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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可能减少秘书处工作的环境影响和致力于秘书长提出的“不影响气候的联合国”的倡议，本文件印

数有限。请各代表携带文件到会，不索取更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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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
项目 3.2、3.6 和 4.5 

 

跨领域议题–进度报告及对今后行动建议的审议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导言 

1. 本说明介绍了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各项目中未在该会议其他文件中报告

的项目进展情况。因此，说明的重点是进度以及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科咨机

构）第十二次会议提出的有关下列跨领域议题建议的审议（见 UNEP/CBD/COP/9/2）： 

(a)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项目 3.2）； 

(b) 生态系统方式（项目 3.6）；以及 

(c)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项目 4.5）； 

2. 本说明还提供了一份摘要，用以说明自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以来在多个议题上取

得的，但未列入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临时议程的进展。这些议题包括： 

(a) 影响评估； 

(b) 旅游业；以及 

(c) 可持续利用。 

                                                        
*  UNEP/CBD/CO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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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缔约方大会可： 

(a) 注意跨领域议题的进展； 

(b) 审议并核准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在第十二和第十三

次会议（UNEP/CBD/COP/9/2 和 UNEP/CBD/COP/9/3）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相

关建议，这些建议已编入供缔约方大会审议的决定草案（UNEP/CBD/COP/9/1/Add.2）。 

一、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项目 3.2） 

1. 根据第 VII/31 号决定，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根据背景文件、专家介绍和

科学对话，对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审查，并形成了第 XII/2 号

建议（UNEP/CBD/COP/9/2，附件一）。 

2. 在该建议第 2 段中，科咨机构请执行秘书与全球植物保护伙伴关系、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世界保护自然监测中心和有关组织合作，并考虑缔约方、其他政府和利益相关方提供

的信息，为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制定一份《植物保护报告》，为第三版的《全球生物多

样性展望》提供资料，并在该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充当沟通和宣传工具。 

3. 为响应该请求，执行秘书与全球植物保护伙伴关系、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自然监测

中心和国际植物园保护组织密切合作，于 2007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都柏林的 Glasnevin
国家植物园组织了一次志愿起草小组会议。与会者同意了该报告的内容和可能的案例研究，

并制定了《植物保护报告》的提纲。此外，全球植物保护伙伴关系主席呼吁志愿者起草多

个目标的组成部分和提纲，在时间要求上达成一致并监督该报告的编写工作。  

4. 该志愿小组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成员、全球植物保护伙伴关系主席、国际

植物园保护组织、自然保护联盟、PlantLife International、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自然监测中

心、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学会（南非 SANBI）、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联合王国），以及三

个 GSPC 重点国（联合王国、爱尔兰和加拿大）。《植物保护报告》的草案将作为缔约方

大会的信息文件提供（UNEP/CBD/COP/9/INF/25）。 

5. 此外，秘书处在国际植物园保护组织的不懈支持下，在加强本战略在各国的执行工

作方面与日本和墨西哥等缔约方和机构开展了密切的合作。 

二、生态系统方式（项目 3.6） 

6. 在第 VII/11 号决定第 12 段中，缔约方大会请执行秘书依照该决定第 8、9 和 10 段

开展的活动所积累经验帮助实施生态系统方式，于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前提供科学、技

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审议。在第 VIII/10 号决定第 6 段中，缔约方大会决定，生态系统方

式的应用将列入其第九届会议深入审查的项目之中。 

7. 为响应这些决定，与伙伴开展协作，并参考为《公约》工作方案审查工作提供指导

方针的第 VIII/15 号决定附件三，执行秘书开展了下列活动： 

(a) 编写信息文件，内容涉及：（一）从第三次国家报告中获得的信息

（UNEP/CBD/SBSTTA/12/INF/1）；（二）审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与生态系统方式应用之

间的关系（根据第 VIII/9 号决定第 2 和 11 段）（UNEP/CBD/SBSTTA/12/INF/4）；（三）



UNEP/CBD/COP/9/20   
Page 3 

 
 

/… 
 

对主要伙伴、倡议和组织在生态系统方式应用和（或）进一步细化方面近期活动的审查

（ UNEP/CBD/SBSTTA/12/INF/2 ） ； （ 四 ） 应 用 生 态 系 统 方 式 方 面 的 障 碍

（UNEP/CBD/SBSTTA/12/INF/5）；（五）生态系统方式资源手册和案例研究数据库的现

状（UNEP/CBD/SBSTTA/12/INF/6）；（六）在《公约》工作方案中应用生态系统方式的

实例（UNEP/CBD/SBSTTA/12/INF/3）；以及（七）2006 年 12 月 12 至 16 日在曼谷举行

的生态系统方式和小岛屿保护区习俗做法讲习班的报告（UNEP/CBD/SBSTTA/12/INF/7）； 

(b) 结合这些资料、缔约方大会在第 V/6 号决定、第 VII/11 号决定和其他决定中

有关段落所提要求的执行情况、原则、业务指导和执行指导方针的应用情况，以及进一步

加强应用的机会，准备了一份文件（UNEP/CBD/SBSTTA/12/2）。  

8. 这些文件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二次会议上经过了审议，并形成了

第 XII/1 号建议。在该建议第 2 段中，科咨机构请执行秘书开展多项活动（如下所列）并

向第九届会议报告缔约方大会的活动进展。为响应这一请求，执行秘书开展了下列活动： 

(a) 针对第 2（b）段，通过添加其他机构开发的工具链接，对资源手册进行了更

新； 

(b) 针对第 2（c）段，致信有关的组织并于 2007 年 11 月 30 日举行了关键伙伴

远程会议； 

(c) 针对第 2（e）段，加强了对生态系统方式在有关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

计划制定问题区域培训讲习班中应用的关注；以及 

(d) 针对第 2（f）段，起草了适当的文件，将他的报告提交联合国大会，并将第

XII/1 号建议的有关成果通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三、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 （项目 4.5） 

9. 在第 VII/15 号决定中，缔约方大会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

审议国际湿地组织和全球环境中心进行的泥炭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全球评估中的发

现。在其第十二次会议上，科咨机构在第 XII/5 号建议第 2（b）段中欢迎该评估的发展，

并在第 2（b）（二）段中请执行秘书会同有关多边环境协定和其他有关伙伴的秘书处，审

查支持热带森林泥炭地和其他湿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进一步行动机会，并向缔约方大

会第九届会议报告进展情况。 

10. 为响应该请求，执行秘书报告了下列进展。 

A. 热带森林泥炭地 

1. 现状和趋势 

11. 根据说明，热带森林泥炭地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具有关键的

全球重要意义，包含许多特有植物和动物物种，并提供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其中包

括碳储集、洪水控制和水源供应。它们还对支持地方社区的生计具有关键的意义。  

12. 在热带森林泥炭地现状和趋势进行的一项评估表明，东南亚地区此类森林的最初面

积约为 3 000 万公顷，估计在过去的 20 年中减少了 2 000 至 2 400 万公顷。在威胁方面，

约有 1 200 万公顷已被铲除并排干，另有 800 至 1 200 万公顷正处于砍伐或退化阶段。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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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10 年中，有近 300 万公顷被烧毁，导致大规模的越境烟雾，对环境、经济和健康

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东南亚，由于排干和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每年产生了约 20 亿吨

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全球化石燃料排放量的约 8%。  

2. 对泥炭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评估的推广 

13. 在经过科咨机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后，该评估在全世界不同地区举行的多次国家和

国际会议上得到了推广。已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公约）执行秘书通报了

报告完成的情况以及科咨机构第十二次会议的有关建议。执行秘书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

会议全体会议上向《气候变化公约》发表的高级别声明中提到了该评估及其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意义。执行秘书会同国际湿地组织和全球环境中心，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三次会

议期间以新闻发布会和会下讨论的方式，向《气候变化公约》推广了这些发现。2008 年 1
月举行的《拉姆萨尔公约》亚洲区域会议强调了泥炭地的重要性，并建议采取进一步的行

动，包括《拉姆萨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通过的一项有关泥炭地和气候变化的决

议。秘书处还开始与有关的伙伴协作，在湿地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与气候变

化有关活动之间建立联系方面，开始对进展和支持方案进行审查。另外还查明了一些正在

进行的进程。例如，在政策层面上，第一次亚太水问题首脑会议（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呼吁在审议水、降低灾难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时加强对水资源的统筹管理。此外，

世界银行正在起划一份《泥炭地土地用途变化战略》，重点是印度尼西亚。  

3. 促进将热带森林泥炭地问题纳入《气候变化公约》正在制定的减少因毁林和森林退化
造成的排放机制  

14. 2007 年 7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已会同全球环境中心，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有关

森林和气候变化问题的高级别会议期间，通报海报、演示和参与的方式，宣传了该评估中

与热带森林泥炭地有关的发现。  

15. 2007 年 8 月，全球环境中心在印度尼西亚向雨林国家联盟进行了一次演示，鼓励将

热带森林泥炭地问题列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即将审议

的组别提案。  

16. 2007 年 12 月，执行秘书向《气候变化公约》所有参加《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

次会议的缔约方散发了有关泥炭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评估执行摘要。12 月

15 日，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一项在 2007 至 2009 年期间，为因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机

制提供指导的决定，其中的一份有关演示项目的附件还具体引用《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

条款。这项决定的通过为将热带森林泥炭地纳入该机制铺平了道路。 

4. 促进东盟泥炭地管理战略（2006 年至 2020 年）的执行  

17. 2006 年 11 月，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 10 个成员国通过了 2006 年至 2020 年东

盟泥炭地管理战略，以此作为指导东南亚国家热带泥炭地可持续管理的框架。为响应该战

略，这些成员国正在对各自的泥炭地资源开展评估，并且（或者）在制定国家泥炭地行动

计划。  

18. 自 2007 年 10 月以来，东盟秘书处和全球环境中心在东盟–澳大利亚发展合作方案

的援助下，一直在进一步发展各成员国的国家行动计划方面为其提供支持。在文莱达鲁萨

兰国、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了泥炭地调查。在文莱达鲁萨兰国、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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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组织了一系列的磋商，对国家行动计划进展情况的

评估，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5. 确保支持东盟泥炭地管理战略执行工作所需的财政资源 

19. 东盟秘书处和东盟成员国在全球环境中心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的支持

下，制定了一项在东南亚复原和可持续利用热带森林泥炭地的提案，并于 2007 年 9 月将其

提交给全球环境基金（全球基金）。2007 年 11 月，全球基金理事会批准在完整项目文件

制定完成并确保其他共同供资资源后，向该项目分配 450 万美元。 

20. 《东盟跨境烟雾污染协定》缔约方大会于 2007 年 9 月在曼谷举行。此次大会承认了

在预防泥炭地定期火灾和相关烟雾过程中对泥炭地进行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性。根据该协定，

已建立一项东盟烟雾基金。在该地区森林泥炭地中预防和控制火灾的供资方法已经过了审

查。该地区的各国已向该基金做出的捐助，而且进一步的捐助正在征集当中。 

21. 2007 年 7 月，澳大利亚宣布，将在 2007 年至 2008 年为支持印度尼西亚解决泥炭地

火灾的工作提供 300 万澳大利亚元。此后，在 2007 年 9 月，总额为 1 亿澳元的加里曼丹森

林和气候倡议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正式启动，目的是支

持在印度尼西亚保护泥炭地和其他森林的长期工作。 

6. 为支持热带森林泥炭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制定新的供资机制  

22. 世界银行森林合作基金于 2007 年 12 月 11 日在巴厘岛启动，并预计于 2008 年正式

投入运营。为支持发展中国家中与减少毁林造成的排放有关的能力建设，已设定一个 1 亿

美元的指示性目标。在未来的五年中，将执行更多的示范项目。在该世界银行基金中，将

对实现生物多样性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加以审议。  

23. 通过与 BioX 合作，国际湿地组织已于 2007 年 12 月启动了全球泥炭基金，其目标

是根据已恢复热带泥炭地而避免的排放计算出经过核准的排放削减信用。此举将激起碳市

场在泥炭地恢复工作中投资的兴趣。有关方法开发/核准，以及加里曼丹和苏门达腊的部分

试点工作的筹资计划正在准备当中。 

7. 尽量减少热带森林泥炭地保护及棕榈油和相关生物燃料生产之间的冲突 

24. 热带森林泥炭地在最近几年中转作其他用途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对植物油，特

别是棕榈油日益旺盛的需求。由于生物燃料市场不断增加的需求，东南亚的大面积热带泥

炭地被用作棕榈油的种植。森林泥炭地转用于棕榈油种植导致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在此期间，为减轻棕榈油种植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组

织了两次会议。2007 年 10 月在吉隆坡召开的一个技术讲习班集中了气候、生物多样性和

种植领域的专家，对该问题进行了评估，并为减少影响提出了步骤建议。2007 年 11 月，

关于可持续棕榈油问题的圆桌会议通过了新的可持续棕榈油原则和标准，其中包括避免转

变泥炭地的指导原则。  

25. 国际泥沼保护小组准备了一项世界各地生物燃料原料开发对泥炭地构成影响的评

估。他们还对直接提取泥炭用作燃料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  

8. 加强热带森林泥炭地恢复的活动 

26. 近年来，支持热带森林泥炭地恢复的试点活动已在东南亚多个国家启动，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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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2007 年，荷兰政府已扩大了对中加里曼丹泥炭地方案的供

资，该方案由国际湿地组织与其他多个伙伴共同协调。在东南亚查明泥炭地生物多样性保

护优先地点的工作已经启动，并得到了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的支持。 

B. 拉姆萨尔秘书处与科学和技术审查小组（科技小组）的活动 

27. 在 2007 年 3 月的科技小组中期讲习班之后，科技小组与《拉姆萨尔公约》和《生物

多样性公约》的秘书处召开了一次关于“湿地、水、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联合

专家讲习班，审查现有的知识和问题，并查明未来的优先关注重点。该讲习班未经编辑的

报告草案执行秘书和拉姆萨尔公约秘书长在 2007 年 5 月 22 日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之际共

同发出，请见：www.biodiv.org/doc/case-studies/wtr/cs-wtr-ramsar-en.pdf。该专家会议强调了在

湿地、水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宣传工作的必要性。该报告已经对科技小组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包括促使其将气候变化作为进一步工作涉及的新问题。  

28. 在 2007 年 3 月的中期讲习班上，科技小组重新审议了有关湿地和气候变化的问题，

而且小组同意建立一个有关这一新主题的专题工作领域，并由科技小组主席牵头。科技小

组在 2008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 日的第十四次会议讨论的一些进一步工作已经开展，另外，

为准备提出未来三年中全面的活动，包括如何最好地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和《气

候变化公约》规定的技术进程，小组将为该工作领域制定范围、职权范围和提议的优先任

务。预计小组可能考虑向常设委员会和《拉姆萨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提出一项

有关这些事宜的进一步决议草案。 

29. 科技小组在其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多项成果包括：  

(a) 《生物多样性公约》–拉姆萨尔联合讲习班的记录报告（见上文第 27 段）。

该报告在通过前将经过进一步审查、更新，并包含更多的信息，并将作为《生物多样性公

约》/拉姆萨尔联合技术报告发表；  

(b) 有关在气候变化条件下湿地水文弱点的简单评估方法的报告（由联合王国生

态学和水文学中心为科技小组准备），该报告也可能作为一份拉姆萨尔技术报告发表； 

(c) 一份有关“气候变化和湿地恢复”问题的审查讨论文件（由邀请来的专家

Kevin Erwin 负责准备）；以及 

(d) 一份有关“湿地弱点评估”问题的拉姆萨尔技术报告（在过去三年中应执行

完成的科技小组工作）。 

30. 在科技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在对地观测和在全球湿地观测系统中建立伙伴方法的

可能性方面进行的讨论与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小组已查明，不同类型湿

地在碳固存和存储方面的作用与重要性的合并信息非常缺乏。这些信息对于确定东南亚泥

炭地在全球条件下发挥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31. 在第十四次会议上，科技小组还在其未来工作提案中审议了生物燃料的有关问题。 

C. 下一步行动的方法  

32. 在支持热带森林泥炭地，以及其他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纳入

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的下一步行动的方法包括： 

(a) 鼓励缔约方和其他政府加强，在执行泥炭地全球行动指导方针的过程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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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萨尔公约》和有关组织开展协作； 

(b) 请全球环境中心在可以使用的资源范围内，对关于泥炭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

变化问题的全球评估进行翻译和进一步传播； 

(c) 欢迎拉姆萨尔公约科学和技术审查小组提出的，将湿地和气候变化作为重要

新问题进行审议的倡议，并请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和科学与技术审查小组在可以使用的资

源范围内，进一步评估生物多样性对缓减气候变化，以及泥炭地和其他湿地的转变所做的

贡献；  

(d) 请执行秘书，与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合作，在可以使用的资源范围内，在气

候变化的适应和缓减方面，对支持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潜在激励措施和供

资机制进行分析；以及 

(e) 请拉姆萨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在第十届会议上，审议与湿地、水、生物多样性

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适当行动，并考虑到该主题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

人类的福祉具备的重要意义。  

四、影响评估 

33. 在第 VIII/28 号决定中，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评估

的自愿性准则，并请缔约方在执行《公约》第 14 条第 1（a）段时，酌情执行该准则。指

导的测试和应用，以及酌情收录现有的程序和政策的做法是一个历时多年的持续过程。因

此，在缔约方、其他政府、有关组织和行动方在将指导方针应用于具体环境时所取得经验

的问题上，不为其设定具体的报告日期。因此，影响评估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中不涉

及任何明确的议程项目。下列段落提供了自 2006 年以来重大发展的情况更新。 

34. 与荷兰环境评估委员会合作准备了一份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评估的

自愿性准则的背景文件，公布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技术系列第 26 号，并向国际影响评估

协会 2006 年的年度会议的所有与会者散发。 

35. 通过生物多样性和影响评估能力建设项目，在支持各国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

影响评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个项目是一种能力建设方案，目标是促进生物多样性

和影响评估过程中的良好做法。从 2003 年至 2007 年，生物多样性和影响评估能力建设项

目得到了荷兰外交部的支持。根据第 VIII/28 号决定（第 8（a）段和第 12（a）段），生

物多样性和影响评估能力建设项目通过伙伴关系和网络在亚洲、南部非洲、拉丁美洲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中执行，发展适合当地的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影响评估。对亚洲和

南部非洲的区域性指导包括在评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并向其纳入影响评估的过

程中提出有关建议。生物多样性和影响评估能力建设项目还包括，为支持国家级案例研究

示范良好做法提供的小额赠款。参加的国家包括尼泊尔、不丹、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通过

生物多样性和影响评估能力建设项目发展出的能力为进一步测试和执行该指导原则奠定了

基础。生物多样性和影响评估能力建设项目工具包 1提供了有关该方案及其成果的信息。

缔约方正在对可能的后续项目开展讨论。 

                                                        
1  见 http://www.iaia.org/modx/index.php?id=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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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拉姆萨尔公约科学和技术审查小组正在与 BirdLife International 合作准备第 VIII/28
号决定所载指导方针的说明，目的是促进其在《拉姆萨尔公约》和《移栖物种公约》范围

内的应用。 

37. 2008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在爱尔兰高尔韦举行的第二次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

讨论了战略评估在三个讲习班主题（灾害预防、减灾和灾害恢复；粮食资源、食物和营养；

新出现的传染病）中的作用，确保在设计和发展有关健康、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计划、方

案和政策过程中，对健康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方面做好适当的考虑和监测。除主要会议外，

一个关于战略评价问题的卫星讲习班讨论了全世界战略环境评价过程中的最佳做法实例及

教训，根本原因分析以及健康影响评估。 

五、生物多样性和旅游业 

38. 根据第 VII/14 号决定，在德国的慷慨资助下，秘书处发表了一份《生物多样性和旅

游业发展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导原则用户手册》（管理旅游业和生物多样性），其中包

括一个词汇表和该指导方针中所用技术术语的定义。第 VII/14 号决定第 12 段请执行秘书

报告在执行和改进该指导方针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包括相关工具的开发情况。为响应该请

求，秘书处启动了一个网络互动式平台 － 生物多样性和旅游业网络，目的是促进《生物

多样性公约指导方针》用户之间的交流（http://tourism.cbd.int/）。该网络已于 2007 年 3 月

在 ITB 柏林旅游业贸易展上正式启动。在此次展会上，德国启动了世界旅游组织 （世旅

组织）咨询股，目的是重振因 2004 年海啸而受到影响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旅游设施，德国

联邦环境部长也参加了该仪式，该网络也于此时正式启动。  

39. 《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导方针》于 2006 年底被进一步纳入环境署/全球基金有关可持

续旅游业的项目，并由欧洲生态旅游项目管理，目的是在旅游业管理计划的过程中执行有

关生物多样性和旅游业发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导方针》，内容涉及东欧的三个生态圈

保护区：Babia Gora、Šumava 和 Aggtelek。由于该项目声明的目的是执行《生物多样性公

约指导方针》，秘书处为其提供了技术援助，并且成为该项目中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联合国基金会还利用该指导方针编制出了国际可持续旅游业标准。环境署（作为马拉喀什

进程的工作之一）、雨林联盟和自然保护联盟在该倡议中与联合国基金会建立了伙伴关系，

共同开展一个确定全球可持续旅游业标准的项目，为该领域工作的所有行动方提供一个共

同的平台。  

40. 2007 年 11 月，在哥伦比亚 Cartagena de Indias 举行世界旅游组织第十七届大会之际，

世界旅游组织与秘书处合作散发了关于“可持续旅游业面临的挑战”的圆桌会议指导方针，

进一步确定了世旅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细节。通过与自

然保护联盟保护区世界委员会旅游业工作组的合作，秘书处准备了一份关于保护区财政问

题的文件，并将其提交给 2008 年 2 月 11 日至 18 日在罗马举行的保护区问题特设开放工作

组会议（有关保护区经济贡献问题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技术系列第 36 号的部分内容）。 

41. 该决定的第 11 段呼吁应在指导方针的宣传和培训方面加强努力，并在这些指导方针

适应于旅游行业和涉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相关的决定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为此，秘书处

组织了第一期“土著社区、旅游业和生物多样性：新信息和网络技术”系列讲习班。该讲

习班于 2007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加拿大的 Sainte-Catherine de la Jacques Cartier 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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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加拿大和西班牙政府的慷慨支持，第一期讲习班的重点是北极地区，并且汇集了来自

5 个北极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是：加拿大、芬兰、瑞典、俄罗斯、蒙古和美利坚合众国

（阿拉斯加）。该讲习班的目标是在使用网络技术和工具开展市场营销方面为土著和地方

社区建设能力；推广有关北极地区生物多样性领域旅游业的知识；并对土著和当地社区可

以使用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他网络工具进行测试和评估。根据计划，其他的讲习班

将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岛屿上举办，重点是森林盆地、岛屿、山区、

干旱和半湿润地区。 

六、可持续利用 

42. 为响应第 VII/12 号决定，第三期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问题讲习班于 2006 年 12 月

12 日至 15 日在内罗毕举行。该讲习班的重点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并得到了荷兰政府的慷

慨支持。过去的几期讲习班分别在莫斯科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内罗毕会议是与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的三个中心（农林中心、生物多样

性国际和热带农业国际中心热带土壤生物及肥料学会）和国际农业生产者联合会（农联）

联合举办的，与会的有《公约》提名的 14 个非洲重点国家（喀麦隆、刚果、科特迪瓦、埃

塞俄比亚、埃及、肯尼亚、马里、摩洛哥、尼日尔、塞舌尔、南非、多哥、乌干达、津巴

布韦）的代表，以及 19 个国家政府、国际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农民联合会和土著及畜

牧者组织的代表。考虑到该讲习班的主题以及对农业的侧重，该讲习班的参加者提交了 19
份有关在各自国家中开展生物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案例研究。所有发言都已收录在网站上：

http://www.biodiv.org/programmes/socio-eco/use/workshops.shtml。这三期讲习班的最终成果

为科咨机构第十三次会议上深入审查关于农业生物多样性方面工作的方案做出了贡献。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