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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第三次会议（续会）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29 日，瑞士日内瓦 

议程项目 2 

 附加补充说明的临时议程 

导言 

1.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于2021年5月16日至6月13日在线举行。

鉴于目前Covid-19大流行疫情的特殊情况以及举行在线会议的复杂性，会议商定最后确定

附属机构工作和建议将推迟到附属机构续会，如会议第一阶段的报告（CBD/SBI/3/20）所

述，续会计划面对面举行。因此，面对面续会定于2022年3月14日至29日在瑞士日内瓦与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第

三次会议同时举行。续会原定2022年1月举行，因故推迟。请注意，现场登记和区域筹备

会议将于3月13日举行，各机构的开幕全体会议将于3月14日举行。 

2. 本文件补充了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过的临时议程和附加说

明的议程（CBD/SBI/3/1和Add.1），根据第一阶段会议开展的工作（见CBD/SBI/3/20）以

及第一阶段会议以来的任何闭会期间工作，提供了两个议程的最新情况。 

3. 续会的拟议工作安排载于同时举行的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续会、科学、技

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第三次会议

的情景设想说明（CBD/SBI/3/1/Add.2/Rev.2）。 

项目1.  会议开幕 

4.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续会、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将于2022年3月14日星期一上午10时联合开幕，

各机构主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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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5. 如 上 所 述 ， 执 行 问 题 附 属 机 构 第 三 次 会 议 第 一 阶 段 会 议 通 过 了 议 程

（CBD/SBI/3/1）。 

6. 将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审议续会的工作安排（CBD/SBI/3/1/Add.2/Rev.2），以供      

通过。 

                                                 
* 2022 年 2 月 7 日重发，以更新会议日期和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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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二载有会议文件清单。 

项目3.  审查《公约》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 

8.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审议了议程项目3，并核准了建议草案

CBD/SBI/3/L.4，供以后正式通过。 

9. 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并通过文件CBD/SBI/3/L.4所载建议草案。 

项目4.  评估和审查《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成效 

10.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4，核准了经口头修正的

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CBD/SBI/3/L.2供以后正式通过。 

11. 因此，预计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并通过文件CBD/SBI/3/L.2所载建议         

草案。 

12. 建议草案提及支持《卡塔赫纳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的分析。第四次国家报告如

果收到80%，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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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这一         

分析。 

项目5.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3.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5，并编写了两份会议室

文件（CBD/SBI/3/CRP.9 和CBD/SBI/3/CRP.14）。 

《卡塔赫纳议定书》的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计划 

14. 在一个联络小组协助下，主席编写了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计

划的建议草案，供全体会议审议。 

15. 附属机构同意将对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CBD/SBI/3/CRP.14）的审议推迟到会议的

第二阶段。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文件CBD/SBI/3/CRP.14所载建议草案，并通

过一项建议。 

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关的其他事项 

16. 附属机构同意将主席提交的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其他相关事项的建议草

案推迟到会议第二阶段审议。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文件CBD/SBI/3/CRP.9所

载建议草案，并通过一项建议。 

17. 建议草案提到将由缔约方大会通过的2020年后时期的性别平等行动计划

（CBD/SBI/3/CRP.9, 脚注1）。如会议第一阶段的报告（CBD/SBI/3/20, 附件）所附闭会期

间工作清单所示，性别平等行动计划大纲修订草案已经印发，供附属机构审议

（CBD/SBI/3/4/Add.2/Rev.2）。 

18. 建议草案还提到一个传播战略框架（CBD/SBI/3/CRP.9, 脚注2）。如会议第一阶段报

告所附闭会期间工作清单所示（CBD/SBI/3/20, 附件），已经编写一份该框架的修订草案

CBD/SBI/3/4/Add.1/Rev.1供附属机构审议。 

项目6.  资源调动和财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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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6。 

A.  资源调动 

20. 主席在一个联络小组协助下编写了一份关于资源调动的建议草案，供全体会议 审议。 

21. 附属机构同意将对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CBD/SBI/3/CRP.15）的审议推迟到会议第

二阶段。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一个联络小组进一步协助下，在续会审议文件

CBD/SBI/3/CRP.15所载建议草案，并通过一项建议。 

22. 在进一步审议该建议草案时，附属机构可以注意到会议第一阶段的报告

（CBD/SBI/3/20，附件）所附闭会期间工作清单所示下列文件： 

(a) 对缔约方收到的财务报告框架的最新分析（见建议草案脚注4） 

(b) 可能设立的财务报告框架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草案（见建议草案              

脚注5）。 

B.  财务机制 

23. 在一个联络小组的协助下，主席编写了关于财务机制的建议草案，供全体会议审议。 

24.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核准了经口头修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CBD/SBI/3/L.3供以

后正式通过。 

25. 因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预计将在第三次会议续会审议并通过载于文件

CBD/SBI/3/L.3的建议草案。 

26. 如建议草案（CBD/SBI/3/L.3，脚注6）所示，决定草案的补充内容将在缔约方大会第

十五届会议之前拟订，因此，预计附属机构拟订此类补充内容将考虑到下文所列按照会议

第一阶段的报告（CBD/SBI/3/20，附件）所附闭会期间工作清单编写的若干补充文件，以

及将为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

议和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编写的其他决定草案： 

(a) 评估全环基金第八次增资需求专家小组的最新报告1 （CBD/SBI/3/6/Add.2/     

Rev.1），编写时考虑到缔约方对调查表的补充答复； 

(b) 四年期方案重点框架提案草案2（CBD/SBI/3/6/Add.4）。 

27. 此外，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大会的报告定稿将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之前

提交。 

项目7.  能力建设、科技合作、技术转让、知识管理和传播 

28.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审议了议程项目7，并编写了四份建议草案。 

能力建设、科技合作以及技术转让 

29. 在一个联络小组协助下，主席编写了关于能力建设和发展、科技合作以及技术转让的

建议草案，供全体会议审议。附属机构决定将对主席提交建议草案的审议推迟到会议第二

                                                 
1 见 CBD/SBI/3/20, 第 79 段。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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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0. 因此，预计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在一个联络小组进一步协助下审议载于文件

CBD/SBI/3/CRP.13的建议草案，并在其第三次会议续会通过一项建议。 

知识管理和信息交换所机制 

31. 在一个联络小组的协助下，主席编写了关于能力建设和发展、科技合作以及技术转让

的 建 议 草 案 ， 供 全 体 会 议 审 议 。 附 属 机 构 同 意 将 对 主 席 提 交 的 建 议 草 案

（CBD/SBI/3/CRP.4）的审议推迟到会议第二阶段。 

32. 因此，预计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在一个联络小组进一步协助下审议载于文件

CBD/SBI/3/CRP.4的建议草案，并在其第三次会议续会通过一项建议。 

传播 

33.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核准了建议草案CBD/SBI/3/L.5，供以后正式通过。 

34. 因此，预计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在第三次会议续会审议并通过载于文件

CBD/SBI/3/L.5的建议草案。 

支持有效执行《名古屋议定书》的能力建设和发展 

35. 主席编写了一份关于支持有效执行《名古屋议定书》的能力建设和发展的建议草案，

供全体会议审议。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同意将对主席提交建议草案（CBD/SBI/3/CRP.6）的

审议推迟到会议第二阶段。 

36. 因此，预计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审议载于文件CBD/SBI/3/CRP.6的建议草案，并在其

第三次会议续会通过一项建议。 

项目8.  与其他公约、国际组织和倡议的合作 

37.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审议了议程项目8。在审议该项目时，附属机

构收到执行秘书的一份说明（CBD/SBI/3/10），其中包括一项建议草案的内容和几份资料

文件。附属机构决定在附属机构续会继续对关于这个议程项目的文件进行一读。因此，预

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继续审议这一项目，并编写一份关于与其他公约、国际组织和倡议合

作的建议，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审议。 

项目9.  报告、评估和审查机制 

38.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审议了议程项目9。 

39. 在一个联络小组协助下，主席编写了一份关于报告、评估和审查机制的建议草案，供

全体会议审议。附属机构决定将对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CBD/SBI/3/CRP.5)的审议推迟到会

议第二阶段。 

40. 因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预计将审议载于文件CBD/SBI/3/CRP.5的建议草案，并在其

第三次会议续会通过一项建议。 

41. 建议草案在脚注中提到若干文件。在审议建议草案时，附属机构不妨考虑会议第一阶

段的报告（CBD/SBI/3/20）所附闭会期间工作清单中所示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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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执行秘书关于根据《公约》及其《议定书》提交国家报告的订正说明，包括非

国家行为者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额外承诺模板草案3（CBD/SBI/3/11/Add.1/ 

Amend.1）； 

(b) 根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新或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的指导意见草案4 （CBD/SBI/3/11/Add.4）； 

(c)   第七次国家报告的指南和模板5 （CBD/SBI/3/11/Add.6）； 

(d)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不限成员名额论坛逐国审查的工作方式6 （CBD/SBI/3/11/ 

Add.5）。 

项目10.  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下各进程的成效 

42.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审议了议程项目10。 

43. 主席编写了一份关于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下各进程的成效的建议草案，供全体会

议审议。 

44.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决定将对主席提交建议草案（CBD/SBI/3/CRP.10）的审议推迟到

会议第二阶段。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载于文件CBD/SBI/3/CRP.10的建议草

案，并通过一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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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审议了议程项目11，并提出两项建议。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部门和跨部门主流 

46. 主席编写了一份关于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部门和跨部门主流的建议草案，供全体会议 

审议。 

47.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决定将对主席提交建议草案（CBD/SBI/3/CRP.16）的审议推迟到

会议第二阶段。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载于文件CBD/SBI/3/CRP.16的建议草

案，并通过一项建议。 

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城市和其他地方当局的参与 

48. 主席编写了一份关于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城市和其他地方当局的参与以加强执行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建议草案，供全体会议审议。 

49.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决定将对主席提交建议草案（CBD/SBI/3/CRP.8）的审议推迟到会

议第二阶段。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载于文件CBD/SBI/3/CRP.8的建议草案，

并通过一项建议。 

项目12. 《名古屋议定书》第4条第4款范围内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专

                                                 
3 拟议决定草案附件 B；见 CBD/SBI/3/CRP.5 脚注 3。 

4 拟议决定草案附件 A；见 CBD/SBI/3/CRP.5 脚注 2。 

5 拟议决定草案附件 C；见 CBD/SBI/3/CRP.5 脚注 4。 

6 拟议决定草案附件 D；见 CBD/SBI/3/CRP.5 脚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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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性国际文书 

50.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阶段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12，并核准了关于《名古屋议定

书》第四条第4款范围内的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专门性国际文书的建议草案，供以后

正式通过。 

51. 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并通过载于文件CBD/SBI/3/L.6的建议草案。 

项目13.  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名古屋议定书》第10条） 

52.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在会议第一阶段审议了议程项目13。 

53. 在一个联络小组协助下，主席编写了关于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的建议草案，供全体

会议审议。 

54. 附属机构决定将对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CBD/SBI/3/CRP.12）的审议推迟到会议第

二阶段。因此，预计附属机构将在续会审议载于文件CBD/SBI/3/CRP.12的建议草案，并通

过一项建议。 

项目14.  行政和预算事项 

55.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在2021年6月13日会议第一阶段第九次全体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

13 ， 收 到 执 行 秘 书 关 于 《 公 约 》 及 其 议 定 书 预 算 趋 势 的 订 正 说 明

（CBD/SBI/3/17/Rev.1），提供了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秘书处财务和行政

事项的最新情况。关于行政和财务事项的相关信息，如缴款表、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可

在《公约》网站查阅，网址是https://www.cbd.int/information/adm-fin/。 

56. 因此，预计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不会在续会上讨论这一项目。 

项目15.  其他事项 

57. 在本项目下，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可处理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其他事项。 

项目16.  通过报告 

58. 将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根据报告员编写的报告草案审议并通过续会的工作报告。 

项目17.  会议闭幕 

59. 预计会议将于2022年3月29日下午6时联合闭幕。将请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主席

致闭幕词。  

https://www.cbd.int/information/adm-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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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最新工作文件清单 

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I/3/1 临时议程 2 

CBD/SBI/3/1/Add.1/Rev.2 经订正的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2 

 

CBD/SBI/3/1/Add.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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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会议续会的情景设想说明 

      2 

 

CBD/SBI/3/1/Add.2/Rev.1 情景设想说明 2 

CBD/SBI/3/1/Add.3 （新） 附加补充说明的临时议程 2 

CBD/SBI/3/2 

 

公约和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及爱

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执行进展情况 

3 

CBD/SBI/3/2/Add.1 修订/更新和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包括国家目标）的最新进展情况 

3 

CBD/SBI/3/2/Add.2 缔约方所定目标的贡献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

进展分析 

3 

CBD/SBI/3/2/Add.3 审查《2015-2020 年性别平等问题行动计划》的

执行情况 

3 

CBD/SBI/3/2/Add.4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知识和可持续习惯使用的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8 的进展情况 

3 

CBD/SBI/3/L.4 审查《公约》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

计划》的执行进展 

3 

CBD/SBI/3/3 评估和审查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成效 4 

CBD/SBI/3/3/Add.1 

 

用于评估和审查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成效以

及最终评价卡塔赫纳议定书 2011-2020 年战略计

划的信息分析 

4 

CBD/SBI/3/L.2 评估和审查《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成效 4 

CBD/SBI/3/4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5 

CBD/SBI/3/4/Add.1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函件 5 

CBD/SBI/3/4/Add.1/Rev.1 （新）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宣传 5 

CBD/SBI/3/4/Add.2/Rev.2 （新） 2020 年后性别平等行动计划 5 

CBD/SBI/3/CRP.9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 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关的其他事项 

5 

CBD/SBI/3/CRP.14 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5 

CBD/SBI/3/5 资源调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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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I/3/5/Add.1 评估和审查资源调动战略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20：资源调动问题专家小组第一次报告摘要 

6 

CBD/SBI/3/5/Add.2/Rev.1 （新） 执行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资源估

算：资源调动问题专家小组最新报告 

6 

CBD/SBI/3/5/Add.3 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资源调动部分

草案的贡献：资源调动问题专家小组第三次报告 

6 

CBD/SBI/3/5/Add.4 （新） 财务报告框架可能的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草案 

 6 

CBD/SBI/3/6 对财务机制的指导意见 6 

CBD/SBI/3/6/Add.1 全球环境基金的初步报告 6 

CBD/SBI/3/6/Add.2/Rev.1 （新） 

 

关于评估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八次增资期执

行《公约》及其议定书所需资金数额的最新报告 

6 

CBD/SBI/3/6/Add.3 财务机制：根据第 XIII/21 号决定第 9 段各生物

多样性相关公约所提建议要点 

6 

CBD/SBI/3/6/Add.4 财务机制: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八次增资期

（2022 年 7 月至 2026 年 6 月）注重成果的四年

期方案优先事项框架提案及其他相关事项 

      6 

CBD/SBI/3/L.3 财务机制 6 

CBD/SBI/3/CRP.15 资源调动 6 

CBD/SBI/3/7 能力建设、科技合作和技术转让 7 

CBD/SBI/3/7/Add.1 支持执行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长期

能力发展战略框架草案 

7 

CBD/SBI/3/7/Add.2 加强科技合作支持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建议 

7 

CBD/SBI/3/8 知识管理和信息交换所机制 7 

CBD/SBI/3/8/Add.1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知识管理构成

部分 

7 

CBD/SBI/3/9 传播 7 

CBD/SBI/3/L.5 传播 7 

CBD/SBI/3/CRP.4 知识管理和信息交换所机制 7 

CBD/SBI/3/CRP.6 支持有效执行《名古屋议定书》能力建设和发展

战略框架的评价报告 

7 

CBD/SBI/3/CRP.13 能力建设和发展、科技合作、技术转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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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I/3/10 与其他公约、国际组织和倡议的合作 8 

CBD/SBI/3/11 增进规划、报告和审查机制以加强《公约》执行

的备选办法 

9 

CBD/SBI/3/11/Add.1 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国家报告 9 

CBD/SBI/3/11/Add.1/Amend.1 

（新） 

公约下的国家报告：第七次和第八次国家报告的

订正指南和模板草案 

      9 

CBD/SBI/3/11/Add.2 增强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和里约三公约之间国家

报告工作的协同作用的备选办法 

9 

CBD/SBI/3/11/Add.3/Rev.1 关于提交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国

家承诺和贡献的进一步信息和模板草案 

9 

CBD/SBI/3/11/Add.4 （新） 根据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新或修订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指南草案 

9 

CBD/SBI/3/11/Add.5 （新） 逐国审查执行情况的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不限成员

名额论坛的工作方式 

9 

CBD/SBI/3/11/Add.6 （新） 全国政府以外的行为体在加强规划、审查和报告

机制方面的承诺 

 

CBD/SBI/3/CRP.5 加强规划、报告和审查机制的备选方案，以期加

强《公约》的执行 

9 

CBD/SBI/3/12 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下各进程的成效         10 

CBD/SBI/3/CRP.10 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下各进程的成效 10 

CBD/SBI/3/13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部门和跨部门主流以及加强执

行工作的其他战略行动——主流化长期办法 

11 

CBD/SBI/3/13/Add.1 
主流化长期办法行动计划 

11 

CBD/SBI/3/CRP.8 与次国家政府、城市和其他地方当局互动加强执

行 2020 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1 

CBD/SBI/3/CR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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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BD/SBI/3/14 《名古屋议定书》第 4 条第 4 款范围内遗传资源

获取和惠益分享专门性国际文书 

12 

CBD/SBI/3/L.6 《名古屋议定书》第 4 条第 4 款范围内遗传资源

获取和惠益分享专门性国际文书 

     12 

CBD/SBI/3/15 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名古屋议定书第 10

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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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I/3/15/Add.1 确定在跨界情况下发生的或无法准予或获得事先

知情同意情况下的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

传统知识的具体案例的研究 

     13 

CBD/SBI/3/CRP.12 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名古屋议定书》第

10 条） 

     13 

CBD/SBI/3/16 

 

评价支持执行名古屋议定书的能力建设战略框架  7 

CBD/SBI/3/17/Rev.1 

 

《公约》及其议定书的预算趋势      14 

CBD/SBI/3/18 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草

案（2021-2030 年） 

       5 

CBD/SBI/3/19 与次国家政府、城市和其他地方当局互动加强执

行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1 

CBD/SBI/3/20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的报

告 

 

 

资料文件 

CBD/SBI/3/INF/1 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apacity-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to suppor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goya Protocol 

7 

CBD/SBI/3/INF/2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the strategy for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20: First 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Resource Mobilization 

6 

CBD/SBI/3/INF/3 Results of the survey to evaluate the use by Parties of the 

online reporting tool for the sixth national report 

9 

CBD/SBI/3/INF/4 Voluntary peer review of the re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c action plan 2016-

2022 of Sri Lanka 

9 

CBD/SBI/3/INF/5 Estimation of resources needed for implementing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Preliminary 

second 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Resource 

Mobilization: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6 

CBD/SBI/3/INF/6 Progress on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across 

agricultural sectors: report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8, 11 

CBD/SBI/3/INF/7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approv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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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I/3/INF/8 The Data Reporting Tool for MEAs (DaRT) - A tool for 

biodiversity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suppor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7, 9, 10 

CBD/SBI/3/INF/9 Report of the study to inform the preparation of a long-

term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apacity-building beyond 

2020 

7 

CBD/SBI/3/INF/10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the Subnational 

Government Experience 

11 

CBD/SBI/3/INF/11 Updated analysis of experience under the Convention and 

other processe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a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mechanism 

9 

CBD/SBI/3/INF/12 Not issued  

CBD/SBI/3/INF/13 Not issued  

CBD/SBI/3/INF/14 Preliminary fin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hort-term action plan (2017-2020) to enhance and 

support capacity-build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its Protocols 

7 

CBD/SBI/3/INF/15 Proposals for an inclusive process to review and renew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programmes 
7 

CBD/SBI/3/INF/16 Options for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facilitate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7 

CBD/SBI/3/INF/17 Preliminary list of relev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networks facilitating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t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levels 

7 

CBD/SBI/3/INF/18 Progress report on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the Bio-Bridge Initiative 

7 

CBD/SBI/3/INF/19 Driving ambition through national biodiversity 

commitments – bringing experiences from other sectors 

to bear 

9 

CBD/SBI/3/INF/20 Actors other than national governments in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 Catalyzing ambition and 

action 2020-2030 

9 

CBD/SBI/3/INF/21 Action plan for the long-term approach to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mpilation of releva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11 

CBD/SBI/3/INF/22 Report of the Thematic Workshop on Human Rights as 

Enabling Condition in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5 

CBD/SBI/3/INF/23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submissions received from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pursuant to paragraph 9 

of decision XIII/21 

6 

CBD/SBI/3/INF/24 Interim report on the full assessment of funding necessary 

and availa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eighth replenishment period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July 2022 to June 20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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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I/3/INF/25 The Edinburgh Process for Sub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Edinburgh Declaration 

11 

CBD/SBI/3/INF/26 The Edinburgh Process for Sub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Plan of Action 

Consultation Responses 

11 

CBD/SBI/3/INF/27 Status of corporate biodiversity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with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global policy 

context 

11 

CBD/SBI/3/INF/28 The Global Taxonomy Initiative in Support of the Post-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5, 7 

CBD/SBI/3/INF/29 Report of the Second Consultation Workshop of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on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Bern II) 

5, 6, 7, 

8, 9, 11 

CBD/SBI/3/INF/30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in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3, 5 

CBD/SBI/3/INF/31 Report of activities concerning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itiatives 

8 

CBD/SBI/3/INF/32 Progress in implementing actions to enhance synergies 

among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8 

CBD/SBI/3/INF/33 Review of the Fifth Joint Work Plan Between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 (2011-2020) 

8 

CBD/SBI/3/INF/34 Report on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 for Tropical Forest Biodiversity 

8 

CBD/SBI/3/INF/35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on Forests (CPF) Work Plan 

2021-2024 

8 

CBD/SBI/3/INF/36 A review of definitions, data, and methods for country-

level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of primary forest - a 

discussion paper for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8 

CBD/SBI/3/INF/37 How to enhance planning, reporting, and review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9 

CBD/SBI/3/INF/38 Supporting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agenda: a United 

Nations system commitment for action to assist member 

states delivering on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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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标题 
议程 

项目 
CBD/SBI/3/INF/39 A common approach to 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and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o 

United Nations policy and programme planning and 

delivery 

7, 8 

CBD/SBI/3/INF/40 Voluntary peer review (VPR) of the re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5-2025 (NBSAPII) of Uganda 

9 

CBD/SBI/3/INF/41 Draft post-2020 gender plan of action – highlighting 

linkages with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5 

CBD/SBI/3/INF/42 Developing and measuring a gender-responsive post-

2020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nformation on gender 

considerations within the draft post-2020 monitoring 

framework 

5 

CBD/SBI/3/INF/43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additional submissions 

received from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pursuant 

to paragraph 9 of decision XIII/21 

6 

CBD/SBI/3/INF/44 Report of the full assessment of funds need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its Protocols 

during the eighth replenishment period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July 2022 to June 2026) 

6 

CBD/SBI/3/INF/45 Aligning the COP guidance to the GEF with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6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