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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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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指标  

执行秘书的说明 

I. 导言 

1.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政府间委员会(ICCP)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有效执行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中包括了一些为促进其有效执行的关键过程/步
骤。其中一个过程就是制定评价能力建设措施的指标。行动计划指出“必须制定评价能力建设措

施的指标（如项目、计划或其他类型的举措）”。为协助 ICCP 审议这一问题，执行秘书制定了

一系列监测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初步目标，详见执行秘书为 ICCP 第三次会议准备的关于能力建

设的说明(UNEP/CBD/ICCP/3/6)。 

2.  ICCP 的第三次会议注意到秘书处准备的初步指标，并请缔约方、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在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COP-MOP)之前向执行秘书提出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 ICCP 还请执行秘书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修改后的指

标，提交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审议。  

3. 截至 2003 年 9 月 30 日，以下政府和组织提交了意见和建议：澳大利亚，全球行业联盟 
(GIC) 和全球自然基金（WWF）  。所提交的意见和建议已作为资料性文件编纂成册

(UNEP/CBD/BS/COP-MOP/INF/2)。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联络小组于 2002 年 11 月 11 至 12 日召开会

议，也提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见。     

                                                      
*  UNEP/CBD/BS/COP-MOP/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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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说明提出了一系列修改过的指标，其基础是所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及生物安全能力建设

联络小组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本说明还提出了一个可用于根据具体案例制定指标及指标作用的概

念框架，以及政府和相关组织在监测其各自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设项目的进展、绩效和成就方面如

何使用这些指标的指导原则。本说明的附件详细列出了各项指标。   

II. 为促进生物安全而进行的能力建设的指标: 概念框架  

5. 指标是监测和评估为有效执行《议定书》而进行的必要的能力建设项目和计划是否成功的

主要工具。了解正在采取哪些能力建设方面的行动，其执行情况如何，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在建

设所需要的能力方面已取得哪些进展，其成功程度如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制定

可在不同情况下使用的标准和指标，以评估和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的质量、有效性和影响。 1/   大
量能力建设项目的经验表明，需要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结合项目的整体目标进行评估。 

6. “指标”一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从字面上讲，“指标”可以是某一实体的状态或

位置的指针；是衡量变化的尺子，是指示趋势的指示器或提供预警的信号。 2/   指标也可以被描

述为用于指示某一实体状态特征的统计项或变量，衡量绩效和成就并指示实现特定目标或结果的

整体进展。 3/   全球自然基金(WWF) 将指标描述为用于衡量和沟通成绩的工具。 4/   多数指标是

以绝对数字或相对量（百分比，比率，平均数，比重或率）或类别变量（如某物的存在或不存

在）表示的。指标并不直接衡量某一特性，而是提供一种对所衡量之特性的状态或发展趋势的指

示。 

7. 在监测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方面，指标可用于比照已订的标准评估能力建设项目

的绩效，成就和影响，并可用于评估是否实现了所希望的结果。换句话说，指标提供了一种方

法，使我们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所希望的目标和结果，相关的项目执行得如何（是否有

效、高效），以及某些具体产出对实现整体目标/结果起了多大作用等。  

8. 与其他领域相比，使用指标监测能力建设活动还不太发达。很难找到和设计从质量上衡量

机构和人力资源能力的有意义的指标。但近年来，已经在开发用于衡量机构和能力建设项目的绩

效、管理的有效性和影响的工具和指标。 5/ 

9. 指标可按照执行情况的测定范围在多级别设定（参见以下图 1）。指标的最低一级包括用

于测定或评估某项目或计划特别行动执行情况的指标（如，在“投入 – 产出一级”）。例如，用

于评估培训课程的指标可基于参加培训的人数。此类指标有助于评估是否有效或胜任地执行了具

体行动。然而，这些低级别指标对某既定能力建设项目或计划的特定行动描述得非常具体，但不

太适用于在高级别（国家，区域或全球一级）监测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因此，重要的是根据目

                                                      
1/   参见 Virgin I. 和 Fredrick, R.J., 1996 年。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制订评估标准，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

生物技术咨询委员会。.   
2/  参见: http://www.inece.org/forumsindicators_introduction.html#back。 

3/  参见: http://www.bnia.org/indicators_main.html.。 

4/  WWF, 1997 年。 成功的标志，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及新经济基金会，第 27 页。 
5/  西澳大利亚政府，1997 年。起草执行情况指标 – 实用指南。参见: 

http://www.audit.wa.gov.au/reports/performanceindicators.html. 

http://www.inece.org/forumsindicators_introduction.html
http://www.bnia.org/indicators_main.html
http://www.audit.wa.gov.au/reports/performanceindica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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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确定最合适的级别, 以明确能力建设活动的范围和时间。 6/   本说明所建议的指标侧重各项能力

建设措施的效果级别，即按照行动计划的关键性部分的范围，从普遍预期的能力建设效果或结果

方面监测其情况和进展。 

图 1:执行情况的测定和指标范围 

影响指标 结果指标或 
成果指标 

执行情况或投

入-产出指标 

影响  结果  产出 活动  

 

10. 为求出其最大价值，这些指标必须在较宽泛的政策拟定或战略计划过程中加以设定和使

用，包括：需求确认和评估，形势分析，制订计划，目标设定，执行情况，以及监测和评价。就

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工作而言，各项指标必须与目标，基本组成部分以及设想的能力建设行动计

划的效果／结果紧密结合。其联动通过以下图 2 即可清楚看出。  

图 2:目标，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效果和指标之间的联动 

评估指标 

能力建设测定（项目，计划，主动行动） 

预期效果 – 加强了行动计划确定的关键性组

成部分的能力 

目标 – 通过发展和强化能力有效地执行《议

定书》 

 
                                                      

6/   Connolly, P. 和 York, P., 2002 年。“评估非盈利组织的能力建设工作”，刊载于《组织发展实务》

（OD Practitioner）第 34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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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会认识到，这些指标无法适用于所有情况以及所有目的。通常这些指标是针对不同的地

点和情况设定的，其综合性和效用性取决于各国的具体需求，目标和重点以及当时的情势。适于

某一情况或国家的指标可能不适合另一情况或国家，而因某一目的被视为好的成功测定法可能并

不适用于另一目的 7/  显然，设定一系列指标并不实用或非常有用。因此，唯一可行的是制订一个

宽泛的指标框架，以适应并用于不同的情况。 

12. 本文件所列的一系列能力建设指标旨在协助各缔约方和有关组织思考对有效执行能力建设

行动计划至关重要的不同方面（参见执行秘书关于能力建设的说明（UNEP/CBD/BS/COP-
MOP/1/6）），并为制订具体性指标，以在不同级别监测不同行动的进展及影响提供一个基础。

附录所载的各项指标并非规定性指标，而是旨在提供一个样本，用于（如合适的话）在各个级别

监测行动计划的总体执行情况。附件也旨在为各国和有关组织提供一个参考依据，以确定监测各

自的能力建设活动的问题，方法和原因。 

13. 为便于参考，该系列指标与行动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范围一并提出，包括执行行动计划

不同部分的预期结果，以及显示其状态的相应指标或测定其取得各自结果的进展情况。 

III. 指标在行动计划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14. 指标是促进有效执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重要工具。其在政策，项目或计划执行周期各阶

段都有用处，包括：评审，设计，执行，监测，评估和报告。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指标用于监测

和评估行动。就行动计划而言，本说明附件所载系列指标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缔约方，各国政

府和有关组织监测和评价执行的状况和进展情况。此外，这些指标也用于其他重要的目的，其简

况如下： 

(a) 监测进展／完成情况： 指标为测定和跟踪系列目标和结果的进展／完成情况提供

了基本标准和衡量标准。换言之，这些指标有助于确定具体的能力建设计划的成果（效果）和影

响（即具体的产出对构建所需能力有何贡献，或解决了哪些具体的能力需求）； 

(b) 监测执行情况： 指标有助于评估和评审具体的能力建设措施的执行情况（即就效

果的及时性，质量，效率，效益，适应性及有效性而言的执行情况），以及确定和促进有助于执

行的最佳工作方法（基本标准）； 8/ 

(c) 保证活动的目标正确： 指标提供了里程碑和衡量标准，使行动朝着既定的目标／

结果发展，并侧重确定的关键性需求和距离。就这一方面而言，指标可帮助采取更集中且更具适

应性的方法，进行能力建设，并提供测定效率的具体方法；  9/   

(d) 在计划和政策制订过程中设定清晰的目标和对象： 指标有助于设定清楚而一致的

能力建设目标和目的，并采取战略性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和具体对象。就此而言，指标有助于

改善设计和执行能力建设计划和战略，并侧重资助实现这些计划的战略。作为该项政策，战略和

行动计划制订过程的一部分，指标提供了基本标准和目标衡量标准，据此判定成功； 
                                                      

7/  Duffy, R. 1998 年。“测定遵守和执行计划的结果”，第 四 届 国 际 环 境 守 法 及 执 法 会 议议事

录。参见: http://www.inece.org/4thvol1/duffy2.pdf。 
8/  效率指总投入（时间，财务，人力和物质资源）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这一投入／产出关系注重投入所

取得的成果，而不是这些成果取得的过程。参见: http://www.audit.wa.gov.au/reports/performanceindicators.html。 
 9/  Morgan, P., 1999 年。能力建设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监测更新 – 我们学到了什么？为加拿大安大略省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起草的报告。 

http://www.inece.org/4thvol1/duffy2.pdf
http://www.audit.wa.gov.au/reports/performanceindica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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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评估和报告： 指标可帮助缔约方和有关组织评估和报告其在各个级别执行行动计

划的情况，填写《议定书》下的报告要求，或为援助方和他方评估和报告。同样地，指标可用于

促进评估和报告能力建设行动各阶段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成就； 

(f) 促进责任的确定： 指标是以成效为基础确定责任的重要工具。它们以清晰而透明

的方式，提供了目标标准和向有关当局，公众，援助方和其他有关方通报能力建设行动的成果和

成就的工具； 

(g) 标示成就： 指标提供了确认和巩固成就以及宣告成功的工具。这在能力建设行动

中，对鼓舞参与方，激发公众的兴趣和援助方的支持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就此而言，指标也

有助于确认和推广成功的经验； 

(h) “警示”作用： 指标有助于确认主要的缺陷，差距和弱点，从而帮助有关参与方

及时干预，及／或调整所采取的措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这样，指标即提供了评价和改善执行

情况的基础，这就是说，有助于确认不同的方式，提高能力建设行动的执行情况； 

(i) 促进对能力需求的深入评估： 指标还可成为组织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例如，提高

人们对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需求以及应采取的措施的意识和普遍理解。指标可帮助有关参与方通

过“因果”关系进行思索，考虑采取合适的干预，做出有根有据的决策，并制订系统的行动计

划，侧重业经确认的需求和差距，采取更具适应性的，更集中的方法进行能力建设； 

(j) 促进自我评估： 指标提供了促进自我评估的工具，审议并反馈能力建设的执行情

况。指标协助有关项目实施方确保其活动目标明确，并以集中的，有效的，目的明确的方式执

行。  

15. 由于资源日趋减少，而对现有有限资源的需求却日益增加，许多决策者和援助方要求项目

清楚地表明其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因此，指标在测定和跟踪进展情况，并向决策者，纳税人，援

助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汇报成就，提供有关情况，能力建设工作的进展和效果等信息。 

IV. 使用系列指标的指导原则  

16. 能力建设指标可在不同的级别 – 项目，国家，区域或全球一级 – 以及在战略和运行级别设

定和使用。尽管使用各不相同，但制订和使用指标的过程涉及共同的基本原则和程序。缔约方和

有关组织在使用本文件所述系列指标制订区域性，国家或项目指标，以监测和评估其行动计划的

执行情况时，须考虑这些。 

17. 多年来从各类监测和评估计划中得到的经验表明，好的指标必须具有某些特点，而重要的

原则必须应用于其制订和运用。各国须加以考虑的主要原则举例如下： 

(a) 制订指标应结合能力建设行动的总体目标和预期效果。该指标应测定其向总体目

标，预期结果和具体产出的进展情况； 

(b) 指标应相对简单，清楚，易于了解，易于测定。指标无需特别高级的技艺去识别和

用于监测能力建设活动以以及判定现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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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标应传达有关能力建设活动状态，进展和成就的有意义的及相关的信息，并有助

于确定差距和进一步采取行动以消灭差距的，富有成效的对话；   

(d) 指标应以合适的等级设定和使用，并在适于决策和宣传的水平提供信息； 

(e) 好的指标应提供某种“预警”机制的形式，提醒有关参与方注意须采取干预措施的

差距，弱点或趋势；  

(f) 指标应可靠而可信。指标应使用可靠的，长期收集的数据。 

18. 制订有关生物安全的能力建设国家级指标时，应采取一系列重要的步骤。   

(a) 首先，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评估能力发展的状态，以清楚地了解基本形势。这包括

描述现有能力资源 – 人力，财务，技术和组织 – 并审议现行能力建设活动，其目前执行水平以及

主要参与者的情况。  

(b) 其次，务必系统地分析主要的差距和形成造成差距和现有行动执行不力的原因。  

(c) 其三，应鼓励主要利益相关者审议对现有能力的评估，并对问题有所了解。  

(d) 此外，重要的是界定总体预期状态（即长期目标和宗旨）和具体预期结果（即需要

达到的具体的能力），以及须从事的工作以取得这些结果（即须采取的措施，行动／投入以构建

这些能力）。 

(e) 基于上述信息，然后才能制订出精确的有关具体能力所需的标准和指标。这些指标

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确定方式，如所需能力（结果）正在建立，则计划的行动是否导致意欲的产

出，以及该产出共同构建所需能力的程度。本文拟议的标准和系列指标可对这一进程提供有用的

参考。  

19. 参与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活动的计划，执行，监测或报告以支持行动计划者可制订和使用指

标。作为指标制订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确认负责监测进程的人员，描述如何报告

结果，以及表明如何利用报告。在国家一级负责监测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参与者包括：国家生物

安全委员会以及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和主管国家机构。 

20. 在制订国家一级能力建设指标的过程中，由于大多数能力建设活动是定质的，因此很难划

定明确的（量化的和客观的）指标。考虑到这一限制，最好采用量化和定质结合的指标，以公允

地评价此类活动的成功。例如，对能力可建设行动的实用性，有效性，适应性或持续性的定质判

定对数值测定也同样是重要的。 

21. 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制订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指标，不同国家程序和组织开展的有关指标活动

应加以考虑，包括《生物多样化公约》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下的指标。因此，在制订和

应用指标时，应尽力避免重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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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结论 

22. 指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去系统地监测能力建设措施的状况，进展，影响和效用，以

支持行动计划。本说明描述了制订能力建设指标的概念框架，并概述了其促进执行行动计划的重

要性。旨在监测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系列指标并不全面，而这些指标也不是为了测定具体的个别

的能力建设行动，而是为了在全球一级监测和评价执行行动计划的总体进展情况。此外，这些指

标还为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提供了制订能力建设指标的基础，以在不同级别监测不同行动的进展

和影响。 

VI. 决定草案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可考虑按下述思路通过

一项决定：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 本决定附件中所载用以监测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系列指标；  

 2. 请 缔约方，其他政府和有关组织在合适的情况下，使用上述地一段所述指标监测

其为支持行动计划而执行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行动； 

3. 请 缔约方，其他政府和有关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交，并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共

享国家报告，其使用系列指标的经验； 

4. 要求执行秘书根据缔约方，其他政府和有关组织的意见，就使用指标的实施经验及

进一步改善及精练的建议编制一份报告，提交第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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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用于监测建设能力，以有效执行《议定书》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系列指标 

1. 以下系列指标旨在用于监测行动计划的总体执行情况，包括不同能力建设项目和其他行动

的总体累计贡献。这些指标并不打算用于测定具体的单个的能力建设项目的结果。这些指标需根

据具体情况制订。  

 

2. 以下系列指标可分为四大类别，即：“存在指标”，“状态指标”，“变化指标”以及

“接近终点指标”。第一类包括表明某些事项是否存在的指标（即是／否），如法规的存在。状

况指标包括实际价值／特定参数水平，无论是量化（如人数，人员百分比）或定质（如低／中／

高）“变化指标”表明特定参数水平的差异，无论是增加／减少或肯定的／否定的。变化指标与

时间的起点或朝向终点的进度相比较而进行测定。在某些情况下，测定是量化的（如人员的变化

情况），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测定可能是定质的（如满意度的变化）。这些指标也可显示总体趋

势或模式的变化。 

 

预期结果（根据行动计
划要素） 

标准和指标 
 

 
A. 改善的机构能力 

 

(i) 相称的有效立法及政
策框架  

 a) 生物安全框架的存在（如政策，法规） 
b)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与其他国家框架和计划协调程度的变化 
c)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与《议定书》之间的协调水平 
d) 相关利益方对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满意程度 

 

(ii) 相称的有关行政框架  a) 明确 界定的旨管理生物安全事宜的体制机制的存在，包括主管国家

机构的选定和各部门的责任 
b) 负责生物安全事宜的国家机构人员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变化 
c) 在《议定书》规定的时限内发出通知以及所做出决定的百分比 
d) 管理生物安全记录及维护机构存储器的系统存在 
e) 机构间协作的机制存在（如指导委员会或内联网）以及该机制活动

水平的变化 
 

(iii) 改善的技术，科学和
通讯基础设施 

 a) 负责生物安全的办公室设备及设施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变化 
b) 用于生物安全研究工作的设施的数量和种类（如，实验室） 
c) 通讯基础设施可靠性水平的变化 

 

(iv) 强化的基金和资源管
理 

 a) 所接受或提供给生物安全活动的资金数量 
b) 国家预算拨给生物安全资金的百分比 
c) 用于预定活动及以有效用于生物安全的专项资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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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结果（根据行动计
划要素） 

标准和指标 
 

(v) 强化的后续行动，监
测和评估机制 

 a) 监测和报告《议定书》执行情况的国家机制的存在 
 

B.  改善的人力资源能力
开发和培训 

 a)  在各类特殊生物安全领域进行培训的当地专家数目 
b) 当地专家参与或审议风险评估及有关执行《议定书》的其他活动的

次数 
c) 在国家需要时可资利用的专家级专门知识的频率 
 

C.  改善的风险评估和其
他科技专门知识的能力 

 a) 在当地从事的生物安全研究数量及风险评估的比例 
b) 利用当地专门知识从事或审议风险评估的次数 
 

D.  改善的风险管理能力  a) 针对改性活生物体（LMOs）确定风险的风险管理战略的存在 
b) 实际执行已制订的风险管理战略和措施，以防止或减少确认风险的

比率 
 

E.  在所有级别提高公众
对生物安全的认识，参
与和教育 

 a) 公众对《议定书》认知水平的变化 
b) 采取措施以提高人们对生物安全和《议定书》的认识在数量，范围

和种类的变化 
c) 有关利益方参与决策以及制订和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比率 
d) 公众获取（包括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有关生物安全信息的频

率变化 
 

 

F.  改善的信息交换和数
据管理，包括全面参与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a) 有关生物安全数据和信息交换的水平变化 
b) 为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议定书》规定信息的范围 
c) 国家数据管理及信息你交换系统的存在 
d) 可利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合适的国家基础设施及能力的存在 
e)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为不同有关利益方提供所需信息的程度 
f) 有关利益方对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满意程度（包括其可达性，便

利及内容） 
g)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存取及检索信息的政府及组织在数量，频

率和区域分布方面的变化 
h) 为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信息的政府和组织在数量和区域分布方

面的变化 
 

G.  在分区，区域和国际
一级加强科技和机构协
作 

 a) 各类区域和国际生物安全协作机制的存在 
b) 正在进行中的双边和多边生物安全协作的数量方面的变化 
c) 参与区域和国际协作机制和行动的水平变化 
d) 区域／分区咨询机制和优秀中心的存在及参与水平 
e) 区域和分区网站和数据库的存在 
f) 生物安全规章制度区域和分区协作和协调机制的存在  
g) 在生物安全方面促进南－南合作机制的存在及参与的水平 
h) 执行《议定书》国际技术指南在数量和可用性方面的变化 
i) 提高大众认识机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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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获取和转让技术和专
门知识的提高 

 a) 促使技术转让框架的存在 
b) 有关转让技术在数量方面的变化 

 

I.  提高对《议定书》规
定的改性活生物体运输
的确认 

 a) 对确认改性活生物体运输的现存国家测定 
b) 现代改性活生物体运输确认技术水平的变化 
c) 有关确保安全处理，运输和包装改性活生物体的确认体系和措施的

有效性水平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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