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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第二十四次会议（续会）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29 日，瑞士日内瓦 

议程项目 2 

 附加补充说明的议程 

导言 

1.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于2021

年5月3日至6月9日在线举行。如第一阶段会议报告（CBD/SBSTTA/24/11）所述，鉴于目

前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以及举行在线会议的复杂性，会议商定在计划面对面举

行的续会上完成工作并通过建议。因此，定于2022年3月14日至29日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科咨机构续会，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续会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续会将同时举行。续会原定2022年1月举行，因故推迟。请注意，

将于3月13日办理现场登记手续并举行各区域筹备会议，3月14日举行各机构的开幕全体会

议。 

2. 本文件补充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CBD/SBSTTA/24/1和Add.1），根据第

一阶段会议的工作（见CBD/SBSTTA/24/11）和第一阶段会议后闭会期间进行的工作，提

供两个议程的最新情况。 

3. 续会的拟议工作安排载于情景设想说明（CBD/SBSTTA/24/1/Add.2/Rev.2）。 

项目1.  会议开幕 

4.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续会、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续会和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续会将于2022年3月14日星期一上午10时联合开幕，各

机构主席、共同主席以及缔约方大会主席和执行秘书将致开幕词。 

项目2.  组织事项 

选举主席团成员 

5. 科咨机构第一阶段会议当选主席团成员将留任继续担任续会的主席团成员。 

6. 科咨机构第二十二次和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选举以及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挪威和

乌克兰政府来函后，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续会主席团组成如下：主席Hesiquio Benitez 

Diaz先生（墨西哥）；Adams Toussaint先生（圣卢西亚）；Helena Brown女士（安提瓜和

                                                 
 2022 年 2 月 7 日重发，以更新会议日期和文件清单。 

https://www.cbd.int/doc/c/6292/2d5e/7eeaf2aac9aec1d56fd00306/sbstta-24-11-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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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达），名古屋议定书候补成员，取代圣卢西亚；Marina Von Weissenberg女士（芬

兰）；Alison McMorrow女士（澳大利亚）；Andreas Benjamin Schei先生（挪威），卡塔

赫纳议定书和名古屋议定书候补成员，取代澳大利亚；Larbi Sbai先生（摩洛哥）；Marie-

May Muzungaile女士（塞舌尔）；Moustafa M.A. Fouda先生（埃及），名古屋议定书候补

成员，取代摩洛哥；Kongchay Phimmakong女士（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Gwendalyn 

Sisior女士（帕劳）；Senka Barudanovic女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Volodymyr 

Domashlinets先生 （乌克兰）； Tatsiana Lipinskaya女士（白俄罗斯），名古屋议定书候补

成员，取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7. 为了错开主席团成员的任期，科咨机构将选举主席团新成员，任期自第二十四次会

议结束时开始，到第二十六次会议结束时为止，以取代来自墨西哥、安提瓜和巴布达、芬

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摩洛哥和乌克兰的成员。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8. 如上所述，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议程（CDB/SBSTTA/24/1）已在第二十四次

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通过。 

9. 将请科咨机构审议和通过联合情景设想说明（CBD/SBSTTA/24/Add.2/Rev.2）附件一

所载续会工作安排。 

10. 附件二载有续会的会期文件清单。 

项目3.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1.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审议议程项目3。 

12. 科咨机构批准了关于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及其决策者摘要的建议草案，

供以后正式通过。因此预期科咨机构续会将审议和通过CBD/SBSTTA/24/L.2号文件所载建

议草案。 

13. 主席在一个联络小组的协助下编写了关于支持审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

新后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以及相关指标和基线的科技信息的建议草案，供科咨机构审议。

科咨机构批准了建议草案，供以后正式通过。因此预期科咨机构续会将审议和通过

CBD/SBSTTA/24/L.3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 

14. 根据附属机构第一阶段会议的讨论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发表的意见，编写印发了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监测方法的订正说明的非正式文件。科咨机构主席将提议重新召集联络小组进一步审议

和制定监测方法。预期这项工作的成果将由科咨机构再进行审议，获得批准后，作为一个

附件列入CBD/SBSSTA/24/L.3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 

 

项目4.  合成生物学 

15.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审议议程项目4。主席在一个联络小组和

主席之友小组的协助下编写了一份建议草案，供科咨机构审议。科咨机构批准了建议草案

CBD/SBSTTA/24/L.5，供以后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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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因此预期科咨机构续会将审议和通过CBD/SBSTTA/24/L.5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 

项目 5.  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17.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审议议程项目5。主席在一个联络小组的

协助下编写了一份建议草案，供科咨机构审议。科咨机构批准了建议草案

CBD/SBSTTA/24/L.6，供以后正式通过。 

18. 因此预期科咨机构续会将审议和通过CBD/SBSTTA/24/L.6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 

项目 6.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19.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审议议程项目6。主席在会议交换意见后

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重点处理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建议草案的附件。主

席还请秘书处为关于“其他事项”的建议草案编写一份会议室文件。会议室文件以

CBD/SBSTTA/24/CRP.2号文件印发，题为“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 

20. 联络小组的工作结果以及联络小组尚未处理的其他附件和建议载列于

CBD/SBSTTA/24/CRP.4号 文 件 。 科 咨 机 构 商 定 将CBD/SBSTTA/24/CRP.2号 和

CBD/SBSTTA/24/CRP.4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到第二十四次会议续会           

进行。 

21. 因此主席将提议重新召集联络小组进一步审议和处理CBD/SBSTTA/24/CRP.2 号和

CBD/SBSTTA/24/CRP.4号文件。预期科咨机构将进一步审议并最终通过这项工作的           

成果。 

项目7.  生物多样性和农业 

22.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审议议程项目7，并在交换意见后批准了

建议草案CBD/SBSTTA/24/L.7，供以后正式通过。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审议载有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国际倡议2020-2030年行动计划草案的附件，因此将其案文放在

括号内。 

23. 因此主席将提议召集一个联络小组进一步审议CBD/SBSTTA/24/L.7号文件附件所载行

动计划草案。预期科咨机构将进一步审议这项工作的成果，并最终将其与

CBD/SBSTTA/24/L.7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一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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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审议议程项目8，并在交换意见后批准了

建议草案CBD/SBSTTA/24/L.4，供以后正式通过。 

25. 因此预期科咨机构续会将审议和通过CBD/SBSTTA/24/L.4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 

项目9.  生物多样性和健康 

26.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审议议程项目9。科咨机构主席在第9场

会议上宣布，经与主席团磋商将设立一个联络小组，在科咨机构续会上进一步审议本项

目。已印发一份非正式文件协助联络小组进行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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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因此预期联络小组将在科咨机构续会上审议该非正式文件。预期科咨机构将进一步

审议并最终通过这项工作的成果。 

项目10.  外来入侵物种 

28.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审议议程项目10，科咨机构主席在会议

交换意见后设立了一个主席之友小组，探讨如何处理主席编写的建议草案中的附件。对

CBD/SBSTTA/24/CRP.7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作了更新，以反映主席之友小组讨论的          

成果。 

29. 因此预期科咨机构续会将审议和最终通过CBD/SBSTTA/24/CRP.7号文件所载建议草

案。 

项目11.  其他事项 

30. 在本项目下，将邀请与会者提出与会议相关的其他事项。 

项目12.  通过报告 

31. 在本项目下，科咨机构将审议并通过会议报告。按照惯例，将请科咨机构授权报告

员在主席的指导和秘书处的协助下，于会后完成最后报告。 

项目13.  会议闭幕 

32. 科咨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定于2022年3月29日星期二下午6时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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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文件清单 

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STTA/24/1 经订正的临时议程 2 

CBD/SBSTTA/24/1/Add.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2 

CBD/SBSTTA/24/1/Add.2/Rev.2 

（新）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续会、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续会、2020 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续会情景设

想说明 

2 

CBD/SBSTTA/24/1/Add.3 附加补充说明的议程 2 

CBD/SBSTTA/24/2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及其决策者摘要 3 

CBD/SBSTTA/24/3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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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BD/SBSTTA/24/3/Add.1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新后的长期目标和行

动目标以及相关指标 

3 

CBD/SBSTTA/24/4 合成生物学 4 

CBD/SBSTTA/24/5 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5 

CBD/SBSTTA/24/6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6 

CBD/SBSTTA/24/7 生物多样性和农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

国际倡议执行情况审查与最新行动计划 

7 

CBD/SBSTTA/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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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BD/SBSTTA/24/9 生物多样性和健康 9 

CBD/SBSTTA/24/10 外来入侵物种 10 

CBD/SBSTTA/24/INF/1 Compilation of submissions on experi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6 

CBD/SBSTTA/24/INF/2 Synthesis of experiences to achiev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0 for coral reefs and closely associated ecosystems 

6 

CBD/SBSTTA/24/INF/3 Synthesis of submissions on experie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oluntary specific workplan on 

biodiversity in cold-water area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al 

scope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6 

CBD/SBSTTA/24/INF/4 Technical paper updating CBD Technical Series No. 83 

(Marine debris: understanding,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the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s on marine and coastal 

biodiversity) 

6 

CBD/SBSTTA/24/INF/5 Draft CBD Technical Series on anthropogenic underwater 

noise: impacts on marine and coastal biodiversity and 

habitats, and mitig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6 

CBD/SBSTTA/24/INF/6 List of references on synthetic biology 4 

CBD/SBSTTA/24/INF/7 List of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on engineered gene drives 

and living modified fis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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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STTA/24/INF/8 Report on the state of knowledge of soil biodiversity 7 

CBD/SBSTTA/24/INF/9 Synthesizing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framework on 

biodiversity 

3 

CBD/SBSTTA/24/INF/10 Report of the Expert Meeting on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the Marine Capture Fishery Sector 

6 

CBD/SBSTTA/24/INF/11 Annotations for terms and concepts used in the language of 

interim updated post-2020 goals and targets 

3 

CBD/SBSTTA/24/INF/12 Linkages between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and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CBD/SBSTTA/24/INF/13 Synthesis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fourth national 

repor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3 

CBD/SBSTTA/24/INF/14 Progress on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across agricultural 

sectors: report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7 

CBD/SBSTTA/24/INF/15 Invasive alien specie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under the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Standards 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10 

CBD/SBSTTA/24/INF/16 Indicators for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3 

CBD/SBSTTA/24/INF/17 Programme of work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8 

CBD/SBSTTA/24/INF/18 National ecosystem assessment in suppo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outlining initial impact 

8 

CBD/SBSTTA/24/INF/19 Update of the Technical Series on synthetic biology 4 

CBD/SBSTTA/24/INF/20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2020 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 as a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3 

CBD/SBSTTA/24/INF/21 Detaile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to support the 

review of the proposed goals and targets in the updated zero 

draf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3 

CBD/SBSTTA/24/INF/22 Not issued  

CBD/SBSTTA/24/INF/23 Available monitoring frameworks and information to support 

monitoring of progress towards goals and targets of the post-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with respect to marine 

and coastal biodiversity 

6 

CBD/SBSTTA/24/INF/24 Report on regional seas biodiversity under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6 

CBD/SBSTTA/24/INF/25 Supporting guidance and tools on biodiversity and health 

interlinkages and one health approaches 

9 

CBD/SBSTTA/24/INF/26 Compilation of key messages and approaches to biodiversity 

and health interlinkag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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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STTA/24/INF/27 Report of the Second Consultation Workshop of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on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Bern II) 

3 

CBD/SBSTTA/24/INF/28 Report of the virtual sessions of the Fifth Science-Policy 

Forum for Biodiversity and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3 

CBD/SBSTTA/24/INF/29 Comments from the survey on headline indicators 3 

CBD/SBSTTA/24/INF/30 Developing and measuring a gender-responsive post-2020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nformation on gender 

considerations within the draft post-2020 monitoring 

framework 

3 

CBD/SBSTTA/24/INF/31 Expert input to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ransformative actions on all drivers of biodiversity loss are 

urgently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global goals by 2050 

3 

CBD/SBSTTA/24/INF/32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biodiversity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and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and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 submission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BD/SBSTTA/24/INF/33 Global Plan of Ac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Aquatic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 submission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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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会期文件清单 

项目 3.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CBD/SBSTTA/24/L.2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及其决策者摘要 

CBD/SBSTTA/24/L.3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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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拟议监测框架的非正式文件，包

括标题指标、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新） 

项目 4.  合成生物学 

CBD/SBSTTA/24/L.5 合成生物学 

项目 5.  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CBD/SBSTTA/24/L.6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项目 6.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CBD/SBSTTA/24/CRP.2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CBD/SBSTTA/24/CRP.4 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 

项目 7.  生物多样性和农业 

CBD/SBSTTA/24/L.7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国际倡议执行情况审查与最新行

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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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D/SBSTTA/24/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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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的非正式文件（新） 

项目 10.  外来入侵物种 

CBD/SBSTTA/24/CRP.7 外来入侵物种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