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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履约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第十七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1. 履约委员会在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之后闭会期

间举行了两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秘书处

办公场地举行。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0年 4月 15日至 17日举行。由于 COVID-19大流行造

成的困难，第十七次会议是在线举行的。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了其会议议事规则第 15

条。委员会认为，在在线会议替代安排下举行了实时会议，成员可直接进行互动，推动了

讨论，与面对面会议相似。在这一背景下，并考虑到特殊情况，委员会一致认为替代安排

是合适的，使委员会能够通过其报告，其中载有向作为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提出的建

议。  

2. 本文件载有关于两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和成果的综合报告。 

3. 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

议的成果。委员会欢迎缔约方会议积极考虑委员会的大部分建议，并审查了与委员会工作

相关的一些具体成果： 

(a) 关于履约的第 CP-9/1 号决定，委员会回顾了它向作为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提出的建议，其中告诫某些缔约方没有履行提交国家报告的义务。委员会回顾了其漫长而

认真的审议工作以及提出建议之前的渐进过程，强调必须向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传达委员会

进行的广泛努力，说明建议提出告诫的背景。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的缔约方大会没有采纳委员会关于告诫黑山的建议。尽管如此，委员会认为建议对促请

希腊、马绍尔群岛和土库曼斯坦提交第三次国家报告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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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BCH）的运作和活动的第 CP-9/2 号决定，委员会重

申 BCH 的核心作用及其对委员会促进履约工作的根本重要性。 

4. 委员会根据 BCH 的信息审查了履约情况。委员会审议了缔约方履行义务为接收根据

《议定书》第 17 条所发通知而指定国家联络点、国家主管部门和联系人的情况。委员会

同意对未履行其中一项或多项义务的缔约方采取后续行动。 

5. 在审查一般性履约问题时，委员会欢迎第三次国家报告的高提交率，并注意到委员

会不断努力协助缔约方编写和提交国家报告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6. 委员会审视了为协助缔约方解决第三次国家报告和 BCH 所报信息不一致问题所做工

作的结果。委员会注意到，总的来说，缔约方似乎对秘书处的来文作了积极回应，大多数

缔约方似乎都在努力解决或澄清其国家记录中的不一致之处，这有助于确保 BCH 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委员会请秘书处酌情继续与有关缔约方开展后续工作。 

7. 在审查个别不遵守情事时，委员会审议了黑山持续不履行报告义务的情况，决定采

取后续行动，协助该缔约方提交报告而不再拖延。 

8. 此外，委员会还审议了秘书处和委员会主席为协助某些缔约方履约而采取的后续行

动的结果，这些缔约方报告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者仅采取了初步或临时措施来履行

《议定书》第 2 条第 1 款下的义务。委员会回顾，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确认了这些缔约方，

并要求它们制定履约行动计划。在这方面，委员会审议了四个缔约方提交的履约行动计划。

委员会同意对这四个缔约方以及未按要求提交履约行动计划的其他缔约方采取后续行动。 

9. 最后，委员会还审议了《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战略计划》最终评价进程，同意委员会的投入范围将侧重于《战略计划》的业务目标

3.1 以及委员会发挥支助作用帮助缔约方履行义务方面获得的经验。 

10.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查了履行提交国家报告义务的情况。委员会注意到，BCH 已

收到 101 份完整的第四次国家报告，7 个缔约方在线下提交了报告。委员会对所提交的第

四次国家报告数量不高表示失望。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在未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的缔约

方中，有 11 个缔约方也未提交第三次国家报告。委员会决定采取后续行动。 

11. 委员会审议了导致第四次国家报告提交量不高的一些可能因素，包括未及时获得财

务支助，国家缺少专门人力资源，不重视不了解生物安全问题。委员会指出，如果计划于

2023 年进行的同步报告周期导致第五次国家报告的提交截止日期提前，那么更需尽早获

得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支持。委员会指出为《议定书》规定的报告提供专项资金非常重要。  

12. 委员会审议了其对《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战略计划》最终评价的投入。

委员会请执行秘书将其结论转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审议。委员会注意到，缔约

方履行《议定书》主要义务的相关指标的进展存在很大差异。委员会欢迎取得的进展，确

认其工作有助于实现业务目标 3.1。然而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许多缔约方没有充分履行

《议定书》规定的主要义务。委员会确认，缔约方履行义务时遇到一些挑战，有必要对这

些挑战作进一步分析。 

13. 委员会认为，《议定书》与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个目标相关，应在 2020 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提及《卡塔赫纳议定书》的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http://bch.cbd.int/protocol/publications/cp-mop-09-decision-booklet-zh.pdf
https://bch.cbd.int/protocol/issues/cpb_stpla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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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员会还审议了一般性履约问题。委员会审议了闭会期间就履行义务为接收根据第

17 条所发通知而指定国家联络点、国家主管部门和联系人开展后续行动的最新情况。 

15. 在审查个别不履约案例时，委员会欢迎黑山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关于未履行义务

根据《议定书》第 2 条第 1 款采取必要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执行《议定书》的个别案例，

委员会审议了制定履约行动计划方面的最新进展。委员会商定了一些后续行动，同意在下

次会议上优先审议这一事项。 

16. 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CBD/CP/CC/16/7）和第十七次会议（CBD/CP/CC/17/6）的工

作报告全文以及两次会议的工作文件可在秘书处网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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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履约委员会向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第十次会议提出的建议1 

履约委员会建议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

会议决定： 

A.  履约 

1. 提醒缔约方关于履约程序和机制的第 2 条第 4 款，敦促缔约方确保在一项谅解下

选举成员，即成员的任期为四年整； 

2. 又提醒缔约方，它们有义务根据《议定书》第 19 条为《卡塔赫纳议定书》指定

一个国家联络点和一个或数个国家主管部门，并相应通知秘书处； 

3. 还提醒缔约方，它们有义务根据缔约方大会第 BS-I/3号决定和第 II/7 号决定为生

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指定一个国家联络点； 

4. 提醒缔约方，它们有义务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有关其负责接收根据《议

定书》第 17 条所发通知的联络点的详细情况，并敦促它们尽快这样做； 

5. 敦促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提供自愿资金，支助已经制定履约行动计划的

四个缔约方2 以及应委员会要求制定和执行履约行动计划的任何其他缔约方； 

B.  监测和汇报 

6. 欢迎提交了 114 份完整的第四次国家报告；3 

7. 对第四次国家报告提交量不高表示关切； 

8. 又对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交项目以支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编写第四次国家报告的

工作发生延误表示关切，指出在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的截止日期之前无法获得此类资金，

可能是影响提交率的因素之一； 

9. 敦促尚未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的缔约方尽快提交报告；4 

                                                 
1  按照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此前会议采用的做法，可将建议分配给相关议程项目，以便得到

更适当的审议。 

2  巴巴多斯、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和阿曼。 

3  数字有待更新，以反映截至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第二部分会议时收到

的报告数量。 

4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哥拉、阿塞拜疆、巴林、伯利兹、玻利维亚、佛得角、科摩罗、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克、斐济、冈比亚、几内亚、洪都拉斯、约旦、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黎

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瑙鲁、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

内亚、卡塔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索马里、斯里兰卡、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也门和津巴布韦。[清单将在作为

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第二部分会议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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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切地注意到在尚未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的缔约方中，有些缔约方也没有提交

第三次国家报告；5 

11. 敦促未完整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的缔约方尽快补交缺失的信息； 

C.  《议定书》成效的评估和审查以及《卡塔赫纳议定书战略计划》的最终评价 

12. 欢迎缔约方在履行《议定书》义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以下义务：（a）向生

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某些信息；（b）指定国家联络点和国家主管部门； 

13. 关切地注意到许多缔约方没有充分履行《议定书》的主要义务，包括：（a）采

取必要的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执行《议定书》的义务，（b）及时提交国家报告的义务； 

14. 确认缔约方需要为执行《议定书》建立监测和强制系统； 

15. 敦促尚未充分落实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的缔约方落实这些措施，以履行《议

定书》规定的义务； 

16. 又敦促尚未完整地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所有必要信息的缔约方提供这些

信息并不断更新其记录，尤其是注重以下方面的信息：（a）国家立法、条例和准则；（b）

风险评估摘要；（c）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或释放的最后决定；（d）国家联络点、国

家联系人和国家主管部门；（e）本国缔结的双边、区域或多边协定或安排；（f）改性活

生物体非法越境转移； 

17. 请执行秘书： 

（a） 拟定一项在线调查，查明国家在履行（一）采取必要的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

执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和（二）及时提交国家报告的义务方面面临的限制和挑战； 

（b） 邀请所有缔约方填写调查； 

（c） 汇编调查结果，提交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18. 确认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助于执行和遵守《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肯定《议定书》及其 2020 年后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对实现《生物多样性

公约》三个目标的相关性； 

19. 欢迎委员会根据第 BS-V/1 号决定发挥的支助作用，为达成关于履约的业务目标

3.1 作出了贡献； 

20. 请秘书处根据委员会提供的指导，酌情继续跟踪尚未充分履行《议定书》义务

的缔约方，请缔约方在这方面给予充分合作； 

21. 欢迎委员会对《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卡塔赫纳议定书战略计划》

最终评价的投入，请委员会酌情继续为第五次评估和审查以及《卡塔赫纳议定书战略计划》

后续行动的评价进程提供投入； 

                                                 
5  阿塞拜疆、伯利兹、利比亚、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舌尔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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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有关的事项 

22. 建议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关于支持执行《议定书》的财务机制指导时，邀请全球

环境基金及时提供资金，支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编写和提交第五次国家报告； 

23. 建议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关于支持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的财务机制指导时，

邀请全球环境基金提供资金，支助缔约方为实现遵守《议定书》而执行履约行动计划； 

24. 建议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关于支持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财务机制

指导时，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具体资金，以期：（一）为执行《议

定书》制定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二）支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为实现遵守《议定书》

而执行履约行动计划。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