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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以来就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进行的磋商和收到的其他贡献概述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导言 

1. 缔约方大会第14/34号决定规定了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进程。进程要

求进行磋商，包括但不限于在线讨论论坛以及全球、区域和专题研讨会。缔约方大会在同

一决定中敦促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和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和促成制定稳健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进程，以期树立对将要商定的框架的强烈拥有感和有力地支持

该框架的立即实施”。根据这一决定，秘书处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共同主席与各伙伴合作，开展或启动了若干磋商进程。奥地利、澳大利亚、巴

西、加拿大、欧洲联盟、芬兰、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挪威、塞尔维亚、南非、瑞

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非洲联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促进性

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等许多缔约方和组织为迄今开展的磋商提供了支持。 

2. 2019年8月27日至30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内罗毕举

行第一次会议。1
 根据工作组的要求编写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预稿，2

 提交

2020年2月24日至29日在罗马举行的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3
 讨论。参考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的成

果，2020年8月17日公布了更新预稿4。  

3. 本文件与共同主席合作编写，概述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以来秘书处和共同主席开展的

工作。 

                                                 
  CBD/WG2020/3/1。 

1  https://www.cbd.int/meetings/WG2020-01。 

2  CBD/WG/2020/2/3。 

3  https://www.cbd.int/meetings/WG2020-02。 

4  CBD/POST2020/PREP/2/1。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34-zh.pdf
https://www.cbd.int/meetings/WG2020-01
https://www.cbd.int/doc/c/772f/762d/9854dbee77f94b120797dac8/wg2020-02-03-zh.pdf
https://www.cbd.int/meetings/WG2020-02
https://www.cbd.int/doc/c/4581/b8f0/e9df8fce1a2ff03d77a55101/post2020-prep-02-01-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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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节介绍收到的对通知的书面答复。第三节提供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和第二版《地方生物多样性展望》的信息。第四节介绍《公约》附属机构的会议情况。第

五节介绍秘书处及其伙伴组织的磋商会议和其他活动。第六节介绍秘书处和共同主席组织

的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相关网络研讨会。第七节概述在各附属机构主席指

导下组织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相关特别虚拟会议和信息通报。第八节提供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的信息。第九节概述缔约方和其他组织促成的相关会议。 

5. 秘书处和共同主席将继续在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之前酌情组织相关活动，

以及时向缔约方和观察员通报动态，保持势头。 

二.  呈件和同行评议 

6. 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邀请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相关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向执行秘书

提交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结构的建议。5
 关于预稿和更新预稿的一般性意见

是滚动收到的。此外，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请执行秘书邀请缔约

方和观察员参加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相关的若干文件草案的审查。应这些邀请

提 交 的 呈 件 和 同 行 评 议 意 见 经 汇 编 后 ， 与 以 前 收 到 的 呈 件 一 起 发 布 在

https://www.cbd.int/conferences/post2020/submissions。 

三.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和《地方生物多样性展望》 

7. 缔约方大会第14/35号决定请执行秘书编写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包括决

策者摘要。6《展望》于2020年9月15日在科咨机构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联合特别虚拟会议

期间推出。《展望》汇总了日益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和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全面证据，

概述了到2030年实现新目标所需的八项重大转型以及实现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景的途

径。《展望》综述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成就和不足，审视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变

化的原因、对人类的影响、基于世界各地成功做法的各种方案的政策选项。《展望》还审

视了生物多样性与其他全球议程之间的重要联系，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7
 和

《巴黎协定》。8
 

8. 缔约方大会第XIII/29号决定请执行秘书与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

社区及相关伙伴合作，编写第二版《地方生物多样性展望：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对执行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贡献》。9《地方生物多样性展望》于2020年9月

16日在科咨机构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特别虚拟会议期间推出。地方《展望》补充了第五版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展示了许多由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牵头的地方举措，这些举措

为成功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做出了重大贡

献。地方《展望》还概述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对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抱负和      

                                                 
5  见 CBD/WG/2020/1/5，第一节 ，第 3 段。 

6  见 https://www.cbd.int/gbo5。 

7  联合国大会第 70/1 号决议。 

8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54113 号)。 

 

9   见 https://www.cbd.int/gbo5/local-biodiversity-outlooks-2。 

https://www.cbd.int/conferences/post2020/submissions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35-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29-zh.pdf
https://www.cbd.int/doc/c/3a3a/050e/dc8170323c16cf3464417522/wg2020-01-05-zh.pdf
https://www.cbd.int/gbo5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0/1&Lang=E
https://www.cbd.int/gbo5/local-biodiversity-outlook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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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 

四. 《公约》附属机构的会议 

9. 2021年2月17日至26日和3月8日至14日举行了两次非正式虚拟会议，分别为科咨机构

第二十四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做准备。由于其非正式性质，这两次会议

不是谈判，没有产生正式的实质性成果或决定，但减少了议程项目下案文正式一读所需的

时间，因为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和书面意见纳入了正式一读时的案文。 

10. 2021年5月3日至6月13日举行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

议的正式在线会议。会议优先考虑了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工作组第三次会议

工作直接相关的项目，以便及时制定高质量框架。这包括科咨机构议程项目3和执行问题

附属机构议程项目5（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还包括执行问题附属机构议程中

涉及制定框架的其他项目，如项目6（资源调动和财务机制）、项目7（能力建设、科技合

作、技术转让、知识管理和传播）、项目9（执行情况报告、评估和审查机制）、项目11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部门和跨部门主流及加强执行工作的其他战略行动）。各附属机构主

席已将这些会议的成果传达工作组共同主席。 

五.  秘书处及其伙伴组织的磋商会议和其他活动 

11. 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以来，秘书处与其伙伴合作，在共同主席的指导下，组织了几次

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关的会议。这些会议是: 

（a）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能力建设和科技合作专题磋商，2020年3月1日至2

日，罗马；10
 

（b）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特设技术专家组，2020年3月17日至20日，加拿大蒙特利

尔；11
 

（c）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第十四次会议，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

线；12
 

（d）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专题磋商，在线，包括

2020年7月27日的第一次网络研讨会，2020年7月27日至8月17日的在线调查，2020年9月7

日至11日的在线论坛，2020年10月6日至8日的第二次网络研讨会；13
 

（e） 第二次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全球专题对话，2020

年12月1日至3日，在线；14
 

（f）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非正式咨询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12月1日至4日，

在线。15
 

                                                 
10  https://www.cbd.int/meetings/POST2020-WS-2020-02。 

11  https://www.cbd.int/meetings/DSI-AHTEG-2020-01。 
12

  https://www.cbd.int/meetings/CP-LG-2020-01。 

13  https://www.cbd.int/meetings/POST2020-WS-2020-04。 

14   

15  https://www.cbd.int/meetings/BCH-IAC-11。 

https://www.cbd.int/meetings/POST2020-WS-2020-02
https://www.cbd.int/meetings/DSI-AHTEG-2020-01
https://www.cbd.int/meetings/CP-LG-2020-01
https://www.cbd.int/meetings/POST2020-WS-2020-04
https://www.cbd.int/meetings/BCH-IA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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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网络研讨会 

12. 为了提供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问题的进一步信息，

秘书处和共同主席组织了几次网络研讨会。召开了以下网络研讨会： 

（a） 2020年后新的性别行动计划纲要草案情况通报会，2020年8月12日，在线； 

（b）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长期办法以及次国家政府和地方当局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中的作用网络研讨会，2020年9月23日和2020年10月7日，在线；16
 

（c） 区域海洋方案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网络研讨会， 2020年10月1日，在

线；17
 

（d） 了解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其生成、分配和使用技术概览，2020年12月1日，

在线；18
 

（e）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进程和最新成果，2020年12月9

日，在线，；19
 

（f） 利益攸关方公开网络研讨会——探索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促进

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21年1月12日，在线；20
 

（g） 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政策选项以及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2021年2月11日，        

在线；21
 

（h） 利益攸关方公开网络研讨会——可持续农业、粮食系统转型与自然：与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联系， 2021年3月23日，在线；22
 

（i） 第五次生物多样性科学政策论坛和第八次可持续发展科学国际会议，2021年4月

13日至23日，在线；23
 

（j） 关于考虑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政策选项标准的网络研讨会和讨论论坛，

2021年4月21日（网络研讨会），2021年4月21日至5月2日（讨论论坛），在线；24
 

（k） 在线研讨会——金融部门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21年6月17日至18

                                                 
16  https://www.cbd.int/doc/notifications/2020/ntf-2020-072-localauthority-en.pdf。 

17  https://www.cbd.int/doc/notifications/2020/ntf-2020-076-post2020-en.pdf。 

18  https://www.cbd.int/article/dsi-webinar-series-2020。 

19  https://www.cbd.int/article/dsi-webinar-series-2020。 
20

  本次网络研讨会是共同主席在秘书处支持下组织的利益攸关方公开网络研讨会系列中的第一次，目的是

与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非正式探讨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主要概念和问题（见

https://www.cbd.int/article/stakeholder-open-webinar-climate-2021）。 

21  https://www.cbd.int/article/dsi-webinar-series-2020。 

22  https://www.cbd.int/article/stakeholder-open-webinar-agrifood-2021。 

23  https://science4biodiversity.org/。 

24  https://www.cbd.int/article/dsi-webinar-series-2020。 

https://www.cbd.int/doc/notifications/2020/ntf-2020-072-localauthority-en.pdf
https://www.cbd.int/doc/notifications/2020/ntf-2020-076-post2020-en.pdf
https://www.cbd.int/article/dsi-webinar-series-2020
https://www.cbd.int/article/dsi-webinar-series-2020
https://www.cbd.int/article/stakeholder-open-webinar-climate-2021
https://www.cbd.int/article/dsi-webinar-series-2020
https://www.cbd.int/article/stakeholder-open-webinar-agrifood-2021
https://science4biodiversity.org/
https://www.cbd.int/article/dsi-webinar-serie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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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线。25
 

七.  在各附属机构主席指导下组织的特别虚拟会议和相关信息通报会 

13. 在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的非正式和正式会议之

前，秘书处在两个附属机构主席的指导下召开了两附属机构特别虚拟会议，以提供相关信

息并保持2020年后进程的势头： 

（a） 科咨机构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特别联合虚拟会议，2020年9月15日至18日，包括

以下几场特别会议：2020年9月15日在线发布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2020年9月

16日在线发布第二版《地方生物多样性展望》，2020年9月18日在线讨论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的拟定；26
 

（b） 科咨机构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生物多样性、一体健康和COVID-19”特别虚拟

会议，2020年12月15日至16日，在线。27
 

14. 此外，在两附属机构主席的指导下组织了一系列信息网络研讨会，向相关缔约方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2020年后进程信息，促进附属机构会议的讨论。召开了以下网络研讨

会： 

（a）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议程项目3（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亚太网络

研讨会，2020年7月2日，在线； 

（b）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议程项目3（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美洲网络

研讨会，2020年7月3日，在线； 

（c）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议程项目3（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西欧中欧

东欧、非洲、中东网络研讨会，2020年7月7日，在线； 

（d）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议程项目5（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第一

次网络简报会，2021年1月19日，在线；28
 

（e）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议程项目9 （加强报告和审查机制以期加强公约的

执行）第二次网络简报会；2021年1月21日，在线；29
 

（f）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议程项目3（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第三次网

络简报会：支持审查更新后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以及相关指标和基线的科技信息，2021

年1月26日，在线；30
 

（g）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议程项目4（合成生物学）、项目5（改性活生物体风

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项目6（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第四次网络简报会（第一部

                                                 
25  https://www.cbd.int/doc/notifications/2021/ntf-2021-029-financial-en.pdf。 

26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SBI-SS-01。 

27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SBI-SS-02。 

28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I-OM-2021-01。 

29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I-OM-2021-02。 

30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OM-2021-01。 

https://www.cbd.int/doc/notifications/2021/ntf-2021-029-financial-en.pdf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SBI-SS-01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SBI-SS-02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I-OM-2021-01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I-OM-2021-02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OM-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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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21年1月28日，在线；31
 

（h）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议程项目7（生物多样性和农业）、项目8（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工作方案）、项目9（生物多样性和健康）、项目

10（外来入侵物种）第四次网络简报会（第2部分），2021年2月2日。32
 

八.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15. 2020年9月30日联合国大会主席召开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

会，主题是“在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紧急行动起来”。33
 按照联合国大会第

74/269号决议，峰会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展示加快生物多样性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雄

心，为制定并最终通过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了重要动力。34
 峰会在线

举行，包括开幕仪式、全体会议（进行一般性讨论）、两场领导人对话（分别是“解决生

物多样性丧失和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可持续发展主流”和“利用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获取和

惠益分享、筹资和伙伴关系促进生物多样性”）和简短闭幕仪式。联合国大会主席组织了

两次“溢出”活动，以便利会员国发言。作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一项倡议，峰会还提供了

一个 “自然之声” 在线平台，发布广大利益攸关方的声明、讯息和承诺。 

九.  缔约方和其他方面促成的磋商和会议 

16. 第14/34号决定鼓励缔约方和其他各方促进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对

话，并通过《公约》的信息交换所机制和其他适当手段公布这些对话的结果。工作组第二

次会议以来举行的对话和会议包括： 

（a） 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次国家和地方政府爱丁堡进程，35
 2020年4月

30日至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和相关第七次城市和次国家政府全球生物

多样性峰会，36
 在线； 

（b）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能力建设培训，两个系列的全球研讨会，2020年9

月18日至27日和2020年11月6日至15日，在线；37
 

（c） 数字对话 - 2020年后的获取和惠益分享：企业面临的新问题，2020年11月5日，

                                                 
31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OM-2021-02。 

32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OM-2021-03。 

33  https://www.un.org/pga/75/united-nations-summit-on-biodiversity/。 

34 正式简要记录请查阅 https://www.un.org/pga/75/wp-content/uploads/sites/100/2020/11/Summary-Biodiversity-

Summit-4-November-clearedFINAL-002.pdf。 

35  这一在线协商进程取代了原定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3 日在联合王国苏格兰爱丁堡举行的次国家、区域和地

方政府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研讨会，因为全球大流行病使研讨会无法在实体环境中举行。 

36  苏格兰政府和伙伴组织。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edinburgh-process--

-information/, www.biodiversityworkshop2020.scot 和 https://subnationaladvocacyfornature.org/。 

37  由全球青年生物多样性网络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支持，日本生物多样性基金资助。

https://4post2020bd.net/wp-content/uploads/2020/11/EN-Welcome-Package-2020.pdf。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OM-2021-02
https://www.cbd.int/meetings/SBSTTA-OM-2021-03
https://www.un.org/pga/75/united-nations-summit-on-biodiversity/
https://www.un.org/pga/75/wp-content/uploads/sites/100/2020/11/Summary-Biodiversity-Summit-4-November-clearedFINAL-002.pdf
https://www.un.org/pga/75/wp-content/uploads/sites/100/2020/11/Summary-Biodiversity-Summit-4-November-clearedFINAL-002.pdf
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edinburgh-process---information/
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edinburgh-process---information/
http://www.biodiversityworkshop2020.scot/
https://subnationaladvocacyfornature.org/
https://4post2020bd.net/wp-content/uploads/2020/11/EN-Welcome-Package-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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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38
 

（d） 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在线交流，2020年11月

26日，在线；39
 

（e） 关于将性别指标纳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专家研讨会，2020年12月

17日，在线； 

（f） 生物多样性各相关公约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研讨会（伯尔尼二）2021

年1月18日至2月2日，在线；40
 

（g）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贸易和生物多样性研讨会，  2021年3月24日，       

在线；41
 

（h） 改造农业粮食系统促进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2021年4月13日，在线。42
 

 

—————— 

                                                 
38 由生物贸易伦理联盟与获取和惠益分享合作组织。  https://www.ethicalbiotrade.org/sourcing-with-respect-

uebt-digital-dialogues-2020/2020/11/5/abs-beyond-2020-emerging-issues-for-business。 

39  由哥斯达黎加、瑞士、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生物多样性联盟、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共同召集。 

40  这次协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瑞士政府组织，在虚拟环境中举行。原定 2020 年 3 月在伯尔尼举行的研

讨会因全球大流行病而推迟。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vents/workshop/bern-ii-consultation-workshop-

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post-2020-global.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vents/workshop/bern-ii-

consultation-workshop-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post-2020-global 和

https://www.cbd.int/conferences/post2020/brc-ws。  

 

41  由贸发会议生物贸易方案组织。https://unctad.org/meeting/online-workshop-trade-and-biodiversity-post-2020-

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42  由 Post-2020 Biodiversity Framework EU Support 组织。https://4post2020bd.net/agri-food-systems-webinar/。 

https://www.ethicalbiotrade.org/sourcing-with-respect-uebt-digital-dialogues-2020/2020/11/5/abs-beyond-2020-emerging-issues-for-business
https://www.ethicalbiotrade.org/sourcing-with-respect-uebt-digital-dialogues-2020/2020/11/5/abs-beyond-2020-emerging-issues-for-business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vents/workshop/bern-ii-consultation-workshop-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post-2020-global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vents/workshop/bern-ii-consultation-workshop-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post-2020-global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vents/workshop/bern-ii-consultation-workshop-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post-2020-global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vents/workshop/bern-ii-consultation-workshop-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post-2020-global
https://www.cbd.int/conferences/post2020/brc-ws
https://unctad.org/meeting/online-workshop-trade-and-biodiversity-post-2020-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s://unctad.org/meeting/online-workshop-trade-and-biodiversity-post-2020-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s://4post2020bd.net/agri-food-systems-webin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