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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 

名古屋议定书不限成员名额特设政府间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 

2012 年 4 月 9 日至 13 日，新德里 

临时议程

项目 3.4 

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

大会会议的议事规则 

执行秘书的说明 

导言 

1. 根据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通过的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

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政府间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议事规则是政

府间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要解决的 （第 X/1 号决定，附件二，B 节，项目 8）问题之一。

为协助政府间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执行秘书编制了本说明。 

2.  第一节概述了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及其在《议定书》下的适用。第二节审查了

实质性事项决策方面的未决问题。第三节就政府间委员会的审议提出了一项建议。 

一. 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及《名古屋议定书》适用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 

A.   背景 

3. 《议定书》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公约》缔约方大会应作为《议定书》的缔约方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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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26 条第 5 款反映了尽可能将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适用于《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的愿望，规定： 

“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应比照适用于本议定书，除非作为本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另行做出决定”。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采取了类似的办法。  

5. 关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为了适应《名古屋议定书》的独特性质，并一

如第 26 条第 5 款进一步表明的，在将《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的议事规则适用于《名古

屋议定书》缔约方大会方面应酌情灵活处理。因此，正如下文 B 节强调的，要么《议定

书》的若干规定明确不适用议事规则，要么让各缔约方决定不适用议事规则。 

B. 《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的议事规则及其与《议定书》
规定的交叉 

6. 《公约》第 23 条第 3 款规定，缔约方大会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和通过其本身的

及其可能设立的任何附属机构的议事规则。因此，根据第 I/1 号决定，缔约方大会通过了

议事规则。嗣后，缔约方大会在第 V/20 号决定中修正了三项议事规则。这些修正涉及缔

约方大会常会的周期（第 4 条，第 1 款），以及选举主席团和主席团的职责范围（第 21

和 25 条）。 

7. 议事规则规定了缔约方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的规范框架。议事规则涉及一系列

的问题：  

(a) 规则的宗旨（第 1 条）；  

(b) 定义（第 2 条）；  

(c) 会议的地点和日期（第 3 和 4 条）；  

(d) 观察员（第 6 和 7 条）；  

(e) 议程（第 8-15 条）；  

(f) 代表与代表证书（第 16-20 条）；  

(g) 主席团成员（第 21-25 条）；  

(h) 附属机构（第 26 条）；  

(i) 秘书处（第 27 和 28 条）；  

(j) 会议事务的处理（第 29-3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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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表决（第 39-51 条）；  

(l) 语言（第 52-54 条）；  

(m) 会议录音（第 55 条）；  

(n) 议事规则的修正（第 56 条）；以及  

(o) 《公约》的绝对权威（第 57 条）。 

8. 正如上文第 4 段指出的，《议定书》第 26 条第 5 款规定，《公约》缔约方大会的

议事规则应比照适用于《议定书》，除非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可能以

协商一致方式另行做出决定。《议定书》的缔约方可以协商一致方式修正其会议的议事规

则。缔约方还可决定《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议事规则适用于其会议。1
 

9. 在理解《议定书》适用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方面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在议事规则

所涉及的若干项目上，《议定书》已有具体规定。因此，需要结合《议定书》的规定来理

解议事规则。发生抵触时，《议定书》的规定高于议事规则（第 57 条）。 

10. 议事规则和《议定书》的规定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有交叉。这些方面涉及：(a) 主

席团成员；(b)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大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常会和特别会议；(c) 观察

员；以及 (d) 附属机构。下文概述这四个方面，以及因此产生的议事规则与《议定书》规

定之间的相互作用。  

11. 主席团成员：第 21 条规定，《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应从《公约》缔约方代表

中选举产生。另一方面，《议定书》第 26 条第 3 款规定，缔约方大会作为本议定书缔约

方会议行使职能时，缔约方大会主席团中代表《公约》缔约方但在当时并非本议定书缔约

方的任何成员，应由《议定书》缔约方从本议定书缔约方中选出的另一成员替换。实际

上，第 21 条的适用是为了确保只有《议定书》的缔约方才能选举加入主席团参加会议。 

12.  上述总体办法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办法相呼应。但是，在其第 BS-

I/1 号决定中，《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应结合第 21 条来理解关

于替代主席团成员的职责范围的增列段落。2
 

13. 常会和特别会议：第 4 条规定《公约》缔约方大会现行常会的周期为两年。《议

定书》第 26 条第 6 款规定，《议定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应于预定在《议定书》生效日

                                                 
1
  作为比较，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在其第 BS-I/1 号决定中决

定：“《公约》缔约方大会于修正《公约》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时，除《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另有决定外, 这些修正均不得适用于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

会。” 
2
  案文是：“当《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团中代表一个当时并非为《议定书》缔约方、但为

《公约》缔约方的某一成员拟由《议定书》各缔约方从这些缔约方中选出的一名成员予以替代时，该

名替代成员的任期将与其所替代的那名主席团成员的任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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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同时举行。第 6 款还规定，《议定书》缔约方嗣后的

常会应与缔约方大会的常会同时举行，除非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另有

决定。 

14. 关于特别会议，议事规则第 4 条第 3 款与《议定书》第 26 条第 7 款大体上相同。

这些条款均规定，特别会议应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认为必要的其他

时间举行，或应任何缔约方的书面要求而举行，“但条件是，在秘书处将该要求转呈各缔

约方后六个月内得到至少三分之一缔约方的支持。”第 4 条第 4 款进一步澄清称，如特别

会议系根据某个缔约方的书面请求举行，则“应自这一请求按照本条第 3 款得到至少三分

之一缔约方支持之日起九十日之内举行。” 

15. 议事规则第 6 和 7 条提及的实体与《议定书》规定的相同。但是，《议定书》第

26 条第 2 款澄清称，本身不是《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可作为观察员参加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任何会议的议事工作，但《议定书》之下的决定

仅应由《议定书》的缔约方做出。 

16.  附属机构：第 26 条规定：(一) 除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

外，缔约方大会还可设立其他附属机构、委员会和工作组；3 
(二) 附属机构的会议；(三) 

选举主席团成员；以及 (四) 决策。该条还规定， 除非缔约方大会另有决定，“议事规则

应比照适用于附属机构的议事程序”。 

17. 《议定书》第 27 条第 1 款规定，《公约》所设或《公约》下的任何附属机构均可

为《议定书》提供服务，包括依照作为《议定书》的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决定。4
 

对这种情况，《议定书》的第 27 条第 2 和 3 款作了了两项程序性澄清。首先，第 27 条第

2 款澄清称，本身不是《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可作为观察员出席任何附属

机构的任何会议，但《议定书》下的决定仅应由《议定书》的缔约方做出。其次，第 27

条第 3 款澄清称，附属机构的主席团中代表《公约》缔约方、但并非《议定书》的缔约方

的成员，应由《议定书》缔约方从《议定书》的缔约方中选出的成员予以替代。 

二. 关于实质性事项的决策 

18. 议事规则第 40 条确定了《公约》下决策的手段，以及在无法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

决策时决策所需多数的形式。缔约方大会通过了议事规则，但把与实质性事项决策相关的

                                                 
3
  就科咨机构而言，缔约方大会在其第 VIII/10 号决定附件三中通过了综合工作方法，包括关于议事

规则的一节。第 IX/29 号决定对综合工作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拟订。关于议事规则的工作方法澄清称，缔约方

大会会议的议事规则应比照适用于科咨机构的会议，但关于代表证书的第 18 条不适用。这一节还涉及以下

问题：(一) 工作语言；(二) 对执行秘书的要求；(三) 给缔约方大会的建议；(四) 科咨机构主席团成员的职责

范围；以及 (五) 科咨机构主席的职责范围。 

4
  《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30 条第 1 款的行文稍有不同：“根据《公约》或在《公约》下设立的任何

附属机构可依照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作出的决定为本议定书提供服务。在此种情形中，

缔约方会议应明确规定该机构应行使哪些职能。”该条款授权作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大会议定缔约方

大会可决定根据《公约》设立或在《公约》下设立的任何附属机构为生物安全议定书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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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条第 1 款5
 留置于方括号内。缔约方大会嗣后的会议审议了第 40 条第 1 款的案文。

迄今为止，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19. 无法就第 40 条第 1 款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意味着，目前，缔约方大会关于实质性

事项的所有决定均必须按照默认的情况由协商一致方式予以通过。因而，这意味着作为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也将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其实质性决定，除非《议定

书》缔约方以协商一致方式同意修正议事规则中关于表决的规定。 

三. 建议 

20. 谨建议政府间委员会考虑在议事规则适用于《名古屋议定书》时是否需要作进一步

的改进，并向作为《议定书》缔约方大会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适当建议。 

- - - - - 

                                                 
5 

 目前，第 40 条第 1 款的案文如下：“[缔约方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所有实质性事项达成

协议。为争取协商一致已尽一切努力而仍无法达成协议的，则作为最后解决办法，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

缔约方的三分之二多数做出决定[《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或第 2 款项下的决定除外]，除非《公约》、《公

约》第 23 条第 3 款所提到的财务细则或本议事规则另有规定。[《公约》第 21 条第 1 和第 2 款项下的缔约

方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