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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法律和技术专家工作组 

第二次会议 

2006 年 2 月 20 日至 24 日，蒙特利尔 

 

临时议程的说明 
执行秘书的说明 

导言 

1. 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法律

和技术专家工作组（下称“工作组”）于 2005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在蒙特利尔举行了第一

次会议。工作组审议并进一步制订了关于因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而造成损害的的假设

情况，以及先前为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进行筹备工作的技术专家组所初步确定的需进一步审

议的赔偿责任和补救办法方面的各种备选办法、方式和问题。 

2. 工作组确定了其认为与工作组今后工作有关、并能够提供信息的涉及一系列领域的

文件和资料。工作组请秘书处向其第二次会议提供这些文件和资料，供会议审议。工作组

还请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各有关国际组织和有关利益方就《议定书》第 27 条所涉问

题提交进一步的看法，特别是就工作组报告所附经工作组查明的各种方式、备选办法和问

题提出进一步的看法。工作组表示希望能够以作为案文提议的形式提出这些看法，工作组

已请其联合主席在秘书处协助下综合并编制工作草案，供第二次会议审议。 

3. 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定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至 24 日在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民
航组织) 的所在地举行。 

4. 预计工作组将在第二次会议上审议根据其请求起草的资料，并在审查的基础上分析

问题和制订《议定书》27 条提到的关于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造成的损害的规则和程序的

基本组成部分的备选办法。 

 
    

  为节省经费起见，本文件印数有限。请各代表携带文件到会，不索取更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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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会议开幕 

5. 工作组的一位联合主席将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宣布会议开幕。生物多样性

公约执行秘书可能随后致欢迎词。 

项目 2.  组织事项 

2.1.  通过议程 

6. 谨提议工作组根据执行秘书经与工作组联合主席协商后编制的临时议程

（UNEP/CBD/BS/WG-L&G/2/1）通过会议的议程。 

2.2.  工作安排 

7. 谨提议工作组审议下文附件一所载拟议的工作安排和日程。 

8. 拟议的工作安排建议会议全部采取全体会议的方式进行。但工作组在认为有助于推

动或便利其工作时，也可考虑设立联络组。 

9. 会议将采取每天由上午10时至中午1时和下午3时至6时两次会议的形式进行工作，

同时提供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的同声传译。如工作组希望设联络组，则联络组将在不提供

口译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10. 为会议编制的文件清单载于下文附件二。 

项目 3. 审查与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所造成损害的赔偿

责任和补救相关的资料 

11. 在本项目下，预计工作组将根据其职权范围（第 BS-I 号决定）第 3 (d) 和 (e) 段审

议应其请求所提供的资料，以便加快工作组的工作。 

12. 在这方面，工作组已收到以下资料文件： 

(a) 确定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造成的损害，包括个案研究：会议当

记得，曾向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提供过一份资料文件（UNEP/CBD/BS/WG-L&R/1/INF/2）。
该文件主要谈及确定生物多样性所受损害的同一议题，但具体侧重于如何确定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 VII/30 号决定第 2 段所规定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定义。为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编

制的资料文件，载有来自于各个方面的信息资料（UNEP/CBD/BS/WG-L&R/1/INF/3）； 

(b) 跨国性程序，包括海牙国际私法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包括个案研究。还记

得，先前秘书处的会前文件提供了关于海牙大会的有限的信息资料，包括为作

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编制的赔偿责任和补救方面的

国家、国际和区域法律文书的最新情况 (UNEP/CBD/BS/COP-MOP/1/9/Add.1)。现在的这

一文件 (UNEP/CBD/BS/WG-L&R/2/INF/4) 提供了关于使用和协调跨国性程序的现状以及

得自海牙大会本身秘书处的海牙大会在国际私法方面各项相关努力的进一步的资料； 

(c) 国际法在赔偿责任和补救方面的最新发展，包括关于国际环境方面第三方赔
偿责任的文书。关于国际法在赔偿责任和补救方面的最新发展的资料，业已提交给工作组

的第一次会议 (UNEP/CBD/BS/WG-L&R/1/INF/4) 。还提供了关于就第三方的赔偿责任作

出了规定的各项条约现状的资料 (UNEP/CBD/BS/WG-L&R/1/INF/3) 。现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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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CBD/BS/WG-L&R/2/INF/5) 仅仅更新了以前这些文件所载资料； 

(d) 汇编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所产生的文件：(一) 联合国大会关于国家对于国际不

法行为所负责任的决议；(二)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防止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伤害的条文草

案；以及 (iii)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发生危险活动造成跨界伤害时损失的分配的原则草案。

这些材料已经作了汇编 (UNEP/CBD/BS/WG-L&R/2/INF/6)，并将提供给工作组； 

(e) 汇编各方提交的关于在评估《议定书》第 27 条提到的规则和程序的效用的标
准方面的经验和看法。工作组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请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各有关国际

组织及有关利益方分享它们的经验，并提供它们在评估《议定书》第 27 条提到的规则和程

序的效用的标准方面持有的看法。关于这些看法的呈件，已根据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所提请

求，提交给本次会议 (UNEP/CBD/BS/WG-L&R/2/INF/2)。 

13. 工作组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还请求提供关于解决因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而造成的赔

偿责任的财政担保的资料，包括有关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这方面的国家经验的资料；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安排就此问题由专家作出介绍。在这方面，将向工作组提交一份资料

文件 (UNEP/CBD/BS/WG-L&R/2/INF/7)，汇编得自瑞士再保险公司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

和曾通过电子邮件形式提交给第一次会议的资料。这一资料文件还包括了各缔约方和其他

各国政府所提供的 － 如果提供过的话 － 它们在解决因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而造成的

赔偿责任的财政担保方面的国家经验。秘书处还在探讨能否安排由专家介绍为解决因越境

转移改性活生物体而造成的赔偿责任是否能够提供财政担保的问题。 

项目 4. 分析问题和制订《议定书》27 条提到的规则和程

序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备选办法 

14. 根据其职权范围的第 4 段，工作组须根据对资料进行的审查，分析与赔偿责任和补

救有关的问题，并制订《议定书》的 27 条提到的规则和程序的主要构成部分的备选办法。  

15. 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请求就《议定书》的第 27 条、特别是就工作组根据第 27 条所确

定、并作为附件载于会议报告之后的各种方式、备选办法和问题，提供进一步的看法。工

作组表示希望能够以作为案文提议的形式提出这些看法，并已请其联合主席在秘书处的协

助下，在拟议的案文的基础上，综合并编制一份工作草案，供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审议。 

16. 为此，在本项目下，请会议审议联合主席在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有关国际组

织和各有关利益方在呈件中建议的案文综合稿的基础上编制的工作草案。工作组将收到关

于《议定书》第 27 条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各种方式、备选办法和问题的拟议案文的

综合稿 (UNEP/CBD/BS/WG-L&R/2/2)。根据工作组的请求，所提呈件的文本也已汇编成

为资料文件  (UNEP/CBD/BS/WG-L&R/2/INF/1) ，并将提供给本次会议。 

项目 5. 其他事项 

17. 在本项目下，谨提议工作组审议会议与会者提出的任何相关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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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 通过报告 

18. 请工作组根据由报告员编制和介绍的报告草案审议并通过工作组的报告。 

项目 7. 会议闭幕 

19. 预计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

法律和技术专家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将于 200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6 时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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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的拟议工作安排 

日期和时间 议程项目 

2006 年 2 月 20 日 
上午 10:00 至 10:30 时 

1.  会议开幕 

上午 10:30 至 11:00 时 
 

2. 组织事项： 
  2.1. 通过议程 
  2.2. 工作安排 

上午 11:30 时至下午 1:00 时 3. 审查与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和补

救相关的资料 

下午 3:00 至 4:30 时 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3 

下午 4:30 至 6:00 时 4. 分析问题和制订《议定书》27 条提到的规则和程序的基本

组成部分的备选办法  

2006 年 2 月 21 日 
上午 10:00 时至中午 1:00 时 

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 

下午 3:00 至 6:00 时 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 

2006 年 2 月 22 日 
上午 10:00 时至下午 1:00 时 

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 

下午 3:00 至 6:00 时 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 

2006 年 2 月 23 日 
上午 10:00 时至下午 1:00 时 

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 

下午 3:00 至 6:00 时 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 

2006 年 2 月 24 日 
上午 10:00 时至中午 12:00 时 

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 

中午 12:00 时至下午 1:00 时 5.  其他事项 

下午 3:00 至 6:00 时 6.  通过报告 
7.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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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文件清单 

文号           标题 

背景文件 

UNEP/CBD/BS/WG-L&R/2/1 临时议程 
UNEP/CBD/BS/WG-L&R/2/1/Add.1 临时议程的说明 

UNEP/CBD/BS/WG-L&R/2/2 与《议定书》第 27 条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和补救相

关的各种方式、备选办法和问题的拟议案文的综

合稿：工作草案 

资料文件 

UNEP/CBD/BS/WG-L&R/2/INF/1 就确定与《议定书》第 27 条所涉事项有关的各种

方式、备选办法和问题所提进一步意见和案文提

议汇编  

UNEP/CBD/BS/WG-L&R/2/INF/2 就评估《议定书》第 27 条提到的任何规则和程序

的效用的标准的经验和看法所提呈件汇编 

UNEP/CBD/BS/WG-L&R/2/INF/3 确定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造成的损

害，包括个案研究 

UNEP/CBD/BS/WG-L&R/2/INF/4 跨国性程序，包括海牙国际私法大会在这方面的

工作，包括个案研究  

UNEP/CBD/BS/WG-L&R/2/INF/5 国际法在赔偿责任和补救方面的最近发展，包括

国际环境法方面第三方赔偿责任的文书的现状  

UNEP/CBD/BS/WG-L&R/2/INF/6 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所产生有关文件汇编 

UNEP/CBD/BS/WG-L&R/2/INF/7 解决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造成的赔偿责任的财

政担保 

其他背景材料 

第 BS-II/9 号决定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来自

UNEP/CBD/BS/COP-MOP/2/15 号文件)  

第 BS-II/12 号决定 社会经济因素 (来自

UNEP/CBD/BS/COP-MOP/2/15 号文件) 

UNEP/CBD/COP/8/27/Add.3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第2款范围内赔偿责任和

补救问题法律和技术专家组的报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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