工作人员、与会代表或

嘉宾）和讨论，并可有助于在相对非正式的环境下提出和解决具有挑战性的

问题。研讨会的成果可以是主席案文形式。无须对案文达成一致意见，但可

在正式辩论中引用。 
• 会议期间的研讨会可以在工作组就某一议程项正式谈判之前举行，休会期间

研讨会可在紧邻科咨机构会议之前召开。对于会议期间研讨会，可保证代表

参会。 
• 休会期间研讨会可以在科咨机构会议几周前或与科咨机构会议前后相衔接地

召开，会议还可与其他有关生物多样性的会议（如拉姆萨尔缔约方大会、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等）同时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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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1. 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 科科科科科科科科 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资资资资 换换换换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注 意 到 执 行 秘 书 有 关 资 料 交 换 所 机 制 在 闭 会 期 间 开 展 的 活 动 的 报 告

（UNEP/CBD/COP/8/17），  

考虑到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意见和非正式顾问委

员会的咨询意见， 

满意地注意到为使资料交换所机制成为促进在缔约方之间开展技术和科学合作的有

效工具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欢迎帮助加强资料交换所机制与现有各项倡议之间在为了进一步编制更容易获取的

各国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资料方面的协同增效合作，  

忆及第 17 条要求各缔约方应便利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一切公众可

得信息的交流，要兼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1. 通过本决定附件一所载经修订的资料交换所机制 2005-2010 战略计划草案； 

2. 还通过本决定附件二所载直到 2010 年的资料交换所机制工作方案； 

3. 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根据国家和国际立法，酌情免费开放过去、现在

和将来一切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成果、评估、地图和数据库；  

4. 请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各国政府和有关捐助者继续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以

建立国家和区域的资料交换所机制； 

5. 请执行秘书编写一份报告载述 2005-2010 年期间资料交换所战略计划及其工

作方案执行工作的进展情况，供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审议。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经修订的资料交换所机制经修订的资料交换所机制经修订的资料交换所机制经修订的资料交换所机制 2005-2010战略计划草案战略计划草案战略计划草案战略计划草案 

一一一一. 任务任务任务任务 

1. 通过在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及利益相关者之间促进和推动科技合作，为执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各方案领域和跨领域问题、特别是 2010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二二二二. 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技术和科学合作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技术和科学合作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技术和科学合作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技术和科学合作 

 资料交换所机制有助于执行《公约》以及特别是有助于实现 2010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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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交换所机制便利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 

 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三项里约公约同其他环境协定、组织和倡议之间的合作。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资资资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缔约国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缔约国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缔约国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缔约国、、、、其他各国政府和利益有关者之间的信息交其他各国政府和利益有关者之间的信息交其他各国政府和利益有关者之间的信息交其他各国政府和利益有关者之间的信息交
流流流流 

2.1 资料交换所机制使人们能够通过电子方式和传统方式获得与《公约》和《公约》进

程相关的信息。 

2.2 资料交换所机制与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组织和伙伴合作便利生物多样性信息的获

取和反馈。 

2.3 资料交换所机制协助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提供有关数据和信息，支

助与执行《公约》和实现 2010年目标相关的各项活动。 

2.4 资料交换所机制有助于根据《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第 20 条第 1 款建立

的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所今后的技术发展。 

2.5 按照资料交换所机制的建议，缔约方建立了交换信息的机制、包括酌情建立资料交

换所，采用共同的格式、协议和标准，包括元数据标准。 

2.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3：：：：资料交换所机制在所有缔约方和扩大的合作伙伴网的参与下全面运作资料交换所机制在所有缔约方和扩大的合作伙伴网的参与下全面运作资料交换所机制在所有缔约方和扩大的合作伙伴网的参与下全面运作资料交换所机制在所有缔约方和扩大的合作伙伴网的参与下全面运作 

3.1 所有缔约方都已建立、并正在进一步发展资料交换所机制。 

3.2 有关伙伴参加了扩大的资料交换所机制网络。 

3.3 缔约方建立并利用了帮助开展科技合作的有效的机制，包括酌情建立主题网络，支

持执行《公约》和实现 2010年目标。 

3.4    资料交换所机制有助于全球宣传、教育和提高民众认识网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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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资料交换所机制至资料交换所机制至资料交换所机制至资料交换所机制至 2010年的工作方案年的工作方案年的工作方案年的工作方案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目标 1: 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科学和技术合作 

1.1. 资料交换所机制有助于执行《公约》

以及特别是有助于实现 2010年目标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1.1.1. 同合作伙伴和国际专题联络点一道组织关于新的信

息和网络技术的联合技术实机操作讲习班，以协助

落实与执行《公约》相关的各种活动，同时考虑到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特别需要 

1.1.2. 邀请方案干事和其他专家参加资料交换所机制讨论

会，以便更好地把资料交换所机制同执行《公约》

的工作结合起来。 

1.1.3. 请缔约方为技术讨论会和培训班提供专门技术知识 

1.1.4. 制定协作工具和系统，包括网络系统、特别是岛屿

生物多样性门户网站，帮助缔约方开展合作活动和

工作 

1.1.5. 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提供以

问题为基础的单元，促进协调地执行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制订的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公约 

1.1.6. 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制定有关措施，分析各项与生

物多样性相关的公约和各项里约公约的国家报告中

提供的资料 

1.1.7.  参加与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相关的各种活

动 

各国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1.1.8. 弄清和落实各种机会，帮助进行能够增进执行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所列优先行动的科技合

作 

1.2. 资料交换所机制便利技术转让和技术

合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1.2.1. 协助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和传

统技术促进技术转让 

1.2.2. 通过参加交易会、各种会议、讲习班和其他技术活

动促进技术转让 

各国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1.2.3. 弄清和落实各种机会，标准转让执行国家生物多样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所列优先行动所需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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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1.3. 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三项里约公约同

其他环境协定、组织和倡议之间的合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1.3.1. 建立《里约公约》和其他环境公约间技术工作组，

发展电子手段以促进交流和工作 

1.3.2. 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工具包公布技术规格，使来自

《里约公约》和其他环境公约的信息能互通使用 

目标 2: 资料交换所机制促进和便利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利益有关者之间的信息交流 

2.1资料交换所机制使人们能够通过电子方

式和传统方式获得与《公约》和《公约》

进程相关的信息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2.1.1. 对新的信息交流工具和技术的开发和使用进行投

资，以使人们能够获得与《公约》相关的信息 

2.1.2. 对使用传统信息传播工具进行投资，确保人们能公

平地获得与《公约》相关的信息 

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2.1.3. 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酌情提供关于为执行《公约》

所采取的行动的资料 

2.2. 资料交换所机制与其他有关倡议、组

织和伙伴合作便利生物多样性信息的获取

和反馈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2.2.1. 与其他有关倡议、组织和伙伴合作通过资料交换所

机制公布关于使观察数据和自然历史标本数据集数

字化的各种项目的资料 

2.2.2. 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基金和其他倡议这些基金

和倡议促进能自由获得数字化的观察数据和各种自

然历史标本数据，同其他国际倡议协作制定开放的

分布式数据网络 

2.2.3. 促进对于旨在加强国家能力从而能够使观察数据和

自然历史标本数据数字化、并获取和使用此种数据

的各种项目及其成果的出版的参与 

2.2.4. 同相关合作伙伴、学术和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

私营部门协作，促进获取诸如、观察活动、环境、

地理空间和科学文献方面的有关数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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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3. 资料交换所机制协助缔约方和其他各

国政府和有关组织，提供有关数据和资

料，支助与执行《公约》和实现 2010年目

标相关的各项活动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2.3.1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和相关倡议与其他

有关倡议、组织和伙伴合作提供现有的数据，以

支助执行《公约》和实现 2010年目标  

2.3.2 建立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掌握的数据和信息的元数

据登记册 

2.3.3 与其他有关倡议、组织和伙伴合作通过资料交换所

机制提供关于数据保管和知识产权问题的信息 

2.3.4 加强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利益有关者提供个案

研究资料及最佳做法的其他资料的机制 

2.3.5 与存有最佳做法资源的其他信息系统相联结 

2.3.6 与其他有关倡议、组织和伙伴合作协助建立关于生

物多样性资料的全球电子图书馆目录 

 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2.3.7     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通过包括酌情在其网站上促进

在技术协作‘新信息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模

式的信息等方面的技术合作 

2.3.8 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帮助制定和公布关于协作缔约

方实现 2010年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信息 

2.3.9 与其他相关倡议、组织、伙伴和国家资料交换所机

制合作，帮助联系各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 

2.4. 资料交换所机制有助于根据《卡塔赫

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第 20条第 1款建

立的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所今后的技术发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2.4.1 通过在技术讨论会和培训班上提供专门技术知识，

协助各国参加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所 

2.4.2 继续通过传统方法传播信息，确保缔约方全面参与

《卡塔赫纳议定书》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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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5. 按照资料交换所机制的建议，各缔约

方建立了帮助交流信息的有效机制，包括

酌情资料交换所，这些机制和资料交换所

在可能情况下酌情采用共同格式、协议和

标准，包括元数据标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2.5.1. 继续更新和使用资料交换所机制工具包，协助缔约

方使用共同格式、协议和标准 

2.5.2. 更广泛地公布元数据标准，供缔约方使用 

2.5.3. 继续更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控制字汇，增补新的和

不断发展的词汇，供缔约方使用，以促进信息的互

通性，并将其用作网站元数据记录和图书馆图书的

叙词 

2.5.4. 向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提供援助，帮助它们使用

《公约》的控制字汇、主题编目和分析编目以及规

范控制 

目标 3: 资料交换所机制在所有缔约方和扩大的合作伙伴网的参与下全面运作 

3.1. 所有缔约方都已建立、并正在进一步

发展资料交换所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3.1.1. 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向缔约方提供关于全球环境基

金提供资金的信息，包括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

和与资料交换所机制的相关的加强能力活动的清单 

3.1.2. 进一步发展资料交换所机制的工具包，以协助缔约

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发展和建立资料交换所机制 

3.1.3. 利用关于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发展状况的核查表和

调查结果，使国家一级的能力建设活动更加有的放

矢 

3.1.4. 在各资料交换所联络点之间分享国家资料交换所的

创新做法 

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3.1.5. 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通过其活动有力地证实需要获

得可持续供资、支助和投资 

3.1.6. 没有资料交换所机制的缔约方利用全球环境基金的

资金建立此种机制 

3.1.7. 有完备的资料交换所机制的缔约方参加监测各种项

目，帮助资料交换所机制不那么健全的其他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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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3.2. 有关伙伴参加了扩大的资料交换所机

制网络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3.2.1. 向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提供关于开发和使用电子

和传统通信工具的信息 

3.2.2. 帮助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使用电子通信工具和传

统通信工具。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3.2.3. 同现有的各种网络建立伙伴关系 

3.2.4. 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公布伙伴网络的活动情况 

3.2.5. 提供并不断更新专题联络中心清单，促进各国家和

区域资料交换所机制相互联络、交流和合作 

 3.3.各缔约方建立并利用了帮助开展科技

合作的有效的机制，包括酌情建立主题网

络，支持执行《公约》和实现 2010年目标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3.3.1. 公布关于建立主题网络（全球侵入物种方案，第

8(j)等）的资料交换所机制伙伴关系的信息 

3.3.2. 公布关于现有的主题网络及其数据资源的信息 

3.3.3. 增加一个构成部分，涉及在秘书处举办的各种能力

建设技术讨论会和培训班中建立网络的问题 

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3.3.4. 弄清在那些工作领域专家之间的活跃的联网工作能

够帮助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所列优

先行动，并寻求建立这样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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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3.4. 资料交换所机制有助于全球宣传、教

育和提高民众认识网络的发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3.4.1. 通过《公约》网站发展电子互动通信工具，以促进

和便利利益有关者和民间社会扩大交流与互动 

3.4.2. 发展电子网络空间，协助宣传、教育和提高民众认

识方面的活动，并在与执行《公约》有关的活动中

推动民间社会的参与和互动。 

3.4.3. 通过发展信息传播工具和系统，支持《公约》宣传

战略的目标 

3.4.4.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讯中设有关于资料交换所机制

活动的定期专栏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家资料交换所机制的行动 

3.4.5. 制定教育单元，协助开展与执行《公约》相关的活

动 

3.4.6. 编制关于使用信息和网络新技术的培训单元，供培

训班和技术讲习班使用 

3.4.7. 支助有关活动，以建立专门进行生物多样性教育和

培训的教育网络 

3.4.8. 更多地使用电子通信工具和网络技术，促进交流和

传播关于资料交换所机制及其活动的资料，同时应

该考虑到地方语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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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2. 技术转让和合作技术转让和合作技术转让和合作技术转让和合作（（（（第第第第 16至至至至 19条条条条））））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理解获取和转让技术对执行公约目标的重要性， 

 强调为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制定具体做法的重要性，以便基于各国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优先领域解决各国优先需求，并将技术需求评估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和行动计划优先项联系起来，同时避免对这一问题采取不具体的、笼统的做法， 

 注意到通过在增加私有部门参与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方面提供指导和倡议以及加强

有利于在国家以及执行公约方面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 

 认识到在关于科技合作协议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中给予生物多样性更高可见度和优先

性的重要性， 

 强调关于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工作方案的所有规划组成部分均重要并具有互补性， 

 回顾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人力资源和基本设施两方面能

力建设对于切实执行技术转让和技术和科学合作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工作方案组成部分四

中得到反映， 

 1. 注意到一如执行秘书的说明（UNEP/CBD/COP/8/19）所报告的，在执行技

术转让和科技合作工作方案方面取得的进展； 

 2. 还注意到在运用各种措施和机制促进获取和改造技术方面备选办法的提议

（ 根 据 第 VII/29 号 决 定 第 6 段 编 写 并 载 于 执 行 秘 书 的 说 明 中

（UNEP/CBD/COP/8/19/Add.2））；  

 3. 还注意到根据第 VII/29 号决定第 6 段编写并载于执行秘书的说明

（UNEP/CBD/COP/8/19/Add.2）中探讨了与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合作的可能性和机制； 

 4. 决定成立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特设技术专家组，根据第 VII/29 号决定第 7
段中确定的职权范围，收集、分析和查明促进执行第 16至 19条的现行工具、机制、制度

和倡议，并提出切实执行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工作方案的战略， 

 5. 请各缔约方在不晚于特设技术专家组会议的前四个月向执行秘书提交关于运

用技术转让和合作的措施和机制的备选办法的提议(UNEP/CBD/COP/8/19/Add.2)的呈件； 

 6. 请执行秘书分析所提交的呈件并将分析结果会同提议和缔约方的观点意见一

起转交给特设技术专家组用于其工作； 

 7. 请特设技术专家组将缔约方观点汇编作为附件附于给缔约方第九届会议的报

告中； 

 8.  请执行秘书请有关公约和国际组织和倡议为上文第 4（b）段中所设想的工

作做出贡献； 

技术评估技术评估技术评估技术评估 

 9. 请执行秘书继续汇编有关需求评估方法的信息，并也收集关于工作方案活动

1.2.1的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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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信息系统 

 10. 请各缔约方并请执行秘书开展加强信息交换所作为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的一

个重要机制的活动； 

 11. 请全球环境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执行工作方案提供资金支持； 

 12. 请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数字团结基金和其他有关供资机制和机构为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执行这些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有利环境有利环境有利环境有利环境 

 13. 注意到在编写进一步探讨和分析在公约背景下知识产权在技术转让中的作用

的技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和其他有

关组织并请执行秘书根据工作方案活动 3.1.1（编写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知识产权在生物多

样性公约背景下技术转让中的作用，并根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第 44 段，查明在技术转

让和合作方面增强协力并克服障碍的可能备选办法。应充分考虑到知识产权的效益及成

本。）完成该研究；  

 14. 请有关国际组织继续开展建立或加强发展中国家切实有效地开展与公约有关

的技术转让和改造的能力的有关活动，包括通过在各级培训人员以及加强技术和机构能

力，注意到这种培训也可包括查询专利文件作为技术信息的来源； 

 15. 请执行秘书探讨参照气候技术倡议，制定“生物多样性技术倡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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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3. 审查第审查第审查第审查第 20条条条条（（（（财政资源财政资源财政资源财政资源））））和第和第和第和第 21条条条条（（（（财务机制财务机制财务机制财务机制））））的的的的执行情况执行情况执行情况执行情况 

缔约方大会， 

铭记第第 20条和第 21条， 

遗憾地注意到缺乏执行关于财务机制成效第三次审查安排的第 VII/22 号决定所需

的自愿捐款， 

回顾《公约》第 21条第 3 段和缔约方大会第 II/6 号决定第 2 段，并强调有必要对

财务机制进行定期性的审查， 

认识到《里约》各项公约之间的增效作用可提供各种机会，提高财政资源的运用效

力，应该根据各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决定、规定的范围和授予的任务，利用这种增效作

用， 

注意到在国家一级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方面的进展， 

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的报告（UNEP/CBD/COP/8/10）， 

意识到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制订了向各国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重点领域提供资源

的、称作资源分配框架的新制度，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没有为资源分配框架的发展提供指导，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和经济转型国家

对资源分配框架的影响表达了严重关切，因为这种影响将限制分配给它们、以支助执行

《公约》的资源， 

欢迎南非将于 2006年 8月 27日至 9月 1日在开普敦举办全球环境基金第三届大会

和相关的会议， 

认识到必须探讨各种可能的备选办法，减少供资缺额，最大限度地增加可利用资

源，以支助执行《公约》，除其他外，这包括利用各环境基金， 

1. 促请各捐助缔约方和国家政府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供捐款，以便及时和大幅度

完成第四次补充资金的活动，获得足够和可预期的必要资源，推动公约各工作方案； 

2. 确认各缔约方和各国政府应考虑公约各工作方案的有关要素，根据《战略计

划》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确定本国生物多样性活动的供资优先秩序； 

3. 决定在其第九届会议上对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进行深入审查。这项审查应： 

(a) 以过去的审查为基础； 

(b) 着重于针对所查明的障碍已经或需要开展何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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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审查来自于财务机制和其他有关来源的财政资源如何用于支持实现公

约各项目标； 

(d) 考虑为执行公约而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单独提供和向这个集

团提供的资源情况，审查全球环境基金建立的资源分配框架将如何影响可用资源； 

(e) 审查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惠益指数(GBIBio)确定每个国家产生本

公约所关注全球生物多样性惠益的潜力的效力； 

(f) 查明缔约方在执行公约活动中可利用的、各种来源的机会，包括利用

下文第 7段提到的环境基金等创造性机制； 

(g) 探讨促进里约三项公约财务机制的增效作用的各种备选办法，同时应

充分考虑到各公约缔约方大会各自制订的指导准则和优先秩序、每个公约的范围和

授权，同时应确保每个公约通过各自财务机制获得的资源完整性； 

 4. 请执行秘书与各缔约方、政府和有关伙伴协商，探讨调动资源的各种

备选办法，包括创造性的财务机制，并参考深入审查活动的各项要素，制订调动资

源、支助实现公约各项目标的战略草案，并且通过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的不

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提出该战略草案； 

5. 请执行秘书并邀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收集数据方面进一步合作，

定期向缔约方大会提出关于生物多样性筹资现状和趋势的报告； 

6. 进一步请执行秘书探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网络合

作的各种机会，以通过发展援助委员会网络，增强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认识，促进

审议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财务问题； 

7. 建议各缔约方、国家政府和供资机构酌情推动和促进建立新国家和区

域环境基金，加强/扩大现有环境基金，并进一步鼓励通过建立和/或加强国家和国际

学习网络或社区，转让和交流关于这些机制的知识，而且，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

议将通过审查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进行的深入审查活动中，审议关于

这些倡议的资料； 

8. 请缔约方在发展规划制度、包括减贫战略文件，如果制订了这种文件中把生

物多样性问题放在适当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调动资源的机会； 

9 请执行秘书继续更新关于有效执行《公约》三重目标的供资活动和来源的信

息，并定期向各缔约方提供这些信息； 

10. 决定继续将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作为缔约方大会会议的常设议程项目； 

11. 请执行秘书参考在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期间发表的评论意见，作出必要安

排，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及时评价财务机制的效力。应该根据第 VII/22 号决定

附件所载准则，进行这些评价活动，但需对准则做以下调整： 



142 

(a) 审查活动将涵盖 2001 年 7 月至 2007 年 6 月期间财务机制的所有活动； 

(b) 审查活动应考虑第 VII/22 号决定附件第 3 段确认的来源之外的任何有关新

信息来源； 

( c) 确定效力的标准还应该包括根据第 VII/20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12. 决定每四年审查一次财务机制的效力，而且应该在举行缔约方大会会议时进

行这种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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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4. 国家报告和下一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国家报告和下一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国家报告和下一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国家报告和下一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缔约方大会， 

1. 认识到需要将国家报告进程与评估《公约》执行情况和为实现 2010目标而

取得的进展的框架结合起来； 

2. 强调必须减轻缔约方提交各种报告的总负担，并顾及其他公约规定的提交报

告义务和其他相关进程； 

3. 决定第四次报告和以后的国家报告应当注重结果，侧重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

趋势，为实现 2010目标及《公约》《战略计划》目标而采取的国家行动和取得的结果，

以及在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4. 决定各缔约方应在 2009年 3月 30日之前递交其第四次国家报告； 

5. 请预计难以在缔约方大会确定的日期之前完成国家报告的缔约方提前通知秘

书处； 

6. 建议可以举办区域和/或次区域研讨会，以帮助制定、必要时增订国家生物

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国家报告，交流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经验，

以及评估《公约》执行工作所遇障碍的经验，从而实现上文第 3段所指的目标；  

7. 请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双边及多边金融工具酌情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财

政支助，助其及时而且最好在 2007年 1月 1日之前编制第四次国家报告； 

8. 还请全球环境基金研究和建立更加易于使用和更加快速的机制，用于向符合

条件的国家提供编制今后国家报告所需的资金； 

9. 请各缔约方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本决定附件所载时间表，提交国家报告未

包括的其他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深入审查缔约方大会至 2010年的多年期工作方案预计

的各专题方案； 

10. 决定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建立联机机制，以支持国家报告活动，各缔约方可

自愿利用该机制，将其作为规划工具； 

11. 决定应编写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并在 2010年缔约方大会第十

届会议上公布； 

12. 同意在其第十届会议上，主要根据第三次和第四次国家报告以及对第三版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及其他相关报告的分析，审查《公约》执行情况； 

13. 欢迎五个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提出的倡议，即通过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

小组： 

（a） 相互通报各公约国家报告的拟议发展，以期尽可能统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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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与森林合作门户网站类似的万维网门户网站，在网站上设置浏览每个公

约报告和准则的链接； 

（c） 如有可能而且适当，建立特定专题的共同报告单元； 

14.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环境规划署养护监测中心)2004
年 9 月 举 行 的 统 一 生 物 多 样 性 相 关 条 约 国 家 报 告 制 度 研 讨 会 提 出 的 建 议

（UNEP/CBD/WG-RI/1/INF/6），并鼓励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小组会同环境规划署养

护监测中心和森林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审议统一各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报告制度的问题

并制订这方面的提议； 

15. 鼓励各缔约方酌情在国家一级统一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数据的收集和管理； 

16. 促请尚未提交第三次国家报告的缔约方尽早提交该报告; 

17. 欢迎第四次国家报告准则草案(UNEP/CBD/COP/8/24, 附件)，与第三次国家

报告准则相比，该草案有重大改进，请执行秘书根据审查公约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特设

工作组在其第 I/9 号建议附件二中提出的指导意见，并参考在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上表

达的各种意见和 2006 年 6 月底之前收到的各缔约方书面意见，进一步改进准则，并在

2006年 7月底之前向各缔约方提出准则定稿; 

18. 进一步请执行秘书： 

 (a) 审查第二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进程、结果和影响以及从编制过程中学

到的经验教训，通过妥善利用第三次和第四次国家报告、2010目标全球指标和其他有关

全球和区域评估倡议，制订《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三版范围和格式提议，酌情供科

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和/或审查执行情况工作组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审

议； 

(b)  编写第三次国家报告信息最新综合报告和确认执行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

的备选办法的战略分析报告，并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提供这些报告；  

(c) 提供第四次国家报告的范本供缔约方自愿使用； 

(d) 根据第 VIII/8 号决定，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

行等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加强向缔约方提供支助的协助，
 

(f) 会同缔约方大会的有关会议，组织区域培训研讨会，以便促进关于编写第四

次国家报告的最佳做法和交流有关经验。 

附件 

专题专题专题专题方案方案方案方案补补补补充充充充内容自愿性内容自愿性内容自愿性内容自愿性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时间时间时间时间表表表表 1 

深入审查深入审查深入审查深入审查 专题领域专题领域专题领域专题领域 2 

缔约方大会缔约方大会缔约方大会缔约方大会 科咨机构科咨机构科咨机构科咨机构 

审查日期审查日期审查日期审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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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物多样性 第九届会议 第十二次会议 2006年 9月 

农业生物多样性 第九届会议 第十三次会议 2007年 3月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 第十届会议 第十四次会议 2008年 7月 

山区生物多样性 第十届会议 第十四次会议 2008年 7月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第十届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 2009年 3月 

岛屿生物多样性 待定 待定 待定 
 

1          可审议关于跨领域问题的额外补充报告。 
2       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工作方案将在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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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5. 监测进展和报告进程监测进展和报告进程监测进展和报告进程监测进展和报告进程，，，，包括将各项目标纳入专题工作方案包括将各项目标纳入专题工作方案包括将各项目标纳入专题工作方案包括将各项目标纳入专题工作方案 

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监测《公约》执行情况和 2010目标实现情况的框架由下列五部分组

成： 

（a） 缔约方大会第 VI/26 号决定中通过的《战略计划》的 4 个大目标和 19 个目

标； 

（b） 用来衡量《战略计划》执行进展的数量有限的指标，这些指标将基于下文附

件一中拟议的指标制定； 

（c）  关于大目标和目标的临时框架，由 7 个重点领域、11个大目标和 21个目标

组成，在第 VII/30 号决定中通过； 

（d） 注重结果的指标，用来衡量 2010目标（第 VII/30 号决定中通过，并根据科

咨机构第 X/5 号建议修订，详见下文附件二）的实现进展； 

（e） 报告机制，包括《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和国家报告； 

2.  决定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上审议修订和更新《战略计划》的进程，以便

在其第十届会议上通过修订后的《战略计划》； 

3. 强调全球目标和分目标框架是临时性的，将使用至 2010年，并决定作为上

文第 2段中所属的修订和更新战略计划进程的一部分，对目标和分目标以及有关指标开展

深入审查，便于 2010年后使用； 

4.        注意到在建立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环境规划署养护监测

中心）负责协调的 2010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方面的取得的进展，并强调需要一个得

到充分财政资源和技术专长支持的持续的进程，以便按照本决定附件五所附科学、技术和

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建议（第 X/5 号建议），执行并在必要情况下进一步制定和测试以成

果为导向的全球指标，特别是指明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指标； 

5. 批准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有关进一步制定指标和确立一些可能

提供数据并协调提供各个指标的组织的建议（第 X/5 号建议），并认可这些组织和 2010
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其他成员已经做出的贡献，包括编写第二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的工作； 

6. 鼓励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在提供数据和

技术专长方面开展合作，并支持使用和改善现有的国际数据收集系统，用于报告以成果为

导向的全球指标； 

7. 请执行秘书同用于评估实现 2010目标进展的指标特设技术专家组和其他伙伴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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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本决定附件一中所含的用于评估执行战略计划目标和分目标进展的临时指

标清单基础上，进一步详细制定数量有限的相关、严格并且可衡量的指标，用于衡量执行

战略计划的进展； 

(b) 支持立即测试和使用本决定附件五中所附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确立的可能的措施； 

(c)  促进进一步制定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指标，特别强调那些与千年发展目标密

切相关的指标，包括那些有关目标 8.2和其他有关目标的指标； 

(d ) 审查在第二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中使用的以成果为导向的指标方面的经验

教训，并为将来报告指标情况做出提议，包括在第三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中使用这些指

标，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审议； 

8. 强调在全球范围运用这些指标以及评估在 2010目标方面的进展不应被用于评

估个别缔约方或区域的执行程度； 

9.  批准将大目标和注重结果的全球性分目标纳入以下工作方案，包括：缺水区

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和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及经扩展的森林

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如本决定附件四所列，说明这些目标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

会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千年发展目标》及《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关于缺水区和半干旱区联合工作方案中的各项目标之间的关系； 

10.  强调根据第 VII/30 号决定，并入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海

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山区生物多样性

和岛屿生物多样性及经扩展的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各项目标，应被视作一个灵活的

框架，在此框架内可根据国家和/或区域的优先事项与能力，兼顾各国生物多样性的差

别，制定与各缔约方执行工作方案和国家生物战略和行动计划相关的国家和/或区域目

标；  

11.  促请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制定国家和/或地区大目标和目标及相关国

家指标，酌情审议土著和地方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并将其纳入相关

计划、方案和倡议，包括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等，纳入旨在实现缺水区和半干

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大目标和目标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国家行动计划，以及

纳入旨在实现经扩展的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大目标和目标的国家森林方案；  

12.  强调必须进行能力建设，根据公约第 16.2 条等获取并开展技术转让和获得

充足的财政资源，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以使其有能力开发包括生物分类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从而获得有关其生

物多样性的相关信息，并更好地开展各项活动，以期实现各项大目标和目标及监测其进

展；  

13. 根据公约多年期工作方案，若目标和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指标是深入审查的

对象，同意审查将这些目标和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指标纳入工作方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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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批准将用于开展上文第 14 段中所述的深入审议的、本决定附件三中提供的

审议工作方案的准则； 

针对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 

 15.  强调载于执行秘书的说明（UNEP/CBD/SBSTTA/11/4/Add.2）附件中的、为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以成果为导向的目标所制定的详细技术理由和拟定

的指标旨在为缔约方执行国家生物战略和行动计划提供指导； 

 16.  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注意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而制定的注重结果的目标，在其制定战略计划时尤其应当如此，并请其在联合工作方案的

框架内进一步完善这些目标，以推动在区域一级适时落实这些目标，及监测这些目标的实

现进程； 

17.   强调指出，在执行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时应开展生

物分类研究，应将相关活动纳入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的工作方案之中 

针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 

18.  请森林合作伙伴组织的成员 – 除了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六届会议上商定的四

大全球森林目标外- 注意为经扩展的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制定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

目标及拟议的相关全球性指标；
  

19.   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探讨在其全球森林资源评估进程中纳入在 2010全

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背景下，有关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指标的

报告方面的备选方案； 

20.  注意到在专家组报告（UNEP/CBD/SBSTTA/11/INF/3）附件一中所列的、森

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的拟议全球指标为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亚）区域和全

球组织评估执行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意见；  

21. 请各缔约方分享有关经验，即各缔约方在落实经扩展的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

方案时运用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以及制定和运用国家目标和指标的过程中获得的经

验；  

22. 强调需要开展生物分类研究，在具有极富生物多样性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

其有必要开展此类研究，并将有关活动纳入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之中；  

针对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针对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 

23.  强调载于执行秘书的说明（UNEP/CBD/SBSTTA/11/10）附件中的、山区生物

多样性工作方案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的技术理由和拟定的全球性指标旨在为缔约方执

行国家生物战略和行动计划提供指导；  

针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及针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及针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及针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及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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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注意到为以成果为导向的全球目标详细描述的技术理由，这些目标是为海洋

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及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所制定，载于专家组报告

（UNEP/CBD/SBSTTA10/INF/6）附件二和附件三，对于将这些目标运用于海洋和沿海生

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及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这些技术理由提供了额外的指导；  

25.  请《拉姆萨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其职责范围内，根据第 III/21 号决定确定的

《拉姆萨尔公约》的任务，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问题主要执行伙伴，推动落实这

些目标，监测这些目标的实现进程，并进一步完善这些目标，以利具体运用于湿地；  

26.  请区域海洋公约和协议、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其他有关文书、行动计划和机

构，包括那些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注意为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制定的注重结

果的目标，并酌情在区域一级促进落实这些目标及监测这些目标的实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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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评估评估评估评估《《《《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战略计划》》》》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和目标落实进展的和目标落实进展的和目标落实进展的和目标落实进展的临时临时临时临时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战略战略战略战略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和目标和目标和目标和目标 可能的指标可能的指标可能的指标可能的指标 

大目标 1：《公约》在国际生物多样性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1.1 《公约》正制定全球生物多样性议程。 

1.2 《公约》正促进所有有关国际文书和进程

开展合作，以提高政策的一致性。 

1.3 其他国际进程正以与其各自框架相一致的

方式积极支持《公约》的执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款、《缔约方大会》

的决定以及 2010目标在主要国际论坛的工作

计划中得到体现。 

 

1.4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得到广泛执

行。 
 

1.5 在区域和全球两级，生物多样性问题正被

纳入部门或跨部门的计划、方案和政策。 
指标待制定： 

特别提及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有关部门或跨
部门计划、方案和政策的区域/全球级计划、
方案和政策的数量 

用于评估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程度的战略环境
评估等规划工具的运用 

生物多样性纳入多边捐赠机构和区域开发银行
供资标准的程度 

1.6 各缔约方为执行《公约》在区域和次区域

级别开展协作。 
指标待制定： 

成为（次）区域生物多样性相关协议缔约方的
缔约方的数量 

大目标 2：提高缔约方执行《公约》的财政、人力、科学、技术和工艺能力。 

2.1 所有缔约方均有足够能力，可以执行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的优先行动。 
 

2.2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

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其他转型经济国

家缔约方有充足的资源，可用于落实《公约》

的三项目标。 

为支持《公约》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经合

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委员会） 

2.3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

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其他转型经济国

家缔约方用以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的资源和技术转让情况得到改善。 

 

2.4 所有缔约方均具备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的充分能力。 
 

2.5 科技合作正对能力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指标待根据 VII/30号决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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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战略战略战略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和目标和目标和目标和目标 可能的指标可能的指标可能的指标可能的指标 

大目标 3：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相关部门的做法成为用

以落实《公约》各项目标的有效框架。 

3.1 各缔约方均制定了有效的国家战略、计划

和方案，作为落实《公约》的三项目标的国家

框架，并用于明确国家优先事项。 

制定有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的缔约方的数量 

 

3.2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每个缔约

方均制定有适当的监管框架，用于执行该议定

书。 

 

3.3 生物多样性问题正被纳入相关的国家部门

和跨部门的计划、方案和政策。 
待制定 

制定有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考虑的相关国家
部门和跨部门计划、方案和政策的缔约方所占
比例 

3.4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确定的

优先事项正被积极落实，以期在国家层面上落

实《公约》，并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议程的落实

做出重大贡献。 

待制定 

正被积极落实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的数量 

 

大目标 4：对生物多样性和《公约》的重要性的认识得到增进，并进而导致各社会人士更广泛

地参与《公约》的执行。 

4.1 所有缔约方均在执行交流、教育和公众宣

传战略，并在促进公众参与支持《公约》。 
可能的指标待制定： 

执行交流、教育和公众宣传战略并促进公众参
与的缔约方的数量 

关于生物多样性重要性公众意识方案/项目的
比例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公立学校课程的缔约方所占
的比例 

4.2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每个缔约

方正促进和推动公众宣传、教育和参与，以支

持该议定书的执行。 

 

4.3 土著和地方社区正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

个层面有效参与《公约》的执行及其进程。 
将由关于第 8（j）款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
组制定的指标 

  

4.4 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主要行动方和利益相

关者正以建立伙伴关系的形式协助执行《公

约》，且正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其有关部门

和跨部门的计划、方案和政策。 

待制定 

针对私营部门参与的指标， 

如，用以支持《公约》执行的第二类自愿伙伴
关系 

附件二 

与大目与大目与大目与大目标标标标和和和和分分分分目目目目标标标标相相相相关关关关的指的指的指的指标标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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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    有有有有关关关关重点指重点指重点指重点指标标标标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 

大目标 1.促进生态系统、生境和生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目标 1.1：世界上每个生态区域的至少 10%得到有效

保护。 
• 保护区范围 

• 所选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生境范

围的趋势 

• 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趋势 

目标 1.2：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护。 • 所选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生境范

围的趋势 

• 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趋势 

• 保护区范围 

大目标 2.促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 

目标 2.1：恢复、保持所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种群

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度 
• 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趋势 

• 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变化 

目标 2.2：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得到改善。 • 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变化 

• 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趋势 

• 保护区范围 

大目标 3.促进对遗传多样性的保护 

目标 3.1：作物、牲畜及树木、鱼类和野生动物的收

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与

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识得到保存。 

• 家畜、培育植物和具有重要社会-经济

价值的鱼类的遗传多样性趋势 

• 用于食品和药品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在
制定中） 

• 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趋势 

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 

大目标 4.促进可持续利用和消费。 

目标 4.1：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可持

续管理的来源，并且对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方式进行管理。 

• 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森林、农业和水产养

殖生态系统的面积 

• 取自可持续来源的产品的比例（指标在
制定中） 

• 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趋势 

• 海洋营养指数 

• 氮沉积 

• 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水质 

目标 4.2：减少对生物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轻这

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生态走廊和相关概念（指标在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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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    有有有有关关关关重点指重点指重点指重点指标标标标    

目标 4.3：没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威

胁。 
• 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变化 

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大目标 5.减轻生境丧失、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退化及不可持续的水利用所造成的压力。 

目标 5.1：减缓自然生境丧失和退化的速度。 • 所选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生境范围的

趋势 

• 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趋势 

• 海洋营养指数 

大目标 6.控制外来侵入物种的威胁 

目标 6.1：主要潜在外来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到控

制。 
• 外来侵入物种的趋势 

目标 6.2：针对威胁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主要外

来物种制定了管理计划。 
有关指标： 

• 外来侵入物种的趋势 

 大目标 7.解决气候变化和污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挑战 

目标 7.1：保持和加强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原力

以适应气候变化。 
• 生态系统的联系性/分散性 

目标 7.2：减轻污染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氮沉积 

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水质 

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 

大目标 8.维护生态系统提供支持生计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目标 8.1：维护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 用于食品和药品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在
制定中） 

• 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水质 

• 海洋营养指数 

• 人类引起的生态系统失衡事件 

目标 8.2：维护支持特别是穷人的可持续生计、地方

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 
• 直接依赖于当地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

社区健康和安康 

• 用于食品和药品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 

大目标 9.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经济-文化多样性。 

目标 9.1：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 土著语言的语言多样性和使用土著语言

的人数现状和趋势 

• 待制定的额外指标 

目标 9.2：保护土著和地方社区对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的权利，包括收益分享的权利。 
指标待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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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大目标和目标    有有有有关关关关重点指重点指重点指重点指标标标标    

确保公平确保公平确保公平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 

大目标 10.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 

目标 10.1：对遗传资源的一切获取均符合《生物多

样性公约》及其相关条款。 
指标待制定 

目标 10.2：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相关条

款，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公平、公正地分享来自

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及其他运用的收益。 

指标待制定 

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 

大目标 11：缔约方增强了执行《公约》的财政、人力、科学、技术和工艺能力。 

目标 11.1：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新的和更多的

资金，以便让他们按照《公约》第 20款，有效执行

其在《公约》下的承诺。 

• 为支持《公约》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目标11.2：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技术，以便让他

们按照《公约》第20条第4段，有效执行其在《公

约》下的承诺。 

指标待制定 

 

附件三 

审查审查审查审查《《《《公约公约公约公约》》》》各工作方案的指导方针草案各工作方案的指导方针草案各工作方案的指导方针草案各工作方案的指导方针草案    

A.  审查的目的审查的目的审查的目的审查的目的 

 审查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在推进公约在各专题领域中的目标方面的进展。审查应包括

各缔约方在列方面的情况： 

(a) 在执行工作方案方面的进展； 

(b) 执行工作方案的障碍； 

(c) 在克服障碍的能力建设方面的优先项； 

(d) 工作方案在协助缔约方执行公约方面做起的作用；和 

(e) 工作方案在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方面的作出的贡献。 

审查进程的结果可能意味着需要修改现行工作方案。修改工作方案应只在发现重大

漏缺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填补这一漏缺将为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组织支持公约的执

行提供有价值的进一步指导。 

B．．．． 修订和增订工作方案修订和增订工作方案修订和增订工作方案修订和增订工作方案 

1.1.1.1.    审查当前工作方案审查当前工作方案审查当前工作方案审查当前工作方案    

对某项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审查可包括： 

1.     就工作方案本身的要素（目标、活动等）审查执行情况。审查应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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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项执行活动是否对实现《公约》目标和评估执行公约三项目标及 2010目
标实现进展的框架的临时目标和分目标起到了推动作用，推动程度如何； 

(b)  查明切实执行公约各专题领域的障碍，以及克服障碍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优先

项； 

（c）  各缔约方及其他各方是否已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落实工作方案的临时

目标及所有活动或选定的优先活动，落实程度如何，《公约》秘书处及其他伙伴对此的促

进程度如何； 

（d）  公约秘书处和其他合作伙伴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为各专题领域动员必

要的财政资源。这就要求分析对专题领域供资的趋势，并分析融资机制及其他多边和双边

捐赠机构响应缔约方大会就该工作方案提出的指导意见所采取的行动。 

(e) 执行活动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工作方案目标和分目标。 

2.  评估工作方案在解决主要挑战方面的充足性。 

审查应在《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

划》的框架内评估工作方案在当前及今后的有效性。应联系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趋势、当

前和未来重大威胁（包括主要由其他生物群落引起的威胁）、新的科学知识及其他新出现

的问题来评估工作方案的各项大目标、目标和活动，以便确定这些大目标、目标和活动是

否可充分地减缓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促进可持续地利用遗传资源及推动公平、公正地

分享源自遗传资源利用的收益。 

3. 修订和更新工作方案 

只有通过上述第 1部分概述的审查过程确认确有必要，才可修订和更新工作方案。

只有发现重大漏缺、并且填补这一漏缺将为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组织实现公约各专

题领域的目标提供必不可少的的进一步指导的情况下，才可修订工作方案。修订和更新工

作方案时应遵循下列步骤： 

1.  联系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与趋势、当前和未来重大威胁、新的科学知识及其他

新出现的问题，根据需要制定大目标和目标，以便推动《公约》三项目标的实现； 

2.  将第 VII/30 号决定附件三中概述的愿景、任务和大目标及目标临时框架纳

入工作方案，并酌情纳入《战略计划》的大目标和目标； 

3. 评估各项活动： 

(a)  添加用以解决的必要活动，根据：（一）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趋势，生物多

样性面临的当前和未来重大威胁，新的科学知识、阻碍可持续地利用遗传资源以及公平、

公正地分享源自遗传资源利用的收益的障碍，以及以前工作方案的经验；（二）漏缺分析

的结果，其中考虑了所有相关活动，包括正由各组织和各倡议在其他公约框架下开展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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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实现工作方案各项目标的活动（漏缺分析还有助查明协作机会以及额外活动会增加最大

价值的领域）； 

(b)  认可正由其他公约、组织和倡议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有助实现工作方案的

各项目标，并侧重《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方案中填补漏缺和提供增值收益的活动； 

(c)  根据各项活动可能产生的效力和影响以及各缔约方和伙伴执行这些活动的能

力，审议其财政影响。 

4.  审议向国家和区域级执行提供切实支助、包括资金和技术支助的措施。 

CCCC．．．．    支持工作方案支持工作方案支持工作方案支持工作方案审查与修订的信息审查与修订的信息审查与修订的信息审查与修订的信息、、、、工具和机制工具和机制工具和机制工具和机制    

1. 信息的类型与来源 

1. 工作方案执行程度： 

(a)  来自缔约方的信息（包括国家报告和专题报告）； 

(b)  来自 2010监测活动的信息（全球重点指标）； 

(c)  来自联合国有关机构、有关公约、国际和区域组织、土著和地方社区及其

他伙伴的其他信息。 

2.  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与趋势，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阻碍可持续地利用遗传资源及

公平、公正地分享源自遗传资源利用的收益的障碍： 

(a) 来自 2010监测活动的信息（全球重点指标）； 

(b) 来自缔约方的信息（包括国家报告和自愿专题报告）； 

(c) 来自联合国有关机构、有关公约、国际和区域组织与进程及其他伙伴、尤其

是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和其他评估的其他信息。 

(d) 来自其他国际和国家科学机构（如科学院和科学协会）的信息。 

3. 用于执行的财政资源： 

(a)  来自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于与工作方案有关的财政资源和融资机

制的信息（包括国家报告和专题报告）； 

(b)  全球环境基金及其他双边和多边捐赠机构提供的关于各专题领域和跨领域

问题的报告和信息； 

(c)  来自联合国有关机构、有关公约、国际和区域组织及其他伙伴和利益相关

者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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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工具和机制 

1. 召开专家组会议、区域研讨会和磋商会。 

2. 制定协调框架，动用并协调使用来自不同来源的现有评估资料。 

3. 酌情使用独立同行审议。 

4. 为审查执行情况设定合理的时限 － 应考虑获取国家报告及其他信息的时间。 

5. 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和其他机制共享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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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0201020102010 目标和分目标临时目标和分目标临时目标和分目标临时目标和分目标临时框架目标在框架目标在框架目标在框架目标在公约专题公约专题公约专题公约专题工作方案中的运用工作方案中的运用工作方案中的运用工作方案中的运用    
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

标和分目标标和分目标标和分目标标和分目标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
物多样性物多样性物多样性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岛屿生物多样岛屿生物多样岛屿生物多样性性性性
18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1：：：：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  

大目标 1：促进生态系统、生境和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世界上每个生世界上每个生世界上每个生世界上每个生

态区域的至少态区域的至少态区域的至少态区域的至少 10%得到有得到有得到有得到有

效保护效保护效保护效保护。。。。 

世界上每个海洋和沿

海 生 态 区 域 的 至 少

10%得到有效保护。 
 
 

已知内陆水域生态

系 统 地 区 的 至 少

10% 得 到 有 效 保

护，并对其实行流

域 或 湖 区 综 合 管

理。 
 

世界上每个森林类

型的至少 10%得到

有效保护。 

世界上每个山区生态

系统的至少 10%得到

有效保护。 

世界上每个缺水区和

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的

至少 10%得到有效保

护。 

每个岛屿生态区域的

至少 10%得到有效保

护。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2：：：：对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

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特别重要的地区得到保

护护护护。。。。 

有效保护特别容易受

到损害的海洋和沿海

生境及生态系统，如

热带和冷水珊瑚礁、

海底山、热液喷流红

树林、海草、产卵地

和海洋生境中其他容

易受损害地区。 
 

保护对生物多样性

特别重要的 27,500
万公顷的湿地，其

中包括在生物地理

区内选出并均匀分

布 不 同 类 型 的 湿

地。 
 

通过综合有效地管

理的且具有生态代

表性的国家和区域

保护区网络，保护

受威胁程度最大、

最脆弱的森林生态

系统中对森林生物

多样性特别重要的

地区。 

通过综合有效地管理

的且具有生态代表性

的国家和区域保护区

网络，保护对山区生

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

地区。 

通过综合有效地管理

的且具有生态代表性

的国家和区域保护区

网络，保护对缺水区

和半干旱区生物多样

性特别重要的地区。 

通过全面、得到有效

管理和生态具有代表

性的国家和区域保护

区网络，对岛屿生物

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

区得到保护。 

大目标 2.促进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1：：：：恢复恢复恢复恢复、、、、保持所保持所保持所保持所

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种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种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种选生物分类群体物种的种

群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群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群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群数量或降低其下降的速

度度度度。。。。 

保持、恢复特定的海

洋和沿海生物分类群

体物种的种群数量或

降低其下降的速度。 

保持、恢复特定的

依赖内陆水域生态

系统的生物分类群

体物种的种群数量

或降低其下降的速

度。 

受到威胁且最脆弱

的森林生物分类群

体物种的种群数量

得到恢复、保持或

其下降速度大大降

低。 

  特定的岛屿生物分类

群体物种的种群数量

得到恢复和保持或其

衰 退 得 到 实 质 性 降

低。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2：：：：受威胁物种的受威胁物种的受威胁物种的受威胁物种的

现状得到改善现状得到改善现状得到改善现状得到改善。。。。 
有效保护已知的全球

濒危和濒临灭绝的海

洋和沿海物种，特别

养护世界上已知的

受威胁的依赖内陆

水域生态系统的动

受威胁森林物种的

保护现状得到大大

改善。 

受威胁山区物种的现

状得到大大改善。 
受威胁缺水区和半干

旱区物种的现状得到

大大改善。 

受威胁岛屿物种的状

况显著改善。 

                                                 
18

  纳入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规划中的目标和分目标数量同评估 2010框架方面进展的临时框架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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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
标和分目标标和分目标标和分目标标和分目标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生
物多样性物多样性物多样性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岛屿生物多样岛屿生物多样岛屿生物多样性性性性
18 

是迁移和越境物种及

其数量。 
 

植物物种，特别注

意迁移、越境物种

和地方特有物种及

其数量。 
 

大目标 3.促进对遗传多样性的保护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3.1：：：：作物作物作物作物、、、、牲畜及牲畜及牲畜及牲畜及

树木树木树木树木、、、、鱼类和野生动物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的

收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收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收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收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物种

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

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与其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

识得到保存识得到保存识得到保存识得到保存。。。。 

预防捕获的野生鱼类

及其他野生和人工养

殖的海洋和沿海物种

的已知遗传多样性进

一步丧失，并保存相

关 的 土 著 和 地 方 知

识。 

已知的依赖内陆水

域 生 态 系 统 的 作

物、牲畜及树木、

鱼类和野生动物的

收获物种及其他珍

贵物种的遗传多样

性得到保护，与其

相关的土著和地方

知识得到保存。 

珍贵森林物种及提

供非木材森林产品

的其他物种的遗传

多样性得到保护，

与其相关的土著和

地 方 知 识 得 到 保

存。 

作物、牲畜及树木与

提供非木材森林产品

的其他物种、鱼类和

野生动物的收获物种

及其他珍贵的山区物

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

保护，与其相关的土

著和地方知识得到保

存。 
 

作物、牲畜及树木、

鱼类和野生动物的收

获物种及其他珍贵缺

水区和半干旱区物种

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

护，与其相关的土著

和地方知识得到保护

和保存。 

作物、牲畜及其他珍

贵岛屿物种的遗传多

样性得到保护，与其

相关的土著和地方知

识得到保存。 
 



160 

 
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大目
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2：：：：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促进可持续利用 

大目标 4.促进可持续利用和消费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1：：：：以生物多样性以生物多样性以生物多样性以生物多样性

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可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可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可为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可

持续管理的来源持续管理的来源持续管理的来源持续管理的来源，，，，并且对并且对并且对并且对

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样性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样性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样性生产区以符合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保护的方式进行管理。。。。 

4.1.1: 所有捕获鱼产品

均来自以可持续的方

式管理的来源，并使

对其他海洋和沿海物

种的非可持续性利用

减少到最低限度。 
 
4.1.2: 运营中的所有海

产养殖设施符合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公

正的要求。 

4.1.1: 来自内陆水域

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的产品取自可持

续的来源。 

4.1.2: 内陆水域生态

系统中的水产作业

区符合保护内陆水

域生物多样性的要

求。 

按照包括保护生物

多样性在内的可持

续森林管理原则，

管理森林产品和服

务 的 来 源 与 特 许

权。 

以山区生物多样性

为基础的产品取自

得到可持续管理的

来源，并且对生产

区以符合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方式进行

管理。 
 

以缺水区和半干旱

区生物多样性为基

础的产品取自得到

可 持 续 管 理 的 来

源，并且对生产区

以符合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方式进行管

理。 

以岛屿生物多样性为

基础的产品取自得到

可持续管理的来源，

并且对生产区以符合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

式进行管理。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2：：：：减少对生物资减少对生物资减少对生物资减少对生物资

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轻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轻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轻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减轻

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消费对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目标 4.1.1和 4.1.2解

决了这一目标的某些

方面。 

目标 4.1.1 和 4.1.2
解决了这一目标的

某些方面。 

减少对生态资源的

不可持续消费，或

减轻这种消费对森

林 生 态 资 源 的 影

响。 

减少对生态资源的

不可持续消费，或

减轻这种消费对山

区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 

减少对生态资源的

不可持续消费，或

减轻其对缺水区和

半干旱区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 

减少对生态资源的不

可持续消费，或减轻

这种消费对岛屿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4.3：：：：没有野生动植没有野生动植没有野生动植没有野生动植

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威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威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威物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威

胁胁胁胁。。。。 

不使任何野生海洋和

沿海动植物物种受到

国际贸易的威胁。 
 

不使依赖内陆水域

生态系统的野生动

植物物种受到国际

贸易的威胁。 
 

不使任何森林动植

物物种受到国际贸

易的威胁。 
 
 

不使任何山区动植

物物种受到国际贸

易的威胁。 

不使任何缺水区和

半干旱区野生动植

物物种受到国际贸

易的威胁。 

不使任何野生动植物

物种受到国际贸易的

威胁。 

重点领域 3：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大目标 5.减轻生境丧失、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退化及不可持续的水利用所造成的压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5.1：：：：减缓自然生境减缓自然生境减缓自然生境减缓自然生境

丧失和退化的速度丧失和退化的速度丧失和退化的速度丧失和退化的速度。。。。 
降低海洋和沿海自然

生境特别是红树林、

海草、热带珊瑚礁和

冷水珊瑚礁、海山、

热液喷流及其他重要

的生境的丧失和退化

速度。 
 

降低特别是不可持

续的水利用造成的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和退化速度。 

当前森林丧失、退

化和转变为其他土

地用途的速度大大

降低，人类引起的

不可控制/非预期森

林火灾对森林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大幅

减轻。 

当前山区自然生境

丧失和退化的速度

大大降低，人类引

起的不可控制/非预

期火灾对山区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大幅

减轻。 
 

当前缺水区和半干

旱区自然生境丧失

和退化的速度大大

降低，人类引起的

不可控制/非预期火

灾对缺水区和半干

旱区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大幅减轻。 

岛屿自然生境丧失和

退化的速度得到显著

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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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临时临时临时大目大目大目大目
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 

大目标 6.控制外来侵入物种的威胁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6.1：：：：主要潜在外来主要潜在外来主要潜在外来主要潜在外来

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到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到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到侵入物种的传播途径得到

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中主要潜在外来侵入

物种的传播途径得到

控制。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

中主要潜在外来侵

入物种的传播途径

得到控制。 

森林生态系统中主

要潜在外来侵入物

种的传播途径得到

查明和控制。 

山区生态系统中主

要潜在外来侵入物

种的传播途径得到

查明和控制。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主要潜在外来侵入

物种的传播途径得

到查明和控制。 

在岛屿上主要潜在外

来侵入物种的传播途

径得到查明和控制。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6.2：：：：针对威胁生态针对威胁生态针对威胁生态针对威胁生态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生境或物种的主要生境或物种的主要生境或物种的主要生境或物种的主要

外来物种外来物种外来物种外来物种，，，，制定了管理计制定了管理计制定了管理计制定了管理计

划划划划。。。。 

针对那些被视为对海

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生境或物种构成最大

威 胁 的 外 来 侵 入 物

种，制定和执行了管

理计划。 
 

针对那些被视为对

内 陆 水 域 生 态 系

统、生境或物种构

成最大威胁的外来

侵入物种，制定和

执行了管理计划。 

针对那些被视为对

森林生态系统、生

境或物种构成重大

威胁的外来侵入物

种，制定和执行了

管理计划。 

针对威胁山区生态

系统、生境或物种

的主要外来物种，

制定和执行了管理

计划。 

针对威胁缺水区和

半 干 旱 区 生 态 系

统、生境或物种的

主要外来物种，制

定和执行了管理计

划。 

针对威胁岛屿生态系

统、生境或物种的主

要外来物种，制定并

实施了管理计划。 
 

大目标 7.解决气候变化和污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挑战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7.1：：：：保持和加强生保持和加强生保持和加强生保持和加强生

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复原

力以力以力以力以适应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 

保持和加强海洋和沿

海生物多样性组成部

分的复原力以适应气

候变化。 
 

保持和加强内陆水

域生物多样性组成

部分的复原力以适

应气候变化。 

保持和加强森林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组成部分的复原力

以适应气候变化。 

保持和加强山区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组成部分的复原力

以适应气候变化。 

保持和加强缺水区

和半干旱区生态系

统生物多样性组成

部分的复原力以适

应气候变化。 

保持和加强生物多样

性组成部分适应岛屿

气候变化的复原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7.2：：：：减轻污染及其减轻污染及其减轻污染及其减轻污染及其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大幅度减少基于陆地

和海洋的海洋污染源

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 
 

大幅度减轻污染及

其对内陆水域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 

污染对森林生物多

样性的不利影响得

到大幅减轻。 

污染对山区生物多

样性的不利影响得

到大幅减轻。 

污染对缺水区和半

干旱区生物多样性

的不利影响得到大

幅减轻。 

污染及其对岛屿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得到显

著减轻。 
 

   7.3 人类引起的不可

控制/非预期森林火

灾对森林生物多样

性 的 影 响 大 幅 减

轻。 

   

重点领域 4：维护支持人类安康的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 
大目标 8.维护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及支持生计的能力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8.1：：：：生态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维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维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维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维

护护护护。。。。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

力得到维护或加强。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

能力得到维护或加

森林生态系统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得到维护或增强。 

山区生态系统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得到维护或增强。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生态系统提供产品

和服务的能力得到

岛屿生态系统提供产

品和服务的能力得到

维护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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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临时临时临时大目大目大目大目
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 

 强。  
 
 

 维护或增强。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8.2：：：：支持特别是穷支持特别是穷支持特别是穷支持特别是穷

人的可持续生计人的可持续生计人的可持续生计人的可持续生计、、、、地方食地方食地方食地方食

品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品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品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品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

得到维护得到维护得到维护得到维护。。。。 

支持特别是穷人的可

持续生计、地方粮食

安全和保健的海洋和

沿海生物资源得到维

护，已耗竭的此种资

源得到恢复。 

支持特别是穷人的

可持续生计、地方

粮食安全和保健的

内陆水域生物资源

得到维护，已耗竭

的此种资源得到恢

复。 

支持特别是依赖森

林的穷人的可持续

生计、地方粮食安

全和保健的森林生

物资源得到维护。 

支持特别是居住在

山区的穷人的可持

续生计、地方粮食

安全和保健的山区

生 物 资 源 得 到 维

护。 

支持特别是居住在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的穷人的可持续生

计、地方粮食安全

和保健的生物资源

得到维护。 

支持居住在岛屿、特

别是穷人的可持续生

计、当地食品安全和

保健的生物资源得到

维护。 

重点领域 5：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大目标 9.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经济-文化多样性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9.1：：：：保护传统知保护传统知保护传统知保护传统知

识识识识、、、、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创新和做法。。。。 
采取措施，保护与海

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传统知识、创

新和做法，并促进和

推动土著和地方社区

参与为此目的开展的

活动。 

采取措施，保护与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 相 关 的 传 统 知

识、创新和做法，

并促进和推动土著

和地方社区参与为

此 目 的 开 展 的 活

动。 

采取措施，保护与

森林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传统知识、创

新和做法，并促进

和推动土著和地方

社区参与为此目的

开展的活动。 

采取措施，保护与

山区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传统知识、创

新和做法，并促进

和推动土著和地方

社区参与为此目的

开展的活动。 

采取措施，保护与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并促进和推

动土著和地方社区

参与为此目的开展

的活动。 

实施措施保护与岛屿

生物多样性有关的传

统 知 识 、 创 新 和 做

法，并促进和便利土

著和地方社区参与旨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活

动。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9.2：：：：保护土著和地保护土著和地保护土著和地保护土著和地

方社区对其传统知识方社区对其传统知识方社区对其传统知识方社区对其传统知识、、、、创创创创

新和做法的权利新和做法的权利新和做法的权利新和做法的权利，，，，包括收包括收包括收包括收

益分享的权利益分享的权利益分享的权利益分享的权利。。。。 

尊重、保护和维护与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相关的传统知识、

创新和做法，促进在

获得土著和地方社区

的事先知情同意并有

这些社区参与的情况

下更广泛地应用此种

知识、创新和做法，

但必须公平地分享这

些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及其所产生的收

益。 
 

尊重、保护和维护

与内陆水域生物多

样性相关的传统知

识、创新和做法，

促进在获得土著和

地方社区的事先知

情同意并有这些社

区参与的情况下更

广泛地应用此种知

识、创新和做法，

但必须公平地分享

这些传统知识、创

新和做法及其所产

生的收益。 
 

尊重、保护和维护

与森林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传统知识、

创新和做法，促进

在获得土著和地方

社区的事先知情同

意并有这些社区参

与的情况下更广泛

地应用此种知识、

创新和做法，但必

须公平地分享这些

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及其所产生的

收益。 
 

尊重、保护和维护

与山区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传统知识、

创新和做法，促进

在获得土著和地方

社区的事先知情同

意并有这些社区参

与的情况下更广泛

地应用此种知识、

创新和做法，但必

须公平地分享这些

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及其所产生的

收益。 

尊重、保护和维护

与缺水区和半干旱

区生物多样性相关

的传统知识、创新

和做法，促进在获

得土著和地方社区

的事先知情同意并

有这些社区参与的

情况下更广泛地应

用此种知识、创新

和做法，但必须公

平地分享这些传统

知识、创新和做法

及 其 所 产 生 的 收

益。 

有关岛屿生物多样性

的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得到尊重、保护

和维护，并在提供这

些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的土著和当地社

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和

参与下，促进更广泛

地 运 用 这 些 传 统 知

识、创新和做法，并

公 正 地 分 享 这 些 知

识、创新和做法所带

来的惠益。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6：：：：确保公平确保公平确保公平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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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临时临时临时大目大目大目大目
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 

大目标 10.确保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收益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0.1：：：：对遗传资源的对遗传资源的对遗传资源的对遗传资源的

一切使用均符合一切使用均符合一切使用均符合一切使用均符合《《《《生物多生物多生物多生物多

样性公约样性公约样性公约样性公约》》》》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

款款款款。。。。 

对源自海洋和沿海生

物多样性的遗传资源

的 一 切 使 用 均 符 合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对源自内陆水域生

态系统的遗传资源

的一切使用均符合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对源自森林生物多

样性的遗传资源的

一切使用符合《生

物多样性公约》及

其相关条款，并在

适用和可能的情况

下，均符合《粮农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公约》。* 

对源自山区生态系

统的遗传资源的一

切使用符合《生物

多样性公约》及其

相关条款，并在适

用 和 可 能 的 情 况

下，均符合《粮农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公约》。* 

对源自缺水区和半

干旱区的遗传资源

的 一 切 使 用 符 合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及 其 相 关 条

款，并在适用和可

能的情况下，均符

合《粮农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公约》。* 

所有对岛屿遗传资源

的获取均符合《生物

多样性公约》及其有

关条款并酌情和在可

能情况下、符合《粮

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公约》及其他适用的

协定。*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0.2：：：：根据根据根据根据《《《《生物多生物多生物多生物多

样性公约样性公约样性公约样性公约》》》》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及其相关条

款款款款，，，，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与提供遗传资源的国

家公平家公平家公平家公平、、、、公正地分享来自公正地分享来自公正地分享来自公正地分享来自

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运用

及其他运用的收益及其他运用的收益及其他运用的收益及其他运用的收益。。。。 

与提供源自海洋和沿

海生物多样性的遗传

资源的国家分享来自

对这些资源进行商业

运用及其他运用的收

益。 

与提供源自内陆水

域生态系统的遗传

资源的国家分享来

自对这些资源进行

商业运用及其他运

用的收益。 

根据《生物多样性

公约》及其相关条

款，与提供森林遗

传 资 源 的 国 家 公

平、公正地分享来

自对这些资源进行

商业运用及其他运

用的收益。 

根据《生物多样性

公约》及其相关条

款，与提供山区遗

传资源的国家公

平、公正地分享来

自对这些资源进行

商业运用及其他运

用的收益。 
 

根据《生物多样性

公约》及其相关条

款，与提供缺水区

和半干旱区遗传资

源的国家公平、公

正地分享来自对这

些资源进行商业运

用及其他运用的收

益。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

约》及其相关条款，

与提供岛屿生物多样

性遗传资源的国家公

平和公正地分享对这

种遗传资源的商业性

和其他利用所产生的

惠益。 

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重点领域 7：：：：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提供充足的资源 

大目标 11.缔约方增强了执行《公约》的财政、人力、科学、技术和工艺能力 

照框架拟定的照框架拟定的照框架拟定的照框架拟定的临时临时临时临时大目标大目标大目标大目标
和目标和目标和目标和目标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森林生森林生森林生森林生物多样性物多样性物多样性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 17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1：：：：向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

缔约方转让新的和更多的缔约方转让新的和更多的缔约方转让新的和更多的缔约方转让新的和更多的

资金资金资金资金，，，，以便让他们按照以便让他们按照以便让他们按照以便让他们按照

《《《《公约公约公约公约》》》》第第第第 20 款款款款，，，，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执行其在执行其在执行其在执行其在《《《《公约公约公约公约》》》》下的承下的承下的承下的承

诺诺诺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转让新的和更多的资

金，以便让他们按照

《公约》第 20 款，有

效执行其对《公约》

的海洋和沿海生物多

样 性 工 作 方 案 的 承

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新的和更多

的资金，以便让他

们按照《公约》第

20 款，有效执行其

对《公约》的内陆

水域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工作方案的

承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来自公共、

私人、国内和/或国

际来源的新的和更

多的资金，以便让

他们按照《公约》

第 20 款，有效执行

其对经扩展的森林

生物多样性工作方

案的承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新的和更多

的资金，以便让他

们按照《公约》第

20款，有效执行其

对《公约》的山区

生物多样性工作方

案的承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新的和更多

的资金，以便让他

们按照《公约》第

20 款，有效执行其

对《公约》的缺水

区和半干旱区生物

多样性工作方案的

承诺。 

根据第 20 条，向所有

岛屿、尤其是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拨付新的

和更多的资金，以便

让他们有效执行本工

作 方 案 及 其 在 《 公

约》下的所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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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依照框架拟定的临时临时临时临时大目大目大目大目
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标和目标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内陆水域生物多样
性性性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山区生物多样性 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区和半干旱区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岛屿生物多样性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1.2：：：：向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

缔约方转让技术缔约方转让技术缔约方转让技术缔约方转让技术，，，，以便让以便让以便让以便让

他们按照他们按照他们按照他们按照《《《《公约公约公约公约》》》》第第第第 20
条第条第条第条第 4 段段段段，，，，有效执行其在有效执行其在有效执行其在有效执行其在

《《《《公约公约公约公约》》》》下的承诺下的承诺下的承诺下的承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转让技术，以便让他

们按照《公约》第 20
款第 4 段，有效执行

其对《公约》的海洋

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工

作方案的承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技术，以便

让 他 们 按 照 《 公

约》第 20 款第 4
段，有效执行其对

《公约》的内陆水

域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工作方案的承

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有利于环境

的技术，以便让他

们按照《公约》第

20款第 4 段和第 16
款，有效执行其对

《公约》的经扩展

的森林生物多样性

工作方案的承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技术，以便

让他们按照《公

约》第 20款第 4
段，有效执行其对

《公约》的山区生

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的承诺。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技术，以便

让他们按照《公

约》第 20款第 4
段，有效执行其对

《公约》的缺水区

和半干旱区生物多

样性工作方案的承

诺。 

向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小岛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转让技术，以便

让他们按照《公约》

第 20款第 4 段，有效

执行本工作方案及其

在《公约》下的所有

承诺。 

      各岛屿执行岛屿生物

多样性工作方案及其

所有优先活动的能力

得到大幅提高。 

*   注意《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并非全部都是《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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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
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

标题指标标题指标标题指标标题指标 
19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20

 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 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

有数据有数据有数据有数据? 
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

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 

B 森林和森林类型

（如红树林） 
是 是  FRA(FAO)；EU-JRC，NASA Modland；

Corine 土地覆盖（Corine land cover (见技

术专家组报告附件二) 
 泥炭地 是 是 各国家数据系列和远程遥感（见技术专家

组报告附件二 
22
） 

 珊瑚礁 是 是 GCRMN/Reefcheck 
 庄稼地 是 是 国家地区数据系列和远程遥感（见技术专

家组报告附件二），MA 
 （自然）草场 是 是 远程遥感（见技术专家组报告附件二），

MA 
 极地/冰原 是 是 远程遥感（见技术专家组报告附件二），

MA 
 内陆湿地 否 否 远程遥感（见技术专家组报告附件二），

MA 
 潮汐地/入海口 否 否 远程遥感（见技术专家组报告附件二），

MA 
 海草 否 否 海草图册， MA 

所选生物群落所选生物群落所选生物群落所选生物群落、、、、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生态系统

和栖息地范围的趋势和栖息地范围的趋势和栖息地范围的趋势和栖息地范围的趋势
21

  

 缺水和半湿润地区 否 否 LADA、远程遥感（见技术专家组报告附

件二），MA 

UNEP-WCMC（会同

FAO、NASA –NGO保护工

作组和其他有关伙伴） 

                                                 
19

  黑体黑体黑体黑体 = 已经审议准备立即试行和使用的指标已经审议准备立即试行和使用的指标已经审议准备立即试行和使用的指标已经审议准备立即试行和使用的指标(第第第第 VII/30 号决定竖行号决定竖行号决定竖行号决定竖行 B)；；；；斜黑体 =已经审议准备立即试行和使用、因此建议由竖行 C升级

到竖行 B；常体= 经确认需要进一步的工作(留在竖行 C) 。 
20

  B = 该指标适于立即试验和使用； C = 该指标需要进一步工作。 

21
  在现有的趋势信息和不久的将来可得到的趋势信息基础上，特设技术专家组建议将指标立即实施于下列主要生态系统类型： (一) 森林

（包括不同森林类型、特别是红树林）； (二) 泥炭地（截至 2010 年可能只在某些地理区域实施），(三) 珊瑚礁， (四) 庄稼地，, (五) 草场/热带草

原， (六) 极地/冰原。还应收集适当的全球数据系列，努力将指标用于下列生态系统类型，以确保包括《公约》认可的所有专题领域： (一) 内陆湿地， 

(二) 潮汐地/入海口， (三) 海草床, (四) 缺水和半湿润地区，及 (五) 城市。 
22

  UNEP/CBD/SBSTTA/10/IN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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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
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

标题指标标题指标标题指标标题指标 
19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20

 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 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

有数据有数据有数据有数据? 
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

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 

 城市 否 否 远程遥感（见技术专家组报告附件二），
MA 

地球生物指数 是 是 WWF 
 
 
 
 

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所选物种充足性和分布的

趋势趋势趋势趋势  
B 

各物种综合趋势指

数 
是 是 国际鸟类保护及其伙伴，其他组织 

UNEP-WCMC ）(WWF、国

际鸟类保护和其他组织，鼓

励审议和完善计算指数的方

法；这些组织和 IUCN 鼓励

将数据同红色清单指数所用

的数据进行比较和共享。) 
可从分解的数据（如关于迁

徙物种，湿地物种）中得到

指数 
B 根据世界保护区名

单的范围 
是 是 WCMC/WCPA 

 同对于生物多样性

具有重大意义的各

领域交叉 

是 是 WCMC，世界保护区委员会 WCPA，国

际鸟类保护 

 包括社区和私有保

护区 
否 否  

保护区范围保护区范围保护区范围保护区范围 

 管理效果 否 否  

UNEP-WCMC/IUCN-WCPA 

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变化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变化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变化受威胁物种的现状变化 B 红 色 清 单 指 数
(IUCN-SSC) 

是 是 红色清单协议 红色清单联盟（方法需进一

步完善） 
异地作物园 是 可制定 FAO (SOW、WIEWS); IPGRI (CGIAR-

SINGER); 鱼类数据库 
 

牲畜遗传多样性 是 可制定 FAO (DADIS) 

鱼类遗传资源 是 可制定 FAO; 鱼类数据库 

树类遗传资源  可制定 REFORGEN  database of FAO; OECD 

家畜家畜家畜家畜、、、、培育植物和具有重培育植物和具有重培育植物和具有重培育植物和具有重
要社会要社会要社会要社会-经济价值的经济价值的经济价值的经济价值的鱼类鱼类鱼类鱼类
的遗传多样性趋势的遗传多样性趋势的遗传多样性趋势的遗传多样性趋势 

B 

农业品种 有一些 可制定 FAO、IPGRI、OECD 

FAO 会同作为 CGIAR 代表

的 IPGRI  

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森林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森林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森林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森林、、、、 B 衡量农业、渔业和 是 是 粮农组织的报告； UNEP-WCMC 会同粮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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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
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

标题指标标题指标标题指标标题指标 
19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20

 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 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

有数据有数据有数据有数据? 
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

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 

农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农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农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农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统 森林的现有成套数

据，包括粮农组织

的报告、认证，生

态走廊及属于社区

管理的领域，以及

野生动植物可持续

管理计划 

认证机构（例如：FSC、MSC、 ISO、

PEFC、CSA、SFI、LEI)； MBC；缔约

方 

织 

取自可持续来源的产品比

例 
C 其他措施 否 否 Equilibrium/WWF/世界银行/TNC 准备提

出一些指标 
SCBD 

生态足迹 是 是  FAO、IAE、IPCC、UNEP-WCMC 生态足迹网络 生态足迹和相关概念 C 

支持物品的生产和

提供服务所需土地

和海洋领域的其他

措施 

有一些 有一些  SCBD and UNEP-WCMC 

氮沉积氮沉积氮沉积氮沉积 B  是 是 有可供数据 (INI) 
经进一步努力可为 2010年制定模式 

INI 会同 UNEP-WCMC 

外来侵入物质的数

量和造成的损失 
是 – 有些

地区 
否 各种来源 GISP 外来侵入物质的趋势外来侵入物质的趋势外来侵入物质的趋势外来侵入物质的趋势  B 

需要查清和制定的

其他措施 
有一些 否   

海洋营养指数海洋营养指数海洋营养指数海洋营养指数 B  是 是 有可供数据 (UBC) UBC 

淡水生态系统的水质淡水生态系统的水质淡水生态系统的水质淡水生态系统的水质 B 生物需氧量指标、

硝酸盐和沉淀 /浊
度 

是 是 UNEP-GEMS/水规划 UNEP-GEMS/水规划 

其他生态系统的营养完整

性 
C  否 否  SCBD 综合现有的信息 

B 地面栖息地的小块

分布（森林并可能

包括其他栖息地类

型） 

是 是 NASA 联合体； CI; WWF-US 根据远程遥

感数据 
生态系统的联系性生态系统的联系性生态系统的联系性生态系统的联系性/分散分散分散分散
性性性性 

 河流系统的分散状

况 
是 是 WRI 

UNEP-WCMC (会同 FAO、
CI、NASA-NGO 保护工作

组和 USDA-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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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关于指标的现状和需
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要开展的工作的概要

标题指标标题指标标题指标标题指标 
19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20

 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可能的措施 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

有数据有数据有数据有数据? 
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目前是否

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有方法?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标交付工作的组织 

人类引起的生态系统故障

事件  
C （见说明） 有一些 否 SCBD 综合现有信息以供将来审议 SCBD/UNEP-WCMC 

直接依赖于当地生态系统

产品和服务的社区的健康

和安康  

C  否 否 尚需查明 SCBD 

用于食品和药品的生物多

样性 
C  有一些 否 FAO、IPGRI、WHO 及其他机构 SCBD 

土著语言的语言多样性和土著语言的语言多样性和土著语言的语言多样性和土著语言的语言多样性和

讲土著语言的人数现状和讲土著语言的人数现状和讲土著语言的人数现状和讲土著语言的人数现状和

趋势趋势趋势趋势 

B  是 在审议中 教科文组织《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民

族学：《世界的语言》，第十五版 
 

UNESCO 会 同  UNEP-
WCMC 
(史密逊研究所要求探讨采

用红色清单办法的可能性) 
土著和传统知识现状的其

他指标 
C  否 否 将由 第 8(j)条工作组 审议 

（可能包括土著和当地社区的土地租赁） 
SCBD 

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指标 C  否 否 将由获取和惠益分享工作组审议 SCBD 

为为为为《《《《公约公约公约公约》》》》提供的官方发提供的官方发提供的官方发提供的官方发

展援助展援助展援助展援助 
B 标示为海外发展援

助 
有一些 是 鼓励捐资国标示数据 OECD (OECD 目前正在开

展这方面的试验期工作)) 
技术转让的指标 C  否 否 请各国提交信息。技术转让工作组可审议

该事项。 
S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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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6. 与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及倡议的合作与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及倡议的合作与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及倡议的合作与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及倡议的合作 

缔约方大会， 

1．   促请各缔约方为国际组织的合作提供便利，并通过协调各公约及其参与的各论坛之

间的国家立场，酌情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所有相关部门； 

2.      请各缔约方适当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

化公约国家联络点之间的配合，以在贯穿各领域的问题上取得协同增效并酌情从全球环境基金中

争取用于协同增效活动的资金； 

3.      强调联合联络组在支持里约公约之间合作的重要作用； 

4.     欢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秘书处联合

制定的文件(UNEP/CBD/WG-RI/1/7/Add.1)中就加强三个《里约公约》之间的合作和开展联合行

动的拟议的备选方案； 

5. 请联合联络组在将来提交给缔约方大会的文件中，对合作和联合行动中遇到的障

碍、成功经验和教训进行评估，并表明在这方面拟议的更多备选办法对资源的需求； 

6.      欢迎生物多样化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移栖野生动物物种公

约、湿地公约（拉姆萨尔，伊朗，1971 年）和世界遗产公约秘书处就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

之间的合作联合制定的文件(UNEP/CBD/WG-RI/1/7/Add.2)，并鼓励与生物多样性有关公约联络

组处理具体内容成份，如统一国家报告，并运用临时目标和分目标框架评估各公约在实现 2010
目标方面的进展，以及符合该框架的指标； 

7. 注意到不仅需要加强在里约公约和与生物多样性有关公约之间在各自秘书处层次和

合作，还要加强在各自科学和技术机构之间的合作； 

8. 请执行秘书从方案支持中得到更多资源，用于资助公约活动，包括与生物多样性公

约和位于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联络安排方面的有关活动； 

9. 欢迎目前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特别是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粮农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粮农组织系统其他进程之间在有关农业、渔业、林业和其他事

宜的合作； 

10. 认识到森林合作伙伴在森林有关问题方面开展协调和合作的重要作用和成就； 

11. 欢迎全球植物保护伙伴组织在促进全球植物保护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感谢国际

植物园保护组织对伙伴组织一贯的支持； 

 12.      请执行秘书酌情根据所需的经费和人力资源及缔约方大会建立的确定优先项的机

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已签订了合作备忘录的公约、组织和倡议进行联络，以根据缔约方大

会的决定推动《公约》的实施，包括制定联合工作方案的可能性； 

13.      请执行秘书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就相关问题进行联络，包括贸易相关的知识产

权、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和环境货物和服务及其他问题，以确定紧密合作的备选方案，包括制定

一个合作备忘录以促进《公约》三项目标的实现； 

14.       请执行秘书同联合国还是法共与秘书处联络； 

15.      请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秘书处加入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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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欢迎与《保护野生动物移徙物种公约》共同制定的经修订的联合工作方案 (2006-
2008) 23/，并在一个国家同时是两公约缔约方的情况下， 请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联络点酌情与

其野生动物移徙物种公约对口部门进行协作，开展联合工作方案的有关活动，并请执行秘书与野

生动物移徙物种公约秘书处协作，执行联合工作方案下确立的行动。 

                                                 
23

  经移栖野生动物物种公约缔约方大会在第 8.18号决议第 6 段批准：“将移徙物种问题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及行动计划和当前和今后的工作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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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7. 私营部门的参与私营部门的参与私营部门的参与私营部门的参与 

缔约方大会， 

忆及缔约方大会第 III/6、V/11和 VI/26 号决定，特别是《战略计划》目标 4.4（“各主要行

动方和利益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参加了为执行《公约》所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正将生物

多样性问题纳入其有关的部门和跨部门计划、方案和政策”）， 

强调需要吸纳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公约》的执行与 2010年目标的实现，同时还需铭记

执行责任主要在于各缔约方， 

注意到需要加强私营部门的自愿承诺并加强法规，以支持公约的目标， 

认识到私营部门涉及的行动者范围广泛， 

注意到促进工商业界参与《公约》执行的多个理由，包括以下： 

（a） 私营部门可以说是所有利益相关方中参与《公约》执行程度最低的，然而，工商业

的日常活动却对生物多样性有着重大影响。鼓励工商业采取和推广良好做法可大大推动 2010年

目标及《公约》各项目标的实现； 

（b） 各家公司和行业协会可对政府和公众舆论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他们有潜力提高生

物多样性及《公约》本身的地位； 

（c） 私营部门拥有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和技术资源以及更为普遍的管理、研究和交流技

能，如果能够调动这些资源和技能，可对《公约》的执行起到推动作用； 

欢迎让商业界进一步推动公约目标方面的现行倡议和新倡议，包括在参与执行公约的商业

界领袖和部长之间开展对话， 

 欢迎巴西环境部和联合王国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会同世界保护联盟（保护联

盟）、巴西促进可持续发展企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企业理事会）、远见投资公司（Insight 
Investment）和执行秘书提出的的倡议，即开发一些使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思路，通过

《公约》或支持公约目标得到最佳实施，作为努力实现 2010年目标的一个手段， 

 注意到 2005年 1月 20至 21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企业与 2010年生物多样性挑战》会

议的报告（UNEP/CBD/WG-RI/1/INF/5）以及 2005年 11月 3 日至 5 日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第二

次会议的报告（UNEP/CBD/COP/8/INF/11）， 

 注意到以下各类工具和机制可有助推动工商业界为执行《公约》及其 2010年目标做出贡

献； 

（a） 提高私营部门关于企业与生物多样性问题认识的材料和相关培训研讨会； 

 （b） 关于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现有自愿或强制性报告制度及业绩标准、准则和指标的

指南，以便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商业做法的主流； 

（c） 反映所有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的广度的认证计划，以便促进消费者根据公司的生物

多样性业绩做出选择； 

（d） 关于影响生物多样性活动的国际公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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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协助公司执行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良好做法的指南和工具； 

（f） 用以界定和执行生物多样性承诺的生物多样性政策与行动计划； 

（g） 用以指导和评估公司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规范的生物多样性基准； 

（h） 用以将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纳入现有的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和战略影响评估的准则； 

 （j） 促进有关良好做法的知识共享的伙伴关系； 

（k） 公-私伙伴关系； 

 还注意到，上文列举的有些工具和机制还可用于促进那些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的政府机构与那些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的政府机构就《公约》的执行及其 2010年目标的实现

开展合作，  

 注意到可通过在《公约》下进一步开展工作，来推动工商业为执行《公约》及其 2010目
标做出贡献，即制定： 

（a） 针对私营部门的关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工具、指导和标准； 

（b） 用于评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的工具，及用于将其纳入决策之中的工

具； 

（c） 与《公约》的目标相一致的潜在生物多样性补偿指导； 

（d） 关于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行业标准、认证计划和准则的指南； 

（e） 针对私营部门的《公约》指南； 

（f） 关于各缔约方如何根据国家需要和国情吸纳私营部门参与的指南； 

注意到对中小企业环境无害产品给予支持的方式方法（如 UNCTAD 生物贸易倡议）方面

的进一步工作将有助于促进在工商业开展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做法， 

1. 促请各国家联络点与有关的政府部门合作，向在各缔约方管辖内营运的公司，包括

国营公司和中小型企业，宣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使这些公司参与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

行动计划（战略与行动计划），并鼓励这些公司采取支持执行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公约》目标的

做法； 

2. 鼓励国家联络点酌情邀请私营部门的代表参加出席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

构、缔约方大会各届会议和其他政府间会议的国家代表团，并提名他们参加技术专家组； 

3. 请执行秘书汇编关于商业界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理由和良好生物多样性做法的资料，

并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提供这些资料； 

4. 还请执行秘书将私营部门列为其宣传资料的目标受众，并纳入关于传播、教育和公

众意识的全球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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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各企业、有关组织和伙伴关系，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融资倡议，阐发和促进商

业界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理由，制定并促进更广泛地使用良好做法准则、基准、认证制度以及报告

准则和标准，特别是符合 2010 年指标的业绩标准，用于分享有关生物多样性现状和趋势的信

息，并编写并向缔约方大会通报有助于实现 2010年目标的自愿承诺； 

6. 请各企业更严格地按照《公约》的三大目标及具体目标和分目标调整其政策和做

法； 

7. 鼓励企业代表参加缔约方大会、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各次会议和其他政

府间会议； 

8. 决定在第九届会议上审议促进企业参与执行《公约》的更多方式方法，特别强调

《公约》对促进这种参与的作用； 

9. 请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研究私营部门在实现《公约》的三项目

标方面的作用，审议目前关于专家组工作的决定是否适用，并就此向缔约方大会报告。 

 10． 鼓励各缔约方就执行《公约》第 6（b）条制定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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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8. 向财务机制提供的指导向财务机制提供的指导向财务机制提供的指导向财务机制提供的指导 

缔约方大会， 

 铭记第 20条和第 21条， 

 注意到 UNEP/CBD/COP/8/10号文件所载全球环境基金的报告， 

 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条款和缔约方大会第 I/2、II/6、III/5、III/8、IV/11、IV/13、
V/12、V/13、VI/16、VI/17 和 VII/20 号决定， 

 1. 决定根据《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通过经修订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自愿承担发达

国家缔约方义务的其他缔约方的名单（见本决定附件）； 

 2. 请全球环境基金作为经管《公约》财务机制的机构在其提交缔约方大会的定期报告

中作出以下方面的说明： 

 (a) 在 2006年 7 月开始运作的全球环境基金第四次资金补充当中初次把资源分配框架

用于资源分配的情况，侧重于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  

 (b) 资源分配框架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为履行在《公约》下作出的承诺所

能够得到的资金产生何种影响； 

 3. 促请全球环境基金进一步简化和精简其办事程序，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

别是第 20条第 5 和第 6 款提及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以及经济转型

国家缔约方的特殊情况； 

 4. 促请全球环境基金制订措施，用以应对第三次《全球环境基金全面业绩研究报告》

中指出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面临的挑战； 

 5. 请全球环境基金大会第三届会议在其高级别政治讨论中讨论该基金作为《公约》的

财务机制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6. 请执行秘书与各缔约方协商，参照第 VII/30 号决定所载大目标和具体目标框架以

及 2010年目标实现进度评估指标，探讨精简向全球环境基金所提供指导的机会，并通过审查公

约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将探讨结果提交缔约方大会； 

 7.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开展对《公约》财务机制有影响的有关审查工作时与执行秘书协

商； 

 8. 决定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0 条和第 21 条第 1 款，并按照缔约方大会第

I/2、II/6、III/5、III/8、IV/11、IV/13、V/12、V/13、VI/16、VI/17 和 VII/20 号决定向全球环境基

金提出有关提供财务资源的进一步指导意见如下； 

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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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请全球环境基金做出保证，在启用资源分配框架后，丝毫不会妨碍符合条件的缔约

方获得资助，以开展与生物技术安全有关的活动，包括酌情开展区域活动； 

 10. 请全球环境基金根据国家需要和优先秩序分配资源，资助执行《议定书》的活动，

并且优先资助所有合格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以及资助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建立基本能力； 

 11. 促请全球环境基金支持进行国家内、区域内和次区域内的摸底研究，以便能够： 

 (a) 更好地规划和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今后向合格国家各自的需要提供的援助，因为现在

已经证明，“以不变应万变”的生物技术安全方式是不适当的； 

 (b) 确定清楚和现实的目标； 

 (c) 确定并提供专门技术知识和经过适当实践的专门知识，以落实各国生物技术安全框

架； 

 (d) 开展有效协调，促使各国所有有关部委和部门给予支持、表现出主人翁精神和进行

参与，从而确保形成增效作用和延续性； 

 12. 请全球环境基金支持： 

 (a) 提供较长期的支助，用以建设、巩固和加强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可持续人力

资源能力，并开发检测技术，用以发现改性活生物体； 

 (b) 提高认识，促进公众参与和交流信息，包括为此利用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 

 (c) 酌情在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开展国家生物技术安全框架的协调与协作； 

 (d) 各国以可持续方式参与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包括考虑到各缔约方需要有能力

用通用格式以及联合国的正式语文提交资料（特别是用于记录分类的关键词），以便能够向中央

门户网站登录资料，从而开展能力建设； 

 (e) 转让和共同开发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以及改性活生物体监测和检测的技术； 

 (f) 建立和落实各国的生物技术安全框架； 

 (g) 发展技术、财务和人的能力，包括提供研究生教育、与生物技术安全有关的实验室

和有关设备； 

 (h) 落实《为有效执行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进行能力建设的订正行动计划》； 

 (i) 促进通过协商方式收集资料的进程，以使那些在这方面缺乏足够能力的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编写《议定书》规定的

国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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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请全球环境基金、发达国家缔约方和政府以及有关组织考虑到《为有效执行卡塔赫

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进行能力建设的行动计划》，为该计划的执行增加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支助； 

岛屿生物多样性 

 14. 请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承认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尤

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适切性，并对其执行工作提供支持； 

 15. 请全球环境基金进一步简化其程序，以便在执行岛屿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时考虑到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16. 请全球环境基金与执行秘书协调，确定现有财务资源在 2010 年之前的短缺和需

要，以便能够为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以及使生态系统继续提供物资和服务而作出前所

未有的更大努力； 

 17.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酌情利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性框架和办法开展

国家和其他国际级以下的评估，并请全球环境基金以及多边筹资组织酌情为这些评估提供资金； 

《公约》的执行 

 18. 请全球环境基金提供该基金对执行《战略计划》目标 2和目标 3的贡献和这方面经

验的资料； 

 19. 请全球环境基金和各双边和多边捐款组织为生产和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

计划提供资金； 

技术转让与技术合作 

 20. 请全球环境基金为执行工作方案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财务支助； 

全球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倡议 

 21. 促请全球环境基金及其他双边和多边机构提供必要的资金，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其中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向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必要资金，以便其在国家和区域各级执

行确定的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优先活动，支持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任何其他宣传、

教育和交流意识战略； 

国家报告 

 22. 请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双边及多边金融工具酌情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财政支

助，助其及时而且最好在 2007年 1月 1日之前编制第四次国家报告； 

 23. 还请全球环境基金研究和建立更加易于使用和更加快速的机制，用于向符合条件的

国家提供编制今后国家报告所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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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分类倡议 

 24. 请全球环境基金继续为执行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中所载的规划活动提供支

持，包括生物分类需求评估、以生物分类为重点、或明确带有生物分类内容的项目、及有关生物

分类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的区域活动； 

 25. 进一步请全球环境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小岛发展中国家，并为经济转型

国家提供财务资源，以举办项目，帮助其成立和运作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国家联络点，并提供财务

资源，支持同具体生物分类和信息技术有关的生物分类培训以及其他此类能力建设活动； 

 26. 请公约和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对所资助的与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相关的项目和国家报

告中所载的相关项目信息进行联合分析，包括分析具体用于能力建设的资源，以便找出最佳做

法，并就促进对全球生物分类倡议提供财政支持的信息和经验进行交流； 

外来侵入物种 

 27. 注意到《公约》的财务机制有必要提供额外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

中的最不发达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开展能力建设，以防止或尽量减少国家、

次区域或区域一级外来侵入物种的传播和定居风险； 

保护区 

 28.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的其他实施机

构以及其他有关组织根据各自任务规定提供帮助，向决定草案关于保护区问题的第 VIII/24 号决

定第 18(a)段提到的保护区筹资问题圆桌会议提供方便和资助； 

 29. 请全球环境基金： 

 (a) 为了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向经济

转型国家提供充分支持，相应地考虑到已经确定的国家需要，支持及早开展工作方案中的活动； 

 (b) 参照工作方案中的目标和时间表向国家和区域一级的保护区系统提供支持； 

 (c) 在全球环境基金第四期业务计划的生物多样性部分中保持为保护区提供的资金所占

比重，同时考虑到工作方案中的大目标和具体目标以及全球环境基金在全系统为保护区提供的支

持中所起作用； 

 (d) 审查并酌情修订与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有关的保护区政策； 

 (e) 支持社区建立的保护区，保证使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立即、充分和有效地参与举办

有关活动的工作； 

 30. 请全球环境基金的各个实施机构加快处理关于利用为上文第 29(a)和(b)段所述项目

所提供资金的请求。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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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和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其发达国家缔约方和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其发达国家缔约方和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其发达国家缔约方和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其

他缔约方名单修订稿他缔约方名单修订稿他缔约方名单修订稿他缔约方名单修订稿（（（（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 摩纳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葡萄牙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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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19.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A. 审议因执行第审议因执行第审议因执行第审议因执行第 VI/22 号决定第号决定第号决定第号决定第 19段而产生的事项段而产生的事项段而产生的事项段而产生的事项 

缔约方大会， 

回顾缔约方大会在第 VI/22 号决定第 19 段中请执行秘书启动支持执行森林生物多样性扩

大工作方案的一系列行动, 

铭记许多组织 － 包括联合国森林论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森林合作伙

伴关系其他成员及区域森林进程掌握着有关科持续森林管理和国家森林方案、包括森林法执法和

有关贸易及纳入跨部门规划的有关信息和最新信息， 

1. 欢迎执行秘书编写的关于执行第VI/22 号决定第19段中出现的事项的说明

(UNEP/CBD/SBSTTA/11/14)； 关 于 在 森 林 生 物 多 样 性 方 面 执 法 不 力 的 影 响 的 报 告 
(UNEP/CBD/SBSTTA/11/INF/12) 以及减轻其他行业政策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负面影响并加强正面

影响的最佳做法汇编 (UNEP/CBD/SBSTTA/11/INF/13)； 

2. 赞赏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森林合作伙伴关系成员、欧洲森林保护

部长级会议和泛欧生物与景观多样性战略等区域森林进程、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公约、政府间组织

和研究机构在执行第 VI/22 号决定第 19 (a)－(g) 段中所列各项行动的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

和给予的协作； 

3. 请各缔约方加强在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改进森林法执法并处理有关贸易问题的努

力，并重申请各缔约方根据第 VI/22 号决定第 19（e）段提供有关这些问题的情况，特别是关于

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信息，以此为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组成部分 2 目标 1 分

目标 4 下所列活动作出贡献； 

4. 请执行秘书： 

 (a) 在有关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酌情包括森林法执法、治理和有关贸易）方面，进一

步加强同联合国森林论坛、国际热带木材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国际森林

研究中心、世界银行、森林合作伙伴关系其他有关成员及区域森林进程的协作，以便酌情补充并

有利于现行的进程 
24
和倡议，以便加强执行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有关活动的力度； 

(b) 同森林合作伙伴关系有关成员合作，收集各缔约方推动执行本国森林方案和国家生

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现有信息； 

(c) 同各利益方合作，并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森林论坛、森林合作伙伴

有关成员、诸如欧洲森林保护部长级会议、蒙特利尔进程和中部非洲森林委员会这样的区域森林

进程所做的工作，最大限度利用已有的现行工具、特别是国家森林规划，制定跨行业、综合性做

                                                 
24

  亚马逊合作条约下 Tarapoto进程；东南亚和太平洋、非洲和欧洲和北亚森林法执法和治理部长进程；和欧盟

森林法执法和治理与贸易行动计划；及其他有关进程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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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具包，以减轻其他行业政策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并加强正面影响，供科咨机构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电子和非电子途径传播； 

(d) 中止生物多样性公约森林网路门户运作，因为使用率太低，并通过超级链接将各缔

约方连接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主办的森林合作伙伴关系联合信息框架网址 
25
/； 

(e)  完成资料文件 UNEP/CBD/SBSTTA/11/INF/12 中建议的对擅自捕获动物（包括丛林

肉）的评估，并将资料文件 UNEP/CBD/SBSTTA/11/INF/13 中概述的最佳做法汇编最后定稿； 

(f) 汇编从第 VI/22 号决定第 19 段中得到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可持续利用的第（f）小

段； 

(g) 探讨通过非网络手段（如光盘和打印件）加强有关执行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

案方面的信息交流和能力建设，并加强用网络手段交流森林方面的实际和有用的信息； 

5. 回顾第 VI/22 号决定第 28 段和第 VII/11 号决定第 7 和 11 (b) 段，鼓励各缔约方

将生态系统做法纳入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和做法，进一步加强体制能力和人的能力，进行适应性

管理； 

6. 请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将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森林的信息更全面地纳入森林合作
伙伴网址中； 

7.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加强《世界遗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各联络点之间的协作，以便在指定的世界遗产保护点加强执行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大

方案和保护区工作方案的效力，同时应考虑保护区工作方案对于执行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大工作方

案方案内容 1 大目标 3 目标 3 的重要性； 

B.  B.  B.  B.  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缔约方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六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是向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迈进的积极的一

步， 

特别欢迎在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六级会议上商定的四大全球森林目标，各缔约方均承诺在全

球和国家一级开展工作并在 2015 年前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并注意到执行森林生物多

样性扩展工作方案将有利于实现这四大全球目标， 

认识到关于转基因树木潜在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包括对全球森林生物多样性和土著和

当地社区生计在内的长期和跨边境影响，并考虑到缺少可靠的数据和一些国家缺少开展风险评估

和评估潜在影响的能力， 

1. 指示执行秘书继续参加森林合作伙伴组织； 

                                                 
25

  www.fao.org/forestry/site/208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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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各缔约方在处理转基因树木问题方面采取审慎的做法； 

3. 请执行秘书收集并整理现有的信息，包括经同行审议的出版文献，以便科咨机构审

查和评估转基因树木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潜在的环境、文化和社会经济影响，并

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报告； 

4. 请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包括地方和土著社区及利益相关者）向秘书

处提供有关观点和信息，以便纳入此报告。 

C. 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缔约方大会  

1. 请执行秘书按照本建议附件中所列的拟议审查程序，对扩展工作方案进行一次深入

审查，并在有资金资源的情况下，至少召开一次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特设技术

专家组（缔约方大会根据第 VI/22 号决定第 26 段中商定的工作大纲成立）会议，以完成其职

责； 

2. 请执行秘书根据第 VI/22 号决定第 26(c)段（关于特设技术专家组成员），增加目

前很少或没有代表的生物地理区域的代表人数； 

3. 鼓励缔约方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完成第三和筹备第四次国家报告时获取有关森林报

告的现有信息，例如，通过森林合作伙伴关系与森林有关的报告联合信息框架网站和其他非网络

手段获取信息； 

4. 鼓励简化森林问题报告工作的森林问题工作队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开展工作，减轻报

告负担，并尽量减少重复提出报告要求。 

附件 

关于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提议关于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提议关于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提议关于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提议 

A.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信息来源信息来源 

1. 有助于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有关信息来源如下： 

(a) 主要信息来源摘自于公约缔约方提交的第三次国家报告；
26/  

(b) 以前以国家报告形式提交给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粮农组织、国家热带木

材协议（只涉及国际热带木材组织成员国）、联合国森林论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

                                                 
26

  在 2003 年的第一次会议上，该专家组编写了在第三次国家报告格式下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井完善

的问卷，主要围绕森林扩展工作规划的 12个大目标和 27个具体目标，之后缔约方大会在第 VII/25 号决定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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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有关森林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从森林合作伙伴关于森林问

题报告共同信息框架网站及区域标准和指标进程获得；
27/  

(c) 在公约框架内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提供的资源专题报告（2001年提交的森林

生态系统专题报告）
28/ 和2003年扩大的工作方案执行进展的资源报告 29/)； 

(d)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编写的“国家简介”和国家报告； 

(e)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及国家森林规划方面取得进展的有关信息； 

(f) 发放给国际组织、衡量国际一级执行情况的问卷；
30/  

(g) 与土著和地方社区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审查执行情况（如全球森林联盟审查公

约中与森林有关的条款）； 31/ 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森林人民项目关于土著人民保护生物

多样性活动的经验；
32 / 给联合国森林论坛的报告；

33/ 与森林有关的传统知识和执行有关

国际承诺专家组报告摘要 34/ )； 

(h) 经同行审议的、国际非政府机构和科学机构所作的独立报告；及 

(i) 国际/全球/区域森林评估，包括粮农组织森林资源评估和森林产品年鉴、粮

农组织世界森林状况报告、粮农组织区域展望研究、粮农组织国家森林规划更新、热带木

材组织世界木材状况年度审查和评估、
35/ 热带木材组织即将开展的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

现状的审查、联合国森林论坛关于国际森林专家组/政府间森林论坛提出的拟议行动所取

得进展的审查、
3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第二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和欧洲保护森林部长会议关于欧洲森林状况和欧洲可持

续森林管理的报告。 

B. 审查的技术组成部分审查的技术组成部分审查的技术组成部分审查的技术组成部分  

2. 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审查将在可行和相关的情况下开展下列

活动，这些活动同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中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章节和执行秘书关于审查

                                                 
27

  www.fao.org/forestry/site/26880/en。 

28
  可查阅： http://www.biodiv.org/world/reports.aspx?type=for。 

29
  可查阅：http://www.biodiv.org/world/reports.aspx?type=vfe。 

30
  为此，该专家组在 2003 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制定了给国际组织（包括森林合作伙伴所有成员）的问

卷。这一问卷格式在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上通过并在 2004年发出。 
31

  见“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与森林有关的条款执行现状”， 2002年 3月。FERN-全球森林联盟。 

32
  Griffiths, T.  2005.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 
33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五届会议。有关森林的传统知识和有关国际承诺的执行情况：热带森林土著和部落

民族国际联盟，哥斯达黎加，圣何塞，2004年 12月 6-10日。 (E/CN.18/2005/16)。 
34

  哥斯达黎加, 2004； 热带森林土著和部落民族国际联盟。 

35
  http://www.itto.or.jp/live/Live_Server/400/E-Annual%20Review%202004.pdf。 

36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五次会议。秘书长关于审查国际森林问题安排效果的报告。 (E/CN.18/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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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的咨询意见的说明(UNEP/CBD/SBSTTA/11/15)第 5 段中提

到的其他有关来源相关 ，并考虑到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工作组第 1/8号建议附件 3； 

3. 执行秘书将同审查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执行情况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合作，编

写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现状和趋势及审查执行情况的背景

报告。该报告将包括下列内容： 

(a) 分析并展示各区域的情况，包括使用地图； 

(b) 分析并综合第三次国家报告中以书面形式提交的信息（而不是只有某一问题

遵守情况的报告频率），包括在执行第 VI/22号决定第19段中所含的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情

况； 

(c) 评估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在处理国家优先项方面的充分性，包括有

关恢复和长期恢复森林覆盖的问题； 

(d) 通过将答复率不高的问题结集在一起，查明信息空白； 

(e) 审议分析、综合、展示和出版所提交信息的备选办法，包括通过信息交换所

机制，以便为缔约方提供反馈，并加强所报告信息的价值和拥有权； 

(f) 通过查明、制定和/或详述有关（但不限于）下列内容对信息进行分析： 

(一) 执行工作方案的主要全球和区域效益和问题； 

(二) 执行最多的目标和/或分目标； 

(三) 执行最少的目标和/或分目标； 

(四) 未执行的目标和/或分目标； 

(五) 区域层次上的结论； 

(六) 全球层次上的结论； 

(七) 改进森林工作方案的建议和未来之路； 

(八) 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九) 在能力建设优先的背景下查明执行障碍 

(g) 总体评估：  

(一) 森林工作方案是否及如何成为减少森林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有益工具； 

(二) 森林工作方案如何有益于实现公约的三项目标。 

4. 审查第三次国家报告中森林生物多样性部分所含信息有若干个技术限制。在开始进

行审查时应注意到这些限制，并在开展审查时考虑进去。例如，这些具体的限制因素包

括： 

(a) 无法直接评估现状和趋势，因为多数问题并非为此目的设计； 

(b) 对所给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所给的答案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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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往往缺少基准数据； 

5. 从第三次国家国家报告并酌情从其他有关信息资源中将评估和找出执行的成功之

处、挑战和障碍，并了解采用各种科学和技术措施及使用各种工具在执行森林生物多样性

扩展工作方案中的效果； 

6. 考虑到上文第 4 段所确定的限制因素，该审查将考察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趋

势、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的效果和局限性，以及进一步审议第 VI/22 号决定第 19
段中出现的问题。该审查将为同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方案有关的专题和制定、设计和

/或完善未来的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可能方式方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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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0.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报告进程报告进程报告进程报告进程、、、、改进执行情况审查和改进执行情况审查和改进执行情况审查和改进执行情况审查和
解决威胁解决威胁解决威胁解决威胁 

缔约方大会， 

审 查 了 执 行 秘 书 的 各 项 说 明  (UNEP/CBD/COP/8/26/Add.3, 
UNEP/CBD/COP/8/INF/15 和 UNEP/CBD/COP/8/INF/42), 

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其第III/21号决定中承认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为生

物多样性公约湿地问题主导执行伙伴, 

注意到拉姆萨尔公约使用的“湿地”定义包括所有范畴的内陆水域生态系统,  

认识到两个公约之间的密切合作为公约之间建立协同增效作用、切实实现两个公约

的目标树立了良好榜样, 

铭记两个公约之间的联合工作计划, 

欢迎拉姆萨尔公约缔约方第九次会议成果，尤其是关于指定拉姆萨尔地订正标准的

进展，并且明确指出明智地使用湿地与减少贫穷之间的重要关系,  

注意到环境规划署以问题为基础的协调执行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模式是促进报

告协同增效作用和执行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有用工具；世界大自然基金国际的“从高

山到海洋”倡议是有用的促进因素，将协助各缔约方在国家一级利用生态系统办法，更加

协调地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回顾缔约方大会在第 VII/4 号决定第 2 和第 3 段要求，除其他事项外，制订精简内

陆水域生态系统国家报告并提高其效力的提案, 

1. 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 、有关国际组织和区域倡议，除其他事项外，

利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X/9号建议确认的各进程将提供的信息，促使有关

利益方承认并且执行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2. 还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各国际组织以及私营部门自愿而且根据确认

的需要提供财政资源和其他资源，继续支助拉姆萨尔公约执行秘书和秘书长关于这些事项

的工作； 

4.  呼吁各缔约方确保各国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约联络点最充分地相互合作和

交流，确保它们与应对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驱动变化因素负责的部门或团体代表

最充分地合作和交流; 

5. 要求执行秘书： 

(a) 审查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项下的技术规定，并将其与拉姆

萨尔公约科学和技术审查小组目前和计划进行的活动比较，以查明矛盾之处，并向科学和

技术咨询附属机构提议解决这些矛盾之处的途径与方法；  

(b) 请拉姆萨尔公约主导制订一项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报告框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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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事项外，该框架应考虑: 

(一) 两个公约的需要，包括各自对其他事项报告的需要； 

(二) 关于国家报告的第VIII/14号决定和关于审查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

特设工作组结果的第VIII/8号决定等决定所载其他指南； 

(三) 注重结果的实现2010年目标进展指标所载信息； 

(四) 其他利益相关者和进程的报告活动； 

(五) 优先信息需要，同时铭记国家报告能力；以及 

(六) 酌情考虑环境规划署以问题为基础的协调执行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

约的模式； 

以便保证，国家报告将避免工作重复，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重要和有意义的信息;  

(c)  保证在制定框架过程中妥善地承认第VII/4号决定第11段的联合报告框架，

该框架承认，在其他工作方案处理的生态系统内存在着内陆水域生态系统，因此，鼓励与

这些其他专题方案相互参照和协调; 

(d)  还请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通过适当途径，并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联合探讨

下列问题并避免工作重复： 

(一) 改进下列机制的其他方式和途径：评估内陆水域生态系统范围、分

布和特征的机制；审议审查公约各工作方案的准则的机制（第

VIII/15号决定，附件三)，尤其是应该注意生态系统因素和评估；以

及监测驱动变化因素的机制；同时应指出，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

级需要长期进行这种评估，包括对没有被指定为拉姆萨尔地的湿地

进行评估；以及  

(二) 国家一级进行这种评估的能力需要;  

(e) 为下述事项的其他方式和途径提出提案: 

（一） 确认主要利益方的战略办法，酌情促使他们充分参与减少驱动负面

变化的因素，增加驱动正面变化的因素；以及  

（二） 让各利益方参与监测和报告驱动变化的因素、生物多样性现状和趋

势以及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并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之前将这些提案提交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f)  在开展这项工作时，酌情考虑第VII/31号决定附件指出的审查执行工作方案

情况的有关时限； 

(g)  酌情请应该对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驱动变化的因素负责或代表这些

因素的区域和国际机构充分执行工作方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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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改善各国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国家联络点相互传播关于这些事项和相关事

项的信息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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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1.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深深深深
海海床遗传资源海海床遗传资源海海床遗传资源海海床遗传资源 

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深海海底生态系统，包括深海热泉、冷渗漏、海

隆、冷水珊瑚礁和海绵礁生态系统，所蕴含的遗传资源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

及对合理分享因利用这些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认识到鉴于深海海底生物多样性的脆弱性和普遍缺少科学知识，迫切需要加

强科学研究与合作，采用预防性做法，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些遗传资源； 

3. 关切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海底遗传资源面临的威胁，请各缔约方并促请其他

各国根据第 VII/5 号决定第 56 段的要求，在查明对本国管辖和控制范围内深海海底生态

系统以及这些地区内的物种可能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和进程后，采取措施紧急管理脆

弱深海海底生态系统中所从事的这些做法，以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并作为国家

报告进程的一部分就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 

4. 还请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各研究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提供关于与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深海海底遗传资源相关的研究活动的资料，并确保在获得这些科学研究和分

析的结果时，能够酌情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国际渠道得到有效

地散发，并请执行秘书与有关组织合作，汇编和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进一步散发这些资

料； 

5. 表示知晓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可以单独或合作利用的各种初步备选办法，以

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深海海底遗传资源，其中包括：(1)运用行为守则、准则和原则；

以及(2)通过下列措施减少和管理威胁：许可证和环境影响评估；建立海洋保护区；禁止

在脆弱地区采用有害和破坏性做法；并强调，必须进一步努力，尤其在联合国框架内，发

展所有这些备选办法和其他备选办法。 

6. 还认识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监管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地区的活动，并

促请各缔约方及其他国家在相关国际和/或区域组织内开展合作，以便促进养护、管理和

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包括深海海床遗传资源； 

7. 请执行秘书与联合国海洋事物和海洋法司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合作，进一

步分析和探讨各种备选办法，以防止和减轻某些活动对有关海底生境的影响，并将结果报

告给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今后的各次会议； 

8. 注意到存在着其他各工作方案、包括保护区问题工作方案产生的有关科学资

料； 

9. 强调迫切需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迫切需要：建立深海海底生物多样性方

面的能力，包括生物分类能力；促进科技合作和技术转让；以及，交流在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深海海底内开展活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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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2.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加强执行加强执行加强执行加强执行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 

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执行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报告所载、执行秘书关

于这个问题的说明(UNEP/CBD/COP/8/26/Add.1)所概述的关于综合海洋和沿海地区管理的

障碍和创造有利条件活动的分析； 

2. 注意到各缔约方将处于制定国家综合海洋和沿海地区管理框架的不同阶段以

及综合海洋和沿海地区管理能够有助于适当地介绍现有进程的情况； 

3. 认识到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对实现 2010目标的重要意义，请各缔约方和其

他国家政府酌情通过以下措施促进有效执行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 

(a) 鼓励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有关利益方参与，在考虑将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的

建议纳入国家和区域进程的过程中提出投入； 

(b) 酌情考虑建立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体制结构和其他模式； 

(c) 酌情制定和通过国家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战略； 

(d) 酌情全面审查与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有关的国内环境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

必酌情制订适当立法； 

(e) 考虑建立适当体制机制，以支持执行与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有关的国际和区

域文书的规定； 

(f) 确保有效地执行立法，包括令执法机构了解可持续使用沿海和海洋资源的重

要性以及促进守法和惩治违法者的重要性； 

(g) 考虑参与各国际倡议和协定，如区域海洋方案、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大型生

态系统）项目和江河流域倡议等，以促进跨界合作； 

4. 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会同沿海区管理者与有关组织，在各自能力范

围内： 

(a) 通过制订并运用指标或标准 － 例如，环境规划署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进展

指 标 集 （ 参 见 关 于 执 行 综 合 海 洋 和 沿 海 地 区 管 理 的 特 设 技 术 专 家 组 报 告

(UNEP/CBD/COP/8/26/Add.1)附件二） － 以及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闭会

期间特设工作组正在制订的指标，评估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执行情况的基准水平； 

(b) 鼓励土著和地方社区和有关利益方根据第 8(j)和第 10(c)条的规定，可持续

地使用资源；并酌情使其经济和生计基础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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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各自然资源进程并评价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意义，并在决策过程中运用这

种信息； 

(d) 充分利用全球和区域沿海观测系统产生的数据产品，支持作出关于综合海洋

和沿海地区管理的决策； 

(e) 确保在政府官员、决策者、沿海资源使用者和一般公众间广泛传播关于海洋

沿海地区综合管理的社会、经济、健康、环境和文化利益的信息； 

(f) 通过定期的培训和招募方案，并酌情通过海洋科学和政策教育课程，极大地

完善沿海管理人员和海岸警卫队开展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活动的能力建设；以及 

(g) 支持与各种正在开展的活动合作，建立和使用海洋和沿海地区综合管理活动

全球互动数据库。 

5. 请各缔约方在报告海洋和沿海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过程中，酌情在国家报告

中报告它们为加强执行综合海洋和沿海管理而采取的措施； 

6.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支持各种举措，以： 

(a) 改进信息的收集、整理、解释、交流与传播，加强各利益方的参与，并促使

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和有效地参与执行管理决定； 

(b) 设计具有适应性、并能够对环境变化及反复发生或新出现的自然或生物灾害

作出反应的海洋和沿海地区综合管理方案，将其作为长期减轻影响的工具，辅助沿海/海

洋灾害预警系统； 

7. 请执行秘书与各缔约方、有关组织和土著及地方社区合作，汇编和分析关于

执行海洋和沿海地区综合管理的成功和失败个案的研究，并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之

前，将从中得出的教训提交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审议； 

8. 促请各供资机构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结成伙伴关系，以支助建立有效执行海

洋和沿海地区综合管理长期能力的国家和区域努力，并确保提供的资金与海洋和沿海地区

综合管理国家需要相称。 



191 

VIII/23. 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 

A. 关于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 

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 VII/32 号决定第 7 段，其中请执行秘书开展必要的磋商，并提交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

的备选方案，并同有关组织合作，以便加强关于食品和营养的现行倡议，增进协同

增效作用和将生物多样性关切充分纳入有关工作中，以便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1 和千

年发展目标的其他相关目标， 

1. 赞赏地欢迎执行秘书关于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的

备选方案的说明(UNEP/CBD/COP/8/26/Add.2)中介绍的、在增进协同增效和将生物

多样性关切纳入其他倡议工作中所取得的进展； 

2. 感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

所、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和其他对进程做出贡献的各方； 

3.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关于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的

框架；   

4. 决定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进行深入审

查时将该框架的基本内容纳入这一工作方案； 

5. 吁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将生物多样性、食品和营养因素纳入各

自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及其他国家计划和活动中，包括国家营养行动

计划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战略中；    

6. 请执行秘书继续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

所、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营养常务委员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执行生物多样性用

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方面进行合作，并报告工作进展以便有助于开展对农业

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深入审议；  

7. 请执行秘书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下一次修订公约与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谅解备忘录时将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纳入该备忘录

中； 

8. 请执行秘书向缔约方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大会的成

果，供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深入审查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框架参考； 

9. 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国营养常务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组织和倡议，顾及现行工作，执行生物多样

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 

10. 请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理事机构第一次会议注意到本跨领域倡

议，并在其落实过程中予以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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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意识到实施本倡议下的活动应考虑到粮农组织于 2004 年通过的《支

持结合国家粮食安全工作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 。 

附件 

拟议的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框架拟议的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框架拟议的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框架拟议的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跨领域倡议框架 

A.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1. 生物多样性对食品安全和营养及其重要，为可持续生计提供了重要的可选方案。环

境的完整性对于维持和建设有利于人类福祉的积极的备选方案至关重要。现有知识确保能

够立即采取行动促进各项食品安全和营养方案中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这是对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贡献。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减轻将饮食、农业制度和生态系统简单化的做

法的不利影响和对饮食文化的侵蚀。考虑到很难准确地确定何为最佳饮食，从动植物中广

泛摄取食物仍然是有利于人类健康的最好选择。传统的食品制度带来了人类与生态系统健

康之间的积极增效协力，而文化为作出积极的饮食选择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2. 关于生物多样性用于粮食和营养跨学科的倡议以生态系统方式为基础，最充分地利

用当地所具有的生物多样性和倡议解决营养问题，将协助各国和有关利益方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如果不让环境、农业、营养和健康行业直接参与，采取紧急行动，生物多样性

以及驯化和野生生物多样性在解决食品安全、营养不良以及新出现的非传染性疾病方面所

能提供的积极备选方案就会丧失殆尽。 

B.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3. 本倡议的总体目的是促进和改善有助于食品安全和人类营养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

续利用，从而有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目标 1、目标 7 和有关的目标和分目标，并进而提

高对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重要性的认识。 

C.  一般考虑一般考虑一般考虑一般考虑 

4. 本倡议将在农业生物多样性现行工作方案下作为跨领域倡议执行，并应对该工作方

案和公约其他工作方案及跨领域倡议下的有关活动具有互补性，此外，该倡议应以其他有

关现行倡议为基础，对其他倡议起加强作用，并避免重复工作。 

5. 倡议将应用生态系统方式，使用跨学科和跨领域做法，以便将保健、教育、农业和

环境目标结合为一体。在审查有关食品和营养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时，倡议下的活动将首

先关注本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包括现有的物种内多样性。还应认识到食品的

社会和文化意义 – 这是人类生存和社区组织固有的方面 – 是健康饮食和生态系统的积极推

动力。 

6.  致力于可持续性对于倡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倡议将探讨利用当地和全国市场向消

费者销售和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植物食品类型的可能性，并向提供生物多样性产品的人给予

更高的价值回报。 

7. 本倡议下的活动应相应社区的需求，并在社区和参加和参与下制定。各项活

动应力求加强当地和土著社区在国家和国际机构、规划和进程中的参与，并应力求加强各

级协调。活动应有助于“在实践中学习”并应采取适应性管理。实施各项活动应考虑到粮农

组织理事会 2004年 11 月通过的“在国家食品安全背景下支持渐进实现充足食品权自愿性

准则”（“食品权准则”）。最后，现行活动应更加高瞻远瞩，处理更为全球的、跨领域的

议程，同时不失去本土的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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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内容组成部分内容组成部分内容组成部分内容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 1.  发展并整理记录知识 

运作目标 1 

为生物多样性、食品和营养之间的联系循证，特别是澄清生物多样性同饮食和食物选择多

样性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类健康同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联系。 

理由 

目前关于生物多样性、食品和营养之间的联系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应立即采取行动，但尚需

开展更多工作。发展并整理记录有关这些联系的知识将为倡议提供良好的科学基础，更好

地设计各项活动，并制订全面的宣传措施，用以提高人们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饮食和健康

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健康同生态系统健康之间联系的认识。 

活动 

1.1 编写、审查并分析： 

(a) 根据国家法律，现有的关于生物多样性、食品和营养之间联系的科学信息（以

同公约第 8(j)  条和有关条款一致的方式）；  

(b) 生物多样性、食品和营养之间联系的案例研究； 

(c) 生物多样性对食品和营养的价值。 

1.2   激发进一步研究并产生新数据并系统编纂这些数据。 

1.3   根据第 VII/30号决定，制定一项或多项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的指标。 

方式方法 

粮农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将牵头为倡议建立证据基础。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

所将同粮农组织合作，加强现行粮农组织数据库和信息资源对倡议的用途。世界动物遗传

资源状况第一次报告和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状况第二次报告及其他资源将有助于为倡议建立

循证基础。此外，粮农组织通过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可支持各国提供、汇编和散发关于各

新品种特有营养构成的数据，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也可通过

HarvestPlus 倡议提供、汇编和散发信息。对现有数据进行审查将有助于发现在哪些领域

开展深入案例研究最有益。在所收集的知识基础上，粮农组织、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和秘书处可同有关伙伴协作，支持制定指标的工作及在倡议其他组成部分下列出的有关活

动（如制定宣传战略）。考虑到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以及有关的国家组织和区域组织

作为主要数据来源所起的作用，有必要确定加强产生这种数据的地方基础结构和人力资源

的机制。    

组成部分 2.  将生物多样性、食品和营养问题纳入研究和政策工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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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目标 2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有关营养、保健、农业以及减少饥饿和贫穷的议程、

规划和政策中。 

理由 

现行研究和政策工具往往忽略生物多样性和有关知识在解决当地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方面

的重要性。在营养研究中，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是将食品数据归集到广泛的分类中，模糊

了各物种或品种对人类营养和健康的贡献。在当前普遍使用的监管框架中，不符合当地食

物情况的食品质量也可能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对食品生产者造成限制，即限制他们在市场上

提供多样化的物种和品种系列的能力。旨在扶贫和食品安全的政策、规划和项目有时强调

提供主食来源和饮食补充品，而忽略了当地可提供的多样化食品来源的价值。在这样的情

况下，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的价值、特别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

体现。为了鼓励实践者和研究者改变现行做法，需要主动关注生物多样性，并将研究和政

策重点转向审查食品质量，而不仅仅是食品数量。 

活动 

2.1  酌情将生物多样性关切纳入营养方面的文书，如： 

(a) 针对各种食品的饮食指南； 

(b) 食品构成分析和饮食评估； 

(c) 国家政策和营养行动计划； 

(d) 国家和国际一级的有关监管框架和法律。 

2.2   将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关切纳入食品安全和减贫战略，如：  

(a) 国家减贫战略计划书； 

(b) 食品权； 

(c) 食品安全项目和规划，包括：家庭食品安全项目、学校喂食规划、家庭花

园； 

(d) 应急对策和筹备。 

方式方法 

 粮农组织、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营养常务委员会和秘书处将

酌情同有关伙伴合作（包括下文 E 部分提到的伙伴组织），推进这一项下的活动，包括

各自制定标准的工作，并向成员国、负责营养的机构、大学和推广服务机构提供支持，把

它们确认为这项倡议的主要受益人。 

组成部分 3.  保护并促进更广泛地使用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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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目标 3 

通过保护并促进更广泛地利用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扭转人类饮食和生态系统中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现象。 

理由 

在农业市场中，多样性正在被趋同性取代，在人类饮食更是普遍如此。然而多样化的资源

库对于人类生存、安康和消灭饥饿仍然具有关键意义，是人类适应变化的条件（包括环境

变化）的基础。促进更广泛地利用生物多样性可以有助于改善人类健康和营养，同时还可

提供生计多样化和创收的机会。为了维护多样化的食物体系，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以及对

其社会文化传统和知识的维护发挥着关键作用。此外，妇女也在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些作用结合起来可有助于减轻贫困，为在不同层次上维护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重

要的贡献。 

活动 

3.1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作物和牲畜遗传多样性，包括家养动物和培育植物的野生亲缘。 

3.2 查明和提倡使用那些当前利用不足或可能对人类食物和营养有价值的物种，包括那

些在危机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物种，并促进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3.3   促进遗传多样化和物种丰富的家庭花园、农用林和其他有助于促进就地保护遗传资

源和食品安全的生产系统。 

3.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野生资源（包括那些支持丛林肉和渔业的野生资源），包括维护

可行的野生物种种群，供当地和土著社区可持续消费。 

3.5   在各个层次上促进、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与农业、林业和水生系统有关的重要的生

物多样性 。 

3.6 保护并可持续利用与食品和营养有关的药用物种。 

3.7   遵照公约第8(j) 条和相关条款，支持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所有食品生产方式。 

3.8   查明并促进用作食品及营养品的作物在生物多样性粮食作物方面的多样化，。 

3.9   通过解决监管方面的问题，保护并促进对生物多样性有利的市场。 

3.10 促进技术转让，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重要物种、野

生亲缘物种、被忽视物种或利用不足的物种技术能力。 

3.11 开展对本地植物或动物、本地品种、种植或循化物种的野生亲缘物种的研究和保

护，以更好地认识其遗传差异和对于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性，例如：生物和非生

物抗御能力、产量和营养价值。 

3.12 利用生物多样性来扩大种植作物的遗传基础，以增加食品产量和/或提高食品的营

养价值，同时考虑到农业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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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帮助研究和发展非常规生物多样性产品的生产和商业化，包括非常规生物多样性产

品的加工。 

3.14 加强地方基础结构和人力资源培训，以制定关于可摄入奶制品的鉴定和质量标准。 

3.15 原材料加工废料的转化和/或处理。 

3.16 考虑到现行的惠益分享制度，酌情将惠益分享目标纳入生物多样性用于食品和营养

的国家和国际框架中。 

方式方法 

这一部分下所列的活动多数将在公约农业生物多样性现行工作方案和粮农组织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用于食品和农业的植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下开展。特别是，全球行动计划的活

动 2、4、11 和 12 和推进倡议下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多样化的活动。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下

的行动（特别是目标 9 下的行动）也将有助于保护植物遗传多样性。在审议动物产品与营

养有关的作用时，牲畜遗传资源管理全球战略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和操作框架，可指导牲畜

遗传多样性的保护活动。关于市场方面的活动，全球行动计划活动 14 将支持为生物多样

性食品产品建立市场。此外，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生物贸易倡议也有合作

机会，如提供技术协助并创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规划中的活动可通过在选定的国家开

展试验项目进行测试，以便评估活动的效果并制定适当做法。 

组成部分 4 – 公众意识 

运作目标 4 

使人们更加认识到生物多样性、食品和营养之间的联系、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实现保健

和发展目标，包括消除饥饿的目标方面的重要性。 

理由 

通过明确生物多样性同人类安康之间的重要联系，可以加强生物多样性规划和政策同决策

者和有关利益方的相关性，并得到更为切实的贯彻执行。当农村人口看到生物多样性对收

入和健康两方面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维护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可能

性就更大。此外，城市和农村消费者可能本身并没有支持农业可持续性的环境或道德动

力，但认识到食品生产同营养和健康的关系后，可有助于发动他们对农业可持续性给予支

持。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可成为在当地生产同全球消费、穷人与富人之间重新建立纽带的一

种方式。 

活动 

4.1   制定宣传战略并采用有关出版物和其他材料，向公众、决策者、当地社区和营养、

农业、医疗卫生和环境界人士进行宣传。 

4.2 召开区域和全国研习班，提高对于生物多样性、食品和营养之间联系的认识，并开

展支持这种联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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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方法 

提高意识的活动应同公约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以及粮农组织、国际植物遗传资

源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的相关活动结合起来。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

14 下的活动将对本组成部分下的活动起进一步支持作用。 

E.  主要伙伴和倡议主要伙伴和倡议主要伙伴和倡议主要伙伴和倡议 

8． 鼓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

合国营养问题常务委员会、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大学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将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因素纳入其各自

规划和战略的实施中，包括但不限于： 

•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全球行动计划（通过秘书长千年项目制定），特别是关于

饥饿的行动计划；  

•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植物遗传资源用于食品和农业全球行动计划 

•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饮食、运动和健康战略；及 

• 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评估。 

9． 同样，鼓励各国政府和其他国际和全国性机构；国际营养科学联盟、国际科

学理事会和其他研究和学术协会；包括慢餐运动在内的民众社团和运动、土著和当地社区

组织；及私有部门为倡议作出贡献。 

B.  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 

 缔约方大会， 

1.      赞赏地欢迎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其他合作者和利益相关者在执行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国际倡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巴西农业研究公司和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于 2002年 6 月 24日至 27日在巴西的隆德里那组织的可持续农业土壤生

态系统生物管理国际技术研讨会提出的报告； 

2.      注意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是农业生物多样性范畴外的一个重

要问题，并对大多数地球生态系统都有影响； 

3.      进一步注意到土壤生物多样性受到农业以外的人类活动以及自然影响力的作

用； 

4. 核可本决定附件所载行动框架可以作为进一步执行国际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

壤生物多样性倡议的基础； 

5.      吁请各缔约方和其他政府将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各自国家

战略和行动计划中，并在国家和亚国家一级制定到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

多行业规划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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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上的深入审议中，将行动框架纳入农业生物多

样性工作方案； 

7. 请执行秘书、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有关

利益方： 

(a)      支持并酌情实施国际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 

(b)      为国际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提供更多的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案例研究，以便进

一步加强该倡议。 

8. 促请各缔约方和有关组织确定填补有关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漏缺的研究活

动以及对土地利用做法的影响。 

附件 

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行动框架行动框架行动框架行动框架 

A.   战略原则战略原则战略原则战略原则 

1． 执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国际倡议的战略应遵守以下原则，其他进程

和/或论坛中已强调了其中许多原则： 

(a) 在粮食安全、土壤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相关的土地利用活动方面注重改善农民

的生计； 

 (b) 把农民的技能和智慧与现代的科学知识相结合，借鉴以往的经验和知识； 

(c) 在一个以应用生态系统方式这一准则为基础的明晰框架内，注重采用综合整

体解决方法以及使技术适应当地情况； 

(d) 利用参与性技术开发和适应性方式来制定适用于各种具体情况和各类农民的

农业系统和土地资源管理做法，这些系统和做法应在技术和环境上适合、经济上可行、并

在社会和文化上为人们所接受；  

(e) 建立体现多学科性质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促进协同增效作用，并确保多方面

的有关利益者参与； 

(f) 推动跨部门和跨学科方式来解决不同的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

题和环境问题，包括土壤生态系统服务）； 

(g) 以国家目标和直接受益人的需求为基础来区分行动的优先顺序，通过所有行

动者的参与在当地使这些行动生效； 

(h) 促进适应当地情况和土壤生物多样性不可持续利用所造成的问题的创新方法

和灵活的解决方案； 

(i)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条和 8（h）条，促进散发和交流信息和数

据； 

(j) 促进推动农业生产、特别是家庭农业和食品安全的企业精神和销售战略。 

B.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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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倡议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中的跨部门倡议，应通过协作方式、在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技术和政策支持下予以执行，并且应与公约的其他专题工作方

案适当联系，尤其是干旱和半湿润土地、山区和森林的多样性方案及相关的跨部门问题，

特别是全球分类倡议和技术转让与合作工作。该倡议提供了一个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和亚的

斯亚贝巴原则以及可持续利用准则的机会。倡仪将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及其附属机构

和各项进程紧密联系，以便增进各公约间的合作和避免重复努力。 

3．      除其他外，可通过将重点放在以下战略行动领域，在执行方面取得进展： 

(a) 提高对在所有生产系统中土壤多样性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及它与土地管理的关

系的认识，其办法是：  

(一) 研究、信息管理和散发、数据收集和处理、转让技术和建立网络；  

(二) 公共认识、教育和能力建设； 

(三) 采用生态系统一级的综合方式，可持续地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和加

强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尤其在粮农组织的范围内，重点放在三类

产出上：评估、适应性管理以及宣传和培训。 

(b) 通过纳入主流与合作方案及行动，建立伙伴关系和开展合作。 

C.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 促进进一步认识、了解和理解不同的土壤管理做法（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做法）在

不同的农业系统以及不同的农业生态及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关键作用、环境服务、各

种功能和影响。 

2. 增进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在农业生产、传统运用土地管理做法和生态系统和环境健康

中的作用的了解。 

3. 增进对作为农业和可持续生计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所有土地的使用、所有权和适

应问题以及土壤管理做法的了解。 

4. 推动将土壤生物多样性纳入土地和土壤管理做法的主流的工作。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1 – 分享知识和信息及提高认识分享知识和信息及提高认识分享知识和信息及提高认识分享知识和信息及提高认识 

行动 1.1 – 必须确定影响到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各种进程，在认识到这一重要性的共同基础

上，汇编、综合和评价各种案例研究，以便除其他外，通过资料交流中心和其他方式提出

切实可行的咨询意见和积极传播信息，用于提高认识、能力建设方和信息研究等活动。 

行动 1.2 – 创建并强化网络安排，以分享信息、经验和专业知识，重点放在支持实地的而

非研究机构的当地倡议。 

行动 1.3 – 提高综合土壤管理和农业–生态方法的公共认识、教育和知识。 

行动 1.4 – 发展信息系统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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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2 – 进行能力建设进行能力建设进行能力建设进行能力建设，，，，促进发展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的知识并将其转换为促进发展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的知识并将其转换为促进发展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的知识并将其转换为促进发展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的知识并将其转换为

土地使用和土壤管理做法土地使用和土壤管理做法土地使用和土壤管理做法土地使用和土壤管理做法 

行动 2.1 – 评估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推广和咨询服务及土壤生物和生态系统综合管理

发展方案的能力建设需求。 

行动 2.2 – 制定、应用和修改用来评价和监测土壤健康状况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指标和工

具，供在全球、区域和国内使用，并符合第VII/30号决定所述的框架。 

行动 2.3 – 推动适应性管理方法，以制定和吸收经改进的土壤生物管理做法、技术和政

策，加强土壤健康和生态系统功能，并有助于可持续土壤使用。 

行动 2.4 – 动员进行有的放矢的参与性研究和开发，以联系土地使用和可持续农业问题，

促使人们了解土壤生物多样性功能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行动2.5  - 在国家一级查明并制定对农业具有重要性的土壤生物多样性数据系列。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3 – 加强行动者与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加强行动者与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加强行动者与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加强行动者与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把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管理纳入农业把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管理纳入农业把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管理纳入农业把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管理纳入农业、、、、土土土土

地管理和复原方案的主流地管理和复原方案的主流地管理和复原方案的主流地管理和复原方案的主流。。。。 

行动 3.1 – 将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纳入农业和土地管理方案和政策的主流。 

行动 3.2 – 作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为制定和

执行国际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发展各种伙伴关系及协作活动，同时顾及

需要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及其当前工作进行协调以便加强增效作用和避免重复努力，

同时在所有地球生态系统中利用从各项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获得的现有知识。 

行动 3.3 – 促进土著和地方社区参与制定和实施土壤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 

行动3.4 – 促进有关土壤流失和水管理对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方面工作的协作。 

C.   遗传利用限制技术 

缔约方大会 

1. 重申第 V/5 号决定第三节（遗传利用限制技术）； 

2. 鼓励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及利益相关者： 

(a) 尊重传统知识和农民按照传统耕作方法保留种子的权利； 

(b) 继续在第 V/5 号决定第三节授权的范围内，开展有关遗传使用限制技术的

影响的进一步研究，包括其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特别是对土著和当地社区的影

响；并 

(c) 继续传播关于遗传利用限制技术对小农和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潜在环境（例如

风险评估）、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包括信息交换所机制在内的透明方

式公布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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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理事会在其工作范围、优先项和现有资源的框

架下审查遗传利用限制技术的潜在影响，特别注意对土著和当地社区及有关传统知识、个

体小农和育种者及农民权利的影响； 

 4. 注意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对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有强烈的要

求，并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2、16、17、18 和 20 条，需要为特别是关于遗传利

用限制技术的评估和决策、包括有关文化和社会经济方面提供足够的资源，并敦促各缔约

方加强包括环境、文化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能力建设举措，以使各缔约方能够在土著和当地

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在遗传利用限制技术方面做出知情的决策和行动； 

5. 注意到有关遗传利用限制技术的问题应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和其他手段以适

当的语言和简明的形式予以散发，特别是为了便利土著和地方社区参与适当政策和战略的

制定和执行。 

D. 深入审议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缔约方大会， 

注意到将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上深入审议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第 VII/31 号决

定，附件）， 

赞赏地欢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在休会期间的进展（UNEP/CBD/COP/8/26 和

UNEP/CBC/COP/8/INF/24），特别是编写了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第一次报告，并注意到

这些活动为深入审议工作方案提供了及时和有价值的参考， 

1. 感谢瑞士政府提出主办用于食品和农业的动物遗传资源粮农组织第一次国际

大会， 

2. 欢迎粮农组织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在第十次会议上的建议，即“粮农组织同

公约秘书处密切合作，并在深入审议公约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中发挥主要作用”， 

3. 决定深入审议的进程将考虑到关于审议工作方案的准则（第 VIII/15 号决

定，附件三）；并 

4. 请执行秘书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协商，筹备充分审

议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供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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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4. 保护区保护区保护区保护区 

缔约方大会 

审查审查审查审查 2004200420042004----2222006006006006 保护区工作方案执行情况保护区工作方案执行情况保护区工作方案执行情况保护区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认识到执行工作方案需要充足的技术、机构和资金能力，并 

强调继续同有关伙伴、特别是同第 VII/28 号决定附件所列各伙伴和其他合作者加强

协作的重要性 , 

1. 注意到，根据执行秘书说明 (UNEP/CBD/COP/8/29) 的报告，在执行 2004－

2006 保护区工作方案方面取得了进展，尤其包括非政府组织集团各伙伴、特别是大自然

保护协会、国际养护组织、野生生物保护协会和世界大自然基金在技术和资金方面提供支

助，为在各区域执行该工作方案作出了重大贡献； 

2. 认识到当前审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关于工作方案活动的有关信息有

限，包括截至本次审查为止提交的报告数量不足； 

3. 进一步认识到需要系统收集有关信息，以便评价执行保护区工作方案的进展

情况，从而评估在实现 2010生物多样性目标和其他全球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鼓励各缔

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及时提供关于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高质量信息； 

4. 促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多边供资机构在顾及《公约》第 20 条和第

8(m)条的情况下，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

转型国家提供必要财政支助，使其能够建设能力和执行该工作方案，并提出必要报告，包

括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交国家报告，以便能够按照工作方案目标 2.2审查保护区

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5. 同意，汇报工作应该利用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 1/4 号建议

附件二所载汇总表等工具和其他有关资料，主要着重结果和过程，从而可以从战略角度评

估取得的进展、存在的挑战/障碍和能力建设需要； 

6. 同意，必须就保护区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工作，开展有土著和地方社区

以及有关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协商进程； 

7. 认识到，如果各专题工作方案（例如森林、内陆水域、缺水和半湿润地区、

海洋和沿海以及山区等工作方案）和其他跨领域问题（例如，植物保护全球战略和全球生

物分类倡议）可促进执行保护区工作方案，那么，就必须与这些工作方案和问题的有关活

动挂钩，以避免重叠； 

8. 指出世界保护区数据库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工具，可以协助监测实现保

护区工作方案各项目标的进展情况，并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环境规划

署－养护监测中心)、世界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世界保护联盟-保护区委）和世界

保护区数据库集团进一步发展获取数据和信息管理工作，包括发展分享/交流数据的工

具；   

9. 认识到，在审查 2004-2006 时期工作方案执行情况后确认，发展中国家缺乏

执行而且有能力建设方面的限制因素，尤其在下述活动：1.1.5 (差距分析)、 1.2.1 (将

保护区纳入更广泛的地貌景观和海洋景观)、 3.4.2 (国家一级可持续筹资战略)、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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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保护区管理成效)和 1.1.2（广大、未受损害、完整的地区），请各缔约方作为优先

事项，解决上述的差距和限制因素； 

10. 请执行秘书在获得必要资金的前提下，与有关组织合作，举办各缔约方、其

他国家政府、有关组织及土著和地方社区代表的区域研讨会，以便利用保护区问题不限成

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 1/4 号建议附件二所载汇总表审查工作方案执行情况并建设能力，并

因此鼓励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支持并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11.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更有效地保护和管理海洋和内陆水域生态系

统，尤其要重视(1)将海洋保护区纳入更广泛的海洋景观；(2)建立更多的淡水保护区，尤

其将重点放在但不局限于跨界保护区；以及(3)开展更多的合作活动，以便保护国际法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根据科学信息）确认的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地区的生态系统; 

12. 请执行秘书继续开展并加强同其他组织、机构和公约的协作，例如拟订并切

实执行《谅解备忘录》，以此作为增强协力和避免不必要重复工作的手段，并促进切实执

行保护区工作方案，包括汇编并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和其他途径散发有关保护区和改进保

护区指标的最佳做法准则、经验教训和成功案例以及评估实现保护区工作方案各项目标进

展的标准； 

13． 还请执行秘书向保护区问题工作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汇报

执行第 VII/28 号决定第 27 段和 33 至 35 段以及工作方案中其他支助活动的进展情况； 

14. 进一步请执行秘书加强与世界保护联盟及其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和其他国际非

政府组织的合作，支持根据以国家为方向和区域的优先事项执行该工作方案; 

15. 决定从公约核心预算拨发经费，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召开保护区问

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以便根据该决定附件所载临时议程草案，评价进

展，拟定向缔约方大会提出的建议，改进执行情况； 

16. 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有关组织和其他利益有关者，并敦促各缔约方

寻求土著及地方社区及时提供关于实现各项目标的进展、存在的挑战/障碍和能力建设需

要的信息，供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审议； 

调动财政资源调动财政资源调动财政资源调动财政资源、、、、促进发展中国促进发展中国促进发展中国促进发展中国家家家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
执行该工作方案的备选办法执行该工作方案的备选办法执行该工作方案的备选办法执行该工作方案的备选办法    

17. 欢迎捐助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讨论调动新的和更多资金促进执行保护区工作

方案会议报告(UNEP/CBD/COP/8/INF/26)附件二所载保护区蒙特卡蒂尼资金因素; 

18. 请各缔约方： 

(a) 紧急举办捐助者和受援国政府参加的国家以及酌情包括区域保护区筹资圆桌

会议，以促进国家和区域筹资战略的进展，并实现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通过的保护区工

作方案目标 3.4; 

(b) 考虑根据工作方案活动 3.1.2 和 3.4.6，将立即采取国家保护区价值和惠益

举措的必要性定为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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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评估、记录和宣传保护区系统的社会经济价值，尤其重点强调其对减少贫穷

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活动所作的关键贡献，包括具体评价现有各种供资机制和保护区方案

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影响；  

(d) 有效地处理 2005 年 9 月千年审查首脑会议成果所载的保护区筹资问题，包

括明确承认保护区在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具有的关键作用； 

(e) 设计和制订筹资计划，纳入各种国家、区域和国际供资来源和机制，以应付

切实和持续执行并管理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所需费用，并包括:   

(一) 分析目前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整体财政需要和短缺;  

(二)  分析与行政、法律和管理相关的障碍，处理这些障碍，以便创造有利

环境，促进筹资计划; 

(三) 进行具体和全面需要评估，更好地认识开展活动所需要的资源； 

(四) 确定和量化保护区货物和服务以及用于支付这些货物和服务的可能投

资来源； 

(五) 筛选可能建立的财务机制并进行可行性分析；以及 

(六) 制订保护区的国家筹资计划； 

(f)  酌情考虑以下备选办法，设计保护区系统的筹资计划： 

(一) 支助保护区系统的国家信托基金：应该用于引导多边和双边赠款、以

旅游业为基础的收入、债务换自然收益和非政府组织的捐款等等； 

(二) 与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可持续、与保护区有直接联系的经济活动相联系

的供资机制，同时保持保护区和相关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三) 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各级引导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的供资机制； 

(四) 探讨创造性国际财务机制的备选办法，以支助该工作方案，同时应考

虑消除饥饿、减少贫穷和增加发展资金的国家和国际倡议的结论； 

(五) 让地方或国家保护区管理当局保留保护区产生的游客收费和其他收

入；以及 

(六) 如果可能，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保护区管理预算； 

(七) 为支助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保护区提供资金。 

(g)  支助加强机构，改进保护区管理当局、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当局的管治，建

设保护区官员和社区管理举措成员进行稳妥财务规划和管理的能力； 

(h) 根据可能酌情探讨各种备选办法，将保护区供资问题与加强保护区的可能和

自愿性供资办法联系起来； 

(i) 开展筹资问题的持续性对话，包括与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

二次会议前后相衔接地举行一次长期筹资问题会议，以便最迟在 2008 年实现工作方案目

标 3.4 和最迟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彻底评估该目标，并且将财政问题作为保护区

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今后会议中的某一此会议的讨论重点重点之一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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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指出，必须根据国家法律和适用的国际义务，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和有效

参与以及充分尊重其权利的前提下开展所有活动； 

19. 鼓励各缔约方以下列方式，就国家执行供资方案的筹资问题，进行经常性和

针对性的对话： 

(a) 在可行范围内利用现有资料，向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汇报本

决定的后续行动的进展；并 

(b) 请捐助者和有关组织参与这项经常性对话并参与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

设工作组； 

20.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其他执

行机构与其他有关组织一道，按照其任务规定，帮助促成并在财务上支助上文第 18(a)段

提到的保护区问题筹资圆桌会议； 

21． 请各国际和区域开发银行确保各自机构政策的一致性，改进影响保护区可持

续性的投资项目与保护和/或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准则。这种政策应规定，让土

著和地方社区充分和切实参与，获得其事先知情同意。 

22. 请全球环境基金: 

(a) 支助该工作方案早期行动活动，同时应考虑确认的国家需要，其规模应该足

以支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 

(b) 提供足额和中等数额全球环境基金赠款，以支持保护区国家和区域系统，同

时考虑到工作方案的各项目标和时间表，并更加注重保护区系统和可持续性战略； 

(c) 维持全球环境基金-4 业务计划中全球环境基金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资金的份

额，同时顾及工作方案的大目标和目标以及全球环境基金在提供全系统保护区支助方面的

优势； 

(d) 审查并酌情修订其涉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保护区政策；以及 

(e) 支持社区保护区，确保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立即、充分、切实参与开展各种

有关活动； 

23. 请全球环境基金各执行机构及时处理要求获得第 22(a)和 (b)段提到的项目

资金的申请； 

24. 促请各捐助国： 

(a) 考虑该工作方案的大目标和目标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和经济转型国家支持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新资金和额外资金，支

持第四次大量补充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 

(b) 加强支助保护捐赠基金和已经证明在支助保护区管理经常性费用方面特别有

效的其他长期筹资机制，例如，债务换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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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取合理步骤，在官方发展援助方案内鉴定促进减贫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共

同惠益；以及 

(d) 支持旨在确保保护区系统长期筹资计划的项目； 

25． 确认保护区问题工作方案可以得益于各主要捐助机构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协调

一致的支助，其目的是改进协调并提高财政和技术支助的效率和功用，但须考虑到《援助

实效问题巴黎宣言》。 

26. 促请各缔约方在其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减贫战略中顾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以期最大程度地动员执行保护区工作方案所需资金； 

27. 鼓励各国际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会和私营部门在国家优先项目的框架内继

续提供捐款，以便： 

(a) 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

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以执行该工作方案； 

(b) 支持设计和执行发展中国家保护区管理人员筹资计划能力建设方案，包括通

过保护资金联盟和世界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等伙伴关系，设计和执行这种方案；  

(c) 向土著和地方社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倡议，包括能力建设活动，

提供有针对性的财务支助，以促进执行该工作方案；以及 

(d) 拟订伙伴关系倡议和机构安排，为执行该工作方案提供资金； 

28. 请执行秘书： 

(a) 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和其他途径，提供现有的保护筹资工具； 

(b) 在获得资金的前提下，举办充分利用现有可持续供资工具的方式和方法区域

研讨会； 

(c) 探讨各种备选办法，并就支持工作方案的新的有创意的国际财务机制向保护

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提出报告，以便拟订建议供缔约方大会第九届

会议审议； 

进一步开发工具包进一步开发工具包进一步开发工具包进一步开发工具包，，，，用于确认用于确认用于确认用于确认、、、、指定指定指定指定、、、、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监测和评估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监测和评估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监测和评估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监测和评估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    

29. 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酌情使用工具包，确认、指定、管理、监测和评

估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以执行保护区工作方案； 

30. 促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各供资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根据已确认的需

要，通过征询工具包潜在用户的意见，支助“工具包推广方案”，包括根据第 VII/28 号决

定第 27 段，支助为围绕保护区工作方案各项专题组织的国家和区域各级培训讲习班，开

始时的重点应为工作方案的初期行动； 

31. 鼓励各缔约方采用有关的工具并将其翻译成本国和地方语文，使其能够得到

切实运用； 



207 

32. 促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各供资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根据确认的不足

和需要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以帮助制订工具包，包括制订地方一级、使用当地语文以及

为土著和地方社区制定或使用的工具包； 

33. 促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各供资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提供充分资金和

其他支持，以帮助举办关于运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工具包的研讨会，特别是讨论那些与共

同管理的保护区和社区保护区域有关的工具包，并确保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和有效参与这

项活动； 

34． 确认需要继续与各有关合作伙伴、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合作改进这些工具

包。 

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洋地区合作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备选办法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洋地区合作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备选办法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洋地区合作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备选办法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洋地区合作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备选办法    

 认识到联合国大会在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地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方面的中心作用； 

 回顾联合国大会第 60/30号决议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普遍性和统一性，重

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了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必须维护其完整性，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会议在《21世纪议程》第 17章中也认识到这一点； 

还回顾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下述目标：维持重要脆弱海洋和沿海地区、包

括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发展和促进采用各种办法和工具，包括

生态系统办法，铲除破坏性捕鱼做法，根据国际法并以科学信息为基础，建立海洋保护

区，包括在 2012 年建立具有代表性的网络，为保护鱼苗场和孵化期，规定关闭捕鱼的时

间/地区，适当利用沿海土地。 

35. 认识到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海洋生物多样性、特别是海隆、冷水珊瑚礁和

热液喷口面临各种严重威胁，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各种威胁 ― 包括破坏性捕鱼做

法、包括底拖网做法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 和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构成重大威胁的非法、未报告和未管制捕鱼活动深表关切； 

36. 重申第 VII/5 号决定第 60-62段的呼吁，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政府进行采取

行动，执行联合国大会第 59/25号决议第 66-69段； 

37.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政府充分合作，帮助拟定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执行联合

国大会第 59/25号决议第 66-69段的紧急行动的报告，以便联合国大会在其第六十一届会

议上根据第 59/25号决议第 71 段的规定，有效地确定所采取行动是否已经足够，还促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政府充分考虑这项审查活动的结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进一

步提出建议，同时应考虑《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负责任渔业

行为守则》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各项规定所载审慎做法； 

38. 认识到海洋保护区是帮助实现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的重要工具之一；应在国际法规范下，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信息，采用预先防范方

法和生态系统方式来考虑这些保护区，并将其视为由各种适当工具组成的更广泛管理框架

的一部分；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和以外实施的各种工具应该统一、相容和互补，应该不影

响沿海国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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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认识到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建立和管理海洋保护区需要采取更统一的做

法，需要采取生态系统做法； 

40.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设立的研究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

海洋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和报告，该工作组于 2006
年 2月 13日至 17日在纽约举行了会议；还注意到工作组报告附件一所载非不限成员名额

正式工作组联合主席编制的关于趋势的概要所指明的可能备选办法和做法，尤其是在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备选办法和做法，包括评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之下签订执行协定的必要性； 

41. 邀请联合国大会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决定建立一个及时采取后续行动的进

程，同时考虑上文第 40 段所提报告，以加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海

洋生物多样性，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政府积极参加这个进程，并请执行秘书继续在这个进

程中提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投入； 

42.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重点提供与海洋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科学信

息以及酌情提供技术信息，采取生态系统做法和审慎做法，实现 2010目标，在支持大会

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保护区的工作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43. 同意在第九届会议上审议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包括关

于海洋保护区的各项决定确认的工作的进展，并进一步考虑酌情与各主管国际组织合作，

采取上文第 42段可能要求的支持行动； 

44. 请执行秘书酌情积极利用并参考下述方面拥有的科学信息和各种有关专门

知识：政府、政府间、非政府、区域和科学机构、专家科学进程和研讨会以及土著和地方

社区，以便： 

(a) 综合分析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科学研

究，包括关于这些区域生物多样性现状、趋势和所受威胁的信息以及关于海隆、冷水珊瑚

礁和其他生态系统分布、其运作状况和相关物种生态的信息，并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传播

这些信息； 

(b) 借鉴国家和区域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完善、巩固并酌情进一步发展确认需

要保护的海洋区域以及生物地理和其他生态分类制度的科学和生态标准； 

(c) 进行合作，进一步发展空间数据库，其中包括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地区

的信息，包括生境和物种、特别是稀有或脆弱生态系统以及已经枯竭、受到威胁或濒危物

种生境分布状况，以及国家和区域海洋保护区和网络数据； 

(d) 酌情促进关于科学问题的工作，包括关于研究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地区海洋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非正式工作组报告附件二

提出的问题的工作； 

(e) 整理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地区生物多样性工作不抵

触、符合传统文化习俗的利用生物资源习惯做法的信息； 

45.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政府进行并积极促进科学研究和信息交流，并就上文第

44段提议的活动，与执行秘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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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回顾大会第 60/30号决议第 75段和第 VII/5 号决定第 31段，并且考虑到上

文第 44 (b)段，决定召开一次科学专家研讨会，本决定附件二所载职权范围，并请执行秘

书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向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以及向联合国秘书长介

绍研讨会结果，以便使上文第 41段提到的联合国大会进程有所依据； 

47. 欢迎葡萄牙表示愿意于 2007年主办上文第 15段提及的研讨会。 

附件一 

保保保保护区问题护区问题护区问题护区问题不限成不限成不限成不限成员员员员名名名名额额额额特特特特设设设设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组组组组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会议临时议会议临时议会议临时议会议临时议程程程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2.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2. 通过议程; 

2.3. 工作安排。 

3. 实质性问题:  

3.1 审议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3.1.1 评估执行中取得的进展 

3.1.2 执行保护区工作方案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的方式方法 

3.1.3 执行秘书关于完善与合并查明需要保护的海区和汇编生物地理和其

他生态分类系统的进度报告； 

3.2   探讨以各种备选办法，通过不同机制紧急调动足够和适时的财政资源，供执

行工作方案 

3.2.1 审议资金需要评估办法 

3.2.2 别开生面的筹资机制的备选办法 

3.2.3 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别开生面机制的备选办法 

3.2.4 协调技术和财政支助以提高效率和功用            

4. 其他事项。 

5. 通过报告。 

6. 会议闭幕。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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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标准和生物地理分类制度专家研讨会职权范围生态标准和生物地理分类制度专家研讨会职权范围生态标准和生物地理分类制度专家研讨会职权范围生态标准和生物地理分类制度专家研讨会职权范围 

1. 借鉴目前在国家、区域和全球使用的标准，完善和发展一套确认开阔洋水域

和深海生境需要保护、具有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的综合科学标准； 

2. 借鉴现有的广泛分类制度，包括更详细的次区域综合分类制度――如果存

在，汇编区划海洋区域和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理和生态分类制度，就进一步开展工作、填补

空白提出建议，启动今后的发展工作； 

3. 汇编海洋保护区 ― 包括开阔洋水域和深海生境 ― 有代表性网络综合科学标

准。 

投入 

4. 研讨会将借鉴执行秘书就缔约方大会第 VIII/24 号决定第 44 (b)段之外提供

的信息和其他有关信息。 

产出 

5. 专家组将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向科咨机构报告其结论，包括就促进

执行和利用科学和生态标准和生态地理分类制度的行动向各缔约方提供咨询，执行秘书将

向联合国秘书长转交该报告，使联合国大会了解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VIII/24 号

决定第 41段提到的联合国带回的进程。 

6. 将在区域方面平衡参与代表，将有第 VIII/24 号决定第 44段提到的各有关组

织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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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5. 奖励措施奖励措施奖励措施奖励措施：：：：运用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的工具运用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的工具运用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的工具运用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的工具 

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及其资源和功能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我们必须充

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在私人和公共决策中考虑这一因素； 

还认识到若能够告知公共和私营部门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在可供选择的备选管理方案

下的经济价值，并利用同样考虑了非经济因素的审议机制，这些决定应该能够得到改善； 

忆及第 VI/15 号决定通过的奖励措施工作方案预见其预计的成果之一是 “根据各缔

约方的情况酌情开展的评估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工作，其目的在于将这些价值更好地纳入公

共政策倡议和私营部门决策中”； 

强调制定实际办法，并用其评估公共和私人决策所造成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

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变化可有助于实现 2010年目标； 

忆及缔约方大会在第 VI/10 号决定中认识到由于定值方法的限制，全面纳入往往不

可能，但查明并评估生物多样性和它所提供的环境服务的价值本身可以是一个激励因素并

支持制定其他奖励措施； 

还忆及第 VI/15 号决定批准的关于开展进一步合作的建议，除其他外，这些建议呼

吁在定值方法和工具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包括继续探讨并制定和改善非市场定值方法

和工具，同时建立或加强包括定值办法在内的各种信息系统； 

认识到认真运用定值方法对能力和时间均有相当多的要求，并且主要的制约因素可

能是执行的成本、对各种方法的互补性的了解、以及缺少训练有素的专家，尤其是对于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 

认识到惠益转让一直是经济文献中具有相当争议的问题； 

还认识到将继续面临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关于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充分

纳入常规宏观经济增长指标，并且在国民核算中制定生物多样性调节因素方面进一步开展

研究似乎是在宏观经济论述中更好地体现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手段； 

赞赏地注意到其他国际组织和倡议已经开展的制定对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有关

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定值的初步模型和准则方面的工作， 

1. 注意到本建议所附关于将这些手段用于评估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资源

和功能所具价值的备选办法； 

2. 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根据其国家政策、立法和能力，并考虑到其他国

际文书，在自愿考虑利用各种办法，包括通过试行项目评估由于其决策造成的生物多样性

资源和功能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的变化时，考虑这些备选办法作为分析的可能的素

材； 

3. 鼓励有关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和倡议根据各国的人类发展进程以及国家需

要和优先事项，加强能力建设并开展关于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定

值的培训； 

4. 请各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及举措促进系统性的分析和信息交流，以提高对

各国政府和各利益有关者的技术工作人员所掌握的定值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共同理解，从而

帮助推广上问第 3段所述能力建设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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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支持定值问题网络信息系统和数据库的机构和倡议根据其任务规定，将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关于估

定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的案件全面纳入数据库；并为来自上

述国家的专家和定值工作者访问数据库提供便利； 

6. 请各国家、区域和国际供资机构查明漏缺和需求，根据各缔约方确定的需要

和优先事项，通过试验项目等活动，支持建设并加强国家能力的工作及培训活动，以便估

定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同时支持进一步发展区域和国际能

力，例如区域和国际定值问题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并探讨供资机制联网的备选办法，以

期，以便支持制定和在不同的多边环境协定中统筹地一运用定值工具； 

7. 鼓励有关国家、区域和国际研究机构加强研究活动，包括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进行研究合作和交流，包括酌情通过南南合作和/或成立区域研究联合体，以便促

进各政府和利益相关者之间除其他外，从以下方面在定值技术上能有共同的理解： 

(a) 顾及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将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有关生态系

统服务的价值纳入国家核算和决策； 

(b)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

国家和作为生物多样性原产地的国家开展数量有限的试点定值研究，以便各缔约方能够根

据这些经验制订定值手段； 

(c) 酌情通过认真分析和设计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实现估算的价值，同时注意《公

约》的三项目标；   

8. 在开展上文第 6和第 7段的工作时，鼓励有关机构支持土著和当地社区的参

与，以便于将文件价值纳入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定值工作中，从

而产生适合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的定值机制； 

9. 请各国家、区域和国际供资机构支持上文第 7段中确定的研究活动； 

10.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与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利用其提供的信息，汇编

关于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有关生态系统效益的定值方法的资料，并通过《公约》的信

息交换所机制和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技术系列在内的其他方法传播这些资料，以便促进各

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对定值技术的共同理解； 

(b) 根据第 VI/15 号决定附件二，为本《公约》的目的，与有关组织和倡议探讨

能够加强关于定值办法的现有信息系统和现有案例的合作活动的各项备选方案，以便促进

各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对定值技术的共同理解； 

(c) 探讨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定值设计和运用

灵活和可靠的创新性工具的备选办法； 

(d)      与有关组织和倡议合作拟定职权范围，以便开展关于监测活动应如何支持定

值工具和积极的奖励措施的运用的研究。该项研究将提出一种理清监测生物多样性资源和

功能与为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之间关系的框架的建议，并力求为缔约方提供帮助进

行国内研究的实际可行的工具。 

附件 

关于运用为生物多样性及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的工具的备选方案关于运用为生物多样性及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的工具的备选方案关于运用为生物多样性及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的工具的备选方案关于运用为生物多样性及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定值的工具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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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多样性及其资源和功能产生大量生态系统服务，很多服务不上市交易，因此，

其价值没有用市场价格来体现。因此，如果不充分考虑关于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以及有

关生态系统服务的反响，公私决策和资金分配将会失常。这种失常是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重

要根本原因。对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以及非上市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的定值具有改善公私

决策的潜力，因而有助于实现《公约》到 2010年大幅度降低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率这一

目标。 

2. 总经济价值总经济价值总经济价值总经济价值。大多数公私资源管理和投资决策受替代性政策选择的货币成本和利

益因素的影响很大。进行定值时应着力估计不上市生态系统服务总经济价值的相关价值，

并铭记总经济价值概念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和间接使用价值以及非使用价值，因而超

出生物多样性资源商业利用的直接利得的范围。决定若能掌握替代管理方案的经济价值并

涉及充分利用各种非经济因素的机制，则可得到改善。 

3. 考虑到这个领域的演变性质，不应把以下附录当中提供的各项备选定值工具视为全

部工具。 

A.    定值工具定值工具定值工具定值工具 

4. 目前能够使用的定值工具很多，它们若能得到审慎应用并效仿最佳做法，便能够提

供既有用又可靠的资料，说明由管理决策或其他人类活动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不上市生

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所发生的变化（见下面的附录）。对于许多工具来说，数据要求可能相

当苛刻，这是技术知识方面的先决条件。此外，进行初级定值研究一般既费时间，又耗资

巨大。因此，往往需要采取其他做法（包括进行非经济考虑的审议机制）支持最终决策。 

5. 效率。对于定值研究本身应使用成本/效益标准。原则上，当决策预计的增值（包

括长期）改善等同于开展定值的成本时，就应使用定值技术或工具。 

6. 选择定值工具。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对定值技术的选择将由个案的特点和数据的可获

得性决定，个案的特点中包括定值问题的规模，以及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类型。为了迎合

特殊问题的特点，特意开发了若干技术，而其他技术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但在选择适当

工具或成套工具时，可能具有应予以充分考虑的局限性。可采取互补方式使用不同办法。

一般来说，建立在观察行为基础上的工具（所谓的显示性偏好技术）与建立在假设行为基

础上的工具（所谓的叙述性偏好技术）相比，人们偏好的是前者。 

7. 叙述性偏好技术。但是，叙述性偏好技术是能够求得非使用（或被动使用）价值的

惟一技术，在某些情形下往往很重要，这种技术若能够得到审慎使用并遵循权威最佳做

法，就可提供有用的可靠信息。叙述性偏好技术的局限性包括：（一）答复者为复杂的进

程或不熟悉的物种或生态系统功能进行定值所需的信息需详细；（二）难以对结果进行外

部认证；（三）需要广泛的预测试和调查工作，表明这一技术可能昂贵并耗时。因此，若

要考虑使用这种技术，则应达到下述所有条件：（1）非使用价值预计是审议所涉生态系

统服务的重要价值组成部分；（2）确保受访者样本组具有代表性，并适当了解所涉问

题；以及（3）根据最佳做法的应用能力要求，包括调查设计方面的适当技能。 

8. 基于成本的办法。基于成本的办法能够提供有用的指导，条件是预期有形损失的性

质和范围具有可预测性，取代或恢复损失的资产以及相应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可估计到一

定的精确度，并且首先不超过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如果特定决策问题要求对不同备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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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或恢复方案发生的成本进行比较以实现特定目标，尤其可采用这些办法；人们普遍认

为，与实现目标有关的利得在价值方面高于成本。 

9. 利益转移。利益转移在某些条件下可提供有效而可靠的估计数，包括（1）估计价

值后的商品或服务在进行估计后的保护地和应用估计数的保护地非常相似；（2）受影响

人口的特点非常相似；以及（3）转移的最初估计数本身应是可靠的。利益转移若得到审

慎使用，具有的潜力是减少原始数据集不足及定值工作通常面临资金有限这些问题。但

是，利益转让仍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评估其在生物多样性定值研究

中的效力。需要对这种方法审慎应用并进一步发展。 

B.    机构因素机构因素机构因素机构因素 

10. 机构的制定和改善。一般认为，适当的机构安排对于在生物多样性管理及进行可靠

的定值研究方面进一步促进定值作为一种工具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这些安排除

其他外应明确指定对评价工作和质量控制审计承担的责任。 

11. 生物多样性价值和国民收入账户。在过去二十年间，国家和国际一级做出了大量努

力，以便将环境外部因素纳入国民收入账户，包括通过附属账户，并应用环境折旧措施反

映因经济活动而发生的环境损失。这些措施可用作确定国家环境政策优先领域，以及重视

减少或遏止破坏环境的活动的依据。为国民核算制定生物多样性调整办法可能有助于更充

分地反映生物多样性丧失。 

12. 制定国家准则。国家准则和协议对于确保生物多样性价值得到适当考虑以及/或者

被纳入国内评价过程和收入账户，可能是有用的手段。它们也可确保根据国内情况应用定

值工具，因而有助于提高定值过程以及估计方法应用的可信性和可接受性。 

13. 利益相关者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在提高决策过程以及定值方法应用的可信

度和可接受性方面，各有关利益相关者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充分参与是另外一种重要方

法。通过确保样本组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全面有效参与也有助于提高某些定值工具的应用

质量。因此，各机构应出台机制，确保有关利益相关者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全面、有效地

参与评价进程，包括定值工具的应用。  

14. 提高认识和奖励措施。确定和评估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以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

价值可提高认识，从而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创造了奖励措施，并且也可以为设计和

调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其他奖励措施提供支助，并铭记奖励措施不应对

其他国家社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计产生不利影响。
37

此外，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对生物多样

性价值的认识可改善其他奖励措施获取成功的机会。 

15. 提高认识和试点项目。将定值研究作为关于重要国内生态系统的试点研究加以开

展，对于提高对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以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的认识，以及促进生

物多样性定值在国内决策程序领域里的应用，可能是另外一种有效手段。 

C.    能力建设和培训能力建设和培训能力建设和培训能力建设和培训 

                                                 
37

  见第 IV/10 A 号决定；第 VI/15 号决定，附件一，第 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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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能力建设。有效应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以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定值工具需要

大量能力和技术专门知识。应加强许多国家的能力，以便设立充足的机构，进行有效的评

价，包括评价生物多样性和相关生态系统服务；改善对质量控制的监督和审计；并采取有

效而可靠的后续行动，在政府决策方面充分利用定值结果。还需要酌情加强下列能力：改

进生物物理信息以支持生物多样性定值；解决用货币手段为环境影响定值的伦理关切；以

及解决使用生物多样性定值工具方面的技术关切。 

17. 区域讲习班。生态系统定值区域讲习班是交流以下方面最佳做法国家经验的重要手

段：对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以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定值；制定国家准则；以及扩大

培训规模。 

18. 区域和国际合作与培训。培训是建设或加强国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许多

机制扩大了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以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定值方面的培训，并且可进一步

予以加强。这些机制包括： 

(a) 提供培训活动的专门知识区域中心； 

(b) 长期和短期学术交流方案； 

(c) 国际组织提供的短期课程； 

(d) 临时调任机构间的双边安排； 

(e) 基于网络的资源和培训手册。 

19. 利益转移国际数据库。网络数据库业已建立，这些数据库收集如用于利益转移的定

值数据。由于在根据进行广泛初步研究的时间和资源要求促进定值信息的使用方面，这一

概念的采用似乎日益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因此，应考虑加强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和广泛应用。这还有可能包括现有倡议间的合作，以期按照各自的任务，确保全面覆盖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生物多

样性资源和功能以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定值情况。 

D.    进一步研究进一步研究进一步研究进一步研究 

20. 国际研究合作。过去数十年间，在开发用于估计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及相关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的可靠工具及其应用协议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仍有待拓展进一步

研究和开发的机会。应当为涉及这些机会并力图开展区域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研究倡议提

供支助。 

21. 生物多样性定值和国民核算。旨在发展国民核算生物多样性调整的进一步研究似乎

是在宏观决策领域进一步反映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手段。 

22. 定值工具。对定值技术，特别是叙述性偏好技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条件进行的进一

步研究有助于促进不上市生态系统服务定值信息的可靠性，尤其是关于非使用价值的可靠

性。 

23. 利益转移。有关利益转移有效性和可靠性条件的进一步研究可进而促进定值信息在

时间和资源都吃紧的情况下的使用，这对广泛的初步研究起到了妨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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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功能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尽管最近在认识生物

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功能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间的联系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应在解决这些重要问题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有可能

是为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功能的定值开发出创新性工具和方法。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主要定值技术主要定值技术主要定值技术主要定值技术（（（（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节选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节选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节选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节选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数据要求数据要求数据要求数据要求 潜在的挑战潜在的挑战潜在的挑战潜在的挑战/局限性局限性局限性局限性 
显示性偏显示性偏显示性偏显示性偏

好方法好方法好方法好方法 
    

生产率的

变化 
跟踪生态系

统服务的变

化对制成品

的影响 

对制成品产生的任

何影响 
服务方面的变

化；对生产的

影响；制成品

的净价值 

缺乏关于服务变化及

对生产产生的相应影

响的数据 

疾 病 成

本，人力

资本 

跟踪生态系

统服务的变

化对发病率

和死亡率的

影响 

对健康产生的所有

影响（如空气或水

污染） 

服务变化；对

健康产生的影

响（剂量－反

应功能）；疾

病成本或生命

价值 

缺乏将环境条件与健

康相挂钩的剂量－反

应功能；无法估计生

命价值  

基于成本

的 办 法

（ 如 取

代、恢复

成本） 

取代或恢复

服务的使用

成本 

商品或服务的任何

损失； 
确定成本最低的备

选方案，实现既定

目标  

商品或服务损

失的程度，取

代或恢复它们

的成本 

如果未知利益大于确

定的成本，对实际价

值估计过高产生的危

险 

旅费 根据实际旅

费数据绘制

需求曲线 

特定保护地的消

遣；观光（如保护

区） 

进行调查，以

收集旅行至目

的地所需的金

钱 和 时 间 成

本，旅行的距

离  

局限于说明的应用；

旅 行 目 的 地 若 有 多

个，则难以使用  

快感定值

法 
分析生态系

统服务对包

括这些因素

的商品人格

产生的影响  

空气质量、优美的

风景、文化利益 
商品的价格和

特点 
需要透明和井然有序

的市场，以及大量数

据；对规格非常敏感 

叙述性偏叙述性偏叙述性偏叙述性偏

好方法好方法好方法好方法 
    

或有定值

法 
请答卷人直

接回答指定

服务的 WTP 

尤其是在认为非使

用价值重要的情形

下 

介绍情况以及

征求对指定服

务的支付意愿

的调查 

确保样本代表性的重

要性，但大型调查既

费时间，又耗金钱；

答卷人的知识可能不

够；答卷方面的潜在



偏见因素；可靠应用

方面的准则  
选择建模 要求答卷人

从具有特殊

属性的一系

列备选方案

中选择本人

偏好的方案 

尤其是在认为非使

用价值重要的情形

下 

答卷人调查 与 假 设 评 价 方 法 相

似，但将有些偏见减

至最少；对生成的数

据进行分析是复杂的 

其他方法其他方法其他方法其他方法     

利益转移 将在一种情

况下获得的

结果用于不

同但非常相

似的情况 

可利用适宜的高质

量比较研究的任何

应用；适用于时间

和成本节省额的价

值大于精确度方面

的某些损失（如：

快速评估） 

从其他相似保

护地获取的高

质量定值数据 

如果使用不慎，可能

非常不精确，原因是

即使情况看上去 “ 相
似”，许多因素仍有可

能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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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6. 奖励措施奖励措施奖励措施奖励措施：：：：筹备深入审议奖励措施工作方案筹备深入审议奖励措施工作方案筹备深入审议奖励措施工作方案筹备深入审议奖励措施工作方案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及其资源和功能以及成功对其起保护或加强作用的政策和规划提

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具有区域和全球重要性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一点在私有部

门和公共决策中需要得到充分认可并考虑进去。 

回顾《公约》第 11 条号召缔约方尽可能并酌情通过经济和社会方面均健全的措

施，用作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奖励措施， 

还回顾第 V/15、VI/15 和 VII/18 号决定， 

审议了在国际一级进一步执行奖励措施工作方案的挑战，并注意到科咨机构第 10

次和第 11 次会议开展的工作，并也注意到在国家一级现行和新出现的政策、法律和科学

问题， 

注意到根据缔约方大会第 VII/31 号决定中通过的公约多年期工作方案，《公约》

下关于奖励措施的工作将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上进行深入审查， 

1. 决定为深入审查奖励措施方面的工作发起有条理、透明并且广泛的筹备进

程，以便查明关于经修订的奖励措施工作方案为实现《公约》下的义务并满足缔约方的要

求所需的进一步成果，以及未来工作方案的可能备选办法，供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

议， 

2. 请执行秘书： 

(a) 编写缔约方大会有关奖励措施的决定简要综述，包括对分析性文件的索引以

及供缔约方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审议的建议草案； 

(b) 各缔约方在第三次国家报告中提供的信息综合报告； 

(c) 便利通过电子数据库和奖励措施工具箱获取所提供的信息； 

并将上文(a)段和(b)段中的信息提交给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利

益相关者，以便协助他们编写下文第 3 段中请他们编写的呈件； 

3. 请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向执行秘书通报他们

在执行第 V/15、VI/15 和 VII/18 号决定中所含的奖励措施工作方案方面的经验，并提供

有关下列组成部分的观点： 

(a) 在国家一级执行中的实际例子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执行现行工作方案方面

取得的经验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缔约方所发起或采纳的措施是否维护或改进了对生物

多样性组成部分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b) 应对所查明的挑战的备选办法； 

(c) 未来工作方案的优先项，包括在国家一级切实执行的要求，包括资金和机构

支持和能力建设； 



220 

(d) 迄今为止工作中的主要差距和现行工作方案中阻碍了国家一级执行的漏缺和

障碍； 

(e) 在该领域与其他国际倡议和文书的相互联系； 

(f) 与《公约》下其他工作方案的联系； 

4. 请执行秘书： 

(a)  更新上文第 2 段中所述的第三次国家报告综合报告； 

(b)   对上述观点和经验进行汇编并提供摘要，包括各缔约方提供的备选方案摘

要； 

并提供给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议。 

积极的奖励措施 

认识到积极奖励措施若具有针对性、灵活、透明并得到适当监测和适应当地情况，

则可以通过认可和奖励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有利的活动，对决策发生影响，并

在实现《公约》目标和 2010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注意到《公约》下制定的关于奖励机制的政策指南是自愿性的并应根据国家法律并

考虑到其他国际文书施行， 

还注意到近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对环境有害的补贴方面的工作 38
/与取消有

害奖励措施或减轻其影响的相关性， 

5. 鼓励有关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和倡议根据国内需要和优先考虑，加强在制

定和实施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奖励措施的设计、执行和审查方面的

提高能力和开展研究和培训的机制，并考虑到需要了解对第三方生计、可持续发展或生物

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6. 鼓励有关国家、区域、和国际研究机构和组织（如世界保护联盟和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代表和有关利益相关者加强研究活动，包括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一级酌情开展下列领域的研究合作和交流： 

            (a)     进一步评估积极奖励措施及其在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的运用，评估应考虑

到实施奖励措施所处的背景、成功所需的条件以及生态系统方式； 

(b)     对各种积极奖励措施的效果和成本效益、包括对生计和第三方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c)        制定创新性积极奖励措施； 

(d)     在与土著和当地社区代表的充分磋商的基础上，制定能够确保公平和公正地

分享积极奖励措施所带来的惠益的机制，包括政策、法律和机构性措施； 

(e)      分析和评价各种积极奖励措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产生的不同层次上和

规模的影响； 

                                                 
38

  对环境有害的补贴：改革的挑战。经合组织, 巴黎，2005。 



221 

并将研究的结果通报各缔约方和执行秘书； 

7. 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供资机构支持上述段落中

列出的能力建设和研究活动； 

8.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支持《公约》的奖励措施工作方案，特别是通过成

立有利于穷人的生态系统服务市场； 

9. 请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其各项倡议，包括 Biotrade的倡议，继续支持

《公约》奖励措施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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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7. 威胁生态系统威胁生态系统威胁生态系统威胁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第第第第 8(h)条条条条）：）：）：）：国际管制国际管制国际管制国际管制
框架的漏缺和不一致框架的漏缺和不一致框架的漏缺和不一致框架的漏缺和不一致 

缔约方大会 

1. 欢迎关于外来侵入物种方面的国际管制框架中存在的漏缺和不一致之处问题

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报告 (UNEP/CBD/SBSTTA/11/INF/4) ，对新西兰政府为这一工作提供

的财政、组织和技术支助表示感谢，并表示感谢特设技术专家组主席及其成员所做的工

作； 

2. 欢迎全球侵入物种方案和执行秘书于休会期间在制定第 VI/23 号决定
39/第

26(e)段提到的外来侵入物种联合工作方案方面所作的工作，并表示感谢全球侵入物种方

案在处理外来侵入物种方面所起到的领导作用； 

3. 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根据具体问题制定模式以协调执行与生物多样性有

关的公约”项目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和外来侵入物种模式，作为有助于执行活动的工具； 

4. 鼓励各缔约方在国家一级加强行动能力，以解决外来侵入物种的引进和传播

的各种途径，并呼吁捐资机构和发展机构探讨并审查提供额外资金的备选办法，以支持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以及作为起

源中心和遗传多样性中心的国家，协助加强预防、快速反应和执行各项管理措施以解决外

来侵入物种的威胁； 

5. 注意到除在国家一级加强能力建设外，还需要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一级加

强能力建设，以便增进为解决外来侵入物种方面采取的措施的连贯性和相互支持性，并请

各捐助者和金融机构支持在这三级采取的能力建设举措， 以协助各缔约方切实控制现有

外来侵入物种的蔓延，并防止引入其他这样的物种； 

6. 指出《公约》的财务机制有必要提供额外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其中的最不发达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并支持经济转型国家在国家、次区域或区域一级防

止或减少外来侵入物种的传播和定居造成的风险； 

7. 进一步认识到各国际机构和文书间进行协作对于解决与外来侵入物种相关的

问题非常重要，以及这种协作需要足够的资源； 

8. 鼓励各缔约方确保与外来侵入物种的引进、控制和管理相关的各个部门和利

益有关者之间在国家和区域各级保持密切的结构间的合作，例如通过成立全国协调委员

会； 

9. 注意到需要在国际、区域、国家和/或国家以下各级采取行动处理外来侵入

物种问题，强调需要促进各级行动和工作的协调一致，还特别强调区域和次区域做法的适

宜性，并鼓励酌情制订适当区域性机构或组织下的区域指南、政策或标准，以解决国际管

制框架中的具体漏缺； 

                                                 
39

  通过这一决定时，一名代表正式提出反对意见，强调他并不认为缔约方大会在存在正式反

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动议或案文属于正当做法。少数几名代表对导致通过这一决定的程序表示了保留

（见 UNEP/CBD/COP/6 /20，第 294-3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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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申诸如第 VI/23 号决定 38 第 27 和 28 段所述信息分享的重要性，以及有必

要让资金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信息分享机制，包括《公约》信息交换所机制； 

11. 进一步重申号召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交流处理外来侵入物种的

经验，包括第 VI/23 号决定 38  第 25 段中具体说明的管理和控制措施，并按照第 VI/23 号
决定 38  第 25 、26 和 28 段的要求，请执行秘书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和其他方式提供这些

信息； 

12.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通过诸如网上数据库、警戒清单或其他全球和

区域一级的适当信息分享机制，向可能的进口国传达将出口并且已知可能成为侵入性的具

体物种的有关资料，并根据《公约》第 3 条酌情提供有关资料供进行风险分析和采取其他

主动措施，以尽量减轻外来侵入物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13.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按照第 VI/23 号决定 39   附件所载指导原则

6，加强宣传并使公众了解引进外来侵入物种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14. 请执行秘书在顾及特设技术专家组报告(UNEP/CBD/SBSTTA/11/INF/4)的看

法的情况下，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贸

易组织等有关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行磋商，讨论是否应以及如何解决在属于外来侵入物种、

但却并非《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范围内的动物害虫方面没有国际标准的这一情况，并将磋

商结果报告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和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议； 

15. 请执行秘书将本建议转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帮助其酌情由气

候公约缔约方在制订和执行该公约下的决定时予以考虑； 

作为外来侵入物种传播途径的传病媒介作为外来侵入物种传播途径的传病媒介作为外来侵入物种传播途径的传病媒介作为外来侵入物种传播途径的传病媒介 

16. 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和其他手段，分享关于处理

通过各种传病媒介 (例如轮船、飘浮木材、设备和机器、家用品、包装和容器、废物、空

运工具、旅游车辆等) 引进或传播的外来侵入物种、特别是动物和寄生虫的经验，包括针

对具体物种或者途径采取的任何风险评估或风险管理措施； 

17.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在边界管制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中就属于外来

侵入物种的问题开展培训和加强教育和提高认识，并认识到这些活动将需要充足的资源； 

18. 鼓励各有关机构和组织制订特殊运送工具的区域指南，作为外来侵入物种的

引进和传播途径； 

19. 请全球入侵物种方案、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的压舱水和其他航运传病媒介问

题工作组、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的非本地物种问题工作组等有关机构和组织进一步研究

引进和传播外来侵入物种的途径，并为将来可能的引进开展风险评估； 

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海产养殖海产养殖海产养殖海产养殖 

20. 鼓励诸如跨界内陆水域管理机构和各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等负责内陆水

域或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区域机构和公约，在顾及诸如全球海产养殖联盟等现有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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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考虑制订合作性安排，例如水产养殖、鱼类放养以及其他涉及引入和转移水生活

生物体的活动的自愿认证制度，以解决外来侵入物种所构成风险问题； 

21.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执行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的《引进和转让海洋

生物体业务守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196 条； 

22.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批准并执行 1997年《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公约》
40
； 

23. 请各缔约方制定并执行国家和区域工作方案，例如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

织下的方案，以进行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管理，并控制水生侵入物种； 

24. 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促进本地物种的水产养殖，以期避免意外引进外

来物种及其寄生物； 

压舱水压舱水压舱水压舱水 

25.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政府尽快批准并执行《控制和管理船只压载水

和沉积物国际公约》； 

26.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在国家立法范围内解决依照目前国际海事组织

海洋境保护委员会正在审议的小型船只相应遵守指南的规定，应相应遵守《控制和管理船

只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但不在该公约内容范围内的船只造成的压舱水国内移动的问

题； 

27.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加强负责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供意见和执行该

《公约》的国家机构与国际海事组织间的交流与协调； 

28. 请各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支持《控制和管理船只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

约》的执行工作，并鼓励在区域一级协调执行工作； 

海洋生物垢物海洋生物垢物海洋生物垢物海洋生物垢物、、、、特别是船体垢物特别是船体垢物特别是船体垢物特别是船体垢物 

29.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通过适当措施（如各项规定和标准），对作为

引进和传播外来侵入物种的途径的海洋生物垢物进行国家一级的管制，包括对娱乐性船只

实施这种管制； 

30. 鼓励各区域内协调国家的立法，以避免国家之间于海洋生物垢物有关的风险

的传播，包括通过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等区域性机制，或者就渔船而言通过各区域性

渔业组织； 

31. 鼓励各缔约方批准和执行 2001年《控制有害船底防污系统公约》； 

32. 重申其对国际海事组织发出的需要解决海洋生物垢物问题的呼吁； 

                                                 
40

  1997年 5月 21日大会第 51/229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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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作为紧急事项向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

员会和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提出海洋生物垢物问题； 

民航运输民航运输民航运输民航运输 

34. 欢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大会关于外来侵入物种问题的第 A35-
19 号决议，并请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作为紧急事项解决外来侵入物种问题； 

35. 请执行秘书酌情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合作，支持根据第 A35-19 号决议制订

指导意见或标准的一切努力； 

36. 鼓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秘书处在解决外来侵

入物种问题时与其他有关机构、包括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秘书处进行

协调； 

37.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促进负责外来侵入物种和/或民航运输事务

（例如，民航、运输、海关、贸易、植物保护、环境）的有关机构在国家一级的协作，以

便各国参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时提出所有相关的问题； 

军事活动军事活动军事活动军事活动 

38. 鼓励联合国各有关机构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有关组织合作，制订并推广各种

指导和业务守则，解决与军事行动或包括维和行动在内的援助有关的外来侵入物种的引进

和传播问题； 

39.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确保各缔约方和各国政府在军事援助和联合行

动中促进与外来侵入物种相关的最佳做法，在各自军队中建立各种程序，在顾及有关国际

指导的情况下避免将可能的侵入物种引进到新的地区，并清查及纠正军事行动中造成的外

来侵入物种的问题； 

紧急救济紧急救济紧急救济紧急救济、、、、援助和响应行动援助和响应行动援助和响应行动援助和响应行动 

40. 鼓励各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制订国际业务守则防止和减轻外来侵入物种向与

紧急救济相关的设备、供应和车辆以及援助和响应行动的可能的传播，并制订各种程序以

确保对确定救助需要所作的评估包括外来侵入物种问题； 

41. 鼓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世界粮食署和其他有关机构制订诸如世界

保护联盟关于海啸灾区恢复准则这样的业务守则或准则，用于处理自然灾害或事件发生后

外来侵入物种传播的情况； 

42. 促请各国政府和其他捐助者采取措施，作为其紧急救济、援助和响应努力的

一部分，防止和限制外来侵入物种的引进和传播，并在其国家援助行动或本国国内非政府

组织的业务中考虑到在国际一级或酌情在国家立法中制订的相关业务守则或准则； 

国际发展援助国际发展援助国际发展援助国际发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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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鼓励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组织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他

相关组织或协定合作，在顾及相关国际性业务守则或其他指导的情况下，制订或通过现有

的业务程序或守则，限制与外来侵入物种的利用、传播和定居相关的风险； 

44.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通过与生物技术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援助组织

的合作，考虑国家管制或制订业务守则解决发展援助的努力中的外来侵入物种问题； 

科研科研科研科研 

45. 促请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在科研机构中提高利用现有措施控

制外来侵入物种传播的意识，并实施措施防止或减少与科研活动有关的引进和传播外来侵

入物种的风险； 

46. 鼓励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包括未来收获（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中心、

植物园保护国际和国际森林研究组织联盟以及各专业性团体制订业务守则，防止和限制与

科研活动相关的引进和传播外来侵入物种的风险，并酌情就拟议的与科研活动相关的物种

引进开展风险评估，认识到需要防止重复工作，并鼓励全球侵入物种计划审查并提供这方

面现有的信息； 

47. 请执行秘书与有关机构和组织协商，确定针对外来侵入物种实行的科研准

则，并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加以传播； 

48. 强调处理外来侵入物种问题需要开展生物分类研究，并鼓励在全球生物分类

倡议工作方案内执行有关外来侵入物种的规划活动； 

旅游业旅游业旅游业旅游业 

49. 决定在今后与可持续旅游业相关的工作中酌情审议旅游业作为外来侵入物种

的引进和传播途径的问题； 

50.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及适当情况下各区域性机构采取措施解决旅游

业作为外来侵入物种的引进和传播途径的问题，同时顾及第 VII/14 号建议通过的关于生

物多样性和旅游 业发展的准则，并特别强调具有高度保护价值的地点的旅游业； 

51. 鼓励世界旅游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针对旅游业作为

外来侵入物种的引进和传播的一种途径的问题加强教育和提高认识，例如制订业务守则； 

宠物宠物宠物宠物、、、、水族馆物种水族馆物种水族馆物种水族馆物种、、、、活钓饵活钓饵活钓饵活钓饵、、、、活食物和植物种子活食物和植物种子活食物和植物种子活食物和植物种子 

52. 鼓励有关政府部门、消费者保护团体、工业、贸易和航运组织以及其他有关

组织（如国际邮政联盟和全球速递协会）等提高消费者的认识，包括为此利用有助于交易

或由于其他原因消费者可能浏览的因特网网站，并酌情进一步研究当前的安全处置所引进

外来物种的措施，以考虑制订宠物、水族馆物种和植物种子贸易方面的指南或业务守则，

特别是对这些物种的最终处置和废弃的指南或业务守则； 

53.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酌情并遵照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采取措施控制

可造成外来侵入物种风险的宠物、水族馆物种、活钓饵、活食物或植物种子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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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还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政府酌情并以符合国家和国际义务的方式采取行动

防止并限制将已知侵入物种引入野生环境，包括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物种的最终处置和废弃

问题；  

生物控制剂生物控制剂生物控制剂生物控制剂 

55.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顾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有关国际机构和协

定的工作及各国在国家一级的经验，评估并酌情在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采取措施（如制

定有关生物控制剂贸易和使用的指南或业务守则）解决生物控制剂作为外来侵入物种的可

能风险； 

易地动物育种计划易地动物育种计划易地动物育种计划易地动物育种计划 

56. 鼓励动物育种行业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联盟等区域

和国际组织促进有关迁移外来侵入物种用于易地育种方面的最佳做法；  

57.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在进行风险评估等的基础上，酌情并以符合其

国家和国际义务的方式采取措施控制为易地育种而迁移外来侵入物种，包括控制在水体和

流域盆地之间迁移鱼类和限制在野生动物园和动物园内动物的迁移； 

流流流流域间引水和航运渠道域间引水和航运渠道域间引水和航运渠道域间引水和航运渠道 

58. 鼓励各有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及机构规定必须通过进行影响评估确保引水计划

和航运渠道项目对外来侵入物种问题给予考虑，并制订方法方面的技术咨询意见限制外来

侵入物种通过渠道和管道的引进或传播；  

59.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作为优先事项执行经修订的内陆水域工作方案

的活动 1.4.4 (第 VII/4 号决定，附件)，(“在跨集水区、水域和河川流域管理工作方面，特

别是在流域之间引水方面建立适当的机制，以防止外来侵入物种的蔓延”)； 

解决外来侵入物种传播的行动或未行动解决外来侵入物种传播的行动或未行动解决外来侵入物种传播的行动或未行动解决外来侵入物种传播的行动或未行动 

60. 鼓励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区域性机构制订各种程序和/或管制，以确

保将外来侵入物种可能的跨界影响视为国家和区域决策进程的一部分，同时考虑到当前已

经有的关于那些根据《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属于植物危害的外来侵入物种的程序和控制

措施；  

61.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通过适当的信息分享机制分享关于国内所出现

有可入侵其他地方的外来物种方面的资料； 

62. 促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积极主动地预防外来侵入物种的引进和在其境

内的传播，例如，主动提出帮助邻国对付有可能跨越边境的的具体的外来物种； 

63. 鼓励各缔约方在世界遗产保护地或其他这种保护地方面酌情将外来侵入物种

问题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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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来侵入物对外来侵入物对外来侵入物对外来侵入物种的无意的保护种的无意的保护种的无意的保护种的无意的保护 

64. 鼓励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机构确保有关的法律和规定，例如

与保护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不会无意中限制了利用适当措施解决外来侵入物种问题； 

65.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提出外来侵入物种问

题，并支持制订措施解决南极条约地区的外来侵入物种的威胁； 

66. 鼓励《南极条约》各缔约方考虑改进在 1991年《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

议定书》下设想的措施； 

术语的不一致术语的不一致术语的不一致术语的不一致 

67. 鼓励各有关机构和组织推动对外来侵入物种术语的澄清和共同理解，例如制

订解释性指南或具备包括多类部门参加的合作讲习班；  

68.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通过相关机构间的协作和适当设计培训和业务

材料，推动对术语的共同理解；  

69. 请执行秘书与有关组织合作，根据第 VI/23 号决定 38 第 28(b)段的要求，编

制一本在外来侵入物种方面各种场合中使用的术语汇编，并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公布清

单； 

70. 还请执行秘书将术语问题列入与其他秘书处的联合工作计划； 

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期间的深入审查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期间的深入审查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期间的深入审查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期间的深入审查 

71. 请执行秘书在筹备（按照第 VII/31 号决定中的明确规定）定于缔约方大会

第九届会议期间进行的外来侵入物种问题目前工作的深入审查时，特别是根据第三次国家

报告以及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至迟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六个

月提出的意见和经验，审查所有决定 38  的执行情况，并就该审查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

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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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8. 影响评估影响评估影响评估影响评估：：：：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评估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评估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评估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评估的自的自的自的自
愿性愿性愿性愿性准则准则准则准则 

缔约方大会 

1. 指出《对拟议在圣地和土著和当地社区历来居住或使用的土地和水域上进行

的、或可能对这些土地和水域产生影响的开发活动进行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阿格

维古自愿性准则》(第 VII/16 F 号决议, 附件) 应与下文的附件中的《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

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自愿性准则》和执行秘书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

评估的自愿准则的说明的附件二所载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战略环境评估的准则

草案一同实施；  

2. 欢迎把按照《公约》的资料交换所机制 41 建立起来的生物多样性个案 研究

和影响评估数据库当做有用的信息分享工具, 同时鼓励缔约方、其它政府和有 关机构使用

该数据库并为其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A.  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  

3. 批准本决定附件所载《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自

愿性准则》； 

4. 强调制订《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自愿性准则》

的意图是让 缔约方和其它政府根据本国的立法将其用做准则并供 地方当局或有关国际机

构 在制设计和实施各自的影响评估手段和程序时适当用做指南；  

5. 敦促缔约方、其它政府和有关组织在执行《公约》第 14条第 1(a)段和大目

标和目标临时框架评估 2010进展的目标 5.1进程中，酌情执行《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

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自愿性准则》并分享经验, 特别是 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和国家报

告分享经验；  

6．       鼓励业已认可第 VI/7 A 号决议所含的准则的多边环境协约 、特别是 《拉

姆萨尔湿地公约》和《保护移栖野生动物物种公 约》，注意并在酌情认可本决定附件一

所载《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自愿性准则》；  

7．       请其它多边环境协定注意并在酌情执行《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

环境影响评估的自愿性准则》；  

8．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与有关组织合作， 除其他组织外，包括通过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及其生

物多样性和影响评估能力建设项目， 致力于发展 应用《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

环境影响评估的自愿性准则》的必要能力, 这时要考虑即将在其 间应用上述准则的具体境

况；  

(b) 将缔约方、其它政府、有关机构和实施者提供的应用准则的经验编集成册, 
并在复审影响评估的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向科咨机构的会议进行汇报；  

B.  战略环境评估战略环境评估战略环境评估战略环境评估  

                                                 
41

  http://www.biodiv.org/programmes/cross-cutting/impact/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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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核可执行秘书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评估自愿准则的说明

(UNEP/CBD/COP/8/27/Add.2)附件二所载《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战略环境评估的

准则草案》；  

10．     鼓励缔约方、其它政府和有关组织在执行《公约》第 14条第 1(b)段和其

它相关任务时酌情考虑本准则并分享自己的经验, 特别是通过资料交换所机制分享经验；  

11．     促请其它多边环境协约注意《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战略环境评

估的准则草案》并考虑在各自的权限内加以应用；  

12．     请执行秘书:  

(a) 与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和其他有关合作伙伴一道为能力开发活动提供便利条

件, 着重把《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战略环境评估的准则》转化成国家、次区

域、区域或部门的措施和准则；  

(b) 继续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经济和贸易处和其它有关组织一道制订评估贸易

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实用准则，汇编并提供关于良好做法和贸易对生物多样性正面影响

的； 

(c) 将缔约方、其它政府、机构和实施者应用准则的经验编集成册；  

(d) 在复审影响评估的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向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

会议提交实施该准则的建议并附上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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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自愿性准则的自愿性准则的自愿性准则的自愿性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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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自愿性准则 

1.          本准则是根据国际公认的一系列好的环境影响评估 (环境影响评估) 方法来制订

的。
42 该准则旨在更好地将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因素纳入环境影响评估进程。 

2.          国家环境影响评估系统得到定期评价和修订。这类准则旨在协助国家当局、地区

当局或适当的国际机构在进行修订评估系统时更好地吸纳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因素, 以便

大幅度改善环境影响评估系统。这 一作法还意味着需要进一步阐明实用性准则, 以反映出

生态、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条件, 而环境影响评估系统正是为此而设计的。 

3.          上述准则着重说明如何推广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环境影响评估进程以及如

何为评估进程提供便利条件。准则不提供技术手册来介绍从事含生物多样性评估研究的方

法。 

4.          甄别和划定范围被视为环境影响评估进程的关键阶段, 因而这两个阶段得到特殊关

注。甄别是环境影响评估 进程的触发剂。划定范围时鉴定出相关的影响, 从而产生实际的

影响研究范围。划定范围阶段被 视为评估进程的关键阶段, 因为它规定研究的内容并为研

究结果的复审提供参考性依据。划定范 围和复审通常与某种形式的公众信息、公众咨询

或公众参与相联系。划定范围时可以鉴定出有前景的替代性方案, 因而可望大大减少或完

全避免生物多样性受不良影响。 

A. 评估进程诸阶段评估进程诸阶段评估进程诸阶段评估进程诸阶段 

5.          环境影响评估是评价所提议的项目或开发计划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43 , 其间考虑

了项目或开发计划 与社会经济、文化和人类健康的相互影响, 包括良性和恶性影响。利益

相关者 (包括原住民和当地 社区) 的有效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估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虽然

各国的立法和实际操作各不相同, 但是环境影响评估的 基本成份必须包含以下阶段:  

(a) 甄别, 目的在于确定哪个项目或开发计划需要接受全面或局部性影响评估；  

(b) 划定范围, 目的在于鉴定出哪种潜在的影响与评估有关 (以立法要求、国际

公约、 专家的知识水平和公众参与程度为依据)、鉴定出替代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以避

免、减轻或补偿生物多样性所受的不良影响 (包括停止开发、寻求替代性设计或寻找可

避开影响的场地、在项目设计 中加进防护措施或为不良影响提供补偿), 最后划定影响评

估的范围；  

(c) 影响的评估和评价及开发替代性方案, 目的在于预测和鉴定出所提议的项目

或开发 计划对环境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包括对替代性方案的阐述)；  

(d) 提交报告: 提交环境影响报告 (环境影响报告) 或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 包括

环境管理计划和供 普通读者阅读的非技术性总结；  

(e) 根据评估的范围和公众 (包括当局) 的参与程度来复审环境影响报告；  

(f) 决定是否批准某项目、以什么为条件等； 以及  

                                                 
42

  譬如, 参见环境影响评估的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原则 - www.iaia.org。 

43
  “项目”、”活动”和”发展”交互使用, 本文无意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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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监测、依从、实施和环境审计。监测预期的影响和所提议的减轻影响的措施

是否像环境管理计划所规定的那样如实出现。验证提议者是否依从环境管理计划的规定, 
以便确保能够鉴定并及时矫正非 预见性影响或未能奏效的减轻影响的措施。 

B. 环境影响评估各阶段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环境影响评估各阶段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环境影响评估各阶段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环境影响评估各阶段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1. 甄别甄别甄别甄别 

6.          甄别旨在确定哪项建议应受环境影响评估约束, 以便排除那些对环境不大可能产生

不良影响的提议并 指明所需的评估级别。甄别标准必须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尺度, 否则对生

物多样性可能有重大影响 的提议会被筛掉。甄别进程的结果是甄别决定。 

7.          由于环境影响评估的法律要求可能无法保证生物多样性得到考虑, 所以应该考虑把

生物多样性的标 准纳入现有的甄别标准或制订新的甄别标准。从《国家生物多样性策略

和行动计划》 (NBSAPs) 或同类文件中可以找到制订甄别标准的重要信息。这类文件提供

优先保护对象的详细信息以及生态系统的类型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现状方面详细信息。此外, 
这类文件还描述生态系统及物种水 平的发展趋势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威胁, 同时概述了已计

划的保护活动。 

8.          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提出的有关问题。考虑到《公约》所提出的三项目标, 需要在环

境影响评估研究 中加以回答的基本问题包括:  

(a)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物物理环境, 或会否导致生物变化而

使基 因型、栽培品种、品种、物种数量灭绝的风险增大, 或者使生物失去生境或生

态系统?  

(b)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超出最大的可持续性产出、超出生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或超出资源、人口或生态系统所允许的最大干扰程度 (如果全面考虑上述资源、人

口或生态系统的价值 的话)? 

(c)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改变人们接触生物资源和/或占有生物资源的权利?  

9.          为了便于制订甄别标准, 上述问题被重新划分成三个多样性水平并复制在表 1中。 



234 

表表表表 1 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甄别有关的问题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甄别有关的问题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甄别有关的问题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甄别有关的问题 

多样性水平多样性水平多样性水平多样性水平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系统多样性 
44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直接或间接地导致

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类型严重受损或

彻底丧失, 从而造成生态 系统失去科学

/生态利用价值或丧失文化价值?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影响人类对生态系

统或土地使用类型的可持续性开发利

用, 以至于使这种开发利 用具有破坏性

或变成不可持续的开发 (即生态系统失

去社会和/或 经济上的利用价值)?  

物种多样性
43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直接或间接地造成

某物种种群丧失?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影响人类对某物种

种群的可持续性利用?  

基因多样性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造成具有科学、生

态学或文化价值的当地特产物种灭绝?  
所计划的活动会否导致当地的品种/栽
培品种/栽培植物品种和/或家养动物及

其亲缘、具有社会、科学和经济价值

的基因组丧失?  

10.         现有甄别机制的类型包括: 

(a) 鉴定需要接受环境影响评估的项目的阳性清单 (包容清单)。这种方法的缺点

是项目产生的 影响的程度随着受体环境特性变化而差异巨大, 而环境的特性是不被考虑的

因素。有几个国家使用 (或已用过) 限制清系鉴定不需接受环境影响评估的项目 (排除清

单)。对两类清单都应予以重新评估, 以便评价它们包容生物多样性的一面； 

(b) 鉴定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的地理区域的清单, 在这类区域开展的项目可能需

要接 受环境影响评估。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强调受体环境的敏感度而不强调项目的类型； 

(c) 专家判断 (经过或未经过有限的研究, 有时称为初步环境检验或初步环境评
估)。专家组应拥有生物多样性的专门知识； 以及 

(d) 将清单与专家判断结合起来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11.        甄别决定规定了适当的评估水平。甄别决定往往会产生以下结果:  

(a) 所提议的项目有 “致命的缺陷”, 因为它与国际或国家公约、政策或法律相

左。最好 是不要上这样的项目。项目的提议者想冒险上马的话, 需要接受环境影响评估； 

(b) 需要接受环境影响评估 (通常称为A类项目)； 

(c) 有限的环境研究已经足够, 因为预计只会产生有限的环境影响； 甄别决定是

以含有 定量基准或阈值的一套标准为依据的 (通常称为B类项目)； 

(d) 仍未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因而必须进行初步环境检验以确定某

项目是否需 要接受环境影响评估； 或  

(e) 该项目不需环境影响评估。 

                                                 
44

  给生态系统下定义的尺度取决于一个国家对标准所下的定义, 并应考虑生态系统方法的原则。 同样, 

给 “种群”的水平所下的定义也取决于一个国家所用的甄别标准。譬如, 物种的保护现状可在一个国家的疆域内评估 

(以求法律保护), 也可在全球范围内评估 (世界保护联盟红色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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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甄别标准依据生物多样性因素来确定哪些境况有必要接

受环境影响评估。这类标准或许与下列情况有关:   

(a) 已知活动的类别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包括涉及干涉区的规模和/或活动

的量度、期限和出现频率的阈值；  

(b) 由上述活动引起的生物物理变化幅度； 或  

(c) 标明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的地图, 这类地图通常拥有法律地位。 

13.       有人提出一种制订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甄别标准的方法, 即将上述各类标准

加以合并, 其步骤如 下: (一) 设计一张生物多样性甄别地图, 标明哪些地区需要进行环境影

响评估； (二) 规定哪些活动需要接受环境影响评估； (三) 规定阈值来区分哪些地区需要

全面评估、哪些需要有限评估、哪些尚未确定或不需要评估 (见附录 1所列的一般性甄别

标准)。所提议的方法考虑到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包括生态系统的利 用价值) 和可能会对

生物多样性催变因素产生影响的活动。 

14.       若有可能, 应将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甄别标准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策略和行

动计划的制订 (或修 订) 进程。这一进程能产生宝贵的信息, 如包括优先保护对象和目标在

内的国家空间生物多样性 评估, 而这类信息可用作进一步发展环境影响评估甄别标准的指

南。 

15.       步骤 1: 根据生态系统的探讨原则设计一份生物多样性甄别地图, 标明具有重要利用

价值的 生态系统 (以此来取代敏感区域这一概念 - 见附录 2)。这类地图应以专家判断为依

据并应得到 正式批准。 

16.       所提议的与具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有关的地理区域如下:  

(a)        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提供重要的调节性服务的地区: 

(一) 保护区: 可以规定这类地区不许人类干涉或要求其影响评估值任何时候

都应 达到适当的水平, 这要视一个国家的法律条文而定；  

(二) 正式保护区外含濒危生态系统的地区, 在这类地区, 若干类别的活动 (见
步骤 2) 可能要求其影响评估值任何时候都应达到适当的水平；  

(三) 被鉴定为对维持主要生态进程或进化进程有重要价值的地区, 在这类地

区, 若干类别的活动 (见步骤 2) 可能要求其影响评估值任何时候都应达

到适当 的水平；  

(四) 已知为濒危物种生境的地区, 这类地区可能要求其影响评估值任何时候

都应 达到适当的水平。 

(b) 为维持土壤、水或空气等自然进程提供重要的调节性服务的地区, 这类地区

要求 其影响评估值任何时候都应达到适当的水平。这类地区的例子如:  湿地、受植被保

护的高侵蚀性 或迁移性土壤 (如陡坡、沙丘地等)、林区、海滨或海岸缓冲区等； 

(c) 具有重要的提供必需品服务的地区, 这类地区要求其影响评估值任何时候都

应 达到适当的水平。这类地区的例子如: 精选的自然保护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传统居住

和使用 的土地和水域以及鱼类繁殖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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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供重要的文化服务的地区, 这类地区要求其影响评估值任何时候都应达到

适当的 水平。这类地区的例子如: 旅游景点、遗产场址和圣址等； 

(e) 提供其它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区 (如洪水储存区、地下水回注区、集水

区、 有价值的风景区等)； 尚待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影响评估和/或评估的水平如何(这取决

于现有的 甄别系统)； 

(f) 所有其它地区: 从生物多样性角度考虑不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出于其它原

因或许 仍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17.       步骤 2: 从生物多样性角度考虑, 规定可能需要接受影响评估的活动。这类活动的特

点 是具有下列直接催变因素:  

(a) 改变土地的用途或改变地表覆盖物、抽提地下资源: 无论活动的地点在何处, 
任何时候都应在规定的受影响的地区上方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 根据受影响的地表 (或地下) 
情况规定评估 水平的阈值； 

(b) 改变海洋和/或海滨生态系统的用途、抽提海床资源: 无论活动的地点在何处, 
任何时候都应在规定的受影响的地区上方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 根据受影响的地表 (或地下) 
情况规定评估 水平的阈值； 

(c) 通常与线性基础设施有关的碎裂层。无论活动的地点在何处, 任何时候都应

在规定 的长度上方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 根据所提议的基础设施工程的长度来规定评估水

平的阈值； 

(d) 排放废气、污水或其它化学热能、辐射或噪音 - 将评估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

地图 联系起来；  

(e) 引进或去除物种、改变生态系统成份和结构 或改变负责维持生态系统和生

态 系统服务的主要生态系统进程 (见附录 2中的指示性清单) -将评估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

地图 联系起来。 

18.        应该指出, 上述标准只跟生物多样性有关, 而且只在生物多样性尚未被现有甄别标

准涉及 时作为一种添加标准。 

19.       为甄别确定规范或阈值属于半技术和半政治进程, 其结果或许会因各国情况和生态

系统的 不同而不同。上述技术进程至少应描述以下情况： 

(a) 产生直接催变因素活动类别 (如采矿、收割或去除物种、改变土地用途或改

变地 表覆盖物、地面碎裂分离、外来作用如排放废气、污水或其它化学热能、辐射或噪

音、引进外来入侵物种或基因改良的生物体 或改变生态系统的成份、结构或主要进程), 
其间考虑以下特性: 活动的类别和性质、活动的规模、地点、时间、期限、可逆性或不可

逆性、不可替代性、可能性和重要性； 与其它活动或影响产生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b) 地点和时间: 受上述直接催变因素影响的地区可以模拟和预测； 影响的时间

和期限 同样可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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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借助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图 (包括维持生物多样性本身),  决策者可以

规定每 个确定区域的保护水平或保护措施。这种地图是专家们对上文步骤 1所述的生物

多样性甄别地图中的类别定义的投入。 

2. 划定范围划定范围划定范围划定范围  

20.       划定范围被用来规定影响评估研究的重点和鉴定应更详细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划定

范围被用来确定环境影响评估研究的范围 (有时称为准则) 和确定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划

定范围还可使主管当局 (或自愿划定范围的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估专家) 从事以下工作: 

(a) 引导研究小组研究重要的问题并评估替代性方案、阐明如何检验上述问题 
(预测和分析方法、分析的深度) 并阐明应根据何种准则和标准进行检验等；  

(b) 提供机会使环境影响评估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c) 确保所提供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决策者有用并能让公众理解。 

21.       在划定范围阶段, 可鉴定出有价值的替代性方案供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时深入考虑。 

22.       减轻负面影响和/或提高正面影响措施: 在环境影响评估时采用减轻负面影响措施的

目的是寻求达到 项目目标的同时避免负面影响或将负面影响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的方

法。采取提高正面影响措施的目的是寻求环境优化的方法。两种影响方式都应力图确保公

众或个人不承担费用, 因为这方面 的费用大于给他们带来的自然增长的利益。 

23.       补救性行动有几种方式， 即躲避方式 (或预防方式)、减轻方式 (可以考虑改变活动

的规模、 设计方式、地点、选址、工序、次序、阶段、管理和/或监测所提议的活动以及

恢复或复原场地等) 和补偿方式 (通常在采取预防措施和减轻影响措施后与残留影响有关

联)。应采用 ‘正面规划法’， 而躲避方式占优先, 补偿方式是最后采用的一着。应该承

认补偿方式并非什么时候都行得通：有时候排斥一个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无可逆转的损害

或使之无可替代地丧失的开发项目的建议是恰当的。 

24.       减轻影响措施的实践证明： 

(a) 及时和高度关注减轻和补偿措施并与社会进行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负面

宣传并降低公众反对和工程延误 (包括相应的费用) 的风险。专家可在启动法律所要求的

环境影响评估进程前对 生物多样性进行投入, 以此作为项目提议的组成部分。这种方法通

过规划的最初阶段的鉴定、 躲避、预防或减轻生物多样性影响来改善和优化正式的环境

影响评估进程； 

(b) 欲采用减轻影响的措施, 提议者、规划者、工程师、生态学家和其他专家需

要共同努力来达成最佳的实用性环境备选办法；  

(c) 潜在的减轻影响措施或补偿措施必须纳入影响研究, 以便评估其可行性；  因
此, 这类措施最好在划定范围阶段加以确定； 

(d) 规划项目时应记住可能要过一些时日才能看到效果。 

25.       假如项目甄别结果表明所提议的活动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 那么下列

问题就 是从事影响研究时所应索取的信息的范例。必须指出,，这些步骤是一个重复进

程。划定范围和影响研究是两轮正式的重复进程； 研究期间或许需要更多轮的重复，比

如在必须给所提议的项目设计的替代性方案下定义并加以评估时需要更多轮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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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描述项目的类型并根据其性质、规模、地点、时间安排、期限和发生频率来

给每项活动下定义；  

(b) 规定可能性的替代性方案, 包括 “无生物多样性净损失” 或 “生物多样性恢复” 
替代性方案 (在影响研究之初可能无法轻易地鉴定出这类替代性方案, 而需要通过影响研

究来 加以确定)。替代性方案包括地点替代性方案、规模替代性方案、选址或布局替代性

方案和/或技术替代性方案；  

(c) 描述预期的生物物理变化 (土壤、水、空气、动物、植物中的变化), 这些变

化源于 所提议的活动或由这类活动造成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出来； 

(d) 确定每种生物物理变化所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影响规模, 鉴定生态系统之

间的 连通性所受的影响及潜在的累积性影响； 

(e) 描述处于生物物理变化影响范围之内的生态系统和土地利用类型；  

(f) 确定生物物理的变化会否对每个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类型中的生物多样性的

成份、结构 (时间和空间方面的) 和主要进程产生不良影响。标明预测的确定程度并考虑

减轻影响措施。着重说明不可逆性影响和不可替换的损失； 

(g) 在没有项目提议的情况下为受影响地区收集有关基线条件的可得信息和预见

性生物多样性趋势方面的信息； 

(h) 与利益相关者协商鉴定受影响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类型所提供的当前和潜在

的服务设施, 并确定这些功能对社会所体现的价值 (见方框图 1)。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

说明主要受惠者和受不良影响的人士, 要把重点放在易受伤害的利益 相关者身上； 

(i) 确定上述服务中哪些将受所提议的项目严重影响, 给出预测的把握程度, 考虑

减轻 影响措施。着重说明不可逆性影响和不可替换的损失； 

(j) 规定采用可能性措施来避免、减轻或补偿生物多样性和/或生态系统服务所

遭受的重大损害或损失；确定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可能性。提及法律方面的要求； 

(k) 评价残留影响的严重程度, 即与利益相关者协商来确定所考虑的替代性方案

所受的 预期影响的严重程度。将预期影响的严重程度与参照情势联系起来。这种情势可

以是现有的情事、历史上的情事、很可能在未来出现的情势 (如‘无项目’或‘自主开发情事’) 
或外部参照情势。在确定严重程度 (加权) 时, 考虑每种残留影响在地理上的重要性 (如局

部级、地区级、国家级、 大陆级和全球级的重要性) 并说明其时间规模。 

(l) 鉴定必要的普查结果以收集决策所需信息。鉴定重要的知识缺口；  

(m) 提供所需的方法和时标的细节。 

26.       应铭记, 不执行某个项目有时或许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很少看到这类不

良影响 比所提议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严重 (譬如, 抵销降解进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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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当前的影响评估方法进行分析  45
 后提出了一些解决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问题的

实用性建议:  

(a) 除了把焦点放在受保护的物种和受保护的区域外, 还要注意 (一) 生态系统服

务的可 持续性利用； (二) 生态系统水平的多样性； (三) 未受保护的生物多样性； 以及 
(四) 生态进程及其空间 规模；  

(b) 评估研究的范围应是不模糊的、具体的并且可与生态系统的探讨方法相兼

容； 研究范围常常太笼统和不切实际；  

(c) 为了给影响的严重性的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 必须规定基线条件并且尽可能

对其加 以理解和定量。基线条件是动态的, 如果所提议的项目没被执行 (自主开发), 那就

意味着需要包括 现有的和预期的未来开发；  

(d) 使因果链在时空上有迹可循的实地调查、定量数据、有意义的分析以及远大

的视野是评估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潜在的间接影响和累积影响应得到更好

的评估；  

(e) 必须鉴定并详细描述替代性方案和/或减轻影响的措施, 包括分析它们可能性

的成 功和抵销项目不良影响的现实潜力；  

(f) 在环境影响评估中出现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划定其评估范围的准则需要在国

家一级制订, 但适当时也应考虑地区性问题以避免跨边界影响； 

(g) 确定可接受的生物多样性变化水平的准则需要在国家一级制订以便于决策； 

(h) 评估和评价生态系统进程所受的影响而不是生态系统成份或结构所受的影响, 
其准则需要在国家一级制订。保护那些支持生态系统成份和结构的生态系统进程所需的景

观比表述生物多样性成份和结构所需的景观大得多； 

(i) 需要进行能力开发以便在划定范围阶段有效地表述生物多样性问题； 这将

为环境影响评估研 究带来更好的准则。 

 

                                                 
45

  参见资料文件 UNEP/CBD/SBSTTA/9/INF/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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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图方框图方框图方框图 1:  1:  1:  1: 利益相关者及参与程度利益相关者及参与程度利益相关者及参与程度利益相关者及参与程度        

影响的评估与 (一) 信息、(二) 公众参与、(三) 决策的透明度有关。因此, 公众参与是进行有效 

环境影响评估 的先决条件, 而且公众可以在各个层次参与评估: 提供信息 (信息单向流动)、咨询 

(信息双向流动) 或“真正”参与 (共同分析和评估)。环境影响评估的各个阶段都可让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的法律要求和参与的层次因国家不同而有差异, 但普遍认为划定范围和复审阶段的公众协

商是必不可少的； 普遍认为评估研究时有公众参与能提高评估的质量。 

 

就生物多样性而论, 利益相关者在其过程中是:  

❧ 项目的受惠者 - 利用已知的、被项目有意改善的生态系统服务或给其定价的标靶组群； 

❧ 受影响者 - 即因上述项目而经历生态系统服务有意或无意的变动的人群； 他们诊惜这种

生态系统服务, 

❧ 一般利益相关者 - 即代表受影响人群或代表生物多样性本身的正式或非正式机构和团体。  

❧ 未来世代 - “缺席的利益相关者”, 即未来世代利益相关者, 这些人或许会依赖生物多样

性。因为目前是围绕着此问题进行判定的。  

 

 

 

 

有几种制约因素影响公众的参与, 其中包括:  

� 对利益相关者鉴定不充分鉴定不充分鉴定不充分鉴定不充分或许会使公众参与的效果不显著； 

� 贫穷贫穷贫穷贫穷: 参与评估需要花时间从而减少生产劳动的时间；  

� 乡村背景乡村背景乡村背景乡村背景: 路途越远, 沟通越困难且费用越高；  

� 文盲文盲文盲文盲: 文盲或未掌握非本地语言往往会在使用印刷体媒介时妨碍代表参与评估；  

� 当地价当地价当地价当地价值观或当地文化值观或当地文化值观或当地文化值观或当地文化: 行为规范或文化惯例会妨碍某些团体参与评估, 因为他们不大愿

意公开地反对主流团体的意见；  

� 语言语言语言语言: 有些地区可能因使用几种不同语言或方言而不便于沟通； 

� 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法律制度: 或许与传统制度发生冲突而使资源的享有权和责任混淆不清； 

� 利益集利益集利益集利益集团团团团: 可能会持有冲突性或分歧性观点, 而且会有既得利益；  

� 保密保密保密保密: 保密对提议者往往很重要, 他们可能会反对早期介入和反对采用替代性方案。 

也可参阅第 VII/16 F 号决议, 决议中含有《对拟议在圣地和土著和当地社区历来居住或使用的土

地和水域上进行的、或可能对这些土地和水域产生影响的开发活动进行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的阿格维古自愿性准则》 

 

3. 评估和评价影响及开发替代性方案评估和评价影响及开发替代性方案评估和评价影响及开发替代性方案评估和评价影响及开发替代性方案 

28.       环境影响评估应是个评估影响、重新设计替代性方案和进行对比的重复进程。影响

分析和评估的主要任务是:  

(a) 对在甄别和划定范围阶段鉴定出来并在 评估范围中加以说明的潜在影响的

性质要 加深理解。这包括鉴定间接和累积的影响以及鉴定可能性的因果链；  

(b) 鉴定并描述相关的决策标准会是本阶段至关重要的任务；  

 
 

今今今今今今今今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几几几几几几几几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 

受影响者受影响者受影响者受影响者 

受惠者受惠者受惠者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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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复审和重新设计替代性方案； 考虑减轻不良影响和提高良性影响的措施, 以
及补偿 残留影响； 计划好影响管理； 评价影响并比较替代性方案； 以及  

(d) 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 或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公布研究结

果。 

29.       影响的评估通常包括详细分析影响的性质、规模、程度和时间长短以及判断其严重

性, 即这类影响是否为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所接受、是否需要采取减轻和/或补偿措施还

是无法被接受等。 

30.       现有的生物多样性通常很有限而且是叙述性的, 因而无法用作数字预测的依据。需

要为 影响评估和可测水准或目标制订生物多样性标准, 通过这一标准可以评价各个影响的

严重程度。《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所规定的优先项目和目标可为制订上述标

准提供指南。需要开发出对付不确定性的工具, 包括使用风险评估技术的标准、预防手段

和适应性管理等。 

31.       与影响研究有关的几个实用性课程已经开办, 其中包括评估进程应做的事: 

(a) 拨出足够的调查时间来考虑季度性特征, 因为没有这类调查, 预测影响严重程

度的 把握性就会很低；   

(b) 把重点放在进程和服务上, 这是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的关键。要解释生物多

样性 的主要风险和机会； 

(c) 应用生态系统的探讨手段, 积极向利益相关者、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索求信

息。充分 地应答利益相关者提出的了解详情和/或调查的请求。这并不是说要做到有求必

应, 但是应在无法 满足对方要求时说清原因； 

(d) 考虑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所有因素。这类因素包括与项目提议有关的直接催变

因素 (如土地转化、清除植被、排放废气、人为干扰以及引进侵害性外来物种或基因改良

生物体等) 和某种程度的间接催变因素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方面的进

程或干涉等； 

(e) 参照基线情势来评价替代性方案的影响。就生物多样性问题对照法律标准、

阈值、目标和/或目的。利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及其它有关文件来了解信息

和目标。地方规划、政策和策略所包含的远景规划、目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的指标以及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关切程度、依赖程度和兴趣程度等是判断是否可接受变

化的有用指示物； 

(f) 重视在时空上同性质或不同性质的项目的重复影响所产生的累积性威胁和影

响,  以及重视源于所提议的规划、行动计划或政策的累积性威胁和影响； 

(g) 承认生物多样性受文化、社会、经济和生物物理因素的影响。因此, 小组中

的专 家进行合作至关重要。把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同样重要, 因为这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h) 透彻了解因果链。还要解释为什么某些因果链不需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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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若有可能, 将生物多样性成份、结构和主要进程的变化以及生态系统的服务

定量化。解释生物多样性因项目提议而丧失时的预期后果 (包括因受提议不良影响而替换

生态系统服务所需费用)； 

(j) 标明指导决策的法律条文。列出甄别和划定范围期间鉴定出来并在评估范围

内加以描述的所有潜在影响, 同时要鉴定出适用的法律条文。决策时务必考虑无法律条文

可循的潜在影 响。 

4. 提交报告提交报告提交报告提交报告: 环境影响报环境影响报环境影响报环境影响报 

32.       环境影响报告由三部份组成: (一) 带附件的技术报告, (二) 环境管理计划, 该计划要

详细说明避免、减轻 或补偿预期影响的措施如何实施、管理和监测, (三)  非技术性总结。 

33.       环境影响报告旨在:   

(a) 帮助提议者计划、设计和实施提议, 其途径是消除或降低对生物物理和社会

经济 环境的负面影响, 并按最佳的效费比让各方都获得最大利益；  

(b) 协助政府或负责当局决定是否应批准某项目和应附加何种条件； 以及  

(c) 帮助公众了解提议及其对社区和环境的影响, 并提供机会让公众提意见供决

策者参考。一些不良影响或许面很广, 其后果可能会超越特定的生境生态系统界限或国

界。因此, 环境影响报告所述的环境管理计划和策略应考虑地区性和跨边界的影响, 其间要

考虑生态系统的探讨途径。我们强烈主张在环境影响评估中加进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能理解

的非技术性总结。 

5.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复审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复审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复审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复审  

34.        对环境影响报告进行复审的目的是确保向决策者提供的信息是充足的、针对重点

的而且在科学和技术上是准确无误的。此外, 复审时还应评价: 

(a) 从环境方面考虑, 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 

(b) 有关设计是否符合相关的标准和政策, 或者在无官方标准的情况下是否符合

良好 的行为标准； 

(c) 与所提议的活动有关的所有影响 (包括间接和累积的影响) 是否已被鉴定并

在环境 影响评估中充分提及。为此, 应邀请生物多样性专家复审并向其了解官方标准和/
或良好行为标 准供编集和散发。 

35.       公众参与 (包括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充分和有效参与) 在各个阶段都是重要的。所

有利益相 关者的关注点和意见都应予以充分考虑并将其写进递呈给决策者的终端报告

书。这一进程使上述提议归当地所有, 同时使人们对相关的问题和关注加深了解。 

36.      复审还应保证环境影响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足以让决策者判断有关项目是否与《生物

多样性公约》的目标相符。 

37.       复审有效与否取决于评估范围的质量, 因为评估范围决定研究的内容。因此, 划定范

围与复 审属于互补阶段。 

38.       复审者应尽可能是独立人士而且不要是拟定环境影响报告的人士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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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策决策决策决策  

39.       决策以不断增加的方式出现于整个环境影响评估进程, 即从甄别和划定范围阶段到

收集和分析数据 、预测影响、在替代性方案与减轻措施之间进行抉择直至最后决定是批

准还是拒绝某项目。 

40.       生物多样性问题应贯穿于整个决策进程。终端决策实质上是决定有关提议是否应予

以实施和在什么条件下实施的一种政治选择。假如遭到拒绝, 该项目可重新设计并重新送

审。提议者 和和决策机构最好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41.       重要的是决策时要有明确的标准来考虑生物多样性和权衡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包括生 物多样性问题。这类标准应以国内外的、地区的和地方的法律、政策、规划和策

略所包含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原则、目标、目的和标准为依据。 

42.       在科学上出现未确定性的情况下, 决策进程应采取预防措施, 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

会给生 物多样性带来很大的危害。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风险和/或潜在的危害增大时需要有

更可靠和更确定的信息。相反, 在采取预防措施时不应走极端； 在风险很小的情况下可以

接受较高的不确定性。把 预防原则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准则是根据 
“预防原则项目” 的内容制订的, 该项目是国际动植物学会 (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世

界保护联盟、ResourceAfrica和野生动植物贸易调查委员会(TRAFFIC) 等机构联合创办

的。上述准则的 英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可从网站 http://www.pprinciple.net 下载。 

43.       决策时应考虑在保存资源与经济上可行、社会上和生态上可持续地利用资源之间保

持平衡, 而不是权衡保存目标与开发目标的优劣。 

7. 监测监测监测监测、、、、依从依从依从依从、、、、实施和环境审计实施和环境审计实施和环境审计实施和环境审计  

44.       环境影响评估不只是提交报告和对提议的项目进行定夺。使环境影响报告或环境管

理计划的建议得到贯彻的活动一般集中罗列在补充内容 “环境影响评估 后续行动” 这一标

题下。这类活动可能包括监测、依从、实施和环境审计等方面的活动, 其作用和责任变化

不定, 这取决于现行的规章框架。 

45.      监测和审计旨在把项目执行后的实际结果与执行前的预测结果相对比。这样做还可

核实提议者是否依从环境管理计划的规定。环境管理计划可装订成单行本, 但被视为环境

影响报告的组成部分。通常要求环境管理计划获得批 准后才能执行项目。在一些国家, 环
境管理计划无法律方面的要求。 

46.       应该制订管理计划、行动计划和制度 (包括明确的管理目标、责任和适当的监督) 
来确保减 轻影响的措施得到有效的实施、不可预见的负面影响或趋势被发现和得到纠正, 
而且随着项目的 进展, 预期效益 (或良性发展) 得以实现。可靠的基线信息和/或项目执行

前的监测至关重要, 这样的信息和监测可提供可靠的基准来测定项目所造成的变化。应在

不可预见事件或事故会威胁生物多样化的情况下配置紧急反应措施和/或制订应急计划。

环境管理计划应就监测和影响管理问题规定责任、预算和必要的培训, 并说明如何报告结

果、向谁报告等。 

47.       监测的重点对象是最可能会因执行项目而改变的生物多样性成分。因此, 利用对预

期影响 很敏感的指示性生物体或生态系统来测定早期不良变化是合适的。由于监测常常

要考虑自然变化和人为变化, 所以使用补充性指示物是恰当的。指示物应具体化、可以测

量、可以做成、与监测 相关并且很合时宜。若有可能, 指示物的选择应与现有的指示物进

程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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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监测的结果给定期复审和更动环境管理计划提供信息, 这类信息还供项目在各个阶

段通过良好和 灵活的管理来优化环境保护。环境影响评估所产生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应供

公众使用, 并与国家级和国际级 设计和实施的生物多样性评估进程并网。 

49.       进行定期审计以便验证提议者是否依从环境管理计划的规定并评估是否需要修订计

划 (通常包括 提议者的许可证)。环境审计是独立的检验和评估某项目 (过去) 的表现的程

序。这是环境管理计划的 一部分, 它有助于执行环境影响评估所批准的决定。 

50.       开展环境管理计划所述并在提议者的环境许可证中正式规定的活动实际上取决于正

式程序的启动。通常发现正式程序启动不够会导致依从性下降、环境管理计划执行不力。

在正式的规章生效时, 主管当局 将负责执行有关的影响评估规章。 

附录 1  

待在国家一级阐述的指示性甄别标准待在国家一级阐述的指示性甄别标准待在国家一级阐述的指示性甄别标准待在国家一级阐述的指示性甄别标准  46/ 

A 类类类类：：：：适用于下列活动的强制性环境影响评估适用于下列活动的强制性环境影响评估适用于下列活动的强制性环境影响评估适用于下列活动的强制性环境影响评估  

• 在保护区内的活动 (规定保护的类型和级别)；  

• 在保护区外濒危生态系统中的活动； 

• 在被鉴定为具有生态或进化进程重要价值的生态走廊中的活动； 

• 在已知能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中的活动；  

• 在已知为濒危物种生境的区域中的活动； 

• 采掘活动或导致土地用途变更、极限规模的区域 (土地或水域, 地面或地下 - 阈
值待定) 被占据或被直接影响的活动；  

• 兴建线性基础设施而导致生境出现最低长度的碎裂 (阈值待定)； 

• 在提供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区 (区域待定) 开展的活动, 这类活动导致废气、 
废水和/或其它方式的化学、辐射、热能或噪音外泄；

 47 

• 在提供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区 (区域待定) 开展的活动, 这类活动导致生态系 
统的成分、结构或负责维持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进程 48 发生变化。 

B 类类类类: 以下活动是否需要环境影响评估或评估的水平尚待确定以下活动是否需要环境影响评估或评估的水平尚待确定以下活动是否需要环境影响评估或评估的水平尚待确定以下活动是否需要环境影响评估或评估的水平尚待确定：：：： 

• 在提供其它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区 (区域待定) 开展的活动, 这类活动致废 
气、废水和/或其它化学品、热能、辐射或噪音外泄； 

• 在提供其它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区 (区域待定) 开展的活动, 这类活动导致 
生态系统的成分、结构或负责维持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系统功能发

生变化； 

                                                 
46

  注：这些标准只针对生物多样性，因此不应用作现有甄选标准的附加标准。 

47
  非排放性生态系统服务名单参见下文附录 2。 

48
  生物多样性这些方面的例子参见下文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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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供主要和其它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区 (区域待定) 采掘、导致土地用 途
变更或使内陆水生态系统的用途改变或使海洋和海滨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以及兴

建低于 A 类阈值的线性基础设施的活动。 

 

附录 2  

指示性生指示性生指示性生指示性生态态态态系系系系统统统统服服服服务务务务清清清清单单单单 

负责维持自然过程和动力的调节性服务调节性服务调节性服务调节性服务    

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调节性服务        

- 维持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成分 

- 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 

- 维持主要生态系统过程以创造或维持生物多样

性 

基于土地的调节性服务基于土地的调节性服务基于土地的调节性服务基于土地的调节性服务    

- 分解有机物 

- 土壤自然脱盐 

- 产生或防止土壤硫酸盐化 

- 生物控制机制  

- 作物传粉  

- 土壤季节性净化  

- 土壤储水能力  

- 海岸抗洪  

- 海岸稳定作用 (抗冲积或侵蚀) 

- 土壤保护  

- 适合于人类定居  

- 适合于休闲和旅游活动  

- 适合于自然保护  

- 适合于基础设施  

 

与水有关的调节服务与水有关的调节服务与水有关的调节服务与水有关的调节服务    

- 水过滤  

- 稀释污染物  

- 排放污染物  

- 冲洗或清洗  

- 水的生化或物理纯化 

- 储存污染物  

- 水流调节以控制洪水 

- 河基水流调节 

- 水储存能力 

- 地下水补给能力 

- 水平衡调节 

- 沉积或保持能力 

- 抗水侵蚀 

- 抗浪潮 

- 抗地下咸水侵袭 

- 抗地表咸水侵袭 

- 传播疾病  

- 适合于通航  
 

与水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水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水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水有关的调节性服务 ( ( ( (续续续续) ) ) )     

- 适合于休闲和旅游活动 

- 适合于自然保护  

与空气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空气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空气有关的调节性服务与空气有关的调节性服务        

- 空气过滤  

- 由空气承载至其它地区  

- 光-化学空气处理 (烟雾)  

- 防风林 

- 疾病传播  

- 碳螯合    

提供必需品的服务提供必需品的服务提供必需品的服务提供必需品的服务: : : : 可收获产品  

自然生产:  

木材  

柴火  

草 (用于建筑和手工艺品) 

饲料和粪肥  

可收获泥炭  

副产品  

可收获的丛林泥炭  

鱼类和贝类  

饮用水  

灌溉和工业用水  

水力发电用水 

园林用地表水  

园林用地下水 

遗传材料  

基于自然界的人类生产基于自然界的人类生产基于自然界的人类生产基于自然界的人类生产    

- 农作物生产 

- 植树生产 

- 人工管理森林生产 

- 牧场或牲畜生产 

- 水产养殖生产 (淡水) 

- 海水养殖生产 (咸水)  

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提供艺术、美学、精神、宗教、娱

乐或科学方面的非物质性好处。 

支持性服务支持性服务支持性服务支持性服务对其它所有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

来说是有必要的  

- 土壤的形成  

- 养分循环  

- 原始生产 

-  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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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生物多生物多生物多生物多样样样样性各性各性各性各个个个个方面方面方面方面：：：：组组组组成成成成、、、、结结结结构和主要构和主要构和主要构和主要进进进进程程程程 
 

成分成分成分成分 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 

具有最低可存活种群数量的物种:  
(a) 受法律保护的品种/栽培品种/栽培植

物品种和/或家养动物及其亲缘、具

有社会、科学和经济价值的基因组；  
(b) 受法律保护的物种 
(c) 移栖性鸟类、移栖性鱼类、受濒危物

种公约保护的物种；  
(d) 不受法律保护但处于濒危状态的物种 

(参见世界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清

单)； 在当地人的生计中和 文化上有

价值的物种。 

- 通过捕鱼、伐木、狩猎、采集植物 (包括植物园和动

物园中的活资源) 有选择地去除一种或数种物种； 
- 捣碎它们的生境而导致再生性隔离； 
- 引进改良的生物体而可能会将转化基因传递给品种/

栽培品种/栽培植物品种和/或家养动物及其亲缘；  
- 干扰或污染；  
- 生境改变或缩小；  
- 引进 (非本地的) 掠夺性、竞争性或寄生性物 种。 

结构结构结构结构 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 
按相关地区的规模发生的时间或空间结
构的变化, 如: 
(a) 受法律保护的地区； 
(b) 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区, 如 

(一) 维持高多样性 (热闹地 点)、有

大量土生或濒危物种、为移栖性物

种所需要；  (二) 具有社会、经济、

文化或科学价值的服务； (三) 与主

要进化 进程或其它生物进程有关的

支持性服务。 

作用于类似于(或大于)所考虑的地区规模的人类活动的

效应。如排放废气进该地区、使流经该地区的地表水改

道、从共用蓄水层抽地下水、产生噪音或光线干扰、通

过空气污染等。 
 

食物网结构与相互作用:  
物种或种群在食物网中起若干作用(功能

组)； 只要由其它物种接替这种 作用, 物
种成分的改变不一定会导 致食物网发生

变化。 
  

带成分这个词的所有影响或许会导致食物网变化, 但只

有在整个作用 (或功能组) 受影响时才会出 现这种情况。

需要专门的生态知识。 

骨干物种的存在:  
骨干物种经常在食物网中单独地代表某

种特定的功能性类型 (或作 用)。 

直接作用于骨干物种的带成分这个词的所有影响。这是

一个相对较新但发展迅猛的生态知识领域。其例子是:  
- 海獭和海草林 
- 大象和非洲热带大草原 
- 涨落潮中间地带的海星 
- 温带雨林中的鲑鱼 
- 一些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虎头鲨 
- 一些淡水生境中的河狸  
- 黑尾草原狗 

 
 
 
 
 
主要进程主要进程主要进程主要进程 (只是经选范例只是经选范例只是经选范例只是经选范例)  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受以下因素影响: 
涨落潮间体系 (红树林、泥滩、海草 通过在河中筑坝来减少沉积物； 用向海结构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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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中的沉积规律 (沉积物输送、沉

积作用和冲积)  
断沿岸漂流物 

热带雨林中植物和动物相互依赖以

进行传粉、散播种子、循环养分

等。 

通过砍伐、收集或狩猎有选择地去除物种 

山林土壤表面稳定性和土壤演化进

程 
滥伐森林使土壤侵蚀加剧、表土流失 

落叶林中的养分通过无脊椎动物和

菌类来循环 
土壤和地下水的酸性可用农用化学品来中和  

在无森林的陡峭山坡上植物可获得

的水分 
过度啃牧和土壤板结使土中水分减少 

吃草哺乳动物在大草原上啃草 在牧场放牧牛群 
在大火后再生, 大草原依赖大火来完

成其 生命周期 
不用火而导致物种失去多样性 

可得性养分和阳光透进淡水湖 化肥流入和活动 (挖泥、排放废物) 使水的 浊度增

大 
水淹平原、水淹森林和潮汛湿地上

的水文体系 
水利建设或河水改道改变河流水文或潮汛节奏 

泥炭沼泽地和硫酸盐土壤常年水淹  排水使植被(和泥炭土形成进程) 被毁、泥 炭土层

氧化, 后来导致土壤沉降； 硫酸盐土 壤氧化时迅

速退化 
咸水或碱性湖水蒸发过大 污水排入湖中使湖水失调 
潮水结晶体和盐分/河口湾淡水平衡 基础设施阻止潮水影响； 改变河流水文以 改变河

口湾盐分平衡 
水文进程如垂直对流、水流和漂流

以及沿海横向循环  
海岸基础设施、挖泥 

种群动力  生境缩小导致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并导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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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9. 赔偿责任与补救赔偿责任与补救赔偿责任与补救赔偿责任与补救 

 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 VI/11 和 VII/17 号决定， 

1. 欢迎在《公约》第 14 条第 2 款背景下赔偿责任与补救法律和技术专家组的

报告（UNEP/CBD/COP/8/27/Add.3）； 

2. 还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向执行秘书提交有关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赔偿责

任与补救的国家/国内立法示例和案例研究、包括估值和恢复的方式，并请执行秘书汇编

这些信息并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散发； 

3. 请执行秘书收集并汇编有关破坏生物多样性和对破坏生物多样性进行估值和

恢复的方法的技术性信息，以及各国/国内措施和经验的有关情况、特别侧重于赔偿责任

与补救问题法律和技术专家组的结论，并根据《公约》第 14 条第 2 款，编写审查综合报

告供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议； 

4. 重申第 VI/11 号决定第 3 段中号召各缔约方、各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合

作，以便在国家一级加强采取措施、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破坏的能力，制定并实施有关赔偿

责任和补救的国家法律制度和政策及行政措施，并为这方面工作提供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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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30.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对增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增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增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增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减轻气候变化减轻气候变化减轻气候变化减轻气候变化
影响或适应变化以及对付土地退化的各项活动之间的增效作用的影响或适应变化以及对付土地退化的各项活动之间的增效作用的影响或适应变化以及对付土地退化的各项活动之间的增效作用的影响或适应变化以及对付土地退化的各项活动之间的增效作用的
指导指导指导指导 

 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 

注意到执行秘书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一次会议编制的说明

（UNEP/CBD/SBSTTA/11/18）所载咨询意见或指导意见、包括各种措施和做法，以及在生

物 多 样 性 和 适 应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不 限 成 员 名 额 特 设 工 作 组 报 告

（UNEP/CBD/SBSTTA/11/INF/5）中增加第四节作为新的第四节，认为这是拟定、执行和监

测贯串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湿地生态系统以及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等领域的活动的初步

步骤，同时努力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荒漠化公约）、拉姆塞尔湿地公约、世界遗产公约（遗产公约）、保护移

栖野生动物物种公约以及其他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各项目标, 

欢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范围内展开进程，考虑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减少发展

中国家因砍伐森林而排放的气体，并注意到采取有效行动减少砍伐森林的程度可能是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一种独特机会，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根据制定的面向问题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贯彻执行模式项

目是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各公约报告和执行工作实现增效作用的有用工具， 

注意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科学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已开始审议其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变化问题的五年工作方案，该方案将有助于各有关组织

之间的意见交流与合作，并借鉴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进行的活动，   

回顾第 VII/15 号决议第 15 段， 

1．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把生物多样性的各种考虑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

所有有关国家政策、方案和计划，同时考虑维持和恢复生态系统的复原能力，因为这种能

力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物品和服务的所必不可少的； 

2． 鼓励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有关组织和研究机构研订迅速评估工具，以

设计和执行旨在适应气候变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活动，特别是在易受影响的

国家和区域、包括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设计和执行这类活动； 

3．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进行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问题所

需研究和活动时，让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特别是参与有关生态系统

的健康、人类健康、传统知识和生计的问题的研究和活动； 

4．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跨生态梯度增进生境连接性的各种活动上进

行区域合作，以期增进生态系统的复原能力，并便利对气候状况改变的耐受力有限的物种

移栖和传播； 

5. 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有关组织和研究机构酌情解决生物多样性和适

应气候变化特设技术专家组报告所概述和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建议 XI/14 第 3

段所摘要说明的研究差距，并且为了采取生态系统做法和可持续利用，促进与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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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气候变化应对活动的研究，以便进一步促进将生物多样性的考虑因素纳入旨在减轻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影响的各项活动的拟定、执行和监测过

程中； 

6. 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有关组织和研究机构酌情制定、支持并审查在

三项里约公约、拉姆塞尔湿地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移栖物种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的

目标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的试验项目和/或经常项目，以促进更好地了解和发挥这些公约

和协定之间的增效作用； 

7. 请各缔约方考虑到最脆弱地区和生态系统的需要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需

要，包括考虑到需要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

经济转型国家提供额外支助，以便促进理解、设计和宣扬国家执行三项里约公约、拉姆塞

尔湿地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移栖物种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时的增效作用，并支助拟

定适应变化的活动和计划，包括在财政资源、技术转让、教育和推广、能力建设、研究与

经常观察以及统一报告等领域提供援助； 

8.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尊重联合国群婚不过公约职权范围的同

时，制订关于如何将有关气候变化影响和应对活动纳入公约工作方案的指导意见草案，在

这项活动中可以借鉴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报告(生物多样性公约技术系列报告，

第 10 期，以及 UNEP/CBD/SBSTTA/11/INF5)的调查结果，除其他方面外，还应考虑： 

(a) 脆弱区域、次区域和生态系统类型； 

(b) 各种工具和方法的效力、费用和生态系统弱点； 

(c) 在分析个案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总结出的最佳做法；和 

(d) 保护区在这方面可以作出的贡献； 

9.  请执行秘书通过各里约公约联合联络组，审议执行秘书为关于审查《生物多

样性公约》执行情况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编制的关于加强里约三项公约之间合作的

备选办法的说明（UNEP/CBD/WGRI/1/7/Add.1）所载各种备选办法。工作组在审议这些备

选办法时，可以确认将由各里约公约、各缔约方和有关组织秘书处开展的相互支助的活

动，同时要考虑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之前审议的生

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问题两项报告(生物多样性公约技术系列报告，第 10 期，以及 

UNEP/CBD/SBSTTA/11/INF/5)的调查结果； 

10. 请执行秘书将本决定，包括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报告，转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拉姆塞尔湿地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移栖物种公约和

其他有关多边环境协定的相关机构，并确保通过里约公约的联合联络组采取后续行动。 

VIII/31. 《《《《公约公约公约公约》》》》的行政工作和的行政工作和的行政工作和的行政工作和 2007-2008两年期工作方案预算两年期工作方案预算两年期工作方案预算两年期工作方案预算 

 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 VII/34 号决定第 10 段和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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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看到区分《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议定书》秘书处服务分摊费用的全秘书处

追踪机制的发展和执行秘书对结果进行的分析以及这项分析得出的结论， 

1. 欢迎东道国加拿大和魁北克省迄今每年捐款 1,000,000 美元用于秘书处的

运营，这项捐款每年将增加 2％，其中每年 83.5％已划拨用于抵充公约缔约方 2007-2008

两年期的捐款； 

2. 核准为 2007 年拨款 11,012,400 美元和为 2008 年拨款 11,390,600 美元的核

心(BY)方案预算，用于下文表 1 所列用途；   

3. 通过下文表 5 本所载 2007 年和 2008 年经费分摊比额表； 

4. 核准下文表 2 所载方案预算秘书处员额配置表； 

5.  关切地注意到工作人员员额的高空缺率，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适当注意尽可能照顾广泛地域性和各级两性平等的必要性，尽早填补所有空缺；  

 6. 确认周转准备金为核心预算（BY 信托基金）支出、包括方案支助费用的 5

％； 

 7.  核准从上个财务期间未花费的节余或捐款（“结转款项”）中提 4,000,000 美

元，用于支付 2007-2008 年的部分预算； 

8. 授权执行秘书按照下文表 1 的规定，在各方案每个主要批款项目之间转移资

金，转移总额不得超过方案预算总额的 15%，而且每个这样的批款项目的转移数额不得超

过该项目资金的 25%；  

9. 关切地注意到许多缔约方没有向 2006 年和以前年度的核心预算（BY 信托基

金）缴纳捐款，按照财务细则第 4 段之规定，捐款应在每年的 1 月 1 日以前缴纳，缔约方

在每个两年期的各年延迟向核心预算缴纳捐款导致了从一个两年期向下一个两年期的大笔

结转金额，在缔约方缴纳捐款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请执行秘书提出促使缔约方

及时全额缴纳捐款的提案，供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议和审查； 

10. 促请尚未向核心预算（BY 信托基金）缴纳捐款的缔约方立即缴纳捐款，并

请执行秘书公布和定期修订关于向《公约》各个信托基金（BY、BE、BZ）缴纳捐款情况的

资料； 

11. 决定，从应该于 2001 年 1 月 1 日缴纳的捐款开始，凡拖欠捐款时间达到两

年或超过两年的缔约方将： 

(a)  没有资格成为任何缔约方大会或其附属机构主席团的成员；并且  

(b)  得不到秘书处文件的任何硬拷贝；   

上述（a）和（b）分段只适用于除最不发达国家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外的国家； 

12.  授权执行秘书与拖欠捐款两年或两年以上的任何缔约方达成安排，相互商定

欠款缔约方－在考虑其财政状况之后－在六年之内缴清所有拖欠款项的“付款时间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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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今后在到期之日缴纳捐款，并向主席团下次会议和缔约方大会报告任何这种安排的执行

情况；  

13.  决定，对已经根据上文第 12 段达成商定的安排并且充分遵守该安排各项规

定的缔约方，不实施上文第 11 段的规定； 

14.  授权执行秘书利用现有的现金，包括节余资金、以前财务期捐款和杂项收

入，在核定预算的限度内作出付款承诺； 

15.  决定应请求从核心预算（BY）拨款，为缔约方大会以及科学、技术和工艺咨

询附属机构的主席团成员提供参加各自主席团休会期间会议的费用； 

16.  请《公约》的所有缔约方注意，向核心预算（BY）缴纳捐款的截止日期是在

其预算中列入了这些捐款的年度的 1 月 1 日，并请各缔约方及时缴纳捐款，同时促请那些

有能力的缔约方于 2006 年 10 月 1 日之前缴纳 2007 日历年度的捐款，于 2007 年 10 月 1

日之前缴纳 2008 日历年度的捐款，因为需要这些捐款来支付上文第 2 段中核准，再经第

1 段和第 7 段中的数额部分抵消后的开支数额，并在这方面请于捐款应缴年度前一年的 8

月 1 日之前向缔约方通知其捐款数额； 

17. 决定把《公约》的各个信托基金（BY、BE、BZ）延长两年，延长期从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18. 促请所有缔约方和不是《公约》缔约方的国家以及各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

组织及其他来源向《公约》各个信托基金（BY、BE、BZ）提供捐款； 

19. 注意到为以下各项提供资金的估计数： 

（a）  执行秘书指明并载于下文表 3 的核定活动额外自愿捐款特别自愿信托基金

（BE）2007-2008 两年期供资估计数；  

（b） 执行秘书指明并载于下文表 4 的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最不发

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缔约国以及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缔约方参加《公约》的特别自愿信托

基金（BZ）2007-2008 两年期供资估计数； 

同时促请各缔约方向上述基金提供捐款； 

20.  核可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主席团的决定，这些决定授权执行秘书使用节

余、以前财政期节余和杂项收入，共计 BY 信托基金的 1,937,182 美元，其中 761,531 美

元为没有预计到、因此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没有核准预算资金的休会期间活动提供资

金，包括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以及处于

经济转型中的缔约方参加《公约》会议提供资金，116,678 美元用于报销合资格的与会者

参加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的费用，并请执行秘书与主席团协商，继续监测在万一出现资

金短缺情形时，BE 和 BZ 信托基金是否可以提供自愿捐款； 

21. 请执行秘书在缔约方大会主席团指导下，制订从用于帮助缔约方参加《公

约》进程的特别自愿信托基金（BZ）拨款资助发展中国家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程序，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核可之前，将其作为

2007-2008 两年期的临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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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决定执行秘书应最迟在有关会议之前四个星期通知有资格获得特别自愿信托

基金（BZ）资助并在秘书处分发正式会议通知后的三个星期内申请资金的所有缔约方，是

否可以提供资金，并促请各缔约方及时、而且最迟在会议之前的五个星期向特别自愿信托

基金（BZ）捐款，以促进会议规划和发展中国家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代表充分参与活动； 

23. 授权执行秘书在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同意后，提取 2007-2008 两年期核准核心

预算（BY 信托基金）中的可动用现金，包括未用节余、以前各财政时期的捐款和杂项收

入，以弥补特别自愿信托基金（BZ）暂时出现的短缺资金，直到有书面认捐但执行秘书尚

未收到的资金可以解决短缺之时，以便在 2007-2008 两年期里，帮助发展中国家国家缔约

方、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缔约方参与处理核心预算（BY

信托基金）确认的优先事项，并要求在收到认捐资金后立即偿还 BY 基金； 

24. 授权执行秘书在核准预算（BY 信托基金） ― 包括现金、未用节余、以前

各财政时期的捐款和杂项收入 ― 不能及时向秘书处提供足够资金时，就向 2007-2008 两

年期核心预算（BY 信托基金）预计的工作方案提供服务作出任何必要调整的事项，包括

就推迟会期问题，与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协商； 

25. 对那些由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或特设

技术专家小组提交缔约方大会通过、而其行政和预算费用可能无法用核心预算（BY 信托

基金）现有资源支付的决定，请执行秘书根据议事规则第 14 条，向缔约方说明其所涉行

政和财务问题； 

26. 请执行秘书编制并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提交 2009－2010 两年期工作方

案预算，并报告收入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报告对 2007－2008 两年期公约预算进行

的任何调整；    

27. 授权执行秘书，为了提高秘书处的效率和吸引优秀工作人员到秘书处工作，

在保证高效率地利用现有能力、资源和服务，并顾及联合国的规则和条例的情况下，响应

关于向秘书处提供人力资源和其他支助的表示，与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和各组织直接达成

可能必要的行政及合同安排，以便有效地发挥秘书处的职能。应特别注意与当前正在其他

国际组织的框架内举办的有关现有工作方案或活动一起发挥增效作用的可能性； 

28. 欢迎发展和继续开展研究金方案，这是一种手段，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和经济转型缔约方派遣自己的国民到秘书处，加强他们对公约的认识，增强对与生物多样

性相关的问题的意识； 

29. 指出，初级专业人员方案和实习方案使缔约方有机会了解和进一步认识公约

所处理的各专题问题和跨领域问题；  

30. 要求，应根据《财务细则》第 14 条的规定，每两年进行一次预算财务审

计，并将报告连同管理意见书一起提交给缔约方大会； 

31. 同意，在 2007-2008 两年期内，按照 85:15 的比率分摊《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共同秘书处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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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请执行秘书在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提出 2009-2010 两年期方案概算时，

利用追踪机制，审查上文第 31 段所规定的比率； 

33. 授权执行秘书审查秘书处内各员额的职权范围，以调整工作人员编制，解决

公约面临的各种新挑战，并确保秘书处有效运作，并且，在这方面，还授权执行秘书通过

调整秘书处工作人员编制等方式，填补其办公室的一个 P-2 空缺。 

表 1 

2007200720072007－－－－2008200820082008 年生物多年生物多年生物多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托基金样性公约信托基金样性公约信托基金样性公约信托基金两年期两年期两年期两年期预算预算预算预算    

2007 2008 开支开支开支开支 

(千美元) (千美元) 

I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执行秘书办公室 574.4 645.2 
 科学、技术和工艺事项  2,200.6 2,497.0 

 社会、经济和法律事项  1,903.4 1,288.0 

 拓展和主要群体 1,561.8 1,283.7 

 执行和技术支助 1,505.9 1,393.6 

 资源管理和会议服务 1,950.1 2,972.7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一一一一) 9,696.2 10,080.2 

II 方案支助费用方案支助费用方案支助费用方案支助费用 13% 1,260.5 1,310.4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一一一一  + 二二二二 ) 10,956.7 11,390.6 

III 周转金储备周转金储备周转金储备周转金储备  55.7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一一一一  +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11,012.4  11,390.6 

 减去东道国的捐款减去东道国的捐款减去东道国的捐款减去东道国的捐款 851.7 868.7 

 减去以往年份的节余减去以往年份的节余减去以往年份的节余减去以往年份的节余 2,000.0   2,000.0 

  
总计净额总计净额总计净额总计净额 (由各缔约方分摊由各缔约方分摊由各缔约方分摊由各缔约方分摊) 8,160.7 

8,521.9 

由核心预算出资的重点会议 

缔约方大会和科咨机构的会议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二和十三次会议 

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特设工作组 

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表 2 

（（（（信托基金信托基金信托基金信托基金））））核心核心核心核心预算秘书处员额配置表预算秘书处员额配置表预算秘书处员额配置表预算秘书处员额配置表    

  2007 2008 

A 职业类职业类职业类职业类   

 助理秘书长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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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3 3 

 P-5 4 4 

 P-4 17 17 

 P-3 8 8 

 P-2 1 1 

  职业类共计职业类共计职业类共计职业类共计 34 34 

B. 一般事务人员类共计一般事务人员类共计一般事务人员类共计一般事务人员类共计 26 26 

共计 (A + B)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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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核定活动额外自愿捐款特别自愿信托基金核定活动额外自愿捐款特别自愿信托基金核定活动额外自愿捐款特别自愿信托基金核定活动额外自愿捐款特别自愿信托基金（（（（BEBEBEBE））））2007200720072007----2008200820082008 两年期两年期两年期两年期所需资金所需资金所需资金所需资金((((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2007 2008 

1.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研讨会研讨会研讨会研讨会   
执行秘书办公室执行秘书办公室执行秘书办公室执行秘书办公室   
    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区域会议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区域会议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区域会议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区域会议                            -                            

40.0  

科学技术和工艺事项科学技术和工艺事项科学技术和工艺事项科学技术和工艺事项   
森林目标指标特设技术专家组                60.0   

缺水和半湿润土地问题协商研讨会 

 
                         

60.0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拟定研讨会 

 
                       

120.0  

与拉姆塞尔公约科技小组会议前后相衔接举行的内陆水域生物

多样性问题国际研讨会(2 次) 

                50.0                           
50.0  

保护区问题区域能力建设研讨会                120.0                         
120.0  

战略环境评估问题次区域能力建设研讨会(2次)                    60.0                           
60.0  

社会经济和法律社会经济和法律社会经济和法律社会经济和法律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会议*                 400.0   

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来源证书的作用问题的技术专家组会

议 

                 
 60.0  

 

土著知识问题咨询小组会议                    40.0   

土著和地方社区特别是土著妇女问题能力建设研讨会                 120.0                         
120.0  

关于协助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网络技术问题的区域和次区域研讨

会 

                 120.0                         
120.0  

拓展和主要群体拓展和主要群体拓展和主要群体拓展和主要群体      

传播、教育和公众认识问题专家组                   60.0                           
60.0  

传播、教育和公众认需要评估研讨会                   60.0   

传播、教育和公众认全球支助网络                         
100.0  

 传播、教育和公众认区域研讨会 (4 次)                 180.0                           
60.0  

执行和技术支助执行和技术支助执行和技术支助执行和技术支助    

资料交换所问题区域研讨会 (4 次)                 180.0                           
60.0  

加强国家联络点的能力问题区域和次区域研讨会                120.0                         
120.0  

关于国家报告问题的区域培训讲习班                12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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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2007 2008 

关于深入审查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以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

行动计划的区域研讨会 (4 次) (前后相衔接地举行) 

                360.0                                
-   

技术转让与合作问题专家会议                   60.0   

关于帮助深入审查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的生物多样性财政研究

小组 

                  60.0   

2.  2.  2.  2.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高级联络干事 (粮农组织)                 178.1                         
183.4  

3.  3.  3.  3.  顾问顾问顾问顾问      

SEL – ABS ($30K); 奖励措施 ($10K); 技术转让 ($15K)                   40.0                           
15.0  

ITS – 深入审查第 20 和 21 条以及编制战略草案                 150.0   

OMG - CEPA 顾问                   40.0                    
30.0  

   

4.  4.  4.  4.  出版物出版物出版物出版物      

联合国各种语文的 CEPA 工具包                20.0   

5.  5.  5.  5.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挑战活动              250.0                  
250.0  

技术援助和培训活动              250.0                  
250.0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一一一一           3,158.1              
1,938.4 

二二二二.  方案支助费用  (13%)              410.6                 
252.0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二二二二              410.6                 
252.0 

三三三三.  周转资金储备周转资金储备周转资金储备周转资金储备  (5%)                22.9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三三三三                22.9  

全部费用全部费用全部费用全部费用 (一一一一 +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3,591.5 

             
2,190.4 

* 加拿大认捐资金 (美元 50,000)； 芬兰 (美元 50,000); 法国 (美元 60,000); 爱尔兰 (美元

60,000); 荷兰 (美元 60,000); 挪威 (欧元 50,000); 瑞典 (美元 60,000); 瑞士 (美元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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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用于帮助缔约方参加用于帮助缔约方参加用于帮助缔约方参加用于帮助缔约方参加《《《《公约公约公约公约》》》》的特别自愿信托基金的特别自愿信托基金的特别自愿信托基金的特别自愿信托基金（（（（BZBZBZBZ））））2007200720072007----2008200820082008 两年期两年期两年期两年期所需资金所需资金所需资金所需资金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说明 2007 2008 

一一一一.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                1,800.0 

筹备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区域会议(4次)                  300.0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2次)           1,300.0              1,300.0 

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

作组 
             650.0  

第 8(j)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650.0  

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300.0                 650.0 

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650.0 

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支助              100.0                 150.0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一一一一           3,000.0              4,850.0 

二二二二.  方案支助费用方案支助费用方案支助费用方案支助费用 (13%)              390.0                 630.5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一一一一 + 二二二二)           3,390.0              5,480.5 

 

表 5 

2007年和年和年和年和 2008年年年年经费经费经费经费分分分分摊摊摊摊比比比比额额额额表表表表对对对对生生生生物多物多物多物多样样样样性公性公性公性公约约约约信托信托信托信托基金的捐款基金的捐款基金的捐款基金的捐款 
 

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8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7-2008
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

款款款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阿富汗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阿尔巴尼亚 0.005 0.006 527 0.005 0.006 550 1,077 

阿尔及利亚 0.076 0.098 8,008 0.076 0.098 8,363 16,371 

安哥拉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阿根廷 0.956 1.234 100,736 0.956 1.234 105,194 205,930 

亚美尼亚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澳大利亚 1.592 2.056 167,752 1.592 2.056 175,177 34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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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8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7-2008
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

款款款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奥地利 0.859 1.109 90,514 0.859 1.109 94,521 185,035 

阿塞拜疆 0.005 0.006 527 0.005 0.006 550 1,077 

巴哈马 0.013 0.017 1,370 0.013 0.017 1,430 2,800 

巴林 0.03 0.039 3,161 0.03 0.039 3,301 6,462 

孟加拉国 0.01 0.01 816 0.01 0.01 852 1,668 

巴巴多斯 0.01 0.013 1,054 0.01 0.013 1,100 2,154 

白俄罗斯 0.018 0.023 1,897 0.018 0.023 1,981 3,877 

比利时 1.069 1.38 112,643 1.069 1.38 117,628 230,271 

伯利兹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贝宁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不丹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玻利维亚 0.009 0.012 948 0.009 0.012 990 1,93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博茨瓦纳 0.012 0.015 1,264 0.012 0.015 1,320 2,585 

巴西 1.523 1.967 160,481 1.523 1.967 167,584 328,066 

保加利亚 0.017 0.022 1,791 0.017 0.022 1,871 3,662 

布基纳法索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布隆迪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柬埔寨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喀麦隆 0.008 0.01 843 0.008 0.01 880 1,723 

加拿大 2.813 3.632 296,411 2.813 3.632 309,530 605,942 

佛得角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中非共和国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乍得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智利 0.223 0.288 23,498 0.223 0.288 24,538 48,036 

中国 2.053 2.651 216,328 2.053 2.651 225,903 442,232 

哥伦比亚 0.155 0.2 16,333 0.155 0.2 17,056 33,388 

科摩罗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刚果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库克群岛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哥斯达黎加 0.03 0.039 3,161 0.03 0.039 3,301 6,462 

科特迪瓦 0.01 0.013 1,054 0.01 0.013 1,100 2,154 

克罗地亚   0.037 0.048 3,899 0.037 0.048 4,071 7,970 

古巴 0.043 0.056 4,531 0.043 0.056 4,732 9,263 

塞浦路斯 0.039 0.05 4,110 0.039 0.05 4,291 8,401 

捷克共和国 0.183 0.236 19,283 0.183 0.236 20,137 39,42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1 0.013 1,054 0.01 0.013 1,100 2,154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丹麦 0.718 0.927 75,657 0.718 0.927 79,006 154,663 

吉布提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多米尼克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35 0.045 3,688 0.035 0.045 3,851 7,539 

厄瓜多尔 0.019 0.025 2,002 0.019 0.025 2,091 4,093 

埃及 0.12 0.155 12,645 0.12 0.155 13,204 2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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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8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7-2008
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

款款款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萨尔瓦多 0.022 0.028 2,318 0.022 0.028 2,421 4,739 

赤道几内亚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厄立特里亚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爱沙尼亚 0.012 0.015 1,264 0.012 0.015 1,320 2,585 

埃塞俄比亚 0.004 0.005 421 0.004 0.005 440 862 

欧洲共同体 2.5 2.5 204,018 2.5 2.5 213,048 417,065 

济 0.004 0.005 421 0.004 0.005 440 862 

芬兰 0.533 0.688 56,163 0.533 0.688 58,649 114,812 

法国 6.03 7.786 635,392 6.03 7.786 663,515 1,298,908 

加蓬 0.009 0.012 948 0.009 0.012 990 1,939 

冈比亚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格鲁吉亚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德国 8.662 11.184 912,731 8.662 11.184 953,129 1,865,861 

加纳 0.004 0.005 421 0.004 0.005 440 862 

希腊 0.53 0.684 55,847 0.53 0.684 58,319 114,166 

格林纳达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危地马拉 0.03 0.039 3,161 0.03 0.039 3,301 6,462 

几内亚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几内亚比绍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圭亚那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海地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洪都拉斯 0.005 0.006 527 0.005 0.006 550 1,077 

匈牙利 0.126 0.163 13,277 0.126 0.163 13,865 27,141 

冰岛 0.034 0.044 3,583 0.034 0.044 3,741 7,324 

印度 0.421 0.544 44,362 0.421 0.544 46,325 90,687 

印度尼西亚 0.142 0.183 14,963 0.142 0.183 15,625 30,58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157 0.203 16,543 0.157 0.203 17,276 33,819 

爱尔兰 0.35 0.452 36,880 0.35 0.452 38,513 75,393 

以色列 0.467 0.603 49,209 0.467 0.603 51,387 100,595 

意大利 4.885 6.308 514,742 4.885 6.308 537,525 1,052,266 

牙买加 0.008 0.01 843 0.008 0.01 880 1,723 

日本 19.468 22 1,795,354 19.468 22 1,874,818 3,670,172 

约旦 0.011 0.014 1,159 0.011 0.014 1,210 2,369 

哈萨克斯坦 0.025 0.032 2,634 0.025 0.032 2,751 5,385 

肯尼亚 0.009 0.012 948 0.009 0.012 990 1,939 

基里巴斯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科威特 0.162 0.209 17,070 0.162 0.209 17,826 34,896 

吉尔吉斯斯坦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拉脱维亚 0.015 0.019 1,581 0.015 0.019 1,651 3,231 

黎巴嫩 0.024 0.031 2,529 0.024 0.031 2,641 5,170 

莱索托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利比里亚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利比亚 0.132 0.17 13,909 0.132 0.17 14,525 2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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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8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7-2008
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

款款款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列支敦士登 0.005 0.006 527 0.005 0.006 550 1,077 

立陶宛 0.024 0.031 2,529 0.024 0.031 2,641 5,170 

卢森堡 0.077 0.099 8,114 0.077 0.099 8,473 16,586 

马达加斯加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马拉维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马来西亚 0.203 0.262 21,390 0.203 0.262 22,337 43,728 

马尔代夫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马里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马耳他 0.014 0.018 1,475 0.014 0.018 1,541 3,016 

马绍尔群岛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毛里塔尼亚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毛里求斯 0.011 0.014 1,159 0.011 0.014 1,210 2,369 

墨西哥 1.883 2.431 198,415 1.883 2.431 207,197 405,612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摩纳哥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蒙古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摩洛哥 0.047 0.061 4,952 0.047 0.061 5,172 10,124 

莫桑比克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缅甸 0.01 0.01 816 0.01 0.01 852 1,668 

纳米比亚 0.006 0.008 632 0.006 0.008 660 1,292 

瑙鲁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尼泊尔 0.004 0.005 421 0.004 0.005 440 862 

荷兰 1.69 2.182 178,078 1.69 2.182 185,960 364,039 

新西兰 0.221 0.285 23,287 0.221 0.285 24,318 47,605 

尼加拉瓜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尼日尔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尼日利亚 0.042 0.054 4,426 0.042 0.054 4,622 9,047 

纽埃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挪威 0.679 0.877 71,547 0.679 0.877 74,714 146,262 

阿曼 0.07 0.09 7,376 0.07 0.09 7,703 15,079 

巴基斯坦 0.055 0.071 5,795 0.055 0.071 6,052 11,847 

帕劳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巴拿马 0.019 0.025 2,002 0.019 0.025 2,091 4,093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巴拉圭 0.012 0.015 1,264 0.012 0.015 1,320 2,585 

秘鲁 0.092 0.119 9,694 0.092 0.119 10,123 19,817 

菲律宾 0.095 0.123 10,010 0.095 0.123 10,453 20,464 

波兰 0.461 0.595 48,576 0.461 0.595 50,726 99,303 

葡萄牙 0.47 0.607 49,525 0.47 0.607 51,717 101,242 

卡塔尔 0.064 0.083 6,744 0.064 0.083 7,042 13,786 

大韩民国 1.796 2.319 189,248 1.796 2.319 197,624 386,872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罗马尼亚 0.06 0.077 6,322 0.06 0.077 6,602 12,924 

俄罗斯联邦 1.1 1.42 115,909 1.1 1.42 121,039 23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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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8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7-2008
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

款款款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卢旺达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圣卢西亚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萨摩亚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圣马力诺 0.003 0.004 316 0.003 0.004 330 64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沙特阿拉伯 0.713 0.921 75,130 0.713 0.921 78,455 153,586 

塞内加尔 0.005 0.006 527 0.005 0.006 550 1,077 

塞尔维亚和黑山 0.019 0.025 2,002 0.019 0.025 2,091 4,093 

塞舌尔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塞拉利昂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新加坡 0.388 0.501 40,884 0.388 0.501 42,694 83,578 

斯洛伐克 0.051 0.066 5,374 0.051 0.066 5,612 10,986 

斯洛文尼亚 0.082 0.106 8,640 0.082 0.106 9,023 17,663 

所罗门群岛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南非 0.292 0.377 30,769 0.292 0.377 32,130 62,899 

西班牙 2.52 3.254 265,537 2.52 3.254 277,290 542,827 

斯里兰卡 0.017 0.022 1,791 0.017 0.022 1,871 3,662 

苏丹 0.008 0.01 816 0.008 0.01 852 1,668 

苏里南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斯威士兰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瑞典 0.998 1.289 105,161 0.998 1.289 109,816 214,977 

瑞士  1.197 1.546 126,130 1.197 1.546 131,713 257,84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38 0.049 4,004 0.038 0.049 4,181 8,185 

塔吉克斯坦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泰国 0.209 0.27 22,023 0.209 0.27 22,997 45,020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0.006 0.008 632 0.006 0.008 660 1,292 

多哥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汤加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22 0.028 2,318 0.022 0.028 2,421 4,739 

突尼斯 0.032 0.041 3,372 0.032 0.041 3,521 6,893 

土耳其 0.372 0.48 39,198 0.372 0.48 40,933 80,132 

土库曼斯坦 0.005 0.006 527 0.005 0.006 550 1,077 

图瓦卢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乌干达 0.006 0.008 632 0.006 0.008 660 1,292 

乌克兰 0.039 0.05 4,110 0.039 0.05 4,291 8,40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235 0.303 24,762 0.235 0.303 25,858 50,62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127 7.911 645,613 6.127 7.911 674,189 1,319,80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06 0.008 632 0.006 0.008 660 1,292 

乌拉圭 0.048 0.062 5,058 0.048 0.062 5,282 10,340 

乌兹别克斯坦 0.014 0.018 1,475 0.014 0.018 1,541 3,016 

瓦努阿图 0.001 0.001 105 0.001 0.001 110 215 

委内瑞拉 0.171 0.221 18,019 0.171 0.221 18,816 3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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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缔约方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7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6年联年联年联年联

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合国分摊

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比额表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有有有有 22%最最最最

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高限额的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最最最最

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不发达国

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家捐款不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0.0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8
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
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日的捐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2007-2008
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年总共捐

款款款款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越南 0.021 0.027 2,213 0.021 0.027 2,311 4,524 

也门 0.006 0.008 632 0.006 0.008 660 1,292 

赞比亚 0.002 0.003 211 0.002 0.003 220 431 

津巴布韦 0.007 0.009 738 0.007 0.009 770 1,508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80.445 100 8,160,700 80.445 100 8,521,900 16,68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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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32. 禽流感对野生动物的潜在影响禽流感对野生动物的潜在影响禽流感对野生动物的潜在影响禽流感对野生动物的潜在影响 

 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于 2006年 3月 19日在巴西库里提巴召开的禽流感对野生动物的潜在

影响集思广益会议的报告（UNEP/CBD/COP/8/INF/47）； 

2. 邀请各缔约方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并在出现可能对执行公约造成影响的这些问

题的情况下，通过主席团请执行秘书发起类似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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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33. 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1. 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慷慨提出主办缔约方大会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四次会议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九届大会，时间和地点有待主办

国同主席团和执行秘书尽快协商确定； 

2. 召各捐资者提前并最好在 2008年财政年度初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确保发

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充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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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34. 向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敬向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敬向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敬向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敬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在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盛情邀请下于 2006年 3 月 20至 31日在巴西库里提巴举
行了会议， 

 深深感谢巴西政府、巴拉纳州、库里提巴市及其人民出色的会议安排和对与会代表

的特别礼遇和热情招待， 

 诚挚感谢巴西政府和人民给予会议代表的真诚款待及对会议成功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