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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二和十三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临时议程草案 

执行秘书的说明 

1.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各次会议的议程，包括三个类别的项

目，即：  

(a) 组织和报告事项； 

(b) 实质性问题；以及 

(c) 最后事项。 

2. “组织和报告事项”（即会议开幕、组织事项和关于《公约》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

进度报告）以及“最后事项”（即科咨机构随后（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通过报告；以

及会议闭幕）是科咨机构议程的常设项目。 

3. 实质性事项是依照《公约》第 25 条、根据缔约方大会的决定列入议程的。就科咨

机构第十二和十三次会议而言，实质性事项将包括由于缔约方大会第七届和第八届会议所

提要求而产生的项目。根据 2003 年 3 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缔约方大会截至 2010 年多年期

工作方案不限成员名额闭会期间会议的建议，并在缔约方大会通过其截至 2010 年多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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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第 VII/31 号决定）之后，科咨机构在“实质性事项”的总项下将要审议的议

题可灵活地分成几组： 

(a) 供深入审查的项目； 

(b) 评价进展或支持执行工作的战略问题： 

(一) 审查执行《战略计划》取得的进展，包括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

标，以及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 

(二) 完善各项机制以支持执行工作；以及 

(c) 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其他科学和技术问题。 

4. 在不影响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所作决定的情况下，编制本说明的目的是列出缔约

方大会以往决定中确定的供 2008 年举行的第九届会议之前审议的实质性项目。 

供深入审查的项目 

5. 供 2008 年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深入审查的项目载于第 VII/31 号决定。经与科咨

机构第九次会议主席团商议，由执行秘书编制的说明（UNEP/CBD/SBSTTA/9/13），提出

了审议这些项目的拟议的次序如下： 

(a) 科咨机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一) 生态系统方式； 

(二) 外来侵入物种； 

(三) 奖励措施； 

(b) 科咨机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一) 农业生物多样性； 

(二) 森林生物多样性； 

(三) 植物保护全球战略。 

评价进展或支持执行工作的战略问题 

6. 根据上述执行秘书说明的提议，“评价进展或支持执行工作的战略问题”的两项内

容（见上文第 3 (b) (一) 和 (b) (二) 段）可轮流在科咨机构会议上进行审议。例如，“审查

执行《战略计划》取得的进展，包括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对实现《千年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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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贡献”由第十二次会议审议，而“完善各项机制以支持执行工作”由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 

7. 在“审查执行《战略计划》取得的进展，包括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对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项下，科咨机构可审查在实现全球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审

议诸如监测和指标等相关措施，以及评价生物多样性现状和趋势方面的变化。
1  缔约方大

会可如同关于审查《公约》执行情况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在其 1/1 号建议

（UNEP/CBD/COP/8/4，附件一）的第A 1 (a) 段中建议的，要求科咨机构对深入审查《战

略计划》目标 2 和目标 3 的执行情况提供意见。 

8. 在“完善各项机制以支持执行工作”项下，科咨机构可审查与财务机制、资料交换

所机制、技术转让（除其他外，铭记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工作方案中的第 2.1.4.、2.3.1. 以
及 3.2.5.至 3.2.12 项活动 (第 VII/29 号决定，附件) ）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所涉有关技术性问

题以及科咨机构各项建议的效用。 

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其他科学和技术问题 

9. 以下是缔约方大会具体要求科咨机构在 2008 年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召开前审议

的各项任务： 

(a) 审查将由执行秘书在植物保护全球伙伴关系成员的支助下制订的工具包的各

项提议，包括一份协助缔约方把各项目标纳入其战略、计划和方案的核对表（第 VII/10
号决定，第 7 段）。此项目应作为深入审查植物保护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予以审议(见上文

第 5 (b) 段)； 

(b) 审议同一决定第 12 段所要求的由执行秘书参照开展关于生态系统方式的第

VII/11 号决定第 8、9 和 10 段所列各项活动积累的经验、与各缔约方和有关国际和区域组

织一道合作编制的关于生态系统方式执行情况的评估。此项目应作为深入审查生态系统方

式的一部分予以审议(见上文第 5 (a) 段)； 

(c) 探讨《关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亚地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用于农业生

物多样性、特别是用于已驯化物种、品种和变种的适用性 (第 VII/12 号决定，附件二) 以
及在考虑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术语所包括的用途的备选办法和管理做法的范围的情况下，

制订适当的建议 (第 VII/12 号决定，第 3 段)； 

(d) 审议执行秘书将要收集的以下方面的信息和经验：执行《公约》第 10 条的

成功的努力；以及运用《亚地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的逐步出现的成功事例、最佳做法和

经验教训，包括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如何能够有助于实现到 2010 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

样性丧失速度的目标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第 VII/12 号决定，第 4 段)；  

                                                 
1
  应指出的是，在审查相应专题工作方案时，也会审议具体生物群落的现状和趋势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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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审议目前由国际湿地组织和全球环境中心在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加拿

大政府、荷兰和其他方面的支助下对泥炭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进行的评估 (第 VII/15
号决定，第 6 段) 。  

10. 此外，科咨机构还可在其第十二和十三次会议上审议缔约方大会没有明确提出任何

时限的任务，同时铭记，在审查有关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时，科咨机构可对其中的若干要

求进行审议。除其他外，这些任务包括： 

(a) 在顾及执行秘书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合作将要制订的咨

询意见和支助的情况下，进一步制订技术咨询意见以便支持与可持续利用相关的方案基本

内容和支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利用其海洋和沿海地区的工作，包括旅游业和渔业方面

的工作（第 VII/5 号决定，第 7 段）； 

(b) 经与科咨机构主席团协商，在顾及执行秘书确定的制订咨询意见的机制的情

况下，进一步制订与协助缔约方开展执行工作所需与网络设计有关、特别是与网络的生态

一致性有关的技术咨询 (第 VII/5 号决定，第 37 段) ； 

(c) 铭记缔约方大会在第 VII/28 号决定第 28 段中决定在 2010 年之前的每一届

会议上评估执行保护区工作方案所取得的进展，就保护区工作方案的执行工作提供科学和

技术咨询意见 (第 VII/28 号决定，第 2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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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二和十三次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2

A. 第十二次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 

一. 组织和报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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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约》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二. 实质性议题 

4. 深入审议： 

4.1. 生态系统方式； 

4.2. 外来侵入物种； 

4.3. 奖励措施。 

5. 与战略计划执行进度评估或支持执行该计划有关的战略问题，包括 2010 年

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为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作出的贡献。 

6. 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其他科学和技术问题：  

6.1. 可持续利用： 

(a) 探讨《关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亚地斯亚贝巴原则和准

则》对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适用性（第 VII/12 号决定，第 3
段）； 

                                                 
2
  临时议程草案还会根据 2006 年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的决定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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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议执行《公约》第 10 条的成功的努力以及运用《亚地斯亚

贝巴原则和准则》的成功事例、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第

VII/12 号决定，第 4 段）； 

6.2. 气候变化：审议目前由国际湿地组织和全球环境中心在环境规划署全

球环境基金、加拿大政府、荷兰和其他方面的支助下对泥炭地生物多

样性和气候变化进行的评估 (第 VII/15 号决定，第 6 段) 

三. 最后事项 

7.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三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7.1. 临时议程草案； 

7.2. 时间和地点。 

8. 其他事项。 

9. 通过报告。 

10. 会议闭幕。 

B. 第十三次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 

一. 组织和报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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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约》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二. 实质性议题 

4. 深入审议工作方案： 

4.1. 农业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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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外来侵入物种； 

4.3. 奖励措施。 

5. 评价进展或支持执行工作的战略问题：完善各项机制以支持执行工作。 

6. 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其他科学和技术问题：  

6.1.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a) 进一步制订技术咨询意见以便支持与可持续利用相关的方案基

本内容和支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利用其海洋和沿海地区的

工作，包括旅游业和渔业方面的工作（第 VII/5 号决定，第 7
段）； 

(b) 进一步制订与协助缔约方开展执行工作所需与网络设计有关、

特别是与网络的生态一致性有关的技术咨询（第 VII/5 号决

定，第 37 段）； 

6.2. 保护区：评估执行工作方案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就执行工作方案提供科

学和技术咨询意见。 

三. 最后事项 

7.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四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7.1. 临时议程草案； 

7.2. 时间和地点。 

8. 其他事项。 

9. 通过报告。 

10.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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