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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六次会议 

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5 日，印度海德拉巴 

临时议程*项目 6 

与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相关的事项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导 言 

1. 在其以往历次会议上，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以

下称“缔约方会议”）就与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相关的事项作出了若干决定，包括就生物

安全财务机制的指导提供给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各项建议。 

2. 本说明第二节简要报告了执行以往决定的情况，包括执行就生物安全提供全球环境

基金（全环基金）的指导以及各缔约方第二次国家报告所反映的缔约方获得全环基金资金

的经验。第三节讨论了 2014-2018 年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期间的资金需要和方案重点。第

四节报告了根据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VII/20 号决定第 21 (b) 段在成为《议定书》缔约方之前

获得全环基金资金的国家的情况。第五节讨论了为执行《议定书》调动额外资源的可能手

段。最后一节说明了关于与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相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的建议要点。 

                                                      

*   UNEP/CBD/BS/COP-MO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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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与财务机制相关事项的以往决定的执行情况 

A. 关于就生物安全财务机制所提供以往指导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3. 下表 1 概述了全环基金就缔约方大会第 X/25 号决定第 20 段所规定关于生物安全的

指导所作回应，该指导载于全环基金理事会提交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

的报告（ UNEP/CBD/COP/11/8）。全面报告详细述及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准的具体项目。 

表 1. 全环基金对第 X/25 号决定第 20 段所含缔约方大会指导的回应的现状 

议定书第五次会议的指导 全环基金的回应 

继续执行所有以往对生物安全财务机制的指

导。 

全环基金在继续执行以往指导；但全环基金

第五次充资头两年内未提交项目。 

考虑在全环基金信托基金第六次增资的范畴内，

根据关于《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二次国家报

告，通过为每一个国家确定用于生物安全的特定

配额，在财务机制资助资源透明分配制度内，支

持《议定书》的执行。 

利用几乎所有符合全环基金条件国家已提交生

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第二次国家报告，可检

索每一国家就其对生物安全的预算需求所制作

的数据。  

及时向符合资格的缔约方提供资金，帮助其编写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规定的第二次国家

报告。 

通过战略的目标 5，在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的

资金透明分配体制外提供用于国家报告的资

源，预留出重点领域。环境规划署执行的三个

中等规模总括项目于 2011 年 5 月获得首席执

行官的核准，以支持国家报告工作：(i)拉丁美

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区域，涉及 39 个符合条

件的缔约方；(ii)北美、亚洲、中欧和东欧，

涉及 41 个符合条件的缔约方；(iii) 非洲，涉

及 42 个缔约方。 

将其为有效参加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能力建设

提供的支助扩大至所有符合资格的《议定书》缔

约方，并提交报告供《议定书》缔约方第六次会

议审议。 

环境规划署-全环基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二”执行项目的最新执行情况已作为附件 13

随附本报告之后。在满意地完成和评价“生物

安全信息交换所-二”之后，可以考虑延长项

目。 

确保将生物安全的相关内容列入国家能力自我评

估的职权范围以及在全环基金资助下开展的其他

能力评估倡议中。 

国家能力自我评估进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但对

新的符合全环基金条件的国家而言，全环基金

注意到有必要包括生物多样性相关因素。 

确保在利用全环基金的资金开展的活动中，考虑

到第 18 条第 2 款(a)项的标识要求和相关决定。 

确保在利用全环基金资金开展的活动中，考虑到

有关改性活生物体的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的公

众意识、教育和参与工作方案。 

在今后提交国家生物安全框架执行项目时，全

环基金将系统地审查项目，以评估项目设计是

否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没有，要求进行解释

和提出理由。  

但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的头两年内未提交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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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第五次会议的指导 全环基金的回应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执行项目。 

以便利的方式向符合资格的缔约方提供资金，并

酌情监测能否迅速获得这笔资金。 

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头两年内未提交项目。 

来源：全环基金提交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英文第 19-20 页） 

(i) 本报告所述期间全环基金的生物安全项目支助  

4. 根据提交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即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全环基金总共为生物安全提供了 2,805,000 美元，该资金提

供杠杆作用共同融资 2,440,000 美元。这占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生物多样性战略目标 3 的

40,000,000 美元的名义分配的 7%，目标 3 是：建立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

能力（见下表 2）。1
  

5. 用于本报告所述期间所核准全环基金对生物安全的全部资金支助均用于协助符合条

件的缔约方编制第二次国家报告。资金系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的三个中等规模总括

项目予以提供。这三个项目载于提交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全环基金报告附件 7

（英文第 109 页），英文报告的第 128 和 129 页作了概述。报告指出，本报告所述期间未

提出全环基金其他生物安全支助请求。 

表 2. 国家拨款编入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生物多样性战略预算的比率2 

生物安全重点领域目标 
国家拨款数 

（美元） 

已利用数额

（美元） 
利用率% 

生物多样性-1：保护区系统的可持续性 700,000,000 255,010,201 36% 

生物多样性-2：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

和可持续利用 
250,000,000 199,738,426 

80% 

生物多样性-3：生物安全 40,000,000 2,805,000 7% 

生物多样性-4：获取和惠益分享 40,000,000 2,686,750 7% 

生物多样性-5：扶持活动：国家生物多

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修订 
40,000,000 24,875,351 

62% 

共计 1,070,000,000 485,115,728 45% 

来源：全环基金提交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英文第 8 页） 

 

                                                      
1
 名义分配系根据以往按国家分列的预算编制情况，这与为提交全环基金申请资金的面向国家的提案所示各

项目标和活动所确定的优先程度相关。 
2
 每项战略目标的方案拟订金额不包括项目管理费用或机构费用，因为无法将其归类与某一生物多样性战略

目标或成果，而这些费用设计全部赠款金额，不属于不相关联的目标和可实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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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表 2 显示，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战略计划与生物安全相关的目标 3 的方案预算的

比率较其他目标的比率低（7%）。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的原因是，在国家层面上，生物安

全与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的其他优先事项之间在争取资金透明分配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方面

竞争十分激烈。正如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独立评价（UNEP/CBD/BS/COP-MOP/6/INF/2）指

出的，与往往能够产生即时的实际成果的保护区管理或物种保护等其他生物多样性活动相

比，看来缔约方不甚重视比较预防性、预先防范性和战略性质的生物安全活动。 

7. 尽管资金透明分配体制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包括国家驱动型、灵活性、透明性和可

得资源的可预测性） 非常实际，但在实践中，该体制的一些业务政策和程序无意中对国

家履行某些国际义务具有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卡塔赫纳议定

书》等附属文书中的义务具有消极的影响。如上文所表明的，将生物安全资金与所有其他

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资金归为一类，目前的资金透明分配体制造成了没有为支持执行《议定

书》提供足够的全环基金资源的情况，但全环基金却又是《议定书》的财务机制。国家的

资金透明分配体制为生物安全活动拨款提供的资金有限，不仅给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导致影响了作为《议定书》财务机制的全环基金的成效。 

8. 鉴于上述分析，缔约方会议不妨重申第 BS-V/5 号决定第 4 (b)段所载缔约方大会先

前的建议，敦促全环基金通过确定每一国家生物安全的具体配额，支持根据资金透明分配

体制来执行《议定书》。或者，可以敦促全环基金在国家资金透明分配体制拨款外，通过

利用重点领域预留资源支持执行《议定书》。  

9. 在第 BS-V/5 号决定第 4 (d)段，缔约方会议敦促全环基金将为有效参加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的能力建设提供的支助，由 50 个缔约方扩大至所有符合条件的议定书缔约方，

并提交报告供议定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审议。2010 年获得核准的环境规划署-全环基金第

二个继续加强能力建设以有效参与生物技术安全信息交换所的项目，将数目限制在 50 个

缔约方，系由于全环基金第四次充资所剩支持所有符合条件缔约方的资金不足造成。 

10. 根据上述决定，执行秘书与全环基金秘书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有

过几次通讯。但是，“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二 ”项目迄今尚未根据缔约方会议的第 BS-

V/5 号决定第 4 (d)段个要求的扩大至所有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在其提交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全环基金表示只有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二 ”项目圆满完成和

评价后，才能考虑项目的延长。不幸的是，这有可能进一步拖延向其余缔约方扩展这一重

要的能力建设活动。 

11.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不妨再次向缔约方大会建议，在其对生物安全财务机制的进一步

指导中，敦促全环基金在国家资金透明分配体制拨款外，通过利用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预

留资源，毫不拖延地向所有其余缔约方扩展根据“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二 ”项目提供的

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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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全环基金支助生物安全项目的总体情况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 33 个国家项目和 5 个其余和请求项目，包括根据全环基

金第三次充资和全环基金第四次充资所核准的环境规划署-全环基金第二个继续加强能力

建设以有效参与生物技术安全信息交换所的项目，都在继续。随文附上目前项目和已核准

项目确认表清单。大多数国家项目为支持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13. 根据全环基金项目数据库（可登录：http://www.gefonline.org/） 截至 2012 年 6 月

的信息，全环基金总共资助了 53个国家项目和 15 个区域和全球项目、支持执行《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全环基金赠款金额大约 1.125 亿美元，共同筹资 98,700,000 美元。 

14. 下表 3 概述了截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每一区域参加全环基金所资助项目的国家数

目。摘自全环基金项目数据库数据的截止日期是 2012 年 1 月 30 日。 

表 3. 参加全环基金所资助项目的缔约方数目（截至 2012 年 1 月） 

每一区域国家

数目  

符合全

环基金

资金透

明分配

体制条

件的缔

约方 

卡 塔

赫 纳

议 定

书 缔

约方 

参加全环基金所资助项目国家数目 

试点项

目(1998-

2000 年) 

国家生

物多样

性框架

拟订
(2001-

2007 年) 

国家生

物多样

性框架

执行(示

范)(2002-

2006 年) 

国家生

物多样

性框架

执行
(2002-

进行中) 

生物安

全信息

交换所

-一 

(2004-

2008

年) 

生物安

全信息

交换所

-二 

(2010- 

2012

年) 

区域项

目
(2007-

2012 年
) 

非洲：53  52 49 10 39 4 14 47 23 5 

亚太：56  46 42 2 36 3 13 30 11 - 

中欧和东欧： 

23  
15 22 4 18 2 7 16 1 -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33  
33 29 2 28 3 6 27 15 17 

西欧和其他国

家集团：30  
1 21 - 2 - 1 2 - - 

共计：195  147 163 18 123 12 41 122 50 22 

来源：卡塔赫纳议定书网站：http://bch.cbd.int/protocol/gefprojects.shtml#note  

15. 截至 2012 年 1 月的数据显示，18 个缔约方（占议定书缔约方的 10%）收到了全环

基金的试点生物安全扶持活动（1998-2000 年）下的支助；123 个国家收到了国家生物安

全框架拟订（2001-2007 年）的支助；53 个缔约方（占议定书缔约方的 33%）收到了执行

本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支助；122 个缔约方（占议定书缔约方的 75%）收到了建设有效

参加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能力项目（2004-2008 年）第一阶段的支助；50 个缔约方（占议

定书缔约方的 31%）收到了建设有效参加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能力项目（2004-2008 年）

http://www.gefonline.org/）%20截至2012年6月的信息，全环基金总共资助了53
http://www.gefonline.org/）%20截至2012年6月的信息，全环基金总共资助了53
http://bch.cbd.int/protocol/gefprojects.shtml#note


UNEP/CBD/BS/COP-MOP/6/4 

Page 6 
 

 

 

 

第二阶段的支助。 此外，共有 22 的缔约方通过区域生物安全项目收到了支助，包括非洲

一个项目（支助了 5 个缔约方）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 个项目，该项目支助了至少 17

个缔约方。 

B. 关于缔约方获得全环基金资金的经验的报告  

16. 第 BS-V/5 号决定第 6 段邀请各缔约方在第二次国家报告中的关于能力建设的报告

格式中提供关于其获得全环基金现有资金的经验的信息。  

17. 在回答第二次国家报告报告格式的问题 139 时，112 个缔约方（占此问题答复者的

79%）报告称，它们符合接受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资金的条件：3
 这包括：非洲

100%的答复者，亚太 86%，中欧和东欧 5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00%，西欧和其他国

家集团 6%，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00%的答复者。 

18. 在回答问题 140 时，98 个缔约方（占问题答复者的 89%）报告称，它们已开始获

得全环基金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资金的进程：非洲 83%的答复者，亚太 93%，中欧和东欧

9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00%，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50%，最不发达国家 87%，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 86%。 

19. 在问题 141 中，大约 98 个报告称已开始获得全环基金资金进程的缔约方被要求描

述该进程的情况。没有答复者认为这一进程非常容易；13 个缔约方（占问题答复者的

13%）认为进程容易，60 个缔约方（占问题答复者的 61%）认为一般；20 个缔约方（占

问题答复者的 20%）认为困难，5 个缔约方（占问题答复者的 5%）认为非常困难。不同

区域/经济集团中认为进程困难或非常困难的答复者的百分比如下：非洲 34%，亚太

2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4%，最不发达国家 36%，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10%。东

欧和中欧国家和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没有缔约方认为进程困难或非常困难。 

20. 问题 142 问各国是否收到全环基金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资金。21 个答复者提及收到

试点生物安全扶持活动的资金；88 个提及制定国家生物安全框架资金；43 个提及执行国

家生物安全框架的资金；81 个提及建设有效参加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能力项目第一阶段

的资金，43 个提及同一项目第二阶段的资金。 

21. 上述分析表明，大多数缔约方总的来说都认为，现行获得全环基金现有资金的进程

平均而言相对比以往容易。这部分的可能时由于在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期间所实行中型和

大型项目更加精简，加快了核准进程，因此，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官将核准中型项目的权力

                                                      
3 
根据在全环基金网站上获得的信息（网站是：http://www.thegef.org/gef/STAR/country_allocations），截至本

报告编之时，125个缔约方（占议定书缔约方的 77%）收到了根据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期间资金透明分配体

制所作生物安全的初始指示性拨款。生物安全的具体资金可能是生物多样性拨款的一部分，但没有在全环

基金第五次充资的资金透明分配体制的技术系统中标明。 

http://www.thegef.org/gef/STAR/country_allocations），截至本报告编之时，125
http://www.thegef.org/gef/STAR/country_allocations），截至本报告编之时，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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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而毋需事先征求理事会的评论。4
 但是，25%的缔约方报告称它们在获得全环基金

资金仍然存在困难。  

22. 在秘书处组织的区域讲习班中，一些缔约方提到制定资金透明分配体制下的区域和

全球生物安全项目所涉及的挑战。据报告，让各缔约方都同意国家为次区域、区域和全球

项目拨款作一部分贡献，这一过程非常复杂，而且耗费时日。部分的说，这可能全环基金

第五次充资期间全球和区域生物安全项目数目大减的一个原因，尽管全环基金当前的资助

生物安全战略规定，如果评估支持协调生物安全框架的潜力、区域专门知识的交流以及共

同重点领域的能力建设，则全环基金将支持区域和次区域项目。同样，也许由于同样的原

因，全环基金第四次充资和第五次充资期间没有编制专题项目，尽管资助生物多样性战略

承认，多国专题办法可以是汇集资源、最大程度扩大规模经济以及促进国际协调，以便发

展那些缺乏具体领域能力的国家集团的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23. 在这方面，谨建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建议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其支持执行《卡塔赫纳

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财务机制的指导时，敦促全环基金进一步精简、简化和尽可能加快从

全环基金信托基金获得资金的进程。 

三. 2014-2018 年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的方案重点和资金要求 

24. 根据公约缔约方大会与重组后的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全环基金理事会）之间的谅

解备忘录的第 5 节，5
 缔约方大会将对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在全

环基金下一个充资周期内履行义务所需资金数量作一评估。在这方面，缔约方大会第十届

会议在第 X/26 号决定中通过了该评估的职责范围，并请执行秘书确保及时完成这一进

程，供审查公约执行情况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审议。此外缔约方大会在第

X/24 号决定第 7 段中同意，将在其第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一个为期四年的注重成果的方案

优先事项框架，供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在第六次充资期间结合 2014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利用全球环境基金的资源促进生物多样问题予以审议。 

25. 据此，执行秘书委托一个由 5 名专家组成的小组编制一份关于全面评估全球环境基

金信托基金第六次充资时期（2014-2018 年）的资金要求，并于 2011 年 10 月发出一份调

查问卷，协助各缔约方评估其资金需要。  

26. 专家组编制的供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初步评估报告

（UNEP/CBD/WG-RI/4/INF/10）特别包括关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一节（英

                                                      
4
  “题为“精简项目周期和完善方案做法”的 GEF/C.38/5 号文件对经订正的项目周期做了说明，可登陆：

http://www.thegef.org/gef/node/3225。 
5
 谅解备忘录已经第 III/号决定通过，可查阅： http://www.cbd.int/decision/cop/?id=7104。 

http://www.thegef.org/gef/node/3225
http://www.cbd.int/decision/cop/?id=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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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 116-121 页），其中确定了基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的方案重点，并评

估了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将需要的资金数额。6
  

27. 根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第 BS-V/16 号决定），报告指出，关于生

物安全的主要重点领域是：  

1) 便利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有效的生物安全系统以便执行《议定书》，即：为使

《议定书》全面付诸实施而制定进一步的工具和指导； 

2) 能力建设 － 进一步建立和加强缔约方执行《议定书》的能力； 

3) 汇编和审查 － 实现遵守《议定书》和促进其有效性； 

4) 信息分享 － 提高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和交流相关信息；以及 

5) 外联与合作 － 扩大《议定书》的影响和促进执行《议定书》的合作。 

28. 根据《议定书》战略计划重点领域 2，以下重点领域的能力建设活动将需要全环基

金的支助：  

1)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2)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3)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 

4) 赔偿责任和补救； 

5) 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6) 信息分享，包括全面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以及 

7) 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 

29. 此外，还需要全环基金的支助来支持履约委员会所建议的协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履

行其《议定书》义务的补充活动，视情况包括：提供技术援助、技术转让、培训和其他能

力建设措施。 

30. 报告估计，2014-2018 年期间，总共将需要 1.7 亿美元支持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这包括 1.582 亿美元用于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活动，580 万美元用于履约和审

查，800 万美元用于推动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有效的生物安全系统。报告就增支费用建议采

取三种可由全环基金信托基金出资的可能设想：  

 设想 1：假设将利用来自其他资金来源的同样的金额，2014-2018 年期间第六次充

资的投资将需要 8,500 万美元（即全环基金 50%的资金）； 

                                                      
6
 初步报告可查阅：http://www.cbd.int/doc/meetings/wgri/wgri-04/information/wgri-04-inf-10-en.pdf，正在根据

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工作组第四次会议的评论定稿。报告的摘要可查阅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

UNEP/CBD/COP/11/15 号文件，报告全文为资料文件。  

http://www.cbd.int/doc/meetings/wgri/wgri-04/information/wgri-04-inf-1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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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想 2：依照全环基金 60%的供资率，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的投资将需要的金额为

1.02 亿美元；以及 

 设想 3：依照全环基金 80%的供资率，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的投资将需要的金额为

1.36 亿美元。 

31. 报告建议采用设想 2，指出，将全环基金的资金支助增加到 60%或更高，将能够实

施更多的活动，同时，通过制定所有必要措施，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确保履约以及改善

获取和利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信息的机会，加快实现卡塔赫纳议定书战略计划的战略目

标。  

32. 谨建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建议缔约方大会在其与利用全环基金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相

关的为期四年的注重成果的方案重点框架内，列入上述优先事项以及全环基金信托基金第

六次充资期间生物安全财政需要估计，同时顾及拟议的注重结果的有效执行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UNEP/CBD/BS/COP-MOP/6/7/Add.1）。 

给闭会期间会议关于全环基金资金支助的其他建议 

33.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评估和审查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7
 2012 年 5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会议，该技术专家组建议议定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请缔约方大会

在其关于财务机制的指导中敦促全环基金： 

(i) 向所有尚未这样做的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支助，使其开始实施执行《议定

书》所需要的本国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 

(ii) 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期间确定各国生物安全的具体配额； 

(iii) 预留出更多资源用于专题和其余能力建设项目； 

(iv) 使为能力建设提供的资金的利用更具灵活性，以便在整个已核准项目框架内解

决正在出现的需要；以及 

(v) 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支助用于经常地编制国家报告。 

34.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履约委员会在 2012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在蒙特利尔

举行的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全环基金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所提供的财政支助，帮助实现了

第二次国家报告（UNEP/CBD/BS/COP-MOP/6/2）的高提交率。在这方面，履约委员会建

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请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其对全环基金提出的关于支持执行《议定书》的

指导时，敦促及时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财政资源，以推动其第三次国家报告的编制，

并作为第六次充资的一部分作出大意如此的具体规定。 

                                                      
7 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报告可查阅 UNEP/CBD/BS/COP-MOP/6/INF/2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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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谨建议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建议缔约方大会在其给全环基金的进一步指导中包括上述

方案重点。 

四. 关于成为《议定书》缔约方之前获得全环基金资

金的国家的情况的报告  

36. 在其关于生物安全财务机制的指导（第 VII/20 号决定第 21-26 段）中，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规定了不同的资格标准，以便让不时《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能够

在提供将称为《议定书》缔约方的明确政治承诺后，获得全环基金的用于同生物安全相关

的某些能力建设活动资金。此种政治承诺的证据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向执行秘书保证，该国

打算一旦完成将接受资助的活动，即成为《议定书》的缔约方（第 VII/20 号决定第 21 (b) 

段）。 

37. 自议定书缔约方上一次会议以来，在当时提交了政治承诺的 5 个国家（即：科特迪

瓦、赤道几内亚、海地、黎巴嫩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中，没有一个国家成为《议定书》

的缔约方，没有一个国家就朝着成为缔约方所采取措施提交报告。 

38. 另一方面，在已经要么提交承诺信函要么就朝着成为《议定书》缔约方所采取措施

提出报告的的 18 个国家中，15 个国家（即：阿富汗、阿根廷、智利、库克群岛、牙买

加、哈萨克斯坦、密克罗尼西亚、尼泊尔、俄罗斯联邦、塞拉利昂、东帝汶、图瓦卢、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和瓦努阿图）尚未这样做。但是，3 个此类国家（巴林、

摩洛哥和乌拉圭）嗣后已成为《议定书》的缔约方。 

39. 鉴于作为让非《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能够获得全环基金的某些能力建

设活动资金，使之能够成为《议定书》缔约方的临时性措施的决定通过已经八年，并在有

关非缔约方未就其朝着成为《议定书》缔约方所采取措施提出报告的情况下，缔约方会议

不妨建议缔约方大会在给生物安全财务机制的指导中搁置第 VII/20 号决定第 21 (b) 段。 

五. 调动额外资源执行《议定书》的可能手段 

40. 在第 BS-V/5 号决定的第 7 段，缔约方会议请执行秘书进一步探讨如何调动额外资

源执行《议定书》，并向本次会议提出报告。 

41. 有效地执行《议定书》，要求具有充足、可预测、及时和可持续的资金流动。但正

如关于对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独立评价的报告（UNEP/CBD/BS/COP-MOP/6/INF/2）中指出

的，过去几年里，可提供给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活动的双边和多边资金的金额急剧减少。实

行资源分配框架（RAF）和透明资金分配体制（STAR）后，全环基金拨给生物安全项目

的资源数额明显下降的情况，更使之雪上加霜。生物安全的双边和多边资金的减少有可能

给执行《议定书》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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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鉴于上述情况，迫切需要有新的战略以加大努力的力度，调动额外财政和其他资源

执行《议定书》。迄今为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依靠编制并

向双边和多边捐助方、包括全环基金提交赠款提议，以支持具体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设项

目。但是，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需要扩大其捐助基础，并努力自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多样

化的捐助方调动资源。还有必要探讨自国家、区域和国际捐助机构以及酌情自私营部门和

其他组织获得资金的机会。 

43. 尽管项目赠款申请将继续是资源调动的一种重要机制，但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需

要将其国内和外部资金的来源多样化。这将需要创新办法和加强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

和伙伴关系。 

44. 从根本上说，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探讨从国家预算划拨生物安全活动资金

的可能性，以及调动国内额外资源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收取处理进口或释放改性活生物

体申请费和（或）对违反生物安全法律法规行为课以罚款以及将资金转用于支持生物安全

活动。此外，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还可对其雇员向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技术服务（例

如改性活生物体的测试服务）或专家意见（例如专家或培训活动的协调人）收费。 

45.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不妨相互间以及与各捐助机构、组织、区域机构或英才中

心建立伙伴关系。此种伙伴关系能够有帮助它们汇集资源和（或）扩大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调动资源的机会和可能性。此外，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查清并最大程度利

用与区域和国际组织、机构和开发援助机构的技术合作。相关的资源调动战略是建立网络

或参加现有网络以推动分享资源和信息。 

46. 由于资源调动是连续性的进程，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制定本国战略和建设

内部能力，以便调动资源全面、协调和持续地开展其生物安全活动。在这方面，缔约方和

其他国家政府不妨考虑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资源调动，并对他们进行相关技术的培训，例

如：项目提案的编写、筹集资金战略、建立伙伴关系和建立联系、传播和外联，包括作为

促进决策者和捐助方的认识和支持的一项战略，与媒体合作宣传当前的活动、成绩和未来

计划。  

47. 此外，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相关部门政策、战略和方案（包括开发援助

方案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主流，可以是调动额外资源支持在国家一级开

展生物安全活动的另一项重要战略。应鼓励国家的《议定书》联络点与《公约》和其他相

关条约的联络点、全环基金业务联络点以及包括财政和经济规划部等在内相关政府部委的

其他政府官员进行互动。 

48. 最后，在目前可获得的资金有限的时代，应努力确保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和在能力建

设和其他说动方面采用成本效益好的办法，包括有的放矢的训练员培训和利用在线工具。 

49. 谨建议缔约方会议敦促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 2008 年通过的支持生物多样性

公约的资源调动战略总体框架（第 IX/11 号决定）内执行上述措施，并通过生物安全信息

交换所交流关于国家和区域各级所吸取的关于资源调动的经验、良好做法和教训。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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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不妨请执行秘书将为了《议定书》调动资源纳入其活动，以便利国家执行生物多样

性公约资源调动战略。 

六. 决定草案的建议要点 

50. 谨建议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就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问题通过一项措

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对财务机制的指导 

1. 建议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其支持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财

务机制的进一步的指导时，敦促全球环境基金： 

(a) 通过确定各国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期间生物安全具体配额，支持在

透明资金分配体制内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b) 还在国家透明资金分配体制外，利用生物安全重点领域的重点领域预

留资源，支持区域和多国专题性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能力建设项

目； 

(c) 使为能力建设提供的资金的利用更具灵活性，以便在整个已核准项目

框架内解决正在出现的需要； 

(d) 进一步精简、简化和尽可能加快从全环基金信托基金获得资金的进

程； 

(e) 考虑制定一项生物安全供资的新战略，同时考虑到《2011-2020 年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以及 2006 年以来的其他事态发展； 

(f) 搁置第 VII/20 号决定第 21 (b) 段，该段让 非《议定书》缔约方的

《公约》缔约方能够在就成为《议定书》缔约方作出明确政治承诺后获得全环基金

的某些能力建设活动资金； 

(g) 在国家透明资金分配体制拨款外，利用生物安全重点领域的资源，毫

不拖延地将“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二 ”项目下的支助扩大至所有其他符合条件的

缔约方； 

(h) 及时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资金，以便利其编制《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规定的第三次国家报告； 

(i) 向所有尚未这样做的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支助，使其开始实施执行

《议定书》所需要的本国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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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在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财政支助时考虑到新的“有效执

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k) 在第六次充资期间（2014-2018 年）的为期四年的注重成果的方案重

点框架内，考虑到以下生物安全方案重点： 

1)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2)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3)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 

4) 赔偿责任和补救； 

5) 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6) 信息分享，包括全面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7) 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以及 

8) 履约委员会所建议协助缔约方履行其《议定书》义务的活动； 

(l) 在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的方案资源中，考虑名义上至少拨款 1.02 亿

美元，以便在第六次充资期间（2014-2018 年）内支持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

定书》； 

调动额外资源 

2. 敦促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酌情在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资源调动战略的总体框架内执行以下措施，以期调动额外资源执行《议定书》： 

(a) 查清和寻求来自多方来源的资金支助，包括区域和国家捐助机构、基

金会以及酌情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 

(b) 考虑将对处理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或释放的申请可能收取的费用和 

对违反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可能课以的罚款转用于支持国家的生物安全活动； 

(c) 与其他缔约方及各组织、区域机构或英才中心建立伙伴关系，以期汇

集资源和（或）扩大自各种来源调动资源的机会和可能性； 

(d) 查清并最大程度利用与区域和国际组织、机构和开发援助机构开展技

术合作的机会； 

(e) 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相关部门政策、战略和方案（包括开

发援助方案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主流； 

(f) 考虑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资源调动和建立内部能力，以便调动资源全

面、协调和持续地开展其生物安全活动；  

(g) 确保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采取成本效益好的能力建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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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交流关于国

家和区域各级所吸取的关于资源调动的经验、良好做法和教训； 

4. 请执行秘书将为了《议定书》调动资源纳入其活动，以便利国家执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源调动战略，包括通过区域和次区域讲习班协助各缔约方详细拟

订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国家资源调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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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环基金当前资助的生物安全项目清单 

（根据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全环基金项目数据库信息） 

编号 全环基

金编码 
国家 项目名称 

执行机

构 

项目

类别 

全环基

金赠款 
共同出资 现状 

国家项目 

1.  2648 突尼斯 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能力建设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48,900 919,260 执行中 

2.  2822 毛里求斯 支持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427,800 207,900 执行中 

3.  2824 埃及 支持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908,100 1,389,000 执行中 

4.  3012 坦桑尼亚 支持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777,300 614,300 执行中 

5.  3040 利比里亚 支持执行利比里亚的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577,679 530,000 执行中 

6.  3045 加纳 加纳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生物安全执行工作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636,364 800,000 执行中 

7.  3211 塔吉克斯

坦 

生物安全。支持执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生物

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40,000 540,000 执行中 

8.  3332 萨尔瓦多 生物安全。对安全使用生物技术的贡献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900,000 1,025,000 执行中 

9.  3333 印度尼西

亚 

生物安全。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30,196 709,200 执行机构已

核准 

10.  3335 马达加斯 生物安全。支持执行马达加斯加国家生物安全框 环境规划 中型项 613,850 290,000 执行中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untr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Nam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financing&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Status&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2648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2822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2824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012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040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045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211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332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333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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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全环基

金编码 
国家 项目名称 

执行机

构 

项目

类别 

全环基

金赠款 
共同出资 现状 

加 架 署 目 

11.  3405 厄瓜多尔 生物安全。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665,818 660,824 执行中 

12.  3633 秘鲁 生物安全。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11,804 900,000 执行中 

13.  3642 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

国 

生物安全。支持执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生

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995,000 505,000 执行中 

14.  3644 纳米比亚 生物安全。执行 2006 年《生物安全法》和《卡塔

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相关义务的体制能力建设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510,000 396,000 执行中 

15.  3646 莱索托 生物安全。执行莱索托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84,806 166,888 执行中 

16.  3629 哥斯达黎

加 

生物安全。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718,873 750,102 执行中 

17.  3630 危地马拉 生物安全。制定生物安全机制以加强在危地马拉

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616,364 490,020 执行中 

18.  3631 巴拿马 生物安全。加强巴拿马全面执行《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的国家能力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954,927 1,000,000 执行中 

19.  3636 柬埔寨 生物安全。建设柬埔寨生物安全方案中检查和监

测改性活生物体的能力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656,528 1,000,000 执行中 

20.  3643 古巴 生物安全。完成并加强古巴有效执行《卡塔赫纳

议定书》的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900,091 895,800 执行中 

21.  3655 尼日利亚 生物安全。支持执行尼日利亚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965,000 1,046,000 执行中 

22.  3667 卢旺达 生物安全。支持执行卢旺达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中型项 645,455 969,085 执行机构已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untr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Nam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financing&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Status&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405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33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42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44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46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29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30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31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36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43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55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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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全环基

金编码 
国家 项目名称 

执行机

构 

项目

类别 

全环基

金赠款 
共同出资 现状 

署 目 核准 

23.  3730 伊朗 建立国家能力执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生物安

全框架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749,000 851,000 执行机构已

核准 

24.  3751 印度 生物安全。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生物安全

方案第二阶段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设 

环境规划

署 

全额项

目 

2,727,273 6,000,000 执行中 

25.  3850 不丹 执行不丹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69,000 854,000 执行中 

26.  3895 阿尔巴尼

亚 

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能力建设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558,000 306,600 执行中 

27.  4010 蒙古 生物安全执行工作的能力建设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381,800 335,000 执行中 

28.  4022 孟加拉国 生物安全。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84,090 533,300 执行中 

29.  4067 土耳其 生物安全。支持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542,650 750,000 首席执行官

已核准 

30.  4077 斯威士兰 执行斯威士兰国家生物安全框架能力建设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770,000 352,500 执行中 

31.  4086 约旦 支持执行约旦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84,000 905,000 执行中 

32.  4087 叙利亚 支持执行叙利亚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875,000 953,000 执行机构已

核准 

33.  4103 马其顿 支持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型项

目 

407,000 236,000 执行中 

区域和全球项目 

34.  2689 区域 拉丁美洲：遵守《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 世界银行 全 额 项 5,000,000 10,745,200 执行中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untr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Nam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financing&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Status&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730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751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850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895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010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022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067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077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086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087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103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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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全环基

金编码 
国家 项目名称 

执行机

构 

项目

类别 

全环基

金赠款 
共同出资 现状 

多国能力建设  目 

35.  2911 区域 西非区域生物安全方案 世界银行 全 额 项

目 

5,400,000 15,540,000 执行中 

36.  2967 区域 生物安全。根据全环基金生物安全方案在加勒比

次区域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区域项目 

环境规划

署 

全 额 项

目 

5,972,493 6,918,624 执行中 

37.  3562 区域 拉丁美洲：促进遵守《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的传播和公众意识能力建设  

世界银行 中 型 项

目 

900,000 1,020,000 执行中 

38.  3856 全球 生物安全：环境规划署-全环基金继续 

 

项目 

- 持续加强有效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二”

能力建设的全环基金项目 

环境规划

署 

全 额 项

目 

2,500,000 2,515,000 执行中 

39.  4523 区域 支持编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规定的第

二次国家报告－非洲 

环境规划

署 

中 型 项

目 

993,950 840,000 执行中 

40.  4524 全球 支持编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规定的第

二次国家报告－北非、亚洲、中欧和东欧 

环境规划

署 

中 型 项

目 

970,775 820,000 执行中 

41.  4525 全球 支持编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二次国

家报告：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区域 

环境规划

署 

中 型 项

目 

924,425 780,000 执行中 

编制中的项目 

编号 全环基

金编码 
国家 项目名称 

执行机

构 

项目类

别 

全环基

金赠款 
共同出资 现状 

42.  4065 土库曼斯

坦 

生物安全。建立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能力建设 环境规划

署 

中 型 项

目 

284,600 167,625 项目确认表

已核准 

43.  4078 埃塞俄比

亚 

生物安全。 通过有效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执

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环境规划

署 

中 型 项

目 

616,000 700,000 项目确认表

已核准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untr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Nam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financing&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Status&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2911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2967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562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3856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523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524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525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untr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Nam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Typ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Grant&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financing&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Status&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065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detail?projID=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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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全环基

金编码 
国家 项目名称 

执行机

构 

项目类

别 

全环基

金赠款 
共同出资 现状 

44.  3649 莫桑比克 支持执行莫桑比克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环境规划

署 

中 型 项

目 

755,000 188,750 项目确认表

已核准 

- - - - -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GEF_ID&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Countr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Project+Name&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http://www.thegef.org/gef/project_list?sort=asc&order=Agency&keyword=biosafety&countryCode=&focalAreaCode=B&agencyCode=all&projectType=all&fundingSource=all&approvalFYFrom=all&approvalFYTo=all&ltgt=lt&ltgtAmt=&op=Search&form_build_id=form-d70c674bfadf6b006cdf86f1fad687bb&form_id=prjsearch_searchf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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