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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非正式筹备会议 

2021 年 3 月 8 日至 14 日 

情景设想说明 

主席的说明 

一.  导言 

1. 根据 2020 年 12 月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关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举行为期六天

的非正式会议的决定，我谨介绍定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开始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工作安

排。 

2.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的虚拟非正式筹备会议将有助于保持势头，促进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的筹备工作。非正式会议将包括就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议程

项目会前文件的发言。预期与会者的发言将类似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正式会议的一读。鼓

励与会者把发言重点放在会前文件所载建议草案。会议将不进行任何谈判，因此不会产生

正式实质性成果、决定或会议室文件。不过有一个期望，在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正式举行第

三次会议时，为提高效率，缔约方可提到其在本次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只在必要时进行

补充。 

3. 会议的主要活动包括: 

（a） 发言（相当于实体会议的一读）。所有发言都将予以记录，所有书面陈述都将

在线发布；与会者可在会前将预先录制的发言和书面陈述送交秘书处备用，以防会议期间

出现意外连接故障； 

（b） 秘书处将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共同编写非正式会议的简短程序报告，记录

发言的缔约方和观察员； 

（c） 会前将向与会者提供所有登记与会者的名单； 

（d） 每天一场会议，每场会议 3 小时，于蒙特利尔时间上午 7 时至 10 时举行，每场

会议中场休息 15 分钟； 

（e） 在线非正式会议将听取所有请求就各议程项目发言的缔约方的发言。如时间允

许，还将听取利益攸关方团体和其他观察员的发言； 

（f） 将有一个简短的开幕式，由缔约方大会主席、主席、执行秘书发言。3 月 8 日是

国际妇女节，公约秘书处将邀请一位发言者发表鼓舞人心坚定志向的简短感言； 

（g） 每个议程项目先由秘书处作介绍，然后区域和集团开始发言，但非正式会议的

开幕式和闭幕式不安排区域或集团发言； 

（h） 与往常一样，缔约方和观察员就每个议程项目的发言将遵循以往惯例，代表区

域/集团的发言不超过 5 分钟，个人发言不超过 3 分钟； 

（i） 将根据区域的请求为区域集团提供一次在线平台协商。请各区域商定适宜时间

并通知秘书处。鼓励各区域在非正式会议前一周举行区域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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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将于 2021 年 3 月 4 日、9 日、13 日开会，以进行规划，评估

进展，决定非正式会议最后一天需要处理的事项。 

二.  工作安排 

4. 以下是经主席团同意的拟议工作安排。非正式会议将尽量讨论所有议程项目（项目 8

除外，见下文所述）。不过这将取决于每个议程项目有多少缔约方请求发言。 

5. 拟议不在本次非正式会议讨论议程项目 8。第二次伯尔尼协商目前正在进行，将于

2021 年 2 月 2 日结束。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协商，其结果应纳入会前文件，供执行问题

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讨论。因此建议在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正式会议上首次讨论这一议程项

目。这也将留出更多时间讨论其他议程项目，包括列在议程末尾的项目。 

6. 还拟议把与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关的议程项目合并审议，并尽量处理与

各议定书有关的议程项目；因此将议程项目 10 移至末尾。关于议程项目 14，秘书处将提

供行政事项的最新情况，但不期待缔约方和观察员发言。 

 

注：每天会议大约进行 2 小时后有 15 分钟的休息时间。 

 

日期 议程项目 时间 说明 

2021 年 3 月 8 日 

 

1. 会议开幕 15 分钟 缔约方大会主席、执行秘书、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发言 

国际妇女节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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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4. 评估和审查《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的成效 

60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2021 年 3 月 9 日 

 

5.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 

60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的发

言 

共同主席介绍附件  

议程项目暂停 

6. 资源调动和财务机制 105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2021 年 3 月 10 日 

 

7. 能力建设、科技合作、技

术转让、知识管理和传播 

90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9. 执行情况报告、评估和审

查机制 

75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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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议程项目 时间 说明 

2021 年 3 月 11 日 

 

9.  执行情况报告、评估和审

查机制（续） 

30 分钟 

 

发言（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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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5.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续） 

45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关于《公约》相关问题的发言 

2021 年 3 月 12 日 

 

5.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续） 

45 分钟 关于《公约》相关问题的发言 

12.  《名古屋议定书》第 4 条

第 4 款范围内遗传资源获

取和惠益分享专门性国际

文书 

90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13.  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

（《名古屋议定书》第 10

条） 

30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2021 年 3 月 14 日 

 

13.  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

（《名古屋议定书》第 10

条）（续） 

60 分钟 发言 

10.  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

下各进程的成效 

60 分钟 秘书处介绍议程项目（5 分钟） 

发言 

14.  行政和预算事项 20 分钟 秘书处介绍最新情况 

非正式会议闭幕 15 分钟 

 

缔约方大会主席、执行秘书、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主席发言 

 总时数 18 小时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议程项目 5 的处理 

7.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要审议的许多问题与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直接相

关。议程项目 3、4、6、7、8、9、11 下的讨论将特别重要。鉴于这些相互联系，为了避

免平行讨论，与这些议程项目和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关的问题将在相关议程

项目下而不在议程项目 5 下审议。例如，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资源调动的相关

问题将在关于资源调动的议程项目 6 下处理，而不在议程项目 5 下处理。因此议程项目 5

下的讨论应侧重： 

（a） 其他议程项目未涵盖的问题，包括： 

（一） 全局性或跨领域问题； 

（二） 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20 年后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行动计

划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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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0 年后时期性别行动计划； 

（四） 2020 年后时期传播计划； 

（五） 关于即将举行的会议的日期、地点和周期的建议。 

8. 请注意，为了便于审议与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关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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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一组问题，希望执行问题附属机

构提供投入。这些问题载于 CBD/SBI/3/4 号文件附件，讨论上述议程项目过程中可能会自

然涉及。不过仍请缔约方在审议过程中记得讨论这些问题。 

9. 考虑到这些，议程项目 5 将安排如下: 

（a） 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第一轮发言； 

（b） 随后工作组共同主席介绍 CBD/SBI/3/4 号文件所载附件。这一介绍将有助于各代

表团就议程项目 6、7、9、11 发言时审议附件所载问题。然后议程项目 5 将暂停； 

（c） 议程项目 6、7、9、11 完成后将重开议程项目 5，以便就尚未讨论的上述问题

（第 7 段）进行第二轮发言。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