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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特别虚拟会议 

在线，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18 日  

  

特别虚拟会议日程 

执行秘书的说明 

导言 

1.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原

定 2020 年 5 月举行，因 COVID-19 大流行病改到 2020 年 8 月举行，后又改到 2020 年 11

月举行。会议可能需要再次推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首脑会议和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之前的势头，便利两个附属机构进行会议筹备，科学、技术和工

艺咨询附属机构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18 日举行一系列特别虚拟

会议。此事已在 2020 年 7 月 17 日第 2020-050 号通知中作了通报。 

2. 如通知所报，并经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和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团同意，

特别会议的日程将包括根据第 14/35 号决定推出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并召开

一个不限成员名额论坛测试缔约方主导的审查进程。 

3. 特别会议将为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供发言和发表信息的机会。特别会议将不作任何决

定，也不提出任何正式建议，会上作的发言不妨碍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和执

行问题附属机构常会上再作发言。会议将提供联合国所有语文的口译。 

4. 会议将由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 Hesiquio Benitez Diaz 先生（墨西哥）

和/或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 Charlotta Sörqvist 女士（瑞典）主持，他们的任期至缔约方

大会第十五届会议。 

5. 会议将于蒙特利尔时间（东部夏令时）上午 7:00 时至 9:00 时举行。 

6. 2020 年 8 月 17 日开始办理登记手续。需要提前登记。秘书处将于近日发一个通知，

详细列出不同时区的信息和登记事宜。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35-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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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些会议也将进行网播。 

8. 下文列有各会议的详细信息。 

一.  推出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特别会议 

（9 月 15 日） 

9. 缔约方大会第 14/35 号决定请执行秘书根据商定的计划和指示性时间表编写第五版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包括决策者摘要。指示性时间表设想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

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开幕时推出第五版展望，该会议原定于 2020 年 5 月举行，但被

推迟到 2020 年 8 月，又推迟到 2020 年 11 月。鉴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

十四次会议推迟举行，决定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举行虚拟仪式推出第五版展望，以使缔约

方和观察员能够在筹备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

构第三次会议以及在与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相关的其他工作中利用第五版

展望。因此第五版展望将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联合国大会主席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首

脑会议之前推出。 

10.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将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缔约方大会主席

的代表和执行秘书也将致开幕词。 

11. 秘书处将介绍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还将附带介绍《地方生物多样性展

望》和《全球植物保护报告》。将有问答机会。 

12. 将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发言，首先邀请区域集团和主要团体。 

13.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将作最后发言并宣布会议闭幕。 

二.   召开一个不限成员名额论坛测试缔约方主导的审查进程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特别会议 

（9 月 16 日至 17 日） 

14. 缔约方大会第 14/29 号决定审议了《公约》的审查机制，请执行秘书筹备和安排，在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召开一个不限成员名额论坛对缔约方主导的审查进程进行测

试。据此，经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和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密切磋商做出了安排，并在

2020-002 号和 2020-050 号通知中作了通报。 

15. 从按照第 2020-002 号通知表示兴趣的缔约方中选出的五个缔约方（每个区域一个）

将介绍各自为执行《公约》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所做的努力，然后回

答其他缔约方在会前提交的选定问题；然后是简短的问答环节。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29-zh.pdf


CBD/SBSTTA-SBI-SS/1/1 

Page 3  

 

 

 

16. 这五个缔约方是：埃塞俄比亚、芬兰、圭亚那、波兰、斯里兰卡。它们各自拟定了

一 份 审 查 报 告 ， 补 充 各 自 的 第 六 次 国 家 报 告 。 这 些 审 查 报 告 见

https://www.cbd.int/convention/mechanisms/trial-phase.shtml。 

17.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将于 9 月 16 日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缔约方大会主席的

代表和执行秘书也将致开幕词。 

18. 五个缔约方将宣读各自的审查报告（15 分钟），随后由其他缔约方提问，受审议缔

约方回答（15 分钟）。9 月 17 日继续开会。 

19.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将作最后发言并宣布会议闭幕。 

20. 不限成员名额论坛测试阶段的反馈和见解将在关于审查机制的议程项目 9 下提交执行

问题附属机构，预计该附属机构还将按照上述决定的要求审议加强审查机制的其他备选方

案和要素。 

三.  资源调动战略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特别会议 

（9 月 17 日） 

21. 缔约方大会第 14/22 号决定申明资源调动将是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一个

组成部分，请执行秘书与一个专家小组签订合同，编写关于制定资源调动组成部分的若干

问题的报告，为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和缔约方大会的工作提供参考。 

22.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将在测试审查进程不限成员名额论坛结束后宣布会议开幕。 

23. 专家小组的一名成员将介绍资源调动小组的工作。秘书处将补充介绍执行问题附属

机构收到的相关文件。将有问答机会。 

24. 将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发言，首先邀请区域集团和主要团体。 

25.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将作最后发言并宣布会议闭幕。 

四.  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特别联席会议 

（9 月 18 日） 

26. 根据缔约方大会第 14/34 号决定和其他相关决定，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

二十四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将讨论与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相

关的若干问题。此外，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向

两个附属机构提出了若干要求，并邀请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共同主席和

https://www.cbd.int/convention/mechanisms/trial-phase.shtml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22-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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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秘书编写若干文件。本会议将为共同主席、两个附属机构的主席、执行秘书提供一个

更新的机会。 

27. 缔约方大会主席的代表将宣布会议开幕。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和执

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将共同主持会议。他们和执行秘书将分别致开幕词。 

28.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共同主席 Francis Ogwal 先生和 Basile van Havre

先生将介绍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进程的最新情况并介绍更新后的预稿。 

29. 将邀请缔约方和观察员发言，首先邀请区域集团和主要团体。 

30. 共同主席和两个附属机构的主席将作必要答复。 

31. 将邀请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主席团的一位代表发言。 

32. 两个附属机构的主席将作最后发言并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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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安排 

日期 会议 

2020年 9月 14日星期一 

上午 7:00 时至下午 7:00（蒙特利尔时间） 

没有会议 

虚拟平台测试 

2020年 9月 15日星期二 

上午 7:00 至 9:00 时（蒙特利尔时间） 

科咨机构第 24 次会议特别会议: 

推出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2020年 9月 16日星期三 

上午 7:00 至 9:00 时（蒙特利尔时间）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3 次会议特别会议: 

执行情况会期审查 

2020年 9月 17日星期四 

上午 7:00 至 9:00 时（蒙特利尔时间）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3 次会议特别会议: 

执行情况会期审查（续） 

资源调动小组的报告 

2020年 9月 18日星期五 

上午 7:00 至 9:00 时（蒙特利尔时间） 

科咨机构第 24 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3 次会议特别联席

会议: 

介绍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新预稿和相关文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