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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A. 背景 

1. 应日本政府的盛情邀请，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0年10月11至15日在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会议在名古屋会

议中心与2010年10月18日至29日在同一地点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届常会前后相衔接

地举行。  

B. 与会情况 

2. 会议邀请所有国家参加。《卡塔赫纳议定书》的下列缔约方出席了会议：安提瓜和

巴布达、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

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哥伦

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刚果民主

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欧

洲联盟、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

兰、意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

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墨西哥、蒙古、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

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

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

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越南、也门和津巴布韦。 

3. 以下非《议定书》缔约方也出席了会议：阿根廷、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伊拉

克、科威特和美利坚合众国。 

4. 下列联合国机构、秘书处下设机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胡斯公约、保护野生动物移徙

物种公约、粮食及农业组织欧洲和中亚办事处、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联

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大学高级研究所。 

5. 下列其他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A SEED Japan (Youth NGO), ABRASEM, Afric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oundation, African Biosafety Network of Expertise, African Centre 
for Biosafety, African Union, Aichi Prefectural Government, Armenian Forest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Bayer Cropscience,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Box, Biodiversity Network 
Japan, Biotechnology Coalition of the Philippines, CBD Alliance, Chubu Economic Federation, 
Chubu Fair Trade Association (CFTA), Chubu Region's Economy Union Confederation, Chubu 
University, Chukyo 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Atlantic, Commi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on 
Biotechnology, Communet Association, Communit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ust,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Center (CDIC), Compass Japan, Congress 
Corporation, CropLife Asia, CropLife International, CropLife International Compact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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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Dentsu Inc., Desarrollo Medio Ambiental Sustentable, Earth, Water & Green 
Foundation, Echizen City Eco-Village Interchange Center of the Association (E.E.I.C.), 
ECOROPA, Ecosystem Conservation Society-Japan, Eco-Tira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 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for Soci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Federation of German Scientists, Franciscans International, Fujimae Ramsar Society, Genet - 
European NGO Network on Genetic Engineering, German Technical Cooperation/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TZ) GmbH, Ghent University, Global Industry 
Coalition, GLOBE Japan,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Greenwomen Analytical Environmental 
Agency, Group of 77, House of Councillo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Inter-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Grain Trade Coalition, Ipsifendus 
Legal Consulting, ISAAA Afri Center, IUCN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Japan Bear & Forest Society, Japan Bioindustry Association (JBA), Japan Citizens' Network for 
Planet Diversity, Japan Civil Network for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Japan Committee 
for IUCN, Japan Council on the 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J), 
Japan Environmental Lawyers' Federation (JELF), Japan Fores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apan Network for Earth Environment and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JNEP), Japan Wetland Action Network, Japan Youth Ecology Leagu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Kajima Corporation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ivision, Kobe University, 
McGill University, Mie Prefecture - Shima City, Mie Prefecture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MPFRI), Mie University - Japan, Nagoy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Nagoya City 
Greenery Association, Nagoya City University, Nagoya NGO Center, Nagoya Open University 
of the Environment, Nagoya University, Nature Conservation Society of Mt. Daisetsu and the 
Ishikari, Network Earth Village Japan, OMOTEHAMA NETWORK, ONLUS Verdi Ambiente 
Societa,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tsuma Women's University, 
Pan-European Coalition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s Organisations ECO-Forum, Public Research 
and Regulation Initiative, RAEIN-Africa, Ramsar Center Japan (RCJ), Ramsar Network Japan, 
Seikatsu Club Consumers' Co-operative Union, Shiga Prefecture, Simul International Inc., 
Specified Not-for-Profit Activity Corporation Voluntary Neighbors, Tadayoshi Ichida Office, 
Terra de Direitos, The Center for Food Safety, The Nature Conservation Society of Japan, The 
Nature Conservation Society of Tokyo, Third World Network, Tokushin Yamauchi, Union 
Economique et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 Universidad Nacional Agraria La Molina, University 
of Campinas,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University of Rome Sapienza, University of Tokyo, 
University of Vechta, USC - Canada, Via Campesina, Washington Biotechnology Action 
Council / 49th Parallel Biotechnology Consortium, WWF – Japan。 

一.  组织事项 

项目 1. 会议开幕 

6.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0年10月11
日上午10时15分开幕。  

7. 会议开幕时，下列代表发了言：Wolfgang Koehler先生代表离任缔约方大会主席、

日本政府农林水产大臣兼新任缔约方大会主席鹿野道彦先生；Balakrishna Pisupati先生代

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先生；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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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艾哈迈德·朱格拉夫先生；爱知县知事神田真秋先生；以及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先

生。  

1.1  德国 Wolfgang Koehler 先生代表德国联邦粮食、农业和消费者

保护部议会国务秘书兼作为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主席

Julia Klöckner 女士致开幕词  

8. Koehler先生代表德国粮食、农业和消费者保护联邦部议会国务秘书兼作为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主席Julia Klöckner女士发言，他指出，他非常荣幸能在美丽的名

古屋市欢迎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与会代表。他感谢日本东道

主为会议作出的出色安排，使与会代表均感宾至如归。  

9. 就在两年前，缔约方在德国伯恩举行了会议，除其他事项外，通过了关于赔偿责任

和补救的重要决定，使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并对谈判提供了指导。各缔约方还进一步开始了

拟定许多缔约方一直要求制定的关于风险评估的准则的进程。新的网上通信工具已经用于

一些决定，而这些工具已有效地用于信息交流、分享经验以及为面对面的会议奠定基础。  

10. 由于业已作出的各项决定，休会期间的工作十分繁忙，秘书处的辛勤努力和奉献应

该受到赞赏，这些努力和奉献是迄今取得的进展的关键。目前正是使这些努力取得成果和

在缔约方第五次会议上通过若干重大决定的时候。特别是各缔约方准备根据前一天夜间还

在继续进行的谈判，通过一项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补充议定书，使《议定书》第27条的

规定得到完善。缔约方将进一步审议议定书的第一个战略计划和关于提高公众认识和参与

的工作方案。他说，他期待与会代表将为接下来的休会期间进行的举措提出新的提案，并

深信大家将秉持建设性的精神进行讨论， 后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决定草案。  

11. 他 后回顾说，《公约》的议事规则规定缔约方大会主席的任期从缔约方大会每届

常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之时开始，任期直到下次常会开始之时结束。因此，德国目前仍是缔

约方大会的主席，同时也是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主席。不过，目前已经成

为惯例的是国际会议由东道国主持。因此，德国代表团荣幸地将主席的职务交给日本东道

国，并祝愿东道国主持本次会议和嗣后几年一切顺利。他随后请日本政府农林水产大臣鹿

野道彦先生接掌会议的议事工作。  

1.2  日本政府农林水产大臣兼新任的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主席鹿野道彦先生致开幕词 

12.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大臣鹿野道彦先生以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名义欢迎与会代表来到名

古屋，并赞赏德国政府在主持执行《议定书》方面取得的进展。他决心以作为议定书缔约

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的身份，努力使会议取得成功，在德国政府努力的基

础上更上一层楼。他回顾了《公约》的目标，但又指出，生物多样性在全世界正在下降，

这种情况与今世将与自然和睦共处的生活方式传给后世的这一责任背道而驰。缔约方第五

次会议为解决这些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对这次会议在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期间

在日本举行感到骄傲。  

13. 日本通过农林渔业的可持续运作，形成了所谓的“里山、里地和里海”这些作为不

同地形的参考点的独特自然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工作作出了贡献。他对如何通过可

持续的利用使这些景观如何帮助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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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鹿野先生呼吁承认实现《公约》和《议定书》各项目标的重要性。他指出，本次会

议期间达成具体的成果非常重要。他已获知，今天凌晨已就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 终达成

协议，结束了六年的谈判。必须推动能力建设，以便从战略高度实现《议定书》的目标。

各方对近年来研发的各种重组生物体的安全表示了关切，就这一问题进行合作至关重要。

他相信这次会议必将取得成功，并将不余遗力地为之努力。  

1.3   爱知县知事神田真秋先生致开幕词  

15. 爱知县知事神田真秋先生欢迎与会代表来到爱知县。爱知县很高兴主办作为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在过去33年里，爱知县一直是日

本经济的重要动力，爱知县的经济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保持了极佳的平衡。2005年3月25日
至9月25日在爱知县举办的“2005年世博会”，是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为主题的世界博览

会。当时决定，为加强这项倡议，爱知县表示愿意主办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

会的第五次会议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第十届会议。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以及当

地商业组织一道，成立了爱知县-名古屋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宣传委员会，为这些会议

进行了两年的筹备工作，同时很多市民也参与了筹备工作。他提醒与会代表，遗传工程改

善了许多人的生活，但仍有许多相关风险不为人知，因此爱知县地方人士都在等待这次会

议的审议结果，特别是期望关于《议定书》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的拟议机制。  

1.4   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先生致开幕词  

16. 河村先生欢迎所有与会代表来到名古屋参加会议。他对刚刚商定各位发言者称为新

生婴儿的《议定书》深表感谢。名古屋位于日本中部地区，是日本第三大城市，文化和产

业很发达。城市的建立是在400多年前。当时为了建城堡，砍伐了80公里外属于尾张家族

的森林中大约35,000棵树，并把环绕城东的河床挖出来提供建筑材料。经过了几百年后森

林才得到恢复。周边地区盛开花草果木，很长一段时间河流有了生机，但后来因城市化而

受到污染。虽然一次性的努力不能扭转乾坤，但我们为城市的四百周年纪念做了大量的筹

备工作并取得了成绩。他邀请与会代表宣扬名古屋和它美丽河流的美名，鼓励他们的朋友

前来观光。向与会代表赠送了装饰着名古屋儿童欢迎辞的可再利用的杯子以表示欢迎，并

纪念名古屋努力恢复环境的成功。每个家庭都参与了回收活动，把全部废物分成十一个

类，他邀请各位代表回国后促进类似的努力。他衷心祝愿会议圆满成功，并希望一些代表

们会后愿意留下来休息一下。  

1.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代表致开幕词 

17. Pisupati先生代表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先生发言说，施泰纳先生感

谢日本政府主办这两次会议。目前，《议定书》已有160个缔约方，包括2010年5月和7月
加入的几内亚比绍和索马里。秘书处需要予以加强，以确保在执法和能力建设等重要领域

取得成果。在重要的物体上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包括履约、能力建设以及特设技术专

家组指导下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共同办法。通过多边进程已就确立共同立场问题取

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能力建设和《议定书》的运作方面。进一步的进展将取决于各国

拥有必要的人力和机构能力。资金是根本问题，环境规划署愿意同承诺为提升能力建设而

提高投入基金额度的国家分享专门知识，以便推动能力建设；能力建设是执行《议定书》

方面的一项当务之急。1995年以来，环境规划署协助制订了关于生物技术安全的国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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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2000年以来，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及世界银行一道，在

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的资助下，协助各国履行义务和执行各国的国家生物安全框

架。 环境规划署目前正在协助将近130个国家拟订国家生物安全框架草案，协助42个国家

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协助139个国家加入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及从中受益。环境规划

署将使用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资金，在50个国家实施信息交换所的第二阶段。他说，尽管

第一个十年取得许多成就，但《卡塔赫纳议定书》仍然是进展中的工作，各国需要表现出

领导力。他认为，这样的领导力和要在实践中有所作为的决心，将推动国际社会根据生物

安全议程采取对策。他 后说，环境规划署将继续努力协助《议定书》充分发挥潜力。  

1.6   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艾哈迈德·朱格拉夫先生致开幕词  

18. 朱格拉夫先生赞扬了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鹿野道彦先生、爱知县知事神田真秋先生和

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先生，感谢他们为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做了筹备和组织工作。  

19. 他说，虽然《卡塔赫纳生物多样性议定书》是保护全球多样性的主要文书之一，但

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会议之前举行的讨论取得了成果，他高兴地报告，前一天已就《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的案文达成了

一致意见，并将在本星期稍后提请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补充议定书》是经过长期深入讨论而得，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

议，尤其是它是在恰逢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和名古屋市建城400周年的2010年达成的协议。

他赞扬主席之友小组为领导谈判所做的努力以及各缔约方多年来的不断关注和积极参与。

达成的协议说明执行《生物安全议定书》、包括提议在本次会议期间通过的（2011-2012
年）《战略计划》方面迈进的重要一步。为议定书缔约方的今后三次会议提议的工作方案

预期将会加强《议定书》的执行，特别是《战略计划》的执行。此外，仍有一些问题需要

给予指导，特别是在风险评估、提高认识、加强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方面。  

1.7   缔约方和观察员致开幕词  

20. 在会议的第1次全体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一般性发言：哥伦比亚（代表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并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印度、

印度尼西亚（代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马拉维（代表非洲集团）、肯尼亚以及乌克兰

（代表中欧和东欧集团）。  

21. 发言者均感谢日本政府主办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并特

别感谢发放签证的效率。  

22. 在会议的第2次全体会议上，大韩民国代表发了言，祝贺达成了《赔偿责任和补救

问题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非洲联盟一位代表也发了言。 

1.8   赠送 

23. 会议主席介绍了爱知县儿童的代表，他说，他们带来下一代地球管家的祝词。在会

议筹备中，爱知县儿童参加了县内森林的树林工作，他们用疏伐时伐下的木材制作了木制

长椅、名牌和会议现在使用的讲台。朱格拉夫先生和Kanda先生接受了儿童赠与名牌，名

牌背面刻有“我爱世界的大自然”和“地球所有生物都是朋友”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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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会议的组织工作 

2.1. 主席团成员 

24. 根据《议定书》第29条第3款，《公约》缔约方大会的现任主席团担任《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主席团。会议敦促那些同时参加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的《议定书》缔约方

的代表，它们应提醒各自的区域注意，需要自同时也是《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

方之中提名主席团的成员。 

25. 经主席团提议，会议同意主席团副主席Snežana Prokić女士（塞尔维亚）担任会议

的报告员。  

26.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新任主席Hidenori Murakami先生（日本）主

持会议。  

2.2. 通过议程 

27. 在会议的开幕会议上，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在临

时议程（UNEP/CBD/BS/COP-MOP/5/1）的基础上通过了下列议程： 

一.     组织事项 

1. 会议开幕。 

2. 会议的组织工作： 

2.1 主席团成员； 

2.2 通过议程； 

2.3 工作安排。 

3. 关于作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与会代表全权

证书的报告。  

二. 常设类议题 

4. 履约委员会的报告。 

5.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运作与活动。 

6. 能力建设活动现况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的使用情况。 

7. 有关财务机制和资源的事项。 

8. 与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的合作。 

9. 执行秘书关于《议定书》的管理和预算事项的报告。 

三. 由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中期工作方案及其先前决定产生的实质性议题 

10.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第 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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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第 18 条第 2 款(a)项； 

10.2 第 18 条第 3 款。 

11. 改性活生物体过境缔约方的权利和/或义务。 

12. 赔偿责任和补救（第 27 条）。 

13.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第 15 和第 16 条）。 

14. 公众意识和参与（第 23 条第 1 款）。 

15. 监测和报告（第 33 条）。 

16. 评估和审查（第 35 条）。 

17. 《议定书》战略计划以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工作方案。 

四. 最后事项 

18. 其他事项。 

19. 第六次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 

20. 通过报告。 

21. 会议闭幕。 

2.3. 工作安排 

28. 在2010年10月11日会议的开幕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在临时

议程说明附件一（UNEP/CBD/BS/COP-MOP/5/1/Add.1）所载建议基础上，核准了经口头

订正的会议工作安排。  

29. 据此，会议成立了两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由Darja Stanič Racman女士（斯洛文

尼亚）担任主席，负责审议议程项目4（履约委员会的报告）；11（改性活生物体过境缔

约方的权利和 /与义务）；15（监测与报告（第33条））；16（评估和审查（第35
条））；以及议程项目17（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议定书战略计划和工

作方案）；以及第二工作组，由James Seyani先生（马拉维）担任主席，负责审议议程项

目5（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运作和活动）；6（能力建设活动的现况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

的使用情况）；7（有关财务机制和资源的事项）；10（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第18
条 ）；13（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第15和第16条））；以及14（公众意识和参与（第23
条））。  

30. 第一工作组在2010年10月11日至14日期间共举行了4次会议。工作组在2010年10月
14 日 的 第 4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该 工 作 组 的 报 告 草 案 （ UNEP/CBD/BS/COP-
MOP/5/WG.1/L.1）。 

31. 第二工作组在2010年10月11日至14日期间共举行了8次会议。工作组在2010年10月
14 日 的 第 8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该 工 作 组 的 报 告 草 案 （ UNEP/CBD/BS/COP-
MOP/5/WG.2/L.1）。 

32. 在2010年10月13日会议的第2次全体会议上，两个工作组的主席介绍了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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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0年10月15日，各工作组的 后报告（UNEP/CBD/BS/COP-MOP/5/L.1/Add.1和
2）提交给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会议的第3次（ 后一次）全体会议，并在

各自议程项目下并入本报告。 

项目 3. 关于作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

议与会代表全权证书的报告 

34. 2010年10月11日，会议的开幕全体会议讨论了议程项目3。根据议事规则第19条，

主席团应审查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并就此提出报告。因此，主席通知会议，主席团指定主

席团的副主席Somaly Chan 女士（柬埔寨）审查全权证书并就此提出报告。还没有提交全

权证书的代表团被要求在当日尽快提交。  

35. 在2010年10月13日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上，Somaly Chan女士通知会议，《议定书》

的116个缔约方登记出席会议。根据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第19条，主席团审查了参加会议

的91个《议定书》缔约方代表的全权证书。认定65个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完全符合议事规则

第18条的规定。26个代表团的全权证书仅部分符合规定，还有25个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没有

提交全权证书。按照惯例，已请有关的51个代表团在2010年10月14日上午10前向执行秘书

提交正式的全权证书，以便于主席团审查，或签署声明承诺在会议结束后30日内（2010年
11月15日）提供全权证书。 

36.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Somaly Chan女士通知会议，118个
《议定书》缔约方登记出席会议。根据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第19条，主席团审查了出席会

议的99个《议定书》缔约方的全权证书，发现74个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完全符合议事规则第

18条的规定，25个代表团的全权证书仅部分符合规定，另外19个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没有提

交全权证书。根据惯例，已要求有关的44位代表在会议闭幕30天之内，且不晚于2010年11
月15日向执行秘书提交全权证书，以便供主席团审查。 

37. 主席表示希望被要求向执行秘书提交其全权证书的各代表团不晚于2010年11月15日
提交全权证书。 

38.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注意到关于代表证书资格的报告。 

项目 4.  履约委员会的报告 

39. 2010年10月11日，会议的开幕全体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4。在审议本项目时，会议

面前有履约委员会关于其第五、第六和第七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已综合并入一份

单一的文件（ UNEP/CBD/BS/COP-MOP/5/2 ）以及一份说明（ UNEP/CBD/BS/COP-
MOP/5/2 /Add.1），其中汇编了各缔约方对如何加强履约委员会的支助作用的意见。  

40. 履约委员会主席Jürg Bally先生概述了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委员会在其第五、第六

和第七次会议上审议的问题。委员会审议了如何提高国家通报率，如何加强委员会的支助

作用，以及如何提高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所需信息的及时性。关于本报告所附的委

员会的建议，他建议按下列方式讨论：建议1和2列在议程项目4下，建议3至8列在议程项

目15下，建议9和10列在议程项目5下。  

41.  主席请会议注意到履约委员会的报告和各缔约方关于如何加强履约委员会支助作

用的意见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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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秘书处的代表指出，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任期将于2010年12月31日届满。其中有两位

已任职两次，因此无资格连任，有一名代表在其任期结束之前辞职，尚待替补。主席请各

区域指定一人参加履约委员会。 

43. 2010年10月11日，第一工作组的第1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4。下列国家的代表发

了言：阿根廷、巴西、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欧洲联盟及

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印度、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

挪威、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南非和乌干达。 

44. 主席在讨论结束时说，她将根据发言中表示的意见，编写案文提请工作组审议。 

45. 2010年10月13日，工作组第3次会议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履约委员会报告的决定

草案。 

46. 工作组核准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3，并决定将其转呈全体会

议。 

47.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3，成为第BS-V/1号决定。该决定的

文本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48.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收到了各区域组织对履约委员会成员的提名，以酌情取代任期于2010年底届满的成员。会

议随后以鼓掌通过选举以下人选为履约委员会成员，任期自2011年开始：(a) 非洲集团：

Abisai Mafa先生（津巴布韦）；(b) 亚洲和太平洋：Yusuf Al-Hafedh先生（沙特阿拉

伯），以及 Seung-hwan Choi 先生（大韩民国）作为候补，替代辞职或无法履行委员会成

员职能的成员；(c) 中欧和东欧集团：Natalya Minchenko女士（白俄罗斯）（2011-2012
年）和Dubravka Stepic女士（克罗地亚）（2013-2014年）；(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

Alejandro Hernández 先生（哥斯达黎加）；(e) 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Claire Hamilton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9. 主席提醒会议注意，根据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

第BS-I/7号决定，当选履约委员会成员应任满4年期限。 

项目 5.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运作和活动 

50. 2010年10月11日，第二工作组在其第1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5。在审议该项目时，

工作组面前有执行秘书的说明（UNEP/CBD/BS/COP-MOP/5/3），其中概述了在落实生物

安 全 信 息 交 换 所 方 面 取 得 的 进 展 ； 以 及 第 BS-IV/2 号 决 定 （ UNEP/CBD/BS/ 
COP-MOP/5/INF/1）所要求的关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现有和潜在用户研究的资料说明。  

51. 在介绍该议程项目时，秘书处代表解释说，UNEP/CBD/BS/COP-MOP/5/3号文件第

二节载有关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多年期工作方案的进展报告；第三节载有关于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现有和潜在用户的研究；第四节载有关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运作情况的决定

的组成部分。文件的附件载有截至2010年3月提交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记录的分类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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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秘书处代表还提醒工作组，会议的第1次全体会议曾赋予工作组一项任务，要求其

在审议现议程项目时，履约委员会的综合报告（UNEP/CBD/BS/COP-MOP/5/2）附件的第

9和第10段所载履约委员会的建议。 

53.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哥伦比亚、中国、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

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加纳、印度、日本、约旦、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大韩民

国、南非和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 

54. 公共研究和管理倡议的代表也发了言。 

55. 经交换意见后，主席指出，他将编写案文，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列入其中，供工作

组审议。 

56. 在2010年10月13日的第5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运作情况的决定草案。 

57.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玻利维亚、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

土耳其）、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哥、巴拉圭、大韩民国和乌干达。 

58. 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作为UNEP/CBD/BS/COP-
MOP/5/L.4号决定草案发给全体会议。 

59.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4，成为第BS-V/2号决

定。该决定的文本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6. 能力建设活动现况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的使用情况 

60. 2010年10月11日，第二工作组在其第1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6。在审议该项目时，

工作组面前有执行秘书关于能力建设活动现状的说明（UNEP/CBD/BS/COP-MOP/5/4）；

关于生物安全专家名册的报告（UNEP/CBD/BS/COP-MOP/5/4/Add.1）；促进生物安全能

力建设联络组第六和第七次会议的报告（UNEP/CBD/BS/COP-MOP/5/INF/3）；实施或资

助 生 物 安 全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的 政 府 和 机 构 第 五 和 第 六 次 协 调 会 议 的 报 告

（(UNEP/CBD/BS/COP-MOP/5/INF/4）；参与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的学术机构和组织第三

次国际会议的报告（UNEP/CBD/BS/COP-MOP/5/INF/7）；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

关 组 织 关 于 当 前 生 物 安 全 能 力 建 设 举 措 的 呈 文 汇 编 （ UNEP/CBD/BS/COP-
MOP/5/INF/8 ）；以及各种能力建设方法的效果及经验教训专家审查的报告

（UNEP/CBD/BS/COP-MOP/5/INF/9）。 

61. 经主席建议，分别审议了本项目的两个方面，即能力建设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 

能力建设 

62. 在介绍该议程项目第一部分时，秘书处代表说，执行秘书关于能力建设活动现状的

说明的第一节提供了关于有效实施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实施现况的摘要报告；第二节

载有关于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培训和能力建设需要的概要说明；第四节概述了各种

能力建设方法的效果及经验教训专家审查的结果；第五节说明了 新行动计划综合审查的

拟议职责范围；第六节转递了实施或资助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活动的政府和机构第六次协调

会议的建议； 第七节载有关于能力建设的决定草案的组成部分。文件的附件一载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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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特设专家组的职责范围，附件二载有 新行动计划综合审查的职责范围草案。会

议请工作组审议执行秘书在说明中提供的信息并在讨论过程中注意到各资料文件。   

63.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欧洲联盟及

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肯尼亚（代表非

洲集团）、墨西哥、尼日尔、尼日利亚、新西兰、挪威、大韩民国、泰国、突尼斯和越

南。 

64. 第三世界网络的代表也发了言。 

65. 经交换意见后，主席说，他将编写案文，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列入其中，供工作组

审议。 

66. 在2010年10月13日的第5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能力建设活动现

况的决定草案。 

67.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玻利维亚、巴西、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

地亚和土耳其）、印度、马拉维、墨西哥、新西兰和巴拉圭。 

68. 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作为UNEP/CBD/BS/COP-
MOP/5/L.5号决定草案转呈全体会议。 

69. 2010年10月14日，在工作组的第6次会议上，欧洲联盟代表及其27个成员国的代表

（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请求将工作组第5次会议核准的关于能力建设的决定草案再

开放审议，以便重新审议关于社会经济因素特设专家小组的问题及其职权范围。 

70. 主席提醒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的代表（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议事规则

不允许工作组重新开放讨论工作组已经核准的决定。 

71. 乌干达代表（代表非洲集团）表示同情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的代表（也代表克

罗地亚和土耳其发言）的发言，但指出，非洲集团难以接受重新讨论已经获得通过的文

件，因为这种做法违背议事规则，并可能迫使其他代表团重新讨论其他业经核准的决定。 

72. 新西兰代表同意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的代表（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的关

注，并要求找出办法充分讨论这些关切。 

73. 主席建议，非正式磋商应在有关各缔约方之间进行，包括以下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洪都拉斯、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

挪威、巴拉圭、大韩民国、南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以及任何其他有关缔约

方，以期解决欧洲联盟所关注的问题，并应将所取得的共识在全体会议审议

UNEP/CBD/BS/COP-MOP/5/L.5号决定草案的时候，向其提出报告。 

74.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5。 

75. 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的代表（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发言）报告说，参加非

正式协商的与会代表商定了对决定草案的几项订正。津巴布韦代表（代表非洲集团）提出

了几点补充订正。 

76. 挪威代表宣布挪威政府提出将拿出75,000美元，资助成立一个区域代表比例平衡的

能力建设问题讲习班，就改性活生物体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和交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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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主席感谢挪威政府对资助这一讲习班所作认捐。 

78. 经进一步交换意见后，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

正的决定草案，成为第BS-V/3号决定。该决定的文本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生物安全专家名册 

79. 在审议生物安全专 家名册的问题时， 工作组面前有执行 秘书的说 明

（UNEP/CBD/BS/COP-MOP/5/4/Add.1），其中包括关于名册现况和运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名册自愿基金试验阶段现况和使用情况的报告以及供缔约方审议的可能决定草案的组成

部分。 

80. 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肯尼亚、日本、大韩民

国、南非和乌干达的代表发了言。 

81. 公共研究和管理倡议的代表也发了言。 

82. 在2010年10月12日工作组的第2次会议上，柬埔寨、约旦、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的代

表也发了言。 

83. 华盛顿生物行动协进会的代表也发了言。 

84.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感谢西班牙政府和欧洲联盟对自愿基金的捐助，并呼吁各

缔约方提名专家进入名册。 

85. 经交换意见后，主席说他将编写包含讨论过程中所提各种意见的文件，供工作组审

议。 

86.  在2010年10月13日的第5次会议上，第二工作组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生物安全专

家名册的决定草案。南非和乌干达的代表发了言。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订

正的决定草案作为UNEP/CBD/BS/COP-MOP/5/L.6号决定草案转呈全体会议。 

87.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6，成为第BS-V/4号决定。该决定的

文本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7. 有关财务机制和资源的事项 

88. 2010年10月11日会议的开幕全体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7。在审议该项目时，会议面

前有执行秘书编制的说明，内载择要报告说明在生物安全方面落实以往关于财务机制的指

导意见的情况和关于执行议定书的其他财政资源的信息（ UNEP/CBD/BS/COP-
MOP/5/5），还有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秘书处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提交的关于

落 实 财 务 机 制 指 导 意 见 、 包 括 对 生 物 安 全 的 指 导 意 见 的 情 况 的 报 告

（UNEP/CBD/BS/COP/10/8）。 

89. 全环基金的代表报告了为执行《议定书》提供支助的情况。他指出，在本报告所述

期间，全环基金核准了37项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项目，总金额为3,520万美元，同时

还核准了一个支助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项目。 

90. 主席说，关于本项目的进一步讨论将在第二工作组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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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2010年10月13日，第二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7。在审议该项目时，会

议面前有UNEP/CBD/BS/COP-MOP5/5/5号文件。 

92.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

加纳、日本、约旦、挪威、南非、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 

93. 在2010年10月14日的第8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财务机制和财政

资源的决定草案。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的（也代表克罗地亚

和土耳其）、危地马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墨西哥和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 

94. 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核准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作为UNEP/CBD/BS/COP-
MOP/5/L.16号决定草案转呈全体会议。 

95.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6，成为第BS-V/5号
决定。该决定的文本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8. 与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的合作 

96. 2010年10月11日，会议的开幕全体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8。在审议本项目时，缔约

方面前有执行秘书编制的关于秘书处与同执行《议定书》有关的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开

展合作活动的说明（UNEP/CBD/BS/COP-MOP/5/6），这些组织、公约和倡议包括：绿色

海关倡议、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以及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奥

胡斯公约的秘书处。 

97. 主席说，他将就这一议程项目举行协商，并编制一项决定草案供下一次全体会议审

议。 

98. 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主席宣布，他进行了若干上并编写了供缔约方审议的案文案

文。巴西、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还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代表发了

言。 

99. 华盛顿生物行动理事会的代表也发了言。 

100. 经交换意见后，主席说他将编写一份修订案文，将讨论中提出的各点列入其中，供

全体会议审议。 

101.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2，成为第BS-V/6号
决定。该决定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9. 执行秘书关于《议定书》的管理和预算事项的报告 

102. 2010年10月11日，会议的开幕全体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9。在审议本项目时，会议

面 前 有 执 行 秘 书 关 于 编 制 的 关 于 《 议 定 书 》 的 管 理 和 预 算 事 项 的 说 明

（UNEP/CBD/BS/COP-MOP/5/7和Add.1）。 

103. 秘书处的代表在介绍本项目时说，到2009年12月31日，已支付的分摊会费约达作为

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所批准核心预算总额的93%。同前一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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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1%。他还指出，向自愿基金作出的认捐为数不多。根据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在其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执行秘书分别在下列的基础

上，编制了三份备选预算：（一）所需的增长率；（二）10%的名义增长率；和（在）名

义上同2009-2010年数额只有0%的变动。他强调，预算得作出调整，以反映会议提出的问

题和作出的决定，特别是在下列相关方面：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而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

和补救方法和风险评估。 

104. 会议同意设立一联络小组审查执行秘书提议的预算和推进本项目下的工作。会议推

选Conrad Hunte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为联络小组的主席。 

105. 2010年10月13日， Hunte先生向第2次全体会议报告说，联络小组审查了拟议预算

和秘书处提出的决定草案。他说，预算问题联络小组的会议上向所有与会代表开放。 

106.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了预算问题联络小组提交的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7。 

107. 联络小组主席在介绍决定草案时说，该小组已完成当日上午的审议。在审议执行秘

书提议的预算时，小组考虑到了若干问题。为了支付开支和避免使各缔约方的摊款激增，

小组商定了一种自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储备金中提取捐款的预算。这种办法将使提

议者的建议得以落实。  

108. 小组还指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赔偿责任和补救

问题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的拟定和执行，将从2013-2014两年期开始需要秘书处额

外的人力资源。 

109.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7，成为第BS-V/7号
决定。该决定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三. 由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中期工作方案及其先前决定产生的实质性议题 

项目 10.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 (第 18 条) 

110. 2010年10月12日工作组的第2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10。在审议该项目时，工作组

面前有执行秘书编制的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 － 第18条第 2（a）
款相关要求实施经验综合信息的说明（UNEP/CBD/BS/COP-MOP/5/8）；关于处理、运

输 、 包 装 和 标 识 ： 制 定 标 准 的 必 要 性 和 方 法 （ 第 18 条 第 3 款 ） 的 说 明

（UNEP/CBD/BS/COP-MOP/5/9）以及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的标

准和标准制定机构的信息的 新摘要（UNEP/CBD/BS/COP-MOP/5/INF/6）。 

111. 在介绍该项目时，秘书处代表说，UNEP/CBD/BS/COP-MOP/5/8号文件载有执行秘

书收到的关于拟直接用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运输标识方面所取得经验

信息的综合文件，并提供了关于能力建设工作的信息。文件的第三节还载有决定草案的可

能的组成部分。UNEP/CBD/BS/COP-MOP/5/9号文件概述了执行秘书举行的改性活生物体

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标准问题的在线论坛所讨论的各项主题和建议。第五节载有决

定草案的可能的组成部分，UNEP/CBD/BS/COP-MOP/5/INF/6号文件则载有该论坛讨论结

果的摘要，全面反映所表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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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款(a)项 

112. 关于《议定书》第18条第2款(a)项的主题，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玻利

维亚、中国、厄瓜多尔、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印度、

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挪威、新西兰、巴拉圭、菲律宾、大韩民国、南

非和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 

113. 第三世界网络的代表也发了言。 

114. 经交换意见后，主席说，他将编写案文，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列入其中，供工作组

审议。 

115. 在2010年10月13日的第5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

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18条第 2款(a)项的决定草案。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玻利

维亚、巴西、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和墨西哥。经交换意

见后，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作为UNEP/CBD/BS/COP-MOP/5/L.7号决定草

案转呈全体会议。 

116.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7，成为第BS-V/8号决定。该决定的

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10.2 《议定书》第 18 条第 3 款 

117. 关于《议定书》第18条第3款的主题，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玻利维

亚、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肯尼亚、新西兰、巴拉圭、菲律宾和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全球工业联盟的代

表也发了言。经交换意见后，主席说，他将编写案文，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列入其中，供

工作组审议。 

118. 在2010年10月13日的第5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

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18条第3款的决定草案。 

119.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玻利维亚、巴西、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

地亚和土耳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西兰、南非和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  

120. 在2010年10月14日工作组的第6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发了言：玻利维亚、

巴西、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日本、墨西哥、新西兰、

巴拉圭和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

作为UNEP/CBD/BS/COP-MOP/5/L.14号决定草案转呈全体会议。 

121.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4，成为第BS-V/9号
决定。该决定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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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1. 改性活生物体过境缔约方的权利和/或义务 

122. 2010年10月11日，第一工作组的第1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11。在审议本项目时，

工作组面前有执行秘书编制的关于改性活生物体过境缔约方的权利和 /义务的说明

（UNEP/CBD/BS/COP-MOP/5/10）。 

123. 秘书处代表在介绍本项目时说，工作组面前这份文件的第二和第三节分别载有以往

讨论的摘要，以及关于改性活生物体过境现行区域和国家要求的其他信息。她认为，从作

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到本次会议以来所提文件不多和欠缺新的发

展，说明缔约方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项问题。因此，文件第五节载有一项决定草案

的要点，其中称似可搁置对本项目的进一步审议，将来如有需要，可请履约委员会研究这

一问题。 

124.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

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和肯尼亚。 

125. 主席指出，她将编制案文，纳入讨论时提出的意见。 

126. 2010年10月13日，工作组在第3次会议上审议了由主席提交的关于改性活生物体过

境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决定草案。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喀麦隆（代表非洲集

团）、日本、肯尼亚和新西兰。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核准了这项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

案，作为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8转呈全体会议。 

127.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8，成为第BS-V/10号决定。该决定

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12.   赔偿责任和补救（第 27 条） 

128. 2010年10月11日，会议的的第1次全体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12。在审议该项目时，

会议面前有共同主席之友小组关于生物安全议定书范围内赔偿责任和补救的 后报告

（UNEP/CBD/BS/COP-MOP/5/11）。  

129. 共同主席之友小组的共同主席Jimena Nieto女士（哥伦比亚）回顾了共同主席之友

小组的工作，该工作组的报告中对此有更全面的说明。她说，虽然小组面前有关于民事赔

偿责任和补救问题的综合准则草案，但是考虑到工作组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同意编制一份关

于行政方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议定书，因此，工作组同意没有必要进一步拟定这些

准则。不过，这并不影响未来可能采取任何步骤，就改性活生物体造成损害的民事赔偿责

任制定有约束力的规则。  

130. 工作组还审议了在名古屋进行的重要谈判，以及根据条约通过地点命名条约的一般

做法。但工作组还回顾说，马来西亚政府主办了以往两次会议，并于2004年在吉隆坡的作

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赔偿责任和补救谈判的任务规定。

因此，工作组同意将补充议定书草案以名古屋和吉隆坡两个城市命名。  

131. 共同主席之友小组的共同主席René Lefeber 先生（荷兰）说，决定草案还须由法律

起草小组加以审议，以确保拟议补充议定书的联合国六个正式语文的文本在法律上明确和

一致。他还通知会议，谈判已显示多边环境谈判仍能取得可贵成果。自 后一份全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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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通过以来许多年已经过去了，在国际生物多样性年通过一项这种新协定将给多边环境

谈判带来新的动力。此外，补充议定书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提供了一个新

的办法，这是对包括民事赔偿责任在内的现有办法的补充。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的定

义也已在国际一级达成，将成为补救这种损害的基础。他指出，这项补充议定书将是对目

前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下进行的工作的重要贡献。  

132. Lefeber先生还说，谈判进程做到了国际谈判能够达到的透明度，使得各缔约方和

观察员都能有效地参加。由它推动提出的各项倡议，团结了所有那些关心生物安全事务关

心的人，使之能够有效地处理给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任何损害。在这方面。他感谢《地球谈

判公报》的每日报告和秘书处的支助，同时也感谢另一位共同主席Jimena Nieto女士。  

133. 会议指出，《补充议定书》谈判时显示出，《议定书》的缔约方在将《议定书》第

27条适用于属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加工后的材料存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缔约方可将

《补充议定书》适用于由此种加工材料所造成的损害，但条件是须确定损害与改性活生物

体之间的因果关系。 

134. 巴拉圭对《补充议定书》第10条第2款中提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前言部

分的 后一段表示关切。 

135. 主席感谢共同主席的工作，并请他们共同主持法律起草小组的工作和向嗣后的全体

会议的会议提出报告。 

136. 2010年10月13日，在会议的第2次全体会议上，法律起草小组共同主席Jimena Nieto
（哥伦比亚）说，小组对补充议定书草案文本只对主要是英文本做了很少法律和编辑上的

修改， 一旦所有语文的文本齐备，将把订正文本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137.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2所载经口头订正的《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的拟议案文，成为第BS-V/11
号决定。该决定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138. 巴西代表祝贺参与长期谈判工作的所有人，他们成功商定了《补充议定书》。巴西

代表还感谢法律起草小组共同主席给予的指导和付出的耐心和奉献。《补充议定书》不仅

使当前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更加重要，而且加强了《卡塔赫纳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巴西既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大国，同时也是《卡塔赫纳议定书》的缔约方中 大的改

性活生物体的生产国和 大商品出口国。为了解决这种独特的地位带来的环境和社会经济

关切，巴西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力求在《补充议定书》的谈判问题上确定一种能够反映缔

约方不同的利益，同时亦顾及各缔约方、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关切的灵活而建设性的办

法。他认为，《补充议定书》第10条是努力照顾不同意见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指

出，财务保障并非环境保障，财务保障本身不能防止给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执行《补

充议定书》必须同执行其他国际协定、特别是贸易方面的国际协定保持一致，以避免造成

障碍和增加成本和负担。国际贸易和环境协定应相互支持，以便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139. 阿根廷、秘鲁和南非代表也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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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3.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第 15 和第 16 条） 

140. 2010年10月12日，第二工作组的第2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13。在审议该项目时，

工 作 组 面 前 有 执 行 秘 书 关 于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 第 15 条 和 第 16 条 ）

（UNEP/CBD/BS/COP-MOP/5/12）的说明；关于标识可能对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

性有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具体特性并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风险的呈件汇编

（UNEP/CBD/BS/COP-MOP/5/INF/11）；关于闭会期间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活动的报告

（UNEP/CBD/BS/COP-MOP/5/INF/12-17）；以及题为“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培训

手册草案（UNEP/CBD/BS/COP-MOP/5/INF/22）。 

141. 在介绍该项目时，秘书处代表说请工作组审议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三个主要问

题，并说为了促进讨论，请工作组逐个审议这些事项。 

编写关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进一步指导 

142. 秘书处的代表在介绍本项目的第一部分时说，BS-IV/11号决定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建立了关于风险评估的具体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在线论坛以及一个风险评估和风险管

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总共229名专家参加了在线论坛，他们是根据其相关专长遴选产

生的，其中153名专家由48个不同的缔约方提名，11名由非缔约方提名，65名由有关组织

提名。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成员，由秘书处与主席团磋商后，在尊

重地域和性别代表性的基础上，从被提名参加不限成员名额的在线论坛的专家中选出。遴

选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成员，时还考虑了出席在线论坛第一轮活动的

情况。为了完成BS-IV/11号决定赋予的任务，在线论坛共召集了18次特设讨论小组，并举

行了8次实时在线会议，特设技术专家组还举行了两次面对面的会议以及几轮的在线讨

论。 

143. 应主席的邀请，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主席Helmut Gaugitsch先
生（奥地利）说，该专家组的成员有28名专家，根据秘书处规定的程序选出。Vilasini 
Pillai女士（马来西亚）被任命为专家组报告员，Hans Bergmans先生（荷兰）、Beatrix 
Tappeser女士（德国）、Eliana Maria Gouveia Fontes女士（巴西）和Kazuo Watanabe先生

（日本）分别担任专家组四个次级工作组的主席，Sol Ortiz Garcia女士（墨西哥）给予协

助。除了在线讨论组的几轮讨论之外，专家组还在不同区域举行了两轮实时在线会议，并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和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举行了两次专家组的面对面会议。通过该过程

获得的核心结果是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路线图，其中包含流程图和以下方面的风险评估

指导：有叠基因或特征的改性活生物体、有非生物压力耐受力的改性活作物和改性活蚊

子。他还强调，这个路线图是要作为一个不断更新的文件，旨在为如何根据《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附件三进行风险评估提供进一步指导。 

144.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厄瓜多尔、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

土耳其）、印度、日本、尼日利亚（代表非洲集团）和菲律宾。 

145. 在2010年10月12日的工作组第3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发了言：阿根廷、玻

利维亚、巴西、玻利维亚、柬埔寨、中国、哥伦比亚、加纳（代表非洲集团）、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尔、挪威、巴拿马、巴拉圭、乌克兰和美利

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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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下列各方的代表也发了言：国际绿色和平运动、公共研究与监管倡议、第三世界网

络和Universidad Nacional Agraria La Molina。 

风险评估能力建设 

147. 秘书处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第二部分时说，秘书处与几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合

作编写了题为“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培训手册草案（UNEP/CBD/BS/COP-
MOP/5/INF/22），其中包括四个介绍风险评估过程的课程。该手册已在两次能力建设活

动中使用，参加活动的人员一致认为该手册是有用的培训工具，应编制成互动培训材料，

并应译成联合国的所有官方语言后分发。 

148. 在2010年10月12日的工作组第3次会议上，下列各国的代表发了言：布基纳法索、

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印度和尼日利亚（代表非洲集

团）。 

查明可能或不太可能会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 

149. 秘书处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第三部分时说，根据BS-I/12号决定所在的中期工作方

案，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四和第五次会议应审议促进查明可能或不太可

能会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方法。关于查明可能

会造成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其某些特性的更多内容可见于UNEP/CBD/BS/COP-
MOP/5/12号文件第四部分，该文件第五部分还指明了某些不太可能会对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同时顾及对人类健康造成的风险。 

150. 在2010年10月12日工作组的第3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玻利维亚、巴

西、哥伦比亚、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印度、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日本、韩国、尼日尔、挪威和菲律宾。 

151. 公共研究和管理倡议的代表发了言。 

152. 经交换意见后，主席说，他将编写案文，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列入其中，供工作组

审议。 

153. 在2010年10月14日的第6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风险评估和风险

管理的决定草案。 

154.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

克罗地亚和土耳其）、洪都拉斯、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

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和菲律宾。 

155. 2010年10月14日，在工作组的第7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发了言：玻利维

亚、巴西、哥伦比亚、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加纳、危

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尔、尼

日利亚、挪威、巴拉圭、菲律宾、南非和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 

156. 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同意将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作为UNEP/CBD/BS/COP-
MOP/5/L.13号决定草案转呈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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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3，成为第BS-V/12号
决定。该决定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14. 公众意识和参与（第 23 条第 1 款） 

158. 2010年10月12日，第二工作组的第3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14。在审议该项目时，

工 作 组 面 前 有 执 行 秘 书 关 于 公 共 意 识 和 参 与 问 题 的 说 明

（UNEP/CBD/BS/COP-MOP/5/13），以及关于公共意识、教育和参与工作方案的可能组

成部分意见的各项呈件的汇编（UNEP/CBD/BS/COP-MOP/5/INF/18）。 

159. 在介绍该项目时，秘书处代表说，执行秘书编写了UNEP/CBD/BS/COP-MOP/5/13
号文件，以促进对工作方案的讨论和可能通过。第二节提出关于第23条第1款(a)项执行情

况的综合报告，第三节提出关于工作方案可能内容的意见汇编。该文件的附件载有工作方

案草案。 

160.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玻利维亚、柬埔寨、哥伦比亚、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

（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加纳、洪都拉斯、印度、日本、约旦、肯尼亚、马来西

亚、马尔代夫、墨西哥、菲律宾、大韩民国和南非。 

161. 在2010年10月13日的工作组第4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发了言：阿根廷、孟

加拉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新西兰。 

162. ECOROPA和公共研究和管理倡议的代表也发了言。 

163. 经交换意见后，主席说，他将编写案文，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列入其中，供工作组

审议。   

164. 2010年10月14日，工作组第7次会议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的决定草案。 

165.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

加纳、危地马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大韩民国和乌干达（代表非洲集团）。 

166. 2010年10月14日，在工作组的第8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发了言：玻利维

亚、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危地马拉、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和墨西哥。 

167. 经 交 换 意 见 后 ， 工 作 组 批 准 了 经 口 头 订 正 的 决 定 草 案 ， 将 其 作 为

UNEP/CBD/BS/COP-MOP/5/L.15号决定草案转呈全体会议。 

168.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5，成为第BS-V/13号
决定。该决定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15   监测和报告（第 33 条） 

169. 2010年10月11日，第一工作组的第1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15。在审议本项目

时，工作组面前有执行秘书编制的关于《议定书》下的监测和报告（第33条）的说明

（UNEP/CBD/BS/COP-MOP/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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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秘书处的代表在介绍本项目时说，工作组面前文件的附件载有提交报告的新格式草

案，这是秘书处应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的要求编制的。这份报

告格式草案的范围更加全面，将用于确定基准线和便于衡量执行《议定书》的进展情况。

她还提请注意该文件第二节所载决定草案。 

171.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巴西、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古巴、刚果民

主共和国、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危地马拉、印度、日

本、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南非和乌干达。 

172. 全球环境基金的代表在回答几个缔约方的评论时解释说，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战略

为所有缔约方编列了一笔数额达50万美元的经费，供其根据“能力建设活动”一节提交报

告之用。关于有人问及为编写第二次国家报告发放资金的时间规定，他解释说，提交国家

报告的 后时限是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举行下一次会议的一年之前，因此

在商定第六次会议的日期之前，难以答复这项问题。他认为，获取财政资源是办得到的，

只要有关缔约方和执行机构及时采取行动。但他向工作组保证，全球环境基金将竭尽全力

确保所有资金都将迅速发放。 

173. 主席说，她将根据讨论情况草拟案文，纳入各缔约方在讨论期间所表达和书面提交

的文件中所载述，就本议程项目提出的要点。 

174. 2010年10月13日，工作组在第3次会议上审议了主席提交的关于监测和报告的决定

草案。 

175.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

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利比里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和苏丹。 

176. 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核准了这项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作为决定草案

UNEP/CBD/BS/COP-MOP/5/L.9，转呈全体会议。 

177.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9，成为第BS-V/14号决定。该决定

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16. 评估和审查（第 35 条） 

178. 2010年10月11日，第一工作组在其第1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16。在审议该项目

时，会议收到了执行秘书关于“评估和审查（第35条）：方法和标准：第二次评估和审查

的拟议框架”的说明（UNEP/CBD/BS/COP MOP/5/15）。 

179. 秘书处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时解释说，该文件系根据缔约方的要求，就《议定书》

的实效进行第二次评估的可能方法提出建议而编写的，其中考虑到时间、范围和指标，并

列出建议的决定草案的要点。 

180.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巴西、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

其）、利比里亚、墨西哥、挪威、大韩民国和塞内加尔。 

181. 公共研究和管理倡议的代表也发了言。 

182. 秘书处的代表在回答塞内加尔的提问时澄清说，该方法的范围将涵盖各国以及区域

的关于执行方面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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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2010年10月12日，工作组在第2次会议上恢复审议本项目。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

言：巴西、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墨西哥和乌干达。公共研究和管理倡议的代表也发

了言。 

184. 主席在讨论结束时说，她将根据会上表达的意见编写案文供工作组审议。 

185. 2010年10月13日，工作组在其第3次会议上审议了由主席提交的关于评估和审查的

决定草案。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古巴、欧洲联盟

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和乌干达。公

共研究和管理倡议的代表也发了言。 

186. 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核准了这项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作为决定草案

UNEP/CBD/BS/COP-MOP/5/L.10，转呈全体会议。 

187.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0，成为第BS-V/15号决定。该决定

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17. 《议定书》战略计划以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

约方大会的工作方案 

188. 2010年10月11日，第一工作组的第1次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17。在审议该项目时，

工作组面前有执行秘书关于《议定书》2011年至2020年间战略计划草案要点的说明

（UNEP/CBD/BS/COP-MOP/5/16）。 

189. 秘书处的代表在介绍该项目时指出，该文件取材自各缔约方提交的呈件和评论、对

《议定书》评价的报告、各国第一次国家报告的要点、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

会过去四次会议的决定、为便于讨论战略计划并获得共识而建立的协商会议中的评论。该

文件在第一稿后在五次闭会期间会议的协商后做了许多重大修改。她提请注意文件的附件

一和二，其中分别有《议定书》战略计划要点的草案和《议定书》多年期工作方案的草

案，并注意该文件的第四节，其中载有请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审议的决定

的要点。 

190.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喀麦隆、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塞内加尔。 

191. 2010年10月12日，工作组第2次会议恢复对本项目的审议。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

言：阿根廷、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哥伦比亚（代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集团）、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印度、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秘鲁、大韩民国、南

非、苏丹、乌干达、越南和也门。 

192. 主席在讨论结束时说，她将根据会上表达的意见编写决定草案供工作组审议。 

193. 2010年10月13日，工作组的第3次会议审议了由主席提交的关于战略计划的一项决

定草案。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柬埔寨、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欧洲联盟及其27个
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日本、墨西哥、纳米比亚、新西兰、挪威、南非和

乌干达。公共研究与管理倡议的代表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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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在2020年10月14日的第4次会议上，工作组讨论了主席提交的关于此议题的草案。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巴西、喀麦隆（代表非洲集团）、哥伦比亚、欧洲联盟及其27个
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挪威、秘鲁和塞内加尔。 

195. 主席说， 后版的《战略计划》将取决于第二个工作组在议程项目13下进行讨论的

结果，并将在晚些时候予以修改以反映该工作组讨论的情况。 

196. 经交换意见后，工作组核准了这项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一俟第二工作组讨论得

出结果后，作为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1，转呈全体会议。 

197.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了决定草案UNEP/CBD/BS/COP-MOP/5/L.11。 

198. 主席指出，《议定书》的战略计划应酌情与工作组所提其他建议保持一致。  

199. 经交换意见后，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

案，成为第BS-V/16号决定。该决定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四. 最后事项 

项目 18. 其他事项 

答谢日本政府和人民 

200. 在2010年10月15日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表示衷心感谢日本政府和人民在会议期间给予与会代表的热情款待，感谢它们为会议取得

成功作出的贡献。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就此通过了第BS-V/17号决定。谢

词的案文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19. 作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

会议的举行日期和地点 

201. 在第3次全体会议上，议定书的缔约方决定，第六次会议将与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

会议一道举行。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举行的日期和地点将由缔约方大会将要举行的第

十届会议决定。 

项目 20. 通过报告 

202. 在 2010 年 10 月 15 日的会议的第 3 次全体会议上，在报告员所提报告草案

（ UNEP/CBD/BS/COP-MOP/5/L.1 ） 以 及 第 一 工 作 组 和 第 二 工 作 组 的 报 告

（UNEP/CBD/BS/COP-MOP/5/L.1/Add.1和2）的基础上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本报告。 

项目 21. 会议闭幕 

203. 日本农林水产省议会秘书Masayo Tanabu女士对出席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所有与会代表表示感谢。会议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机会，让来自全世界

的与会代表齐聚一堂，讨论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这次会议还使六年的谈判取得成

果，通过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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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此应该感谢法律起草小组的共同主席。《卡塔赫纳议定书》仍然是存在时间不长

的文件，2003年才生效，但她确信，本着本次会议所体现的相同精神，各缔约方一定能够

克服今后可能遇到的挑战。她对德国离任主席表示感谢，并说，从现在起，日本将尽一切

可能确保《补充议定书》生命的顺利开始，并将努力致力于同所有与会代表一道实现《卡

塔赫纳议定书》的各项目标。 

204. 以下代表对所有使会议取得成功的人表示谢意：哥伦比亚（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集团）、欧洲联盟及其27个成员国（也代表克罗地亚和土耳其）、马拉维（代表非洲集

团） 、帕劳（代表亚太集团）和乌克兰（代表中欧和东欧集团）。 

205. 执行秘书祝贺与会代表在会议期间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是一次富有成果和具有历史

意义的会议，特别是会议通过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名古屋-
吉隆坡补充议定书》。他对主席之友小组共同主席以及后来的法律起草小组和所有同他们

一道作出奉献和开展杰出努力的人士表示赞赏。他还向东道国日本以及会议的主席、两工

作组的主席及预算问题联络小组的主席表示敬意。秘书处将一如既往地努力落实通过的各

项决定，克服因而将要面临的挑战。 

206. 印度代表就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取得成功向东道国表示

祝贺，并赞扬缔约方大会前德国主席在过去两年里给予的领导和所做艰苦努力。能力建设

是执行《议定书》的关键，印度准备同其他缔约方一道努力处理这一问题。他期待在印度

欢迎出席作为议定书缔约方大会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各位代表。 

207. 经例行的礼节客套之后，主席宣布，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

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晚7时30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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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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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1. 履约委员会的报告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注意到 各缔约方就如何加强履约委员会的支助作用提交的意见（UNEP/CBD/BS/ 
COP-MOP/2/Add.1）， 

又注意到 履约委员会的建议（UNEP/CBD/BS/COP-MOP/5/2，附件）， 

回顾 第 BS-I/7 号决定附件第一节中规定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履约程序

和机制的目标、性质和基本规则。该决定强调以简单易行、提供便利、非对抗性和相互合

作的方式，通过提供咨询与协助，促进履约和处理不遵守情事，同时特别顾及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需要，考虑到这些国家执行《议定书》时遇到的困难； 

认识到 有必要特别通过强调和加强履约委员会的促进和支助作用，同时动员资

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项目，增强各缔约方对履约委员会职能及应用《议定书》履约程

序和机制的信心， 

1. 决定： 

(a) 如果任何缔约方根据第 BS-I/7 号决定附件第四节第 1(a)段就自身情况提交涉

及履约事项的材料，履约委员会作出回应时，应考虑只采取第 BS-I/7 号决定附件第六节

第 1 段(a)和(b)分段中列出的那些措施，即向所涉缔约方提供咨询或协助，和/或就提供财

政和技术援助、技术转让、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措施向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

会提出建议； 

(b) 如果某一缔约方未提交国家报告，或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信息显示，通过

国家报告或秘书处收到的信息表明有关缔约方在履行《议定书》规定义务时遇到了困难，

履约委员会也可考虑采取上文(a)分段中提到的措施； 

2. 请 履约委员会根据上文第 1 段，以保密方式并与有关缔约方合作，发挥委

员会的支助作用；  

3. 鼓励  因能力不足在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一项或多项义务时面临困难的缔约方就

履约情况向委员会提交文件材料，以使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能够酌情采取促进和

支助措施，帮助该缔约方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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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2.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运作和活动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欢迎 对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管理中心和提交信息共用格式的结构所作的改进，  

回顾 第 BS-II/13 号决定序言部分的第 3 段，该段涉及必须让各不同利益方能够获

得格式齐全的改性活生物体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的信息和让提高认识的资料适合当地语

言和情况， 

欢迎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用户和潜在用户的研究”取得的成果， 

又欢迎 全球环境基金核准“继续加强能力建设以有效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

项目”， 

1. 提醒 各缔约方注意其义务，并请其他国家政府： 

(a) 及时就有关改性活生物体的 后决定和对此种决定的风险评估摘要，以及

《议定书》所要求的对一切案例所做风险评估的摘要，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完整和

准确的信息，除其他外包括：为实地试验而有意将改性活生物体引入环境，不论该改性活

生物体将来是否会越境移动或商业应用； 

(b) 同秘书处全力合作，努力维持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信息内的完整信息； 

(c) 指出并记录妨碍或阻碍有效使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具体障碍； 

2. 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用户继续通过生物安

全信息资源中心提供相关的生物安全信息； 

3. 又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考虑，凡在提及某一改性活生物

体时，由其有关的国家机构使用“改性活生物体快速链接”工具； 

4. 请 各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就上一个闭会期间有关下列

事项的变动，向执行秘书提交意见：（一）共用格式；（二）登记程序；（三）分析调查

结果的工具；以及（四）以图表说明数据，并请执行秘书参考这些意见致力在今后改善生

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5. 请 执行秘书继续向缔约方提供协助和信息，使其了解如何通过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中央门户网站提交和获得信息，并探讨以创新的方式协助各缔约方也能够以联合

国正式语文之外的其他语文提交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信息； 

6. 又请 执行秘书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与生物安全相关议题和执行《议

定书》有关的在线论坛和会议提供便利，特别是帮助以统一方式理解《议定书》第 20 条

某些术语的用法以及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的风险评估中应提交何种信息； 

7. 请 各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积极参与上文第 6 段提及的活

动，以期达到充分的区域参与和确保讨论的结果得到考虑； 

8. 请 执行秘书除其他外，通过推动定期交流信息和在线讨论，加强参与生物

安全信息交换所各国家联络点的活动，并探讨如何以创新方式从因特网联线有限的缔约方

那里收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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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邀请 有关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在提供改性活生物体的信息方面加强合作

和避免工作的重复，并请 执行秘书探讨以何种方式制定机制以协调从各种其他来源（例

如：经济化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获得的类似数据，以期避免工作的重

复和改善作为生物安全信息分享的全球性机制的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利用； 

10. 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资金和加强并扩大旨在

克服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的 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

家缔约方遇到的障碍的各项倡议，以履行《议定书》第 20 条的义务，包括能力建设和建

立为便利自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检索信息和向其提供信息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11. 请 各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详细查明本国

关于本国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节点的需要，并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当前的“继续加

强能力建设以便有效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项目”（以下称“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项

目二”）以及执行秘书对已查明的需要提供必要的支持； 

12. 鼓励 各缔约方、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继续开展国家和区域级的

培训活动，并欢迎 大韩民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提由其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于 2011 年

主办区域研讨会的建议； 

13. 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提供资金，用于为为了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尤其是其中的 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的利

益落实上文第 5段的执行； 

14. 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项目二，推动在全球、区

域、特别是次区域级的能力建设工作，以便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经验交流； 

15. 又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项目二，同执行秘书合作

提出关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进一步准则，其中特别注意各类目标利益攸关方（例如政

府官员、媒体、一般公众、民间组织成员等）以及已查明对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认识 少

的那类潜在用户。 



UNEP/CBD/BS/COP-MOP/5/17 
Page 31 

 
 

BS-V/3. 能力建设活动情况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第 BS-III/3 号决定通过了 新的《切实执行议定书能力建设的行动计划划》

和决定每五年对《行动计划》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 

 欢迎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为支持《行动计划》所采取的举措， 

 回顾 第 BS-I/5、第 BS-II/3 和第 BS-IV/3 号决定邀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向秘

书处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其能力建设和培训需要， 

 又回顾 第 BS-IV/16 号决定第 3 段邀请执行或资助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活动的各国政

府和组织协调会议进一步考虑能否合作查明各缔约方在就改性活生物体的社会经济影响方

面进行研究和交流信息的能力建设需要， 

 认识到 各缔约方有必要合作建立执行《议定书》的能力，尤其是在区域和次区域

各级， 

 强调 有必要增强协同增效作用和高效使用有限的现有资源， 

一． 《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国家能力需要 

1. 注 意 到  执 行 秘 书说 明 所 载 关 于 《 行动 计 划》 执 行 情 况的 报 告

（UNEP/CBD/BS/COP-MOP/5/4，第二节）； 

2. 敦促 尚未提交为支持《行动计划》而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报告的各缔约方和

其他国家政府，使用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提供的在线格式，在六个月之内提交报告，以便利

对《行动计划》的全面审查； 

3. 注意到 执行秘书编写的关于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培训及能力建设需要

的报告（UNEP/CBD/BS/COP-MOP/5/4，第三节）； 

4. 请 发达国家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在提供双边和多边援助中考

虑到缔约方查明的具体能力需要，使援助面向为执行《议定书》而需要资源的方面； 

5.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制定体制框架和发展基于研究成果的长期性

知识，以便评估有关信息以及监管、管理、监测和控制改性活生物体的风险； 

6. 敦促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重点需要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或

已经提交但希望做出修改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今后六个月内提交报告，以便让秘书

处能够编写更具代表性和更全面的需要评估报告，以便利对《行动计划》的下一次全面审

查； 

7. 请 执行秘书每四年开展一次全面需要评估，并请 各缔约方在将审议需要评

估报告的缔约方会议之前至少 12 个月内完成需要评估； 

8. 请 执行秘书根据第五次协调会议制定的指导方针发布并向各缔约方提供一

份有关区域和次区域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办法的工具包； 

 



UNEP/CBD/BS/COP-MOP/5/17 
Page 32 
 
 

二． 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 

9. 表示注意到 “参与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的学术机构和组织第三次国际会

议”的报告（UNEP/CBD/BS/COP-MOP/5/INF/7 号文件）； 

10. 赞扬 日本政府组织和主办上文提及的会议； 

11.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 

(a) 支持现有生物安全教育及培训倡议，包括流动性支持，并促进制定新的倡

议； 

(b) 为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建立国家、区域和次区域协调机制； 

(c) 委托开展国家调查/研究，以建立有关生物安全的教育和培训现状基线数

据，并将该信息提供给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d) 为了教育的目的，向学术机构提供相关文件（包括真实档案和完整的风险评

估报告），同时要尊重根据《议定书》第 21 条保护机密信息的必要性； 

三． 对《行动计划》的全面审查和能力建设的办法 

12. 核准 本文件附件所载 新《行动计划》中的全面审查的职权范围； 

13. 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向执行秘书

提交可有助于 新版本《行动计划》全面审查的相关资料，以及对《行动计划》可能做出

修订的看法和建议； 

14. 请 执行秘书委托对为了支持《行动计划》所实施的能力建设倡议的成效和

成果进行独立评估，以便利对《行动计划》的全面审查； 

15. 重申 其在第 BS-IV/3 号决定第 17 段中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

织向执行秘书提交资料，介绍在为支持《行动计划》所实施的能力建设活动监测和评价中

使用成套订正指标方面的经验教训； 

16. 请 执行秘书编写一份工作文件，以便利对《行动计划》的全面审查，同时

顾及根据上文第 13 和第 15 段提交的呈件、第二次国家报告中提供的资料以及上文第 14
段提及的独立评价的结论； 

17. 欢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制的有关各类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办法的成效和所

获经验教训的专家审查报告（UNEP/CBD/BS/COP-MOP/5/INF/9）； 

18. 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在设计和执行生物安全能力建设

倡议和支助方案时，酌情考虑专家审查的调查结论和建议； 

19. 请 执行秘书组织一次在线论坛，以查明对能力建设应采取的战略性办法和

建立能力评估框架和监测及评价框架，并将成果提交给缔约方的第六次会议； 

20. 请 执行秘书根据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联络组提供的建议制作工具包，以帮助

缔约方和有关组织加强各类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倡议和办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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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作查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进行研究和交流信息的能力建设需要 

21. 表示注意到 执行或资助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活动的各国政府和组织第六次协

调会议关于开展可能的合作以查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进行研究和交流信息的能力建设需

要的建议（UNEP/CBD/BS/COP-MOP/5/4）； 

22.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本国社会经济因

素方面的能力建设需要和优先事项； 

23. 敦促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交有关社会经济因

素的相关资料，包括重点是体制安排和 佳做法的指南材料和个案研究； 

24. 请 执行秘书召集区域在线会议以便：(一) 便利在区域基础上交流关于社会

经济因素的意见、信息和经验的交流；以及 (二) 查明供今后考虑的可能的问题； 

25. 又请 执行秘书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之前，在

可获得必要资金的情况下，召集一次顾及区域代表平衡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社会经济因素的

研究和信息交流能力建设问题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 

(a) 分析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提交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关于社会经济影响的

能力建设活动、需要和优先事项，并查明为解决这些需要进行合作的备选办法； 

(b) 交流并分析利用《议定书》第 26 条范畴内的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的信息； 

26. 欢迎 挪威政府提出支持上文第 25 段所述社会经济因素的活动的建议； 

27. 请 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联络小组就组织上文第 25 段所提研讨会一事向执行秘

书提供指导； 

28. 请 执行秘书综合上文第 24 和第 25 段提所在线会议和研讨会的成果，并向

缔约方第六次会议提交报告，以便审议进一步的措施； 

29. 邀请 各缔约方与区域机构和有关组织合作，举办区域研讨会以便利分享有

关社会经济因素的信息和经验； 

30. 欢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秘书处开展的在改性活生物体相关决策中适用社

会经济因素及其使用经验的调查报告（UNEP/CBD/BS/COP-MOP/5/INF/10）。 

31. 邀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其他组织开展更多个案研究，以记录不同地区的

经验教训。 

附件 

最新版本行动计划全面审查职权范围 

A. 导言 

1. 缔约方会议在其第 BS-III/3 号决定中通过了 新版本《行动计划》，并决定根据对

为支持其实施所采取倡议的独立评价，每五年对《行动计划》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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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的第一次审查于 2005 年进行，其成果载于 UNEP/CBD/BS/COP-MOP/3/4 和

UNEP/CBD/BS/COP MOP/3/INF/4 号文件。 

2. 下一次全面审查将于 2011 年进行，并将于预期 2012 年召开的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将

对其报告进行审议。为促进审查进程，编写了以下职权范围。职权范围概述了审查的目

标；待开展活动的范围和时间表以及各利益攸关方的指示性职责；支持审查的资料来源；

以及预期的产出成果。 

B. 审查目标 

3. 全面审查的目标是： 

(a) 评估执行《行动计划》取得的进展（包括主要成果和影响），审查《行动计

划》在促进发展和/或加强生物安全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方面的成效； 

(b) 查明执行《行动计划》方面的差距和限制《行动计划》充分实施的障碍及制

约因素，并提出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的措施； 

(c) 查明执行《行动计划》中的 佳做法和吸取的教训； 

(d) 酌情提出对《行动计划》的修订，同时考虑到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新出

现的其他需要和优先事项以及新的《议定书战略计划》（2011-2020 年）； 

(e) 提出加强《行动计划》执行工作和改善《行动计划》进展和成效监测及评价

的备选办法。 

4. 审查的总体目标将是，确保《行动计划》针对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的需要和优先

事项，适当而有效地提出进行能力建设努力的一致的框架。 

C. 待开展活动的范围和时间表 

5. 审查进程将包括以下活动/任务： 

活动/任务 时限 职责 

1. 提交为支持《行动计划》所开展能力

建设活动的报告 

2011 年 4 月 15 日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

府和有关组织 

2. 利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问卷提交能

力建设和培训需求 

2011 年 4 月 15 日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

府 

3. 转呈使用成套订正指标的经验及教训 2011 年 6 月 30 日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

府和有关组织 

4. 对《行动计划》可能的修订提出意见

和建议 

2011 年 6 月 30 日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

府和有关组织 

5. 独立评估为支持《行动计划》所采取

的举措 

2011 年 6 至 10 月 顾问 

6. 审查上述呈件并编写讨论文件以便利
2011 年 9 至 10 月 秘书处；能力建设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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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 组 

7. 编写工作文件以便利缔约方第六次会

议的全面审查 

2012 年 6 月 秘书处 

D. 全面审查工作的资料来源 

6. 审查将利用各类资料来源，包括以下各项： 

(a) 秘书处为缔约方会议编写的《行动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b) 关于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培训及能力建设需要的报告； 

(c) 《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二次国家报告； 

(d) 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提交的信息、意见和建议； 

(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制的有关各类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办法的成效的专家审查

报告； 

(f) 以前的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倡议评价和评估及其他文件；以及 

(g) 关于为支持《行动计划》实施所采取倡议的独立评价报告。 

E. 预期的审查成果 

7. 全面审查工作的预期成果有： 

(a) 《行动计划》订正草案； 

(b) 包括了经订正的成套指标的《行动计划》新的监测和评价框架； 

(c) 经订正的能力建设需要评估框架； 

(d) 国家和区域各级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战略办法指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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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4. 生物安全专家名册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其第 BS-I/4、第 BS-II/4、第 BS-III/4 和第 BS-IV/4 号决定， 

表示注意到 执行秘书编制的关于专家名册的现状和使用情况以及专家名册自愿信

托基金的试行阶段的报告（UNEP/CBD/BS/COP-MOP/5/4/Add.2）， 

强调 专家名册在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建立有效执行《议

定书》的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注意到 能用于确保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利用名册上的专家

的资金有限， 

一.  专家名册的现状和使用情况 

1. 敦促 尚未向名册提名专家的政府完成提名； 

2. 提醒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其向名册提名专家的过程中考虑性别平

衡，以及在名册中均衡涵盖不同专长领域的需要； 

3. 敦促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名册上的专家被其他缔约方挑选履行

《议定书》规定的任务时，及时和灵活地提供便利，使这些专家得以成行， 

4.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向执行秘书提交资料，说明在向生物安全专

家名册提名专家和使用名册上的专家时积累的经验和遇到的困难，并至少在缔约方第六次

会议之前六个月对未来的需要作出预测，以期改进提名程序和提名格式； 

5. 敦促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根据名册准则的规定，提高被提名专家对于

专家义务的认识； 

6. 请 执行秘书在缔约方第六次会议期间，在根据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提

供的信息编制对名册运作情况的评价时，审查使用名册的经验，查明各缔约方遇到的困难

和评估缔约方未来的需要；  

7. 还请 执行秘书根据名册的运作经验以及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根据上文

第 4 段提交的信息，酌情建议修改提名表，供议定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审议； 

二． 名册自愿基金的试行阶段 

8. 赞扬 西班牙政府和欧洲联盟向专家名册自愿基金作出捐赠； 

9. 邀请 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捐助方向自愿基金作出捐赠，以确保名册的完

全运作，从而便利《议定书战略计划》（2011-2020 年期间）的实施； 

10. 请 执行秘书根据运作经验，酌情建议修改专家名册自愿基金试行阶段的暂

行准则，供议定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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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5. 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议定书》第 28 条及其第 BS-II/5、第 BS-III/5 和第 BS-IV/5 号决定， 

审查了 执行秘书编制的 UNEP/CBD/BS/COP-MOP/5/5 号文件以及提交缔约方大会

第十届会议的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的报告（UNEP/CBD/BS/COP/10/6）， 

欢迎 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五次增资的面向国家所有权和提高全环基金的效率

和效益的政策建议，包括通过加强对于各项公约的问责和精简项目的周期， 

表示注意到  全球环境基金评 估办公室 2008 年进行中期审 查的结果

（GEF/C.35/Inf.2）和关于全球环境基金资金用于执行《议定书》的资金分配框架第四次

全面业绩研究 ， 

关切地注意到 全环基金信托基金第四次增资期间分配给生物安全的指标性资金袋

仅部分地得到利用，而全环基金信托基金第五次增资期间分配给生物安全的指标性资金袋

有所减少， 

认识到 继续需要资金以便执行《议定书》， 

1. 欢迎  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五次增资，并对向信托基金认捐的捐助国表
示赞赏； 

2. 表示注意到 全球环境基金第五次增资期间为进一步调整大中型项目的项目

周期和全环基金方案办法采取的各项措施； 

3. 敦促 符合资格的缔约方在申请用于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的国家分配的全环

基金资金时，酌情将重点放在生物安全上； 

4. 建议 缔约方大会在就支持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一事通过对全

球环境基金的指导意见时，敦促全环基金：  

(a) 继续执行以往就生物安全向财务机制提出的所有指导； 

(b) 考虑在全环基金信托基金第六次增资的范畴内，根据关于《议定书》执行情

况的第二次国家报告，通过为每一个国家确定用于生物安全的特定配额，在财务机制资助

资源透明分配制度内，支持《议定书》的执行； 

(c) 及时向符合资格的缔约方提供资金，帮助其编写《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下的第二次国家报告； 

(d) 将其为有效参加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能力建设提供的支助扩大至所有符合

资格的《议定书》缔约方，并提交报告供议定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审议； 

 (e) 确保将生物安全的相关内容列入国家能力自我评估的职权范围以及利用全环

基金的资金开展的其他能力评估倡议中； 

(f) 确保在利用全环基金的资金开展的活动中，考虑到第 18 条第 2 款(a)项的标

识要求和相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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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确保在利用全环基金资金开展的活动中，考虑到有关改性活生物体安全转

让、处理和使用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工作方案； 

(h) 以便利的方式向符合资格的缔约方提供资金，并酌情监测能否迅速获得这笔

资金； 

5. 邀请 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渠道，回应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在执行《议定书》的财政和技术资源方面的已确定的需要； 

6. 又邀请 各缔约方在国家报告的报告格式中涉及能力建设的部分中提供信

息，说明其自全球环境基金获得现有资金的经验； 

7. 请 执行秘书进一步研究调集额外资金用于执行《议定书》的途径，并向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第六次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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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6. 与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的合作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欢迎  执行秘书就与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开展活动的情况提交的资料

（UNEP/CBD/BS/COP-MOP/5/6）， 

又欢迎 执行秘书同绿色海关倡议、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植

物保护公约以及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奥胡斯公约等开展的

合作， 

强调 通过加强相关组织、多边协定和倡议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能够促进有效地执

行《议定书》，包括在公众意识和参与领域，  

认识到  国际环境治理更大范畴内不同文书间保持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尤其是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保持协调一致的重要性， 

1.  赞赏 执行秘书不断努力加强同其他组织、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并

请 执行秘书进一步加大努力的力度以获得在世界贸易组织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和技术性

贸易壁垒委员会中的观察员地位； 

2. 请 执行秘书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a) 争取同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种子检验协会达成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同这些

组织在第 18 条范围内的合作； 

(b)  继续参与 BS-II/6 号决定所提及的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有关会议； 

(c) 同致力加强信息分享工作的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开展合作，以便：(一) 查
清可能的联系；以及 (二) 酌情避免制定无法兼容或重复的成套数据，并保障所提供信息

的可靠性； 

(d)  保持同参与包装和运输规则与标准的组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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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7. 2011－2012 两年期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秘书
处服务费用和生物安全工作方案的方案预算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1. 欢迎 东道国加拿大和魁北克省为秘书处的运作提供 1,082,432 美元的年度捐

款，并将以每年 2%的比例递增，并每年划拨其中的 16.5%以抵减《议定书》缔约方为

2011-2012 两年期提供的捐款； 

2. 核准 2011 年核心方案预算（BG）为 2,597,800 美元和 2012 年为 3,102,600
美元，用于下表 1 所述目的； 

3. 核准 从往年财政期的未用余额或捐款（结转），即 2009-2010 两年期结束

时核心方案预算信托基金预计结存的 1,560,959 美元中，提取 850,000 美元，用于冲抵

2011-2012 两年期核心方案预算的一部分； 

4. 核准 下表 2 所列秘书处的人员配置； 

5. 注意到 对《补充议定书》作出准备和执行可能需要开始在 2013-2014 两年

期预算中增加秘书处的人力资源； 

6. 通过 下表 5 所列 2011 年和 2012 年《议定书》之下的费用分摊比额表； 

7. 决定 把周转储备金定为包括方案支助费用的核心方案预算（BG）开支的

5%； 

8. 授权 执行秘书提取可用的现金资源，包括未用余额、往年财政期间的捐款

以及杂项收入，承付核准的预算范围内的款项； 

9. 同意 在 2011-2012 两年期按 85:15 的比率分摊《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议定

书》两者共同使用的秘书处服务费用； 

10. 请 《议定书》所有缔约方注意，向核心方案预算（BG）缴纳捐款的期限是

这些捐款列入预算年度的 1 月 1 日，并应及时缴款，并 敦促有能力的缔约方在 2010 年 12
月 1 日之前缴纳表 5 所列 2011 历年的捐款和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之前缴纳表 5 所列 2012
历年的捐款，以及，在这方面，请 各缔约方在应缴纳捐款年度前一年的 8 月 1 日之前通

知缴纳的捐款数额； 

11. 关切地注意到 若干缔约方尚未向 2010 年及往年的核心预算（BG 信托基

金）缴纳捐款； 

12. 敦促 尚未向核心预算（BG 信托基金）支付 2010 年和以前年度捐款的缔约

方及早支付捐款，并请执行秘书公布和定期更新关于向《议定书》各信托基金（BG、BH
和 BI 信托基金）支付捐款的情况； 

13. 决定 关于将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及其以后到期的捐款，那些拖欠达两年或更

长时间的缔约方，将没有资格担任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主席团成员；这项

规定仅适用于那些不是 不发达国家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缔约方； 

14. 授权 执行秘书与任何拖欠捐款达两年或更长时间的缔约方达成安排，共同

商定该缔约方的“付款时间表”，用以根据欠款缔约方的财政情况在六年时间内缴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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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缴纳的捐款和在今后按时缴纳捐款，并向主席团的下一次会议和向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报告任何这种安排的执行情况； 

15. 决定 如果某一缔约方根据上文第 14 段商定了一项安排，且充分遵守这项安

排中的规定，将对其不适用上文第 13 段的规定；  

16. 重申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

家充分和积极地参与《议定书》活动和决策的重要性； 

17. 表示注意到 将从以下支付来源支付的《议定书》内各项活动的经费估计

数： 

(a) 执行秘书指明的用于 2011-2012 两年期支援核定活动的额外自愿捐款特别自

愿信托基金（BH）（见下表 4 中所需资源）； 

(b) 执行秘书指明的用于 2011-2012 两年期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 不

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进行参与的特别资源信托基金(BI)
（见下表 4 中所需资源）； 

并敦促 各缔约方向这些基金捐款； 

18. 请 秘书处提醒各缔约方， 迟需要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审议财务需要的会议六个月前向 BI 信托基金支付捐款，并敦促那些能够做到的缔约方保

证至少在会议之前三个月支付捐款； 

19. 邀请 所有不是《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以及各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和其他来源，向议定书各信托基金（BH、BI）提供捐款，使秘书处能够及时开

展核定的活动； 

20. 表示注意到 执行秘书关于使用东道国货币或美元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

账户和预算货币的利弊的报告（UNEP/CBD/BS/COP/10/INF/16）； 

21. 决定 将《议定书》各信托基金（BG、BH、BI）再延长两年，从 2012 年 1
月 1 日开始，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截止，并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执行主

任谋求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批准延期； 

22. 尽管继续有必要编制一份方案预算，请 执行秘书同环境规划署联络，以期

研究可否对《议定书》的工作适用基于成果的管理概念，特别是酌情适用基于成果的预算

编制，同时考虑到环境规划署和其他组织的惯例，并就此向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第六次会议提交报告； 

23. 请 执行秘书利用本决定附件所载述的可度量成果和业绩指标，作为秘书处

的管理工具，并就此向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下一次会议提交报告； 

24. 请 执行秘书编制秘书处服务方案预算，其中包括关于 2013-2014 两年期新

增工作人员以及议定书和补充议定书工作方案的任何提案的职权范围，并将其提交作为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同时，根据以下设想提供三种备选预算： 

(a) 执行秘书将对方案预算所需的增长率作出评估； 

(b) 核心方案预算（BG 信托基金）的名义值比 2011-2012 年的数额增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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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心方案预算（BG 信托基金）名义值维持 2011-2012 年的水平； 

同时解释，三种备选预算之间，在工作人员和活动两方面的差异及造成的结果； 

25. 请 执行秘书报告收入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未用余额以及盈余和转结情况

以及对《议定书》2011-2012 两年期预算作出的任何调整，并在向《公约》缔约方提供关

于《生物多样性公约》预算的所有财务信息时，也同时将其提供给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缔约方大会和生物安全联络点； 

26. 又请 在向《公约》的缔约方大会提交秘书处的工作方案时，也同时将工作

方案提交给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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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2012 两年期核心预算（BG 信托基金）所需《生物安全议定书》资源 

支出 2011 年 2012 年 共计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A. 工作人员费用*     1,698.8       1,750.9           3,449.7 
B. 生物安全主席团会议        50.0         60.0        110.0 
C. 作为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0.0       400.0         400.0 
D. 顾问/分包合同        20.0         20.0          40.0 
E 公务旅行        55.0         50.0         105.0 
F. 能力建设问题联络小组会议        30.0         30.0         60.0 
G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咨询会议        40.0         40.0          80.0 
H. 履约委员会会议（1 次/年）        40.0         40.0          80.0 
I 特设技术专家组 — 风险评估 0.0        60.0          60.0 
J. 一般业务支出         259.7          259.7                 519.4 
K. 临时助理人员/加班费           15.0            15.0                   30.0 
L.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网站的翻译           20.0            20.0                   40.0 
M 独立评估能力建设倡议           20.0  0.0                 20.0 
N. 评估和审查研究           20.0  0.0                  20.0 
O 关于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的研究 — 标准制定的必要

性和方法 
    20.0       0.0 

     20.0  
  小计（一）     2,288.6      2,745.6        5,034.2 

二 方案支助费用（13%）       297.5        356.9         654.4 

三 周转准备金        11.7           11.7 

  合计（一+二+三）     2,597.8      3,102.6        5,700.4 

                 扣除东道国捐款       182.2        185.8         368.0 

  合计     2,415.6      2,916.7        5,332.4 

 
扣除往年结余 

   
450.0              400.0  

  
850.0 

  合计净额（缔约方分摊的金额）     1,965.6      2,516.7        4,482.4 

     
 * 包括主要由公约提供资金的员额费用的 15%，用于：1 名 P-5；1 名 P-4；3 名 P-3 以及两名一般事务工

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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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1-2012 两年期核心预算（BG 信托基金）所需生物安全议定书工作人员配置 

  2011 2012  
A 专业及以上职类    
 D-1 1 1  
 P-4 3 3  
 P-3 3 3  
 P-2 1 1  
 专业及以上职类共计 8 8  
B. 一般事务职类共计 5 5  
                           总计（A+B）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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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1-2012 两年期支持卡塔赫纳议定书核定活动的补充自愿捐款特别自愿信托基金（BH） 

 
 一   说明                               2011-2012 年 

会议/研讨会 

能力建设活动现况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的使用情况 1/       200,000 
改性活生物体标识/记录培训教员海关官员培训       220,000 
实验室主管改性活生物体检查区域讲习班       400,000 
赔偿责任和补救              50,000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 2/         60,000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区域讲习班         438,000 
区域讲习班 － 公共意识和参与         100,000 
评估和审查专家会议          100,000 
监督和报告区域讲习班 － 国家报告          400,000 

短期工作人员/临时人员 

能力建设活动现况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的使用情况         9,000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9,000 
评估和审查              4,500 

顾问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运作和活动          20,000 
能力建设活动现况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的使用情况        20,000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15,000 
公共意识和参与                 20,000 

工作人员差旅费 

能力建设活动现况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的使用情况        40,000 
与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的合作           30,000 
赔偿责任和补救             10,000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30,000 
公共意识和参与             10,000 
评估和审查             10,000 

出版/印刷费用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 技术指导的出版           40,000 
能力建设活动工具包               40,000 
赔偿责任和补救                   30,000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70,000 
公共意识和参与                   80,000 
评估和审查                4,000 

活动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运作和活动（设备）           45,000 
生物安全专家名册自愿基金           100,000 
 
   小计 一           2,604,500 

二 方案支助费用（13%）             338,585  

费用共计（一+二）           2,943,085 

1/  挪威为支助社会经济因素活动认捐的 75,000 美元。 
2/  欧洲联盟提供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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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1-2012 两年期促进各缔约方参与议定书的特别自愿信托基金（BI） 

（千美元） 
 
 

 
 

 

 

 

 

 

 
          说明 2011 年  2012 年 

一. 
会议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各次会议  600.0 
 

项目一小计 
 
 

 
    600.0 

二. 方案支助费用（13%）                            78.0 
  

费用共计（一+二）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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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1-2012 两年期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信托基金的捐款额 

 
  

 
 

会员国 

联合国捐

款 
 分摊比额  

2011 年 
（百分

比） 

上限为 22%的

比额，没有哪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捐款超过
0.01 % 

（百分比） 

  
截至 2011 年 1 

月 1 日的 
捐款额 
美元 

  
联合国捐

款 
分摊比额  
2012 年 
（百分

比） 

上限为 22%的 
比额，没有哪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捐款超过 
0.01 % 

（百分比） 

  
截至 2012

年 1 
月 1 日的 
捐款额 
美元 

2011-2012 年

捐款总额 
美元 

阿尔巴尼亚 0.010 0.014 278 0.010 0.014 356 633 

阿尔及利亚 0.128 0.181 3,554 0.128 0.181 4,551 8,105 

安哥拉 0.010 0.010 197 0.010 0.010 252 448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亚美尼亚 0.005 0.007 139 0.005 0.007 178 317 

奥地利 0.851 1.202 23,629 0.851 1.202 30,254 53,884 

阿塞拜疆 0.015 0.021 417 0.015 0.021 533 950 

巴哈马 0.018 0.025 500 0.018 0.025 640 1,140 

孟加拉国 0.010 0.010 197 0.010 0.010 252 448 

巴巴多斯 0.008 0.011 222 0.008 0.011 284 507 

白俄罗斯 0.042 0.059 1,166 0.042 0.059 1,493 2,659 

比利时 1.075 1.519 29,849 1.075 1.519 38,218 68,067 

伯利兹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贝宁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不丹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玻利维亚 0.007 0.010 194 0.007 0.010 249 44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0.014 0.020 389 0.014 0.020 498 886 

博茨瓦纳 0.018 0.025 500 0.018 0.025 640 1,140 

巴西 1.611 2.276 44,732 1.611 2.276 57,274 102,006 

保加利亚 0.038 0.054 1,055 0.038 0.054 1,351 2,406 

布基纳法索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布隆迪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柬埔寨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喀麦隆 0.011 0.016 305 0.011 0.016 391 697 

佛得角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中非共和国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乍得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中国 3.189 4.505 88,548 3.189 4.505 113,374 201,922 

哥伦比亚 0.144 0.203 3,998 0.144 0.203 5,119 9,118 

科摩罗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刚果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哥斯达黎加 0.034 0.048 944 0.034 0.048 1,209 2,153 

克罗地亚 0.097 0.137 2,693 0.097 0.137 3,449 6,142 

古巴 0.071 0.100 1,971 0.071 0.100 2,524 4,496 

塞浦路斯 0.046 0.065 1,277 0.046 0.065 1,635 2,913 

捷克共和国 0.349 0.493 9,691 0.349 0.493 12,408 22,09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 

0.007 0.010 194 0.007 0.010 249 443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丹麦 0.736 1.040 20,436 0.736 1.040 26,166 46,602 



UNEP/CBD/BS/COP-MOP/5/17 
Page 48 
 
 

 

  
 
 

会员国 

联合国捐

款 
 分摊比额  

2011 年 
（百分

比） 

上限为 22%的

比额，没有哪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捐款超过
0.01 % 

（百分比） 

  
截至 2011 年 1 

月 1 日的 
捐款额 
美元 

  
联合国捐

款 
分摊比额  
2012 年 
（百分

比） 

上限为 22%的 
比额，没有哪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捐款超过 
0.01 % 

（百分比） 

  
截至 2012

年 1 
月 1 日的 
捐款额 
美元 

2011-2012 年

捐款总额 
美元 

吉布提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多米尼克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42 0.059 1,166 0.042 0.059 1,493 2,659 

厄瓜多尔 0.040 0.057 1,111 0.040 0.057 1,422 2,533 

埃及 0.094 0.133 2,610 0.094 0.133 3,342 5,952 

萨尔瓦多 0.019 0.027 528 0.019 0.027 675 1,203 

厄立特里亚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爱沙尼亚 0.040 0.057 1,111 0.040 0.057 1,422 2,533 

埃塞俄比亚 0.008 0.011 222 0.008 0.011 284 507 

欧洲联盟 2.500 2.500 49,141 2.500 2.500 62,919 112,059 

斐济 0.004 0.006 111 0.004 0.006 142 253 

芬兰 0.566 0.800 15,716 0.566 0.800 20,122 35,838 

法国 6.123 8.649 170,015 6.123 8.649 217,683 387,698 

加蓬 0.014 0.020 389 0.014 0.020 498 886 

冈比亚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格鲁吉亚 0.006 0.008 167 0.006 0.008 213 380 

德国 8.018 11.326 222,633 8.018 11.326 285,053 507,687 

加纳 0.006 0.008 167 0.006 0.008 213 380 

希腊 0.691 0.976 19,187 0.691 0.976 24,566 43,753 

格林纳达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危地马拉 0.028 0.040 777 0.028 0.040 995 1,773 

几内亚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几内亚比绍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圭亚那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洪都拉斯 0.008 0.011 222 0.008 0.011 284 507 

匈牙利 0.291 0.411 8,080 0.291 0.411 10,346 18,426 

印度 0.534 0.754 14,827 0.534 0.754 18,985 33,812 

印度尼西亚 0.238 0.336 6,608 0.238 0.336 8,461 15,07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233 0.329 6,470 0.233 0.329 8,284 14,753 

爱尔兰 0.498 0.703 13,828 0.498 0.703 17,705 31,533 

意大利 4.999 7.062 138,806 4.999 7.062 177,723 316,528 

日本 12.530 17.700 347,916 12.530 17.700 445,463 793,379 

约旦 0.014 0.020 389 0.014 0.020 498 886 

哈萨克斯坦 0.076 0.107 2,110 0.076 0.107 2,702 4,812 

肯尼亚 0.012 0.017 333 0.012 0.017 427 760 

基里巴斯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吉尔吉斯斯坦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拉脱维亚 0.038 0.054 1,055 0.038 0.054 1,351 2,406 

莱索托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利比里亚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0.129 0.182 3,582 0.129 0.182 4,586 8,168 

立陶宛 0.065 0.092 1,805 0.065 0.092 2,311 4,116 

卢森堡 0.090 0.127 2,499 0.090 0.127 3,200 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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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 

联合国捐

款 
 分摊比额  

2011 年 
（百分

比） 

上限为 22%的

比额，没有哪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捐款超过
0.01 % 

（百分比） 

  
截至 2011 年 1 

月 1 日的 
捐款额 
美元 

  
联合国捐

款 
分摊比额  
2012 年 
（百分

比） 

上限为 22%的 
比额，没有哪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捐款超过 
0.01 % 

（百分比） 

  
截至 2012

年 1 
月 1 日的 
捐款额 
美元 

2011-2012 年

捐款总额 
美元 

马达加斯加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马拉维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马来西亚 0.253 0.357 7,025 0.253 0.357 8,995 16,020 

马尔代夫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马里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马耳他 0.017 0.024 472 0.017 0.024 604 1,076 

马绍尔群岛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毛里塔尼亚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毛里求斯 0.011 0.016 305 0.011 0.016 391 697 

墨西哥 2.356 3.328 65,418 2.356 3.328 83,760 149,178 

蒙古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黑山 0.004 0.006 111 0.004 0.006 142 253 

莫桑比克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缅甸 0.006 0.008 167 0.006 0.008 213 380 

纳米比亚 0.008 0.011 222 0.008 0.011 284 507 

瑙鲁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荷兰 1.855 2.620 51,507 1.855 2.620 65,948 117,456 

新西兰 0.273 0.386 7,580 0.273 0.386 9,706 17,286 

尼加拉瓜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尼日尔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尼日利亚 0.078 0.110 2,166 0.078 0.110 2,773 4,939 

纽埃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挪威 0.871 1.230 24,185 0.871 1.230 30,966 55,150 

阿曼 0.086 0.121 2,388 0.086 0.121 3,057 5,445 

巴基斯坦 0.082 0.116 2,277 0.082 0.116 2,915 5,192 

帕劳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巴拿马 0.022 0.031 611 0.022 0.031 782 1,393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巴拉圭 0.007 0.010 194 0.007 0.010 249 443 

秘鲁 0.090 0.127 2,499 0.090 0.127 3,200 5,699 

菲律宾 0.090 0.127 2,499 0.090 0.127 3,200 5,699 

波兰 0.828 1.170 22,991 0.828 1.170 29,437 52,428 

葡萄牙 0.511 0.722 14,189 0.511 0.722 18,167 32,356 

卡塔尔 0.135 0.191 3,749 0.135 0.191 4,799 8,548 

大韩民国 2.260 3.192 62,753 2.260 3.192 80,347 143,099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罗马尼亚 0.177 0.250 4,915 0.177 0.250 6,293 11,207 

卢旺达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圣卢西亚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萨摩亚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沙特阿拉伯 0.830 1.172 23,046 0.830 1.172 29,508 5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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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 

联合国捐

款 
 分摊比额  

2011 年 
（百分

比） 

上限为 22%的

比额，没有哪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捐款超过
0.01 % 

（百分比） 

  
截至 2011 年 1 

月 1 日的 
捐款额 
美元 

  
联合国捐

款 
分摊比额  
2012 年 
（百分

比） 

上限为 22%的 
比额，没有哪

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捐款超过 
0.01 % 

（百分比） 

  
截至 2012

年 1 
月 1 日的 
捐款额 
美元 

2011-2012 年

捐款总额 
美元 

塞内加尔 0.006 0.008 167 0.006 0.008 213 380 

塞尔维亚 0.037 0.052 1,027 0.037 0.052 1,315 2,343 

塞舌尔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斯洛伐克 0.142 0.201 3,943 0.142 0.201 5,048 8,991 

斯洛文尼亚 0.103 0.145 2,860 0.103 0.145 3,662 6,522 

所罗门群岛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索马里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南非 0.385 0.544 10,690 0.385 0.544 13,687 24,378 

西班牙 3.177 4.488 88,215 3.177 4.488 112,948 201,162 

斯里兰卡 0.019 0.027 528 0.019 0.027 675 1,203 

苏丹 0.010 0.010 197 0.010 0.010 252 448 

苏里南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斯威士兰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瑞典 1.064 1.503 29,544 1.064 1.503 37,827 67,371 

瑞士  1.130 1.596 31,376 1.130 1.596 40,173 71,55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25 0.035 694 0.025 0.035 889 1,583 

塔吉克斯坦 0.002 0.003 56 0.002 0.003 71 127 

泰国 0.209 0.295 5,803 0.209 0.295 7,430 13,234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 

0.007 0.010 194 0.007 0.010 249 443 

多哥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汤加 0.001 0.001 28 0.001 0.001 36 6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44 0.062 1,222 0.044 0.062 1,564 2,786 

突尼斯 0.030 0.042 833 0.030 0.042 1,067 1,900 

土耳其 0.617 0.872 17,132 0.617 0.872 21,935 39,067 

土库曼斯坦 0.026 0.037 722 0.026 0.037 924 1,646 

乌干达 0.006 0.008 167 0.006 0.008 213 380 

乌克兰 0.087 0.123 2,416 0.087 0.123 3,093 5,50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6.604 9.329 183,371 6.604 9.329 234,783 418,15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08 0.011 222 0.008 0.011 284 507 

委内瑞拉 0.314 0.444 8,719 0.314 0.444 11,163 19,882 

越南 0.033 0.047 916 0.033 0.047 1,173 2,090 

也门 0.010 0.010 197 0.010 0.010 252 448 

赞比亚 0.004 0.006 111 0.004 0.006 142 253 

津巴布韦 0.003 0.004 83 0.003 0.004 107 190 

共计 71.533 100.000               1,965,633 71.533 100.000      2,516,742          4,48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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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方案预算成就和执行情况的指标 
 

A. 预算管理 
 
 1. 预算分配和支出（BG 信托基金） 
 2. 预算分配和支出（BH 信托基金） 
 
B. BH 和 BI 信托基金的资源调拨 
 
 1. 在 BH 信托基金下为秘书处所领导工作调拨的基金 
 2. 在 BH 信托基金下通过区域研讨会为能力建设调拨的基金 
 3. 在 BI 信托基金下调拨的基金 
 
C. 能力建设和外展 
 
 1. 秘书处提供资源进行的培训活动和研讨会： 
  a. 参与者人数 
  b. 参与的缔约方数 
  c.    参与者满意度 
 2. 分发的印刷品数量 
 3. 网站点击次数 
 4. 秘书处参加会议的次数 
 
D. 秘书处的其他职能 
 
 1. 以所有各种语文在限期内向缔约方提交工作文件的百分比 
 2. 向缔约方会议各次全体会议提供口译服务的百分比 
 3. 履约委员会工作方案中获得执行的活动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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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8.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 18 条第 2 款(a)项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款(a)项及其第 BS-III/10 号决定， 

注意到  迄今在执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方面取得的经验有限， 

又注意到 随附装运单据中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标识的

重要性， 

还注意到 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单据和标识的重要

性，包括为了风险管理的目的， 

1. 请 各缔约方并敦促 其他国家政府继续采取措施，以确保依照第 BS-III/10 号

决定第 1 段的规定，将第 18 条第 2 款(a)项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所要求的用于识别

拟直接作食物或作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信息纳入现有的改性活生物体随附单

据中； 

2. 敦促 各缔约方加快落实其生物安全管理框架，并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执行《议定书》的任何法律、法规和准则，以及任何涉及拟直接作食物或作饲料或加工

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标识和单据的管理要求的变更； 

3. 请 各缔约方并敦促 其他国家政府采取措施，推动进一步执行第 BS-III/10 号

决定，尤其是其第 4 段； 

4. 请 各缔约方并鼓励 其他国家政府、相关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

型国家缔约方合作并支持其共同致力于能力建设，以执行《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款(a)项
及相关决定的标识要求； 

5. 鼓励 各缔约方建立或酌情利用现有国内制度，防止拟直接作食物或作饲料

或加工之用的进口改性活生物体被用于其他目的，例如引入环境； 

6. 决定，在顾及迄今执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经验有限的情况下，推迟

到第七次会议作出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7 段提到的决策。这项决策还应包括考虑是否有

必要如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2 段所述，编制一份单独的文件； 

7. 请 各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至迟在议定书缔约方第七次

会议之前 6 个月内向执行秘书提交进一步的资料，说明执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以

及本决定取得的经验，包括有关在执行这些决定时遭遇的障碍以及为执行这些决定而引起

的具体能力建设需要的任何资料，并请 执行秘书汇编这些资料，同时编制综合报告供缔

约方第七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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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9.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 18 条第 3 款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议定书》第 18 条第 3 款规定应考虑是否有必要以及以何种方式针对越境转

移改性活生物体的标识、处理、包装和运输诸方面的习惯做法制定标准。 

又回顾 其第 BS-IV/10 号决定， 

欢迎 改性活生物体运输标准问题在线论坛的成果， 

1. 请 执行秘书： 

(a) 继续关注有关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的标准方面的进展情

况，并将所有此类进展情况报告缔约方的第六次会议。报告应包括改性活生物体采样和检

测标准制定方面发展情况的信息； 

(b) 向有关国际组织传播改性活生物体运输标准问题在线论坛取得的成果，包括

关于国际标准方面可能存在的漏缺； 

(c) 为下列人员举办区域讲习班：(一) 为交流执行有关标准和方法方面的信息和

经验参与改性活生物体检测的实验室负责人；和 (二) 需要具备能力以根据 BS-III/10 号决

定第 10 段 和 BS-IV/9 号决定第 3 段抽样分析和检查改性活生物体的边界管制官员； 

(d) 委托进行一项研究，分析与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相关的

现行标准、方法和指导的有关信息，并将该研究提交给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该研究应包含以下具体内容： 

(一) 现行标准、方法和指导可能存在哪些漏洞； 

(二) 通过哪些途径促进有关组织进行合作； 

(三) 就现行国际规章标准的用法提供指导； 

(四) 是否有必要细化与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相关的标

准。 

2. 邀请 标准制订机构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成立一个电子通信组，就各论

坛正在开展的与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有关的活动的信息开展交流活

动； 

3. 邀请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合作编制一份《议定书》

术语解释性文件，这些术语同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通过的植物检疫术语词汇表有关； 

4. 请 各缔约方并酌情鼓励 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以下方面的资料： 

(a) 与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相关的标准； 

(b) 现有关于国际规章标准用法的指导； 

(c) 检查与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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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邀请 各缔约方提名国家和国际基准实验室以期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建

立实验室电子网络，以便利识别改性活生物体和分享信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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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10. 改性活生物体过境缔约方的权利和/或义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注意到  缔约方第二和第三次会议期间就改性活生物体过境缔约方的权利和/或义务

所表示的意见和进行的讨论， 

又注意到  一般同货物和物质过境以及特别是同改性活生物体的过境相关的现有国

家、区域和国际规定，以及 

考虑到 各缔约方目前没有就这一项目提出新的意见的呈件或资料，  

1. 鼓励 各缔约方继续通过国内行政和法律制度，解决与穿越其领土过境的改

性活生物体相关的问题； 

2. 决定 在第八次会议上审议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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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11. 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责
任和补救领域的国际规则和程序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27 条， 

回顾 其第 BS-I/8 号决定，根据该决定成立了卡塔赫纳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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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附件规定了工作组按

照《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27 条执行该进程的职权范围， 

赞赏地注意到 卡塔赫纳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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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会议报告所载该工作组的工作情况， 

又回顾 第 BS-IV/12 号决定，根据该决定成立了共同主席之友小组，以便根据决定

的附件，进一步谈判《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范围内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造成损害

的赔偿责任和补救领域的国际规则和程序， 

赞赏地注意到  共同主席之友小组会议报告所载该工作组的工作情况， 

注意到 过去 6 年里工作组两名共同主席 Jimena Nieto 女士（哥伦比亚）和 René 
Lefeber 先生（荷兰）在正式和非正式地指导《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27 条范围内

的进程方面做了宝贵的工作， 

回顾《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22 条，其中呼吁各缔约方开展合作，建立和/

或加强生物安全方面的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 

认识到 必须通过补充性能力建设措施促进本决定的执行， 

注意到 私营部门提出就发生改性活生物体给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时进行追索做出

规定的倡议， 

A.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

补充议定书 

1. 决定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

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以下称《补充议定书》）； 

2. 请 联合国秘书长担任《补充议定书》的保存人，并于 2011 年 3 月 7 日至

2012 年 3 月 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将《补充议定书》开放供签署； 

3. 鼓励《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方在《补充议定书》生效之前执行

《补充议定书》； 

4. 促请《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方于 2011 年 3 月 7 日或嗣后尽早

签署《补充议定书》，并酌情尽快交存批准、接受或核准文书或加入文书； 

5.  决定 在 2011-2012 年预算期内，《赔偿责任和补救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

书》将由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信托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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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到 一俟《补充议定书》生效，秘书处为执行该议定书可能需要额外的

人力资源； 

B. 额外和补充性赔偿措施 

7. 决定，当本补充议定书规定的应对措施的费用无法得到补偿时，可通过采取

额外和补充性赔偿措施予以解决； 

8. 决定，上文第 7 段提及的措施可包括由作为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将要述

及的安排。 

C. 补充性能力建设措施 

 9. 敦促 各缔约方在制定和/或加强同执行《补充议定书》相关的人力资源和体

制能力时，在顾及第 BS-III/3 号决定附件所载“有效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

设行动计划”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包括通过现有的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内机构和组

织，并酌情通过帮助私人部门的参与； 

10. 邀请 各缔约方在制定关于正在制定其国内与执行《补充议定书》相关的国

内法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援助时考虑到本决定； 

11. 决定 在上文第 9 段提及的行动计划的下一次审查时酌情考虑到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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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

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 

本补充议定书的缔约方，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下称《议定书》）的缔约

方， 

考虑到《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的原则 13，  

重申《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 15 所载预防方法， 

认识到 损害发生或非常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需要根据《议定书》采取适当的应对措

施， 

回顾《议定书》第 27 条，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目标 

本补充议定书的目标是，通过制定改性活生物体的赔偿责任与补救领域的国际规则

和程序，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同时顾及对人类健康所构成的风险。 

第 2 条 

术语的使用 

1.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称《公约》）第 2 条和《议定书》第 3 条中使用的术语

适用于本补充议定书 。 

2. 此外，为本补充议定书的目的：  

(a)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是指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大会；  

(b)  “损害”是指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不利影响，同时顾及对人

类健康的危险，且这种不利影响： 

(一) 是可测量或可观察的，只要可能，应顾及主管当局所认可的科学确

定的基线，这些基线应顾及任何人为变异和自然变异；以及 

(二) 如本条第 3 款所述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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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经营人”是指对改性活生物体有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任何人：酌情并依照国

内法所确定的，包括，除其他外，许可证持有者、将改性活生物体置于市场者、开发者、

生产者、通知者、出口者、进口者、承运人或供应者； 

(d) “应对措施”是指为以下目的而采取的合理行动： 

(一)   酌情防止、缩小、遏制、减轻或避免损害； 

(二)  按以下优先顺序采取行动以恢复生物多样性： 

a.  使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况或 接近发生前的状

况；以及直至主管当局认为不再可行； 

b. 除其他外，通过在同一地点或酌情在其他地点，用同种用途或

其他用途的生物多样性其他组成部分替代受损的生物多样性以

进行恢复； 

3. “重大”的不利影响应根据以下因素确定，如： 

(a) 长期或永久性的改变，可以理解为在一段合理时间内无法通过自然恢复进行

补救的改变； 

(b) 对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造成不利影响的质变或量变的程度； 

(c) 降低了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能力； 

(d) 在《议定书》范围内对人类健康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程度。 

第 3 条 

范围 

1. 本补充议定书适用于源于越境转移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造成的损害。所指改性活生物

体为： 

(a)  拟直接作食物或原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 

(b)  指定为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 

(c)  拟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 

2.  关于有意越境转移，本补充议定书适用于本条第 1 款提及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经授权

使用造成的损害。 

3.  本补充议定书还适用于《议定书》第 17 条提及的无意越境转移造成的损害以及

《议定书》第 25 条提及的非法越境转移造成的损害。  

4. 本补充议定书适用于本补充议定书对于越境转移发生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缔约方生效

后的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所造成的损害。 

5. 本补充议定书适用于缔约方国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损害。  

6.  缔约方可使用其国内法规定的标准处理其国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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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执行本补充议定书的国内法还应适用于来自非缔约方的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造成

的损害。 

第 4 条 

因果关系 

应根据国内法确定损害与所涉改性活生物体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 5 条 

应对措施 

1.  一旦损害发生，缔约方应要求相关的一个或多个经营人，遵照主管当局所提任何要

求行事： 

(a)  立即通知主管当局；  

(b)  对损害做出评估；以及  

(c)  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  主管当局应： 

(a)  确定造成损害的经营人； 

(b)  对损害做出评估，以及 

(c) 决定经营人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 

3. 当相关信息，包括现有科学信息或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现有信息表明，如果不及

时采取应对措施就非常可能发生损害时，应要求经营人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避免此种损

害。 

4. 主管当局可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在经营人未能采取适当应对措施时。 

5.  主管当局有权向经营人收回评估损害和采取适当应对措施产生或附带的费用和开

支。缔约方可在其国内法中对不要求经营人承担的费用和开支的其他情况做出规定。 

6.  主管当局要求经营人采取应对措施的决定应理由充分。应将此种决定通知经营人。

国内法应规定补救措施，包括对此种决定进行行政或司法审查的机会做出规定。主管当局

还应根据国内法将可采取的救济措施通知经营人。对此种救济措施的追索不应妨碍主管当

局在适当情况下采取应对措施，除非国内法另有规定。 

7. 在执行本条并确定由主管当局所要求的或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时，缔约方可酌情评

估其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国内法是否已涉及这些应对措施。 

8. 应依照国内法实施各项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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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豁免 

1. 缔约方可在国内法中规定以下豁免： 

(a)  天灾或不可抗拒力；以及 

(b)  战争或内乱行为。 

2. 缔约方可在国内法中对其认为适当的豁免或减轻做出规定。 

第 7 条 

时限 

缔约方可在国内法中规定： 

(a) 应对措施相关的行动的相对和/绝对时限；以及 

(b) 上述时限适用情况下的开始时间。 

第 8 条 

资金限制 

缔约方可在国内法中对收回与应对措施相关的费用和开支的资金限额做出规定。 

第 9 条 

追索权 

本补充议定书不应限定或限制经营人对于任何他人可能具有的追索或要求赔偿的权

利。 

第 10 条 

财政担保 

1.  缔约方有权在国内法中对财政担保作出规定。 

2. 在顾及《议定书》序言部分 后三段的情况下，缔约方应以符合国际法规定的权利

和义务的方式，行使本条第 1 款提及的权利。 

3.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应在本补充议定书生效后，请秘

书处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除其他外，该研究应涉及：  

(a)  财政担保机制的模式；  

(b) 对此种机制尤其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一次评估；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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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查明能够提供财政担保的适当实体。 

第 11 条 

国家对于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本补充议定书不得影响国家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下的

权利和义务。 

第 12 条 

实施及与民事赔偿责任的关系 

1.  缔约方应在国内法中规定处理损害的规则和程序。为履行这一义务，缔约方应根据

本补充议定书对应对措施做出规定，并可酌情：  

(a) 适用其现有国内法，包括适用的民事赔偿责任一般规则和程序；  

(b) 适用或制定专门为此目的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则和程序；或  

(c) 适用或制定以上二者。 

2. 为在国内法中对第 2 条第 2 款(b)项所述与损害相关的物质或人身损害制定充分的

民事赔偿责任规则和程序，缔约方应： 

(a) 继续适用其现有民事赔偿责任的一般法；  

(b) 制定并适用或继续适用专门为此目的的民事赔偿责任法律；或  

(c) 制定并适用或继续适用以上二者。 

3. 缔约方在制定本条第 1 或第 2 款(b)或(c)项所述民事赔偿法律时，除其他外，应酌

情顾及以下内容： 

(a) 损害； 

(b) 赔偿责任的标准，包括严格或基于过失的赔偿责任； 

(c) 酌情确定赔偿责任的归属； 

(d) 提出索赔的权利。 

第 13 条 

评估和审查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应在本补充议定书生效后 5 年审查其成效，随

后每 5 年审查一次，但条件是缔约方提供审查所需要的信息。审查应在《议定书》第 35
条规定的《议定书》的评估和审查的范围内进行，除非本补充议定书的缔约方另有决定。

第一次审查应包括对第 10 和第 12 条的成效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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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1.  在不违反《公约》第 32 条第 2 款的情况下，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应作为本补充议定书的缔约方会议。  

2.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应定期审查本补充议定书的执行情况，并在其

权限范围内做出必要的决定，以促进本补充议定书的有效实施。它应行使本补充议定书指

定的职责，并比照行使《议定书》第 29 条第 4 款(a)和(f)项所指定的职责。   

第 15 条 

秘书处 

依照《公约》第 24 条设立的秘书处应作为本补充议定书的秘书处。 

第 16 条 

与《公约》和《议定书》的关系 

1. 本补充议定书应补充《议定书》，并不得更改或修正《议定书》。 

2.  本补充议定书的任何规定不得背离本补充议定书的缔约方根据《公约》和《议定

书》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3. 除非本补充议定书另有规定，《公约》和《议定书》的条款应比照适用于本补充议

定书。 

4. 在不妨碍本条第 3 款的情况下，本补充议定书不应影响缔约方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

权利和义务。 

第 17 条 

签署 

本补充议定书应自 2011 年 3 月 7 日至 2012 年 3 月 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

缔约方签署。 

第 18 条 

生效 

1.   本补充议定书应自业已成为《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了

第四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2.  对于在本补充议定书依照本条第 1 款生效之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补充议定

书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本补充议定书应自该国或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其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或自《议定书》对该国或该区域经

济一体化组织生效之日起生效，以两者中较迟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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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本条第 1 和第 2 款的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所交存的任何文书不应视为该组

织的成员国所交存文书之外的额外文书。 

第 19 条 

保留 

 不得对本补充议定书作任何保留。 

第 20 条 

退出 

1.   自本补充议定书对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两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通过向保存人发出

书面通知，退出本补充议定书。 

2.  任何此种退出均应在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或在退出通知中可能

指明的一个更晚日期生效。 

3.   根据《议定书》第 39 条退出《议定书》的任何缔约方，应被视为亦退出本补充议

定书。 

第 21 条 

作准文本 

 本补充议定书的正本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

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均为作准文本。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补充议定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2010 年 10 月 15 日订于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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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12.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第 15 和第 16 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关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的第 BS-IV/11 号决定， 

一．  关于风险评估具体方面的其他指导意见 

1. 赞扬 在关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不限成员名额网上论坛中采用创新方法，

以之作为高效手段， 大限度地尽量利用为数不多的财政资源； 

2. 注意到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网上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

的结论和建议，并欢迎 从而达致的“关于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指导意见”（以下称

“指导意见”）； 

3. 注意到 “指导意见”是与时俱进的文件，其目标是提供参考意见，协助各

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执行《议定书》中关于风险评估的条款，特别是其《附件三》，在

这种情况下，此一指导意见不是规范并且未对各缔约方施加任何义务； 

4. 决定 依照附件中的职责范围，延长现有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网上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的任务期限； 

5. 敦促 各缔约方和请 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向不限成员名额的网上论坛提

名更多在风险评估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的专家积极参与网上讨论； 

6. 又注意到 “指导意见”第一版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审查和测试，以建立

对引入不同环境的不同分类单位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全面实用性和适用性，并请 执行秘书

在特设技术专家组第一次会议以前：（一）将指导意见第一版译成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

文，使大量专家能参与审查进程；（二）同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通过它们的技术和科学

专家以及相关组织协调对指导意见第一版的审查进程；以及（三）将审查结果通过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公布； 

7. 请 执行秘书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之前，

（一）在不限成员名额网上论坛下举行特设讨论小组讨论和召开实时网上会议，以及

（二）召开特设技术专家组的两次会议，并汇编网上论坛参与者提出的看法和建议供缔约

方审议； 

8. 又请 执行秘书：（一）更新用于向生物安全信息资源中心提交记录的通用

格式，以期将其关于风险评估的记录同“指导意见”的特定章节衔接；以及（二）探讨可

能采用那些方式，将“生物安全科学文献目录数据库”中可查到的背景材料同该指导意见

的特定章节衔接； 

二.  风险评估方面的能力建设 

欢迎  编制了关于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培训手册， 

还欢迎 在斐济纳迪举行的太平洋次区域讲习班关于风险评估能力建设和经验交流

的报告（UNEP/CBD/BS/COP-MOP/5/INF/16）和在柬埔寨暹粒举行的亚洲次区域培训班



UNEP/CBD/BS/COP-MOP/5/17 
Page 66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报告（UNEP/CBD/BS/COP-MOP/5/INF/17），并注意到 报
告的各项建议， 

9. 请执行秘书： 

(a) 将培训手册送交专家和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审查人员以评估其效用； 

(b) 尽早视方便情况择日召开其他区域或次区域的培训班，以便各国能够根据

《议定书》有关条文和附件三，在编写和评价风险评估报告方面取得实际操作经验，并进

一步测试“指导意见”第一版和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公布测试结果； 

(c) 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其他相关组织和专家审查人员合作，根据各区域和次区

域能力建设活动所提建议和缔约方提出的反馈，修订“改性活生物体的风险评估”培训手

册，以期完善该手册，其方式是对培训手册的完善以及通过上文第 6 段的进程对指导意见

进行的完善将以相互一致和补充的方式作出； 

(d) 根据培训手册，设计一个互动的学习工具，并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以

所有联合国语文分发，以便研拟出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关于风险评估的培训； 

三. 查明可能给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的改

性活生物体或具体特性、同时亦顾及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欢迎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就“查明可能给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

物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具体特性、同时亦顾及对人类健康的风险”的议

题所提出的意见，并认识到协调统一不同意见的挑战， 

还欢迎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关于进行“查明可能给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具体特性、同时亦顾及对人类健康的

风险”的可能合作方式的建议，特别是为此目的关于从信息交流开始逐步执行方式的建

议， 

10.    敦促 各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在已经查明有潜在负面影响的情况

时，向生物安全资料交换中心提交决定和风险评估，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协助缔约方查明可

能给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具体特性、同时亦顾及

对人类健康的风险的有关资料，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因改性活生物体引入具体环境可能造

成负面影响而没有做出决定的资料； 

11. 请 执行秘书汇编资料供缔约方第六次会议审议； 

四． 查明可能对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不太可能产生不利

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同时亦顾及对人类健康构成的风险 

回顾 中期工作方案规定（BS-I/12 号决定第 7 (a) (一)段）审议可能有助于查明不太

可能对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同时亦顾及对人类健

康构成的风险的方法，以根据第 7 条第 4 款达成决定， 

12. 请 各缔约方并请其他政府和相关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交：（一）可能有助于

各缔约方查明不太可能对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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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亦顾及对人类健康构成的风险，就改性活生物体的接受环境逐案进行风险评估的资料；

和（二）考虑用于查明这种改性活生物体的准则； 

13. 请 执行秘书汇编收到的信息和编制一份综合报告，供缔约方第六次会议审

议。 

附件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网上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责范围 

方法 

1.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网上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主要在网上工

作：（一）根据科学审查进程、与能力建设有关的测试和特设技术专家组进行的或执行秘

书组织的任何测试，修订和测试指导意见第一版；和（二）评估指导意见对于不同种群和

接收环境改性活生物体的整体适用性和实用性，以期获得下列预期成果； 

2.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应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第六次会议之前举行两次面对面会议； 

预期成果  

3.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网上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应合作制订下列

文件和达到下列目标： 

(a) 修订“关于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指导意见“的新版本； 

(b) 建立未来更新背景材料清单的机制，包括准则；  

(c) 针对新的具体风险评估主题提供进一步指导，主题应根据各缔约方的优先事

项和需要加以选定，同时顾及上次闭会期间所确定的主题； 

报告 

4.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网上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应提交 后报

告，详细报告其活动、成果和建议，供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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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13. 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议定书》第 23 条和关于公众意识和参与的第 BS-II/13 号决定， 

欢迎 各缔约方和相关组织在执行《议定书》第 23 条方面取得的进展， 

回顾 第 BS-IV/17 号决定，其中决定制订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

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工作方案，包括具体的业务目标、活动和产出的范围以及执行

的方式， 

回顾 曾请执行秘书在考虑到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所提呈件的情况

下，编制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工作方案， 

认识到 需要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方面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采

取一致和有针对性的办法， 

还认识到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在促进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方面担负中心职责， 

1. 通过 本决定附件所载的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公众意

识、教育和参与的工作方案，以促进《议定书》第 23 条的执行； 

2. 请 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酌情利用工作方案履行议定书第 23 条

并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分享汲取的经验教训； 

3. 强调 确保工作方案与《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

的奥胡斯公约》及其他有关公约和组织的相关活动取得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增加在促进改

性活生物体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方面合作的机会； 

4. 决定 根据缔约方取得的经验在其第八次会议上在可得的资源范围内对工作

方案进行审查； 

5. 敦促 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及有关组织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

济转型缔约方提供额外支助以执行工作方案内的相关活动； 

6. 鼓励 各缔约方建立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公众意识、

教育和参与的顾问委员会，或利用现有的此类委员会，提供关于工作方案执行的建议和指

导； 

7. 请 执行秘书建立网上论坛和其他适当途径，以便利为工作方案的执行交流

信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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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工作方案（2011-2015 年） 

方案要点1： 
促进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能力建设 

目标：加强缔约方的体制和技术能力，以促进和便利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业务目标 预期结果 指标 建议活动 时间框架 行为方 

1.1 制定扶持性法律

和/或政策框架及

机制，以便利关

于安全转让、处

理和使用改性活

生物体的公众意

识、教育和参与 

 

 加强对国家需求的认识以及满

足这些需求的措施 

 加强在与公众意识、教育和参

与有关问题上的国家能力 

 决策人员认识到公众参与决策

的重要性 

 建立公众参与与改性活生物体

的决策进程有关的机制/方法 

 为查明缔约方在公众意识、教

育和参与方面的需求开展研究

和/或调查 

 缔约方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

实施生物安全宣传战略/交流计

划 

 制定与第 23 条相关的国家法律 

 制订了关于公众意

识、教育和参与的政

策和法律框架的缔约

方数量 

 制订并执行了宣传战

略和/或交流计划的缔

约方数量 

 

(a) 审查并利用与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公

众意识、教育和参与有关的现有监管

框架、机制和组织 

1 年内  缔约方（国家协调

中心） 
 相关组织 

(b) 评估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方面的国

家需求，并确定满足这些需求的措施 

1 年内  缔约方 

(c) 建立或加强法律和政策框架，以促进

公众意识并获取信息 

1-2 年内  缔约方 

(d) 编制和实施生物安全宣传战略和/或交

流计划 

1-3 年内 
 

 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 

 

1.2 建立体制机制，

以促进和便利关

于改性活生物体

的公众意识、教

育和参与 

 制定有效的行政结构和安排，

为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提供

便利 

 明确在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方面的机构作用和责任 

 设立了指定负责促

进公众意识、教育

和参与的单位或部

门及其他机构组织

的缔约方数量 

(a) 在负责促进和监督公众意识、教育和

参与的国家主管机构指定联络点 

1 年内  缔约方 

(b) 在国家一级建立或利用现有的生物安

全宣传单位、信息中心和其他宣传部

门 

第 2-3 年内  缔约方 
 相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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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公众获取生物安全信息的

体制程序和机制 

 明确和制订促进行政结构发展

的能力建设举措 

 加强对相关国际协定和进程的

认识及与其合作 

 参与合作活动的缔

约方数量 

 具有完善运作体制

机制和（或）具有

资金改善体制机制

的缔约方数量 

(c) 建立或利用现有的关于改性活生物体

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咨询委员

会，其中包括不同公众部门的代表 

第 1-3 年内  缔约方 

(d) 促进与涉及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

相关国际协定和进程协作（如《奥胡

斯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

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作方案）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相关组织 

(e) 调动财政资源，发展机构能力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相关组织 

1.3 发展促进关于安

全转让、处理和

使用改性活生物

体的公众意识、

教育和参与所涉

人员的专业能力 

 

 确定生物安全教育和宣传方面

的专家以补充专家名册 

 在各级增加生物安全教育家和/
或宣传员人数 

 广泛提供支持工具（包括指导

方针工具包、 佳做法手册

等） 

 生物安全教育家和宣传员不断

接受专业支持和指导 

 提名列入专家名册的

生物安全教育和宣传

专家人数 

 包含生物安全内容的

教育计划包括学者数

量 

 旨在建设专业能力的

培训、指导材料和其

他支持活动数量 

(a) 确定生物安全教育和宣传方面的专

家，并将其加入专家名册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b)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一级制订和传播

关于生物安全教育和宣传的培训方案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教育机构 
 相关组织 

(c) 建立和（或）使用现有制度，为制订

和交流与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有关

的生物安全培训和指导材料提供便

利，包括工具包、培训器材和模板

（例如利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便利

交流） 

第 2-4 年内  缔约方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d) 推动促进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所涉

工作人员的专业交流、合作和研究金

方案 

第 2-3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 

(e) 促进有效利用媒体推动公众意识、教

育和参与，包括发展国家媒体战略/计
划，加强媒体对生物安全问题的报

道，举行有关新闻的活动和培训 

第 2-3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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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促进在关于改性

活生物体的公众

意识、教育和参

与方面的合作以

及经验和信息共

享 

 

 建立国家和区域在公众意识、

教育和参与方面的合作以及经

验共享机制 

 建立各种网络，以促进目前的

经验交流 

 记录和分享公众参与方面的

佳做法和经验（例如，通过生

物安全信息资源中心和国家来

源） 

 加强利用工具提高认识的技巧/
知识 

 利用交流公众意

识、教育和参与的

经验的机制和计划

的缔约方数量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

交换所制作和共享

的关于公众意识、

教育和参与的个案

研究和其他材料数

量 

 建立和/或用于信息

和信息交换的网络

数量 

 共享信息的缔约方

和不同部门的其他

利益攸关方的数量 

 每个国家和区域开

展与议定书相关宣

传工作的非政府组

织数量 

 

(a)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确认、记录

和交流关于 佳做法的个案研究以及

在促进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公众意

识、教育和参与方面的经验 

第 1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b) 利用信息交换所交流有关 佳做法的

信息以及促进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方面的经验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 

(c) 共享使用不同交流工具（如印刷材

料、广播和电视节目、报纸和社区宣

传文化表演）的经验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 

(d) 建立和运营各种网络，以及组织论坛

（如网络论坛和邮递名录服务器），

以便于交流在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的国家做法方面的信息、经验和教训

（如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国家、区域

或地方节点） 

第 2-5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区域机构 

(e) 建立机制和/或使用现有机制，推动制

订和交流符合当地情况的生物安全教

育和认识材料 

第 2-5 年内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f) 查明并酌情促进根据如《奥胡斯公约

阿拉木图修正案》和《关于在转基因

生物方面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

法律的卢加准则》等其他国际协定和

进程制订的相关工具和信息交流机制

的增效作用 

第 1-3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g) 制订一份开展与《议定书》密切相关

宣传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登记册，例如

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及其国家联络

点内 

第 1-2 年内  缔约方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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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点 2：公众意识和教育 

目标：促进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问题的广泛的公众意识和教育 

业务目标 预期结果 指标 建议活动 时间框架 行为方 

2.1   促进关于安

全转让、处

理和使用改

性活生物体

的公众意识 

 缔约方关于公众意识程度的调

查报告 
 国家公众意识计划和方案 
 版权所有人与秘书处和相关缔

约方签署的协定 
 缔约方建立的生物安全信息传

播系统 
 举行的公众意识研讨会和讲习

班 
 媒体积极参与关于生物安全的

公众意识和教育 
 将《议定书》和其他生物安全

材料译成当地语文 
 利用艺术和文化宣传生物安全

的方案 

 到 2011 年底，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调查反馈

数量 
 到 2013 年底，国家公

众意识计划和方案数

量 
 制定协调与合作方案

以及其他活动数量 
 制作并传播的出版物

和其他材料数量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图片和信息向公众提

供情况 
 到 2015 年拥有信息传

播系统的缔约方数量 
 举行的研讨会和讲习

班数量 
 开展的媒体活动数量 
 已将《议定书》和其

他材料译成正式的国

家和地方语文的缔约

方数量 

 

(a) 开展基准调查以确定公众意识水平，

并评估对改性活生物体问题的公众意

识缔约方可依据国家优先事项和需求

扩大调查范围 

第 1 年内  缔约方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以不同语文制

订调查表 
 

(b) 制订和执行公众意识计划和/或方案，

同时参考到调查结果 
第 1-3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国家主管

部门） 
 相关组织 

(c) 在不同国家行为者的参与下进行国家

协调公众意识的活动和会议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民间社会、业界和

学术界等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d) 与各国政府、政治、联合国机构民间

社会、工业界、学术界和公众促进公

众意识和教育活动的协调配合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民间社会、业界和

学术界等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e) 制作和传播生物安全意识材料（如法

律方面的通讯和信息），以及使不受

版权保护的图片适合具体的目标受

众，并在意识和教育活动中加以利用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生物安全

宣传专家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f) 根据国家立法建立各种制度，以促进

及时发布信息（如通过报纸、市政厅/
公告牌、公共图书馆、国家网站和其

他途径）、实地试验和改性活生物体

的商业发布 

第 2-3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负责的主

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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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针对目标受众组织关于生物安全的公

众意识研讨会和讲习班，包括传播报

告和材料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负责的主

管机构 
 相关组织 

(h) 鼓励利用媒体促进对于生物安全的意

识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媒体 
(i) 将《议定书》和生物安全意识材料译

成国家和地方语文，和/或利用《议定

书》的视频介绍 

第 3-5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民间社会 
 

(j) 促进采用社会宣传战略，如艺术和文

化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相关的主

管机构 

2.2   通过正式的

学术机构促

进关于安全

转让、处理

和使用改性

活生物体的

改性活生物

体的教育 

 

 将生物安全问题纳入学校课程 
 许多学术机构讲授关于生物安

全的计划/课程 
 向学校和公众提供包含电子学

习模块在内的一揽子教育方

案，包括以娱乐和沟通为目的 
 图书馆和教育机构提供有关生

物安全的各类教育材料和宣传

活动 
 民间社会参与促进生物安全意

识和教育 

 包含生物安全问题的

学校课程数量 
 涵盖生物安全问题的

学术计划/课程数量 
 开发的电子学习模块

数量 
 可获得的关于生物安

全的教育材料和综合

教材数量 

 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展

的教育活动数量 

(a) 把生物安全纳入不同层次正规教育的

课程和教育方案 
第 5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教育机构 

(b) 在生物安全交流中，鼓励各大学和各

教育机构提供包括继续教育课程在内

的学术计划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教育机构 

(c) 为学校、非正规教育和研究机构制订

一揽子教育方案，以促进关于生物安

全问题的意识和教育 

第 2-5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教育机构 

(d) 制订针对所有教育水平的生物安全电

子学习模块 
第 2-5 年内 
持续地进行 

 教育机构 

(e) 确保教育机构的图书馆提供有关生物

安全的各类相关教育材料和宣传活动 
第 3-5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教育机构 

(f) 与教育机构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伙伴

关系，以提高认识并制订联合教育活

动 
 

第 3-5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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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点 3. 公众获取信息 

目标：增加公众获取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信息的途径 

业务目标 预期结果 指标 建议活动 时间框架 行为方 

3.1 增加公众以

广泛、便捷

和及时的方

式获取准确

的生物安全

信息的途

径，包括利

用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

所、国家网

站和其他机

制 

 公众成员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国家网站和其他机制，

轻松找到并获取准确生物安全

信息和教育材料 

 公众在合理期限内得到关于获

取准确生物安全信息的要求答

复 

 以各种语文和便于用户使用的

格式提供信息材料 

 公众成员可以在线和离线获取

多种有关生物安全的信息 

 

 制订了公众获取生物

安全信息程序的缔约

方数量 

 拥有国家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节点或生物

安全网站的缔约方数

量 

 以不同语文提供的信

息材料数量 

 

(a) 以书面、电子和其他格式告知公众其

根据《议定书》获取信息的权利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民间社会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b) 告知公众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国

家节点和其他机制获取信息的可用手

段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c) 建立和/或改善基础设施，为公众自由

获取生物安全信息提供便利（如国家

网站、国家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节

点） 

第 2-4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d) 制定信息提醒系统，通知公众关于可

获取的新信息 

第 2-4 年内 
 

 缔约方 

(e)   
 
 

  

(f) 按照国家法律以及《议定书》，包括

第 21 条第 6 款规定的义务，制订各

种程序，向公众提供生物安全信息 

第 1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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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点 4.  公众参与 

目标：促进公众参与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 

业务目标 预期结果 指标 建议活动 时间框架 行为方 

4.1 制订各种机

制和程序，

以便与公众

协商并使其

参与关于改

性活生物体

的决策进

程，并且向

公众公布这

些决定的结

果 

 

 确定并落实公众参与的机制和

切入点 

 界定/说明公众在决策进程中的

作用 

 国家法律保障公众参与关于改

性活生物体决策的权利，并且

公众充分知晓此项权利 

 公众及时、知情参与决策进程 

 制订保证条款，以确保定期、

透明和客观的公众协商/参与 

 国家生物安全法保证公众参与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决策的权利 

 国家生物安全法要求就有关改

性活生物体进口和发布的申请

进行公示并收集评论 

 划拨资金用于公众参与关于改

性活生物体的决策 

 扩大公众对《议定书》的支持 

 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主动

与公众接触 

 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定

中，充分反映/考虑公众的评论

和意见 

 及时提供公众的意见 

 公众磋商以透明、可靠、均衡

和合法的方式进行 

 明确提及公众参与

的监管制度数量 

 拥有公众参与机制

的缔约方数量 

 拥有针对公众参

与，包括公众协商

结果的审查机制的

缔约方数量 

 参与建立起来的讨

论论坛、平台和其

他机制的个人数量 

 让公众参与其生物

安全法律框架制订

和审查的缔约方数

量 

 拥有关于公众参与

的专项预算的缔约

方数量 

 在审议关于改性活

生物体的决策时考

虑了公众参与结果

的缔约方数量 

 开展公众协商的缔

约方数量 

(a) 制订或加强法律框架，以促进公众参

与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同时考

虑到机密信息的问题 

第 1-4 年内  缔约方 
 民间社会 

(b) 制订体制和行政机制，以促进公众参

与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 

 

第 1-3 年内  缔约方 
 民间社会 

(c) 制定各种机制，以使公众及时有效地

了解拟议的公众协商和参与关于改性

活生物体新申请的决策的机会（如在

国家网站、地方报纸、论坛和邮件列

表发布告示） 

第 2-3 年内 
 

 缔约方 

(d) 制订业务程序，以指导公众参与进程 第 2-3 年内；  缔约方 
 民间社会 

(e) 建立平台（如公开听证会、电子论

坛、邮件列表），以促进公众关于实

地试验和商业发布申请的评论、反馈

和呼吁 

第 2-3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f) 建立或加强各种机制/机构，以监测

和促进定期、透明和客观的公众协商

及参与 

第 3-5 年内；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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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促进合作倡议，以培训决策者利用公

众参与结果，包括在决定中概述公众

意见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h) 提供各种资源，以促进公众参与关于

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i) 让公众知晓其有权参与关于改性活生

物体的决策进程 

持续地进行 
 

 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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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14. 监测与报告（第 33 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第 BS-I/9 号决定，其中请各缔约方自《议定书》生效后根据每四年的一般频

率提交一次报告， 

注意到 第一次国家报告应于 2007 年 9 月提交， 

又回顾 第 BS-III/14 号决定，其中请执行秘书根据分析第一次国家报告所获经验、

履约委员会的建议和各缔约方所提建议，提出改进报告格式的建议，供作为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注意到 履约委员会关于国家报告工作的建议， 

1. 欢迎 本文件所附报告格式，并请 执行秘书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和

Microsoft Word 的格式提供 终的格式； 

2. 请 各缔约方利用报告格式编制第二次国家报告，或对于第一次提交国家报

告的缔约方而言，将这一格式用于其关于履行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义务的情况

的第一次国家报告；  

3. 请 各缔约方向秘书处提交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二

次国家报告： 具体做法是： 

(a) 以联合国的一种正式语文提出； 

(b)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或通过向由国家联络点为此目的适当设计

的 Microsoft Word 格式向秘书处提交；  

4. 鼓励 各缔约方用报告格式回复所有问题，包括不一定属于《议定书》所规

定责任、但被认为有利于收集信息以促进建立基线标准供今后《议定书》有效性评估和审

查过程以及确保实现本次会议所通过《战略计划》的问题； 

5. 重申 建议各缔约方酌情通过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参与的磋商过程编写报

告； 

6. 鼓励 各缔约方酌情在向全球环境基金寻求资助时将国家报告工作作为优先

事项；  

7. 鼓励 各缔约方在按时完成报告义务方面遇到困难时向秘书处或履约委员会

寻求协助，并酌情使用国家专家和生物安全专家名册中的专家； 

8. 请 执行秘书： 

(a) 考虑调整第三次和以后各次国家报告的报告格式，并将格式提交给议定书缔

约方的适当会议，使国家报告的内容限制在下述范围内，从而使之与《议定书》的战略优

先事项相关： 

(一) 需要定期更新的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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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战略计划》和工作方案所指出的和由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

约方大会确定的报告期间优先领域相关的问题； 

(b) 向不提交国家报告的缔约方的国家联络点发送保密提醒函，提醒其有责任提

交报告； 

(c) 组织网上论坛，或在获得资金的情况下，举办关于国家报告工作的地区或次

地区信息会议或讲习会，协助各缔约方编写国家报告，并交流履行《议定书》监督和报告

义务的 佳做法和经验；以及 

(d) 在确定提交依照 BS-I/9 号决定第 5 段提出的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日期时，考

虑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由于有限的能力可能面对的时间制约； 

9. 注意到 一些尚未成为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已经提交第一次国家报

告，请非缔约方通过提交国家报告分享其在生物安全相关监管和行政管理措施方面的经验

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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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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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格式使用指南 

以下是关于按《议定书》第 33 条要求制定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情况第二

次国家报告的格式，由一系列根据《议定书》的这些要求以及同《战略计划》指标相关的

问题组成。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缔约方审查其顺利执行《议定书》各项规定的程度，并协助作

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评估《议定书》的总体执行情况。 

以灰色突出显示的问题，并不一定完全基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或议定书

缔约方的决定。将其纳入本报告格式只是为了在第 35 条背景下帮助制定一项评估和审查

《议定书》的基准，并帮助衡量《议定书战略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 

提及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截止日期，是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之前

12 个月。该报告拟涵盖从提交第一次国家报告（或《议定书》对于 2007 年 9 月 11 日之

后批准或者加入《议定书》的报告缔约方的生效之日）至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报告日期之间

所从事的活动。 

对于嗣后的国家报告，估计其格式将不断有所发展，不再相关的问题可能会被删除，保留

同现时执行进展有关的问题，并根据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未来决定拟定

新的问题。 

问题的措辞尽可能同《议定书》的相关条款措辞保持一致。问题中术语的使用应根据《议

定书》第 3 条对各术语界定的含义。 

在取得关于《议定书》各规定执行情况的重要信息的同时，本格式力求减少缔约方编写报

告的负担。问及的大部分问题只需在一个或多个方框中打勾，且每一条目均可用一个文本

字段提供关于其执行情况的更多细节。虽然没有篇幅上的限制，但为了协助报告的审议和

信息归纳，要求答卷人回答时尽量做到简明扼要 

执行秘书欢迎就问题是否充分以及回答问题是否有难度作出评价，并对改进报告指南提供

进一步的建议。报告的末尾处留有意见栏。 

建议缔约方让利益攸关方参与报告的编写工作，以确保报告编写过程的参与性及透明度，

以及所要求的信息的准确性。 

也 可 在 生 物 安 全 信 息 交 换 所 网 站 以 电 子 形 式 填 写 本 表 ， 地 址 如 下 ：
http://bch.cbd.int/managementcentre/edit/CPBnationalreport2.shtml 

重要说明：为便于分析本报告所载信息，建议缔约方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或向秘书处

报告，或提交 MS Word 格式的电子文档及一份签名页首页扫描副本，秘书处的地址是：
secretariat@cbd.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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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情况 

第二次国家报告 

报告来源 

1. 国家：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报告的联系官员  

2. 联系官员姓名：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3. 联系官员职位：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4. 组织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5. 通信地址：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6. 电话：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7. 传真：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8. 电子邮件：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9. 被咨询或参与编写本报告的组织/利
益攸关方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提交  

10. 提交日期：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11. 本报告的时间跨度：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报告官员签字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文件以受保护的 MS 格式提供，以便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进一步处理本报告所载信息。Word 仅可改

动本项和复选框。一旦文档填写，请予保存并打印其首页用于签字。也可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网站以电

子形式填写本表，网址是：http://bch.cbd.int/managementcentre/edit/CPBnationalreport2.shtml 
 

重要说明：为便于分析本报告所载信息，请通过电子邮件以附件形式向秘书处（secretariat@cbd.int）发送

MS Word格式报告及一份签名页首页扫描副本；请勿通过传真、邮寄或MS 
Word以外的其他电子格式发送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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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贵国是否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的缔约方？ 
 是 
 否 

13. 若贵国对第 12 个问题回答“否”，那么

是否已启动了成为缔约方的任何国家进

程？ 

 是 
 否 
 不适用 

14. 在此你可填入详细资料：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2 条 – 一般规定 

15. 贵国是否已采取必要的法律、行政和其他

措施以执行《议定书》？ 

 国内监管框架已完全启动 
 国内监管框架已部分启动 
 仅采取了临时措施 
 仅有一个草案框架 
 尚未采取措施 

16. 贵国已制定哪些国家生物安全框架执行文

书？ 

 一部或多部国家生物安全

法律 
 一部或多部国家生物安全

条例 
 一套或多套生物安全准则 
 并非间接适用于生物安全

的其他法律、条例或准则 
 未制定任何文书 

17. 贵国是否已经建立了国家生物安全框架运

营资金的预算分配机制？ 
 是 
 否 

18. 贵国是否有常设工作人员管理与国家生物

安全框架直接相关的各项职能？ 
 是 
 否 

19. 若贵国对第 18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职能与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直接相关的常

设工作人员已有多少人？ 

 1 人 
 不到 5 人 
 不到 10 人 
 超过 10 人 
 不适用 

20. 贵国的生物安全框架/法律/条例/准则是否

已提交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是 
 部分  
 否 

21.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2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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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 药物 

22. 贵国是否规范了作为药物的改性活生物

体的越境转移、处理和使用？ 

 是 

 是，在一定程度上 
 否 

23. 若贵国对第 22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这一信息是否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交？ 

 是 
 部分 
 否 
 不适用 

24.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5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6 条 – 过境和封闭使用 

25. 贵国是否规范了改性活生物体的过境？ 
 是 

 否 

26. 贵国是否规范了改性活生物体的封闭使

用？ 

 是 

 否 

27. 若贵国对第 25 或第 26 个问题回答

“是”，那么这一信息是否已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是 
 部分 

 否 

 不适用 

28.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6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7 至 10 条：事先知情同意及有意向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 

29. 贵国是否已采取法律/条例/行政措施以实

施《议定书》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是 
 否 

30. 贵国是否已采取符合《议定书》关于越

境转移有意引进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

国内管制框架？ 

 是 
 否 

31. 贵国是否已就拟有意向环境中引入改性

活生物体的首次有意越境转移建立了决

策机制？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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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若贵国对第 31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这一机制是否也适用于并不局限于越境

转移而有意向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

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33.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机制以监测释放到环

境中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潜在影响？ 
 是 
 否 

34. 贵国是否有能力发现和识别改性活生物

体？ 

 是 

 是，在一定程度上 
 否 

35. 贵国是否已为所管辖下的出口者规定了

法律要求，在有意越境转移属于事先知

情同意程序范围内的改性活生物体之前

以书面形式通知进口方国家主管部门？ 

 是 

 否 

36. 贵国是否已就通知所载信息的准确性规

定了法律要求？ 
 是 
 否 

37. 贵国是否曾收到过拟有意向环境中引入

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的相关申

请/通知？ 

 是 
 否 

38. 贵国是否曾就拟有意向环境中引入改性

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的相关申请/通
知做出决定？ 

 是 
 否 
 不适用 

39. 若贵国对第 38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贵国迄今已核准进口多少种拟有意向环

境中引入的改性活生物体？ 

 无 
 不到 5 种 
 不到 10 种 
 超过 10 种 
 不适用 

40. 若贵国对第 38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贵国迄今已核准多少种拟有意向环境中

引入的非进口改性活生物体？ 

 无 
 不到 5 种 
 不到 10 种 
 超过 10 种 
 不适用 

4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已收到多少

次拟有意向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的

有意越境转移的相关申请/通知？ 

 无 
 不到 5 次 
 不到 10 次 
 超过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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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已就拟有意

向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

转移做出过几次决定？ 

 无 
 不到 5 次 
 不到 10 次 
 超过 10 次 

若贵国对第 38 个问题回答“无”，请回答第 50 个问题 
43. 在就拟有意向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

的有意越境转移所做决定方面，贵国是

否曾在越境转移之前收到过出口方或出

口者的通知？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44. 通知是否载有完整信息（至少载有《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附件 1 的规定信

息）？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45. 贵国是否会在收到通知 90 天之内向通知

人确认收到？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46. 贵国是否会将其决定告知通知人和生物

安全信息交换所？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在某些情况下仅告知通知人 
 在某些情况下仅告知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 
 否  
 不适用 

47. 贵国是否会适时（在 270 天之内或贵国与

通知人所沟通确定的期限内）将其决定

告知通知人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48. 贵国以下类别决定所占的百分比是多

少？ 

[  %] 准予无条件进口 
[  %] 准予有条件进口 
[  %] 禁止进 
[  %] 要求提供更多资料 
[  %] 扩展决定的沟通期限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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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在贵国准予有条件进口或禁止进口的情

形下，是否会就其决定依据向通知人和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说明理由？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在某些情况下仅告知通知人 
 在某些情况下仅告知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 
 否 
 不适用 

50.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7－10 条的更多细节，在对有意引进环境的

改性活生物体的潜在不利影响没有科学上的把握性时，包括措施：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1 条 –  关于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程序 

51. 贵国是否采用了具体的法律或条例，用

于就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

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国内用途包括

市场投放做出决定？ 

 是 
 否 

52. 贵国是否就申请者所提供资料的准确性

规定了法律要求？ 
 是 
 否 

53. 贵国是否建立了机制以确保通过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与缔约方就可能被越境转

移的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

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相关决定进行沟

通？ 

 是 
 否 

54. 贵国是否已就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

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

事宜建立了一个决策机制？ 

 是 
 否 

55. 贵国是否已在未订有监管框架的情况下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宣布，它将根

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11.6
条在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

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的首次进口之前

做出决定？ 

 是 
 否  

56. 贵国是否已表明它需要拟直接用作食品

或饲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

体方面的财务和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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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贵国是否已就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

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进口

或国内用途）做出决定？ 

 是 
 否 

若贵国对第 57 个问题回答“否”，请回答第 63 个问题 

58. 贵国迄今已核准了多少种拟直接用作食

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

物体？ 

 无 
 不到 5 次 
 不到 10 次 
 超过 10 次 
 不适用 

5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已就拟直接

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

性活生物体的进口事宜做出过几次决

定？ 

 无 
 不到 5 次 
 不到 10 次 
 超过 10 次 

6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已就拟直接

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

性活生物体的国内用途包括市场投放做

出过几次决定？ 

 无 
 不到 5 次 
 不到 10 次 
 超过 10 次 

若贵国对第 59 和第 60 个问题的回答都为“无”，请回答第 63 个问题 
61. 贵国是否已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向

缔约方通报了它在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

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的

进口方面所做的决定？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62. 贵国是否已在 15 天之内通过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向缔约方通报了它在拟直接用

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

活生物体的国内用途包括市场投放方面

所做的决定？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是，但有延误（即不超过 15

天） 
 否 

63.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1 条的更多细节，在对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

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潜在不利影响没有科学上的把握性时，

包括措施：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2 条 – 对决定的审查 

64.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机制用于审查并更改

其已就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所

做出的决定？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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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贵国是否收到过对决定进行审查的要

求？ 
 是 
 否 

66. 贵国是否审查/更改过就改性活生物体的

有意越境转移所做出的决定？ 

 是，审查过决定 
 是，审查并更改过决定 
 否 

6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审查和/或更改过

几次就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所

做出的决定？ 

 无 
 不到 5 次 
 超过 5 次 

若贵国对第 67 个问题回答“无”，请回答第 71 个问题 

68. 贵国是否曾将决定的审查和/或更改告知

通知人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在某些情况下仅告知通知人 
 在某些情况下仅告知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 
 否  

69. 贵国是否曾将决定的审查和/或更改在 30
天之内告知通知人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是，但有延误（即不超过 30

天） 
 否 

70. 贵国是否曾向通知人和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说明决定的审查和/或更改理由？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在某些情况下仅告知通知人 
 在某些情况下仅告知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 
 否 

71.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2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3 条  –  简化程序 

72. 贵国是否已就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

转移简化程序建立了应用系统？ 
 是 
 否 

73. 贵国是否曾适用简化程序？  是 
 否 

74. 若贵国对第 73 个问题回答“是”，贵国

是否曾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向缔约

方通报适用简化程序的案例？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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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对多少种改

性活生物体适用了简化程序？ 

 无 
 不到 5 次 
 超过 5 次 

76.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3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4 条 –  双边、区域及多边协定和安排 

77. 贵国是否曾订立任何双边、区域及多边

协定和安排？ 
 是 
 否 

78. 若贵国对第 77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贵国是否曾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向

缔约方通报这类协定或安排？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79. 若贵国对第 77 个问题回答“是”，请简要描述所订立协定或安排的范围和目

标：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80.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4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5 条 –  风险评估 

81. 贵国是否已建立机制，用于在就改性活

生物体做出决定之前开展风险评估？ 
 是 
 否 

82. 若贵国对第 81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这一机制是否包括开展风险评估的专家

认定程序？ 

 是 
 否 

83. 贵国是否已在就改性活生物体做出决定

之前开展风险评估方面制定了准则？ 
 是 
 否 

84. 贵国是否已经获得了开展风险评估的必

要国内能力？ 
 是 
 否 

85.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开展风险评估的国内

专家培训机制？ 
 是 
 否 

86. 贵国是否曾就拟有意向环境中引入的某

种改性活生物体开展过风险评估？ 
 是 
 否 

87. 贵国是否曾就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

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某种改性活生物体开

展过风险评估？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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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若贵国曾就拟有意向环境中引入的改性

活生物体或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

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国内用

途做出过决定，那么是否对所有决定都

开展了风险评估？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89. 贵国是否曾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风险评估总结报告？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9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若贵国曾就改性

活生物体做出过决定，那么在这些决定

背景下开展过多少次风险评估？ 

 无 
 5 次或更少  
 10 次或更少 
 超过 10 次 

91. 贵国是否曾要求出口者开展风险评估？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92. 贵国是否曾要求通知人承担改性活生物

体的风险评估费用？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93.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5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6 条  –  风险管理 

94. 贵国是否制定并保持了适当的运作机

制、措施和战略，以调节、管理和控制

风险评估所认定的各种风险？ 

(一) 有意引进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 

(二) 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

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 

 

 

 
 

 是 
 是，某种程度上 
 否 

 
 是 
 是，某种程度上 
 否 

95. 贵国是否制定并保持了适当的措施，以

防止改性活生物体的意外越境转移？ 

 是 
 是，某种程度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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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贵国是否采取了措施确保任何改性活生

物体 － 无论是进口的还是本地研制的 － 
在投入有意使用前均接受与其生命周期

或世代时间相应的适当期限的观察？ 

 是 
 否 

97. 贵国是否与其他缔约方进行了合作，以

期确认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其

具体特性？ 

 是 
 否 

98. 贵国是否与其他缔约方进行了合作，以

期采取措施，处理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

生物体或其具体特性？ 

 是 
 否 

99.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6 条的更多细节，在对改性活生物体的潜在

不利影响没有科学上的把握性时，包括关于风险管理占领的详细情况：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7 条 –  无意的越境转移以及紧急措施 

100. 贵国是否已根据第 17 条向生物安全信息

交换所提供了相关详情，列明其联络点

以便接收通知？ 

 是 
 否 

101. 贵国是否已就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意外越境转

移的紧急措施制定了一个应对机制？ 

 是 
 否 

102. 贵国是否执行了紧急措施应对有关释放

导致或可能导致改性活生物体的意外越

境转移的信息？ 

 是 
 否 

10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曾获得过几

次有关在贵国管辖范围内出现导致或可

能导致一种或多种改性活生物体意外越

境转移的事件信息？ 

 从来没有 
 不到 5 次 
 不到 10 次 
 超过 10 次 

若贵国对第 103 个问题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请回答第 107 个问题 

104. 贵国是否曾就上述释放情况通知受到影

响或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国家、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并酌情通知有关国际组织？ 

 是，每次  
 是，有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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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若贵国对第 104 个问题回答“是”，那

么贵国通知的是： 

 

 受影响或可能会受影响的国

家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有关国际组织 
 不适用 

106. 贵国是否曾立即与受到影响或可能会受

到影响的国家进行协商，使之得以确定

适当的应对办法并主动采取必要行动，

包括采取各种应急措施？ 

 是，经常 
 是，有时 
 否，进行了协商，但不及时 
 否，从未进行协商 

107.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7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8 条 –  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 

108. 贵国是否已采取措施，参照有关国际规

则和标准，要求在安全的条件下处理、

包装和运输属于拟越境转移的改性活生

物体？ 

 是  
 是，在某种程度上 
 否 

109. 贵国是否已采取措施，在通过身份保护

系统等手段无法获知改性活生物体名称

的情况下，要求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

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所

附单据明确说明其中“可能含有”改性

活生物体且不打算有意将其引入环境，

并附上供进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

点。 

 是  

 是，在某种程度上 

 否 

110. 贵国是否已采取措施，在通过身份保护

系统等手段获知改性活生物体名称的情

况下，要求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

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

明确说明其中含有改性活生物体且不打

算有意将其引入环境之中，并附上供进

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点？ 

 是  

 是，在某种程度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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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贵国是否已采取措施，要求预定用于封

闭性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明确

将其标明为改性活生物体，并具体说明

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使用的任何要

求，以及供进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

点，包括接收改性活生物体的个人和机

构的名称和地址？ 

 是  

 是，在某种程度上 

 否 

112. 贵国是否已采取措施，要求拟有意引入

进口缔约方环境中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附

单据明确将其标明为改性活生物体；具

体说明其名称和相关特性和/或特点、关

于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使用的任何

要求以及供进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

点，并酌情提供进口者和出口者名称和

地址；以及列出关于所涉转移符合本议

定书中适用于出口者的规定的声明？ 

 是  

 是，在某种程度上 

 否 

113. 贵国是否有能力实施改性活生物体的标

志和单据方面的要求？ 

 是  
 是，在某种程度上 
 否 

114. 贵国是否建立了改性活生物体的采样和

检测程序？ 

 是  
 是，在某种程度上 

 否 
115.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8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19 条 –  国家主管部门和国家联络点 

116. 贵国是否指定了《卡塔赫纳议定书》国

家联络点负责与秘书处进行联系？ 
 是 
 否  

117. 贵国是否指定了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国

家联络点，就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发

展和执行方面的问题与秘书处联系？ 

 是 
 否  

118. 贵国是否已指定了一个或数个国家主管

部门，负责行使《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

定书》规定的行政职能并按照授权代表

贵国行使此类职能？ 

 是，一个 
 是，数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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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若贵国指定了一个以上的国家主管部

门，贵国是否已将这些主管部门的各自

职责转告了秘书处？ 

 是 
 否  
 不适用 

120. 贵国是否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

了第 116－119 个问题所提及的必要信

息？ 

 是，所有信息 
 是，某些信息 
 否 

121. 若贵国指定了一个以上的国家主管部

门，贵国是否在就改性活生物体做出决

定之前建立了协调行动机制？ 

 是 
 否 
 不适用 

122.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充分的体制能力，使

国家主管当局能够执行《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所要求的行政职能？ 

 是 
 是，某种程度上 
 否 

123.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19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20 条 –   信息共享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124. 请概述贵国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信息的情况，具体说明各类信息是否可

用，以及是否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a. 用于执行《议定书》的现有的国家立

法、条例和准则，以及缔约方用于事先

知情同意程序所需要的信息（第 20 条第

3(a)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b. 适用于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

加工目的的进口改性活生物体的国家法

律、条例和准则（第 11 条第 5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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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双边、多边和区域协议及安排（第 14 条

第 2 款和第 20 条第 3(b)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d. 国家主管部门（第 19 条第 2 和 3 款）和

国家联络点（第 19 条第 1 和 3 款）的详

细联系方式以及紧急联系方式（第 17 条

第 3 (e)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e. 缔约方关于《议定书》的执行提交的报

告（第 20 条第 3 (e)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f. 某一缔约方对特定改性活生物体的特性

予以管制的决定（第 6 条第 1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g. 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无意的越境转移事件（第 17 条第 1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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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改性活生物体的非法越境转移（第 25 条

第 3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i.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进口或释放的 后决

定（即批准或禁止、任何先行条件、要

求进一步信息、批准延期、决定的理

由）（第 10 条第 3 款和第 20 条第 3(d)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j. 关于特定改性活生物体进口时国内条例

适用性的信息（第 14 条第 4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k. 关于在国内使用可能越境转移的拟直接

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

性活生物体的 终决定（第 11 条第 1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l. 关于在国内规定框架下（第 11 条第 4
款）或按照附件三（第 11 条第 6 款）

（第 20 条第 3(d)款的要求））进口拟直

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

改性活生物体的 终决定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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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申报采用的关于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

料、或用于加工目的的改性活生物体的

体制（第 11 条第 6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n. 审议并改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有意越境

转移的决定（第 12 条第 1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o. 由各缔约方赋予豁免权的改性活生物体

（第 13 条第 1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p. 可能在通知进口缔约方的同时发生的有

意越境转移案例（第 13 条第 1 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q. 在监管过程中生成的改性活生物体风险

评估或环境审查及有关产品相关信息的

概述（第 20 条第 3 (c)款） 

 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

供的可用信息 
 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提供的可用信息 
 仅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部

分提供的可用信息 
 信息不可用 

125. 贵国是否已建立机制以强化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国家联络点履行其行政职能的

能力？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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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贵国是否已建立机制协调生物安全信息

交换所国家联络点、《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联络点以及国家主管部门向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信息的行动？ 

 是 

 否 

127. 贵国是否在处理改性活生物体的决定中

使用了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的信

息？ 

 是，经常 
 是，有时 
 否 

128. 贵国是否在访问和使用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方面遇到过困难？ 
 是 
 否 

129. 若贵国对第 128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贵国是否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或秘

书处报告此类问题？ 

 是 
 否 
 不适用 

130. 贵国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的信息

是否完整和 新？ 
 是 
 否 

131.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20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21 条 – 机密资料 

132. 贵国是否制定了程序，对《议定书》下

获得的保密信息予以保密？ 
 是 
 否  

133. 贵国是否允许通知人确认哪些信息将被

视为保密信息？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134.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21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22 条 – 能力建设 

135. 贵国是否在开发和/或加强生物安全人力

资源和机构能力方面得到了外部支持，

或受益于与其他缔约方的共同行动？ 

 是 
 否  

 

136. 若贵国对第 135 个问题回答“是”，贵

国是如何提供这些资源的？ 

 双边渠道 
 区域渠道 
 多边渠道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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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贵国是否在开发和/或加强生物安全人力

资源和机构能力方面向其他缔约方提供

了支持？ 

 是 
 否  

 

138. 若贵国对第 137 个问题回答“是”，贵国

是如何提供这些资源的？ 

 双边渠道 
 区域渠道 
 多边渠道 
 不适用 

139. 贵国是否符合自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

金）接受资助的资格？ 

 是 
 否  

 
若贵国对第 139 个问题回答“是”，请回答第 143 个问题 

140. 贵国是否启动过获得全环基金的生物技

术能力建设资金的进程？ 

 是 
 否  

 
141. 若贵国对第 140 个问题回答“是”，贵国

对这一进程作如何的表述？ 

请贵国在第 150 个问题之下补充关于贵国

获得全环基金资金的经验。 

 很容易 
 容易  
 平均 
 困难 
 很困难 

142. 贵国是否曾从全环基金获得过用于建设

生物安全能力的资金？ 

 试点性生物技术赋能活动 
 制定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有效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第一期）的能力建设 
 有效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第二期）的能力建设 
 以上都不是 

14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是否采取行

动发展和/或加强生物安全人力资源和机

构能力？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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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若贵国对第 143 个问题

回答“是”，那么在下

列哪些领域开展了此类

行动？ 

 机构能力 
 人力资源能力开发与培训 
 风险评估及其他科学技术专业

知识 
 风险管理 
 生物安全方面的公众认识、参

与和教育 
 信息交流和数据管理，包括参

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次上

的科学、技术和机构合作 
 技术转让 
 改性活生物体的识别，包括其

检测 
 社会经济因素 
 执行《议定书》第 18.2 条的

行文要求 
 机密资料的处理 
 改性活生物体意外和/或非法

越境转移的应对措施 
 有关改性活生物体的生物安全

科学研究 
 考虑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其他： <输入文字> 
 不适用 

14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开展过一

次能力建设需求评估？ 
 是 
 否 

146. 贵国是否仍有能力建设需求？ 
 是 
 是，很少 
 否  

 



UNEP/CBD/BS/COP-MOP/5/17 
Page 101 

 
 

 

147. 若 贵 国 对 第 146 个 问 题 回 答

“是”，请标明下列哪些领域仍需

开展能力建设。 

 机构能力 
 人力资源能力开发与培训 
 风险评估及其他科学技术专业知识 
 风险管理 
 生物安全方面的公众认识、参与和教育 
 信息交流和数据管理，包括参与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 
 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次上的科学、技

术和机构合作 
 技术转让 
 改性活生物体的识别，包括其检测 
 社会经济因素 
 执行《议定书》第 18.2 条的行文要求 
 机密资料的处理 
 改性活生物体意外和/或非法越境转移的应

对措施 
 有关改性活生物体的生物安全科学研究 
 考虑对人类健康的的风险 
 其他： <文本输入> 
 不适用 

148. 贵国是否已制定有能力建设战略或行动计

划？ 
 是 
 否 

149. 贵国是否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专家名册

提交了国家生物安全专家的详细资料？ 
 是 
 否 

150.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22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23 条 –  公众认识和参与 

151. 贵国是否已就改性活生物体的安全转移、

处理和使用制定了战略或制定了立法，以

提高和促进公众认识、教育和参与？  

 是 
 是，在某种程度上 
 否 

152. 贵国是否建立了生物安全网站？  是 
 否 

153.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机制以确保公众获得可

以进口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相关信息？ 

 是 
 是，在有限程度上 
 否 

154.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机制以在关于改性活生

物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 

 是 
 是，在有限程度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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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机制以向公众通报有关

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结果？ 

 是 
 是，在有限程度上 
 否 

156. 贵国是否采取过任何行动，以向公众公布

获得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信息的方式？ 
 是 
 否 

15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是否已在改性

活生物体的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方面提

高并促进了公众认识、教育和参与？ 

 是 
 是，在有限程度上 
 否 

158. 若贵国对第 157 个问题回答“是”，那么

贵国是否与其他缔约方和国际机构有过合

作？ 

 是 
 否 
 不适用 

15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有过几次在关

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

意见并向公众公布此类决定的结果？ 

 从来没有 
 不到 5 次 
 超过 5 次 

160.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23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24 条 –  非缔约方 

161. 贵国是否已与非缔约方就改性活生物体的

越境转移问题订立有任何双边、区域及多

边协定？ 

 是 
 否  

162. 贵国是否曾从某非缔约方进口改性活生物

体？ 
 是 
 否 

163. 贵国是否曾向某非缔约方出口改性活生物

体？ 
 是 
 否  

164. 若贵国对第 162 或第 163 个问题回答

“是”，那么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是

否符合《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目

标？ 

 是，始终是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165. 若贵国对第 162 或第 163 个问题回答

“是”，那么有关此类越境转移的信息是

否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是，始终是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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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若贵国并非《卡塔赫纳议定书》的缔约

方，那么贵国是否曾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贡献有关改性活生物体在其国家辖区内

释放或转移进出的信息？ 

 是，经常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167.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24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25 条 –  非法越境转移 

168. 贵国是否已在国内采取适当措施，以便防

止和/或惩处违反其执行本《议定书》的国

内措施而进行的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 

 是 
 否  

169. 贵国是否制定了战略监测改性活生物体的

非法越境转移？ 
 是 
 否 

17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贵国曾获得过几次

有关某种改性活生物体在贵国管辖范围内

非法越境转移的事件信息？ 

 从来没有 
 不到 5 次 
 不到 10 次 
 超过 10 次 

若贵国对第 170 个问题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请回答第 175 题 

171. 贵国是否曾告知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及其

他有关缔约方？ 

 是  
 仅在某些情况下 
 仅告知过其他有关缔约方 
 仅告知过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 
 否 
 不适用 

172. 贵国是否已确定了改性活生物体的来源？  是  
 是，某些情况下  
 否 

173. 贵国是否已确定了改性活生物体的性质？  是  
 是，某些情况下 
 否 

174. 贵国是否已确定了非法越境转移的情形？  是  
 是，某些情况下 
 否 

175.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25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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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条 –  社会经济因素 

176. 若贵国已就进口事宜做出决定，该决定是

否虑及改性活生物体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是  
 仅在某些情况下 
 否 
 不适用 

177. 贵国是否曾就改性活生物体的任何社会经

济影响与其他缔约方开展过合作研究和信

息交流？ 

 是 
 是，在有限程度上 
 否  

178.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执行第 26 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27 条 – 赔偿责任和补救 

179. 贵国是否已签署《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名古

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 
 是 
 否  

180. 贵国是否开始了批准、接受或核准《名古屋

－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的步骤？ 
 是 
 否  

181. 贵国可以在此提供有关贵国为执行《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而开展任何活 

动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 33 条 – 监测与报告 

182. 贵国此前是否已提交过国家报告（临时和第

一次国家报告）？ 

 是 
 是，仅提交过临时报告 
 是，仅提交过第一次报告 
 否  
 不适用 

183. 若贵国此前并未提交过报告，请说明阻碍提

交的主要困难 

 缺乏收集必要信息的财政资源 
 缺乏国家一级的相关信息 
 难以汇编各部门信息 
 没有义务提交（如，当时本国

并非缔约方） 
 其他，请注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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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184. 请使用此空间提供与本国《议定书》执行情况有关的任何其他信息，包括所遇到的任

何障碍或阻碍。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对报告格式的评论 

185. 请使用此空间提供有关贵国在填写本报告过程中遇到困难的任何其他信息。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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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15. 评估和审查（第 35 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议定书》第 35 条，该条要求至少每隔五年对《议定书》的成效进行一次评

价，包括对其程序和附件做出评估， 

意识到 由于没有评估方法以及执行《议定书》的经验不多，2008 年进行的第一次

评估和审查无法导致对《议定书》的成效作出实的评估， 

回顾 第 BS-IV/15 号决定请执行秘书制定可有助于对《议定书》进行有效的第二次

评估和审查的方法、标准或指标草案， 

1.  决定： 

(a) 对《议定书》成效的第二次评估和审查的范围，应主要集中在对于下文附件

所确定的《议定书》的核心要点的执行情况的评价上； 

(b)  评价应立足于通过第二次国家报告、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收集到的关于《议

定书》执行情况的资料，通过履约委员会可能获得的关于其审查履约一般性问题、能力建

设协调机制及其他相关进程和组织的职能的资料； 

2. 请 执行秘书收集和汇编关于《议定书》执行情况的信息，并委托对这些资

料汇编进行分析，以便利对《议定书》成效的第二次评估和审查； 

3. 又决定： 

(a) 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成立一区域代表分配均衡的特设技术专家组，以便

(一) 对上文第 2 段所述信息的分析进行审查；(二) 向作为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

会议提交建议供其审议；以及 

(b) 主要利用通过第三次国家报告收集到的信息，在第八次缔约方会议中对《战

略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审查的同时，对《议定书》进行第三次评估和审查； 

4. 敦促 各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酌情为数据收集工作作

出贡献，对调查问卷做出答复，并提供关于《议定书》执行情况的完整资料。 

附件 

第二次评估和审查工作的要点和相应指标 

A. 范围 

要点 1. 《议定书》的地理范围和《议定书》规定的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的范围： 

(a) 《议定书》缔约方的数量； 

(b) 已指定国家联络点的缔约方的数量； 

(c) 及时提交关于《议定书》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的缔约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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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非缔约方进口改性活生物体的缔约方的数量； 

(e) 向非缔约方出口改性活生物体的缔约方的数量。 

B. 国家一级执行核心程序和附件的情况 

要点 2. 针对为有意引入环境而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的行为，根据《议定书》制定

了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或符合《议定书》的国家管制框架）： 

(a) 为实施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制定了法律和条例和/或行政措施的缔约方的数

量； 

(b) 根据《议定书》，已就越境转移有意引进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通过了国内管

制框架的缔约方的数量； 

(c) 指定了国家当局的缔约方的数量； 

(d) 进口或出口改性活生物体、但并未制定相关法律和条例法规管理为有意引进

环境而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等行为的缔约方的数量； 

(e) 通过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或符合《议定书》的国内管制框架方面的区域趋势。 

要点 3. 关于为有意引入环境而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或符合

《议定书》的国内管制框架）是可操作的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a) 制定了用于处理事先知情同意申请的国内体制和行政（决策）安排的缔约方

的数量； 

(b) 拥有可用于运作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预算拨款的缔约方的数量； 

(c) 有长期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包括事先知情同意申请）的缔

约方的数量； 

(d) 处理过事先知情同意申请并已就进口问题做出决定的缔约方的数量； 

(e) 操作和运作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方面的区域趋势。 

要点 4. 为与越境转移拟直接用作食品、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有关的决策制定

了程序且程序可操作： 

(a) 已就越境转移可能涉及的、拟直接用作食品、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的

国内用途（包括投入市场）做出 后决定的缔约方的数量； 

(b) 专门针对拟直接用作食品、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问题制定了决

策程序的缔约方的数量。 

要点 5. 制定了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风险评估程序且程序可操作： 

(a) 制定了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风险评估指南的缔约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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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进行了风险评估并以此作为改性活生物体相关决策进程一部分的缔约方的数

量； 

(c) 成立了咨询委员会或制定了其他安排以开展或审查风险评估工作的缔约方的

数量； 

(d)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中附有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概述的决定的数量； 

(e) 具备了进行风险评估所必需的国家能力的缔约方的数量； 

(f) 报告称使用过《议定书》附件三或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商定

的有关风险评估的任何其他指南的缔约方的数量； 

(g) 与风险评估能力有关的区域趋势。 

要点 6. 制定了可用以确立适当的改性活生物体风险管理措施和进行监测的程序且程

序可操作： 

(a) 已授权将改性活生物体引入环境且已制定要求和/或程序并加以执行以规

范、管理和控制风险评估所确定风险的缔约方的数量； 

(b) 有能力发现和鉴别存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缔约方的数量； 

(c) 与风险管理能力有关的区域趋势。 

要点 7. 制定了可用以查明和处理非法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等行为的程序且程序可

操作： 

(a) 制定了旨在预防和惩治非法越境转移行为的国内措施（包括通过规范过境和

封闭使用）的缔约方的数量； 

(b) 报告已收到消息称有人以其管辖范围内的领土为来源地或目的地非法越境转

移改性活生物体的缔约方的数量； 

(c) 有能力查明非法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等行为（如人员和技术能力）的缔约

方的数量。 

要点 8. 制定了可用以预防、查明和处理意外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等行为的程序且

程序可操作，包括通报程序和应急措施： 

(a) 已根据第 17 条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通报其意外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问

题联络点的缔约方的数量； 

(b) 建立了机制以便向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国家通报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意外越境

转移改性活生物体事件的缔约方的数量； 

(c) 已查明的意外越境转移事件的数量； 

(d) 建立了机制以便查明和确定意外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

重大不利影响的缔约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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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9. 针对《议定书》关于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改性活生物体的规定制定了相

关要求并加以执行： 

(a) 依照《议定书》第 18 条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随后做出的

相关决定制定了关于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改性活生物体的规定的缔约方的数量： 

(一) 封闭使用； 

(二) 有意引入环境； 

(三) 拟直接用作食品、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 

要点 10. 制定了可用以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通报必要信息的程序且程序可操作： 

(a) 针对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通报信息的问题进行了职责分配的缔约方的数

量； 

(b)       制定了各种制度以管理执行《议定书》所需生物安全信息的缔约方的数量。 

要点 11. 正在落实各项旨在提高公众意识的程序和措施： 

(a) 开展了提高公众意识方案或活动的缔约方的数量； 

(b) 允许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改性活生物体相关决策进程的缔约方的数量。 

C. 国际一级的程序和机制 

要点 12.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正在有效执行： 

(a) 提供或收到的用以支持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活动的资金数量，以及这些资金的

影响； 

(b) 寻求援助以便能够使用专家名册所列专家的缔约方的数量以及实际获得此种

援助的缔约方的数量； 

(c) 报告利用当地专门知识开展或审查风险评估工作及与执行《议定书》有关的

其他活动的缔约方的数量。 

要点 13. 履约委员会得以运作： 

(a) 缔约方就其自身履行《议定书》各项义务的情况向履约委员会提出问题； 

(b) 履约委员会制定了决策议事规则。 

要点 14.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可操作、可访问： 

(a) 定期、例如至少一个月一次，访问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缔约方和其他使用

者的数量； 

(b) 报告了在访问或使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时遇到的各种困难的缔约方的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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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所载信息的可靠和更新程度。 

D. 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顾及给人类健康造成的风险 

要点 15. 应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背景，考虑开展生物多样性指标方面的工作。 



UNEP/CBD/BS/COP-MOP/5/17 
Page 111 

 
 

 

BS-V/16.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2011-2020 年时期的战略计划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 BS-IV/15 号决定，其中请缔约方提交关于议定书战略计划的呈件并要求执行

秘书提出战略计划供本次会议审议， 

表示注意到 各缔约方及其他政府的呈件；以及根据主席团的准则旨在为促进《战

略计划》的制定而开展的磋商进程； 

1. 通过 2011-2020 年期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本决定附件

一）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多年期工作方案（本决定附件二）； 

2. 敦促 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酌情： 

 (a) 审查并酌情与《议定书》执行相关的国家行动计划和方案包括国家生物多样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与《战略计划》合并；以及 

(b) 调拨所需的充足人力和金融资源，以加速《战略计划》的执行； 

3. 敦促缔约方利用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格式全面、及时提交关于《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以便第二次评估和审查议定书的效用，帮助制定评估

《议定书》和《战略计划》的执行进度的基准； 

4. 决定进行《战略计划》的中期评估： 

(a) 在其通过五年后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八次会议次会议进

行的第三次评估和审查时进行； 

(b) 使用需要执行秘书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会议次期间

提出的评价准则。 

附件一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 年战略计划 

一、 情况 

1.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于 2000 年 1 月通过，于 2003 年 9 月 11 日生效。作

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政府间委员会

提出的建议，通过了一项中期工作方案，所涉期间为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第二次会议至第五次会议期间。 

2. 自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以来的六年间，在执行《议定书》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自《议定书》生效以来，缔约方数量增加了 100 多个。大会通过了许多决定，以促进《议

定书》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全面运作。100 多个国家通过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得到

了能力建设援助，以支持他们为发展和执行其国家生物安全法律和管理框架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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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活动的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合作安排数量在过去几年间也有所增

加。 

3.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中期工作方案有助于指导《议定书》的执

行。中期工作方案即将在本次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后期满。 

4. 缔约方建立了一个进程，以根据《议定书》第 35 条对《议定书》的有效性进行评

估和审查。一方面发起了评估和审查进程，另一方面完成了中期工作方案，这都为缔约方

以战略计划和相应的多年期工作方案形式从长远发展角度审议《议定书》创造了一次机

会。鉴于决心在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之后采取行动，这也呼应了修订和增订《公

约战略计划》的持续进程。 

5. 《议定书》在执行方面仍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仍然需要提供额外指导并在许多领域阐明程序和进程，如适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遵守情

事（第 34 条）、赔偿责任和补救（第 27 条）、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第 15 和第 16
条）、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 18 条）以及能力建设（第 22 条）。成功执行计划活

动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是提供充足的金融资源，包括替代供资机制和技术支持，特别是

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上述资源。 

6. 本战略计划及其多年期工作方案（附件二）是根据缔约方的呈件、第一次国家报告

分析、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前四次会议连续做出的决定，缔约方、其他政

府和利益攸关方进行的一般讨论及其提出的意见编写的。本战略计划也考虑到在编制、执

行和修订《公约战略计划》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二、 战略计划：解释和监测 

7． 《战略计划》由设想、任务和五项战略目标组成。每项战略目标都有一些预期影

响、业务目标、成果和指标。已经制定了战略目标，并根据每项目标对充分执行《议定

书》的贡献大小确定其优先次序，同时考虑到评估和审查进程确定的执行程度有限。五项

战略目标下的重点领域按其优先次序如下：1. 便利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有效的生物安全系统

以执行《议定书》；2.  能力建设；3.  遵守和审查；4. 信息共享；5. 外联和合作。 

8. 设想和任务是未来理想状态的总体说明和《战略计划》长期努力实现的目的，而五

项战略目标阐明了如果想在计划的十年期限内实现设想和完成任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另

外，《战略计划》以一种逻辑框架形式编制，以便于查阅： 

(a) 各项战略目标有许多预期影响，如果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则会产生影响； 

(b) 业务目标包括为产生这些影响需要采取的行动； 

(c) 成果是如果业务目标得以实现可以看到的结果，成果集合在一起，将带来战

略目标影响；以及 

(d) 指标是通过衡量成果监测和评估《战略计划》的工具。 



UNEP/CBD/BS/COP-MOP/5/17 
Page 113 

 
 

 

9. 《战略计划》利益攸关方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计划》中描述的问题、行动或活

动。一些行动将由各缔约方或其他政府或秘书处或其他组织或个人完成或由上述各方共同

完成。 

10. 《战略计划》的要点应根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内容来解释。对于《战

略计划》的解释和理解都应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背景和范围内进行。 

11. 本战略计划将通过《议定书》十年期工作方案加以落实，得到两年期工作计划的支

持。必要时，多年期工作方案将不时进行调整，调整依据是：(一) 在落实《议定书》各项

要求时积累的经验；和 (二) 根据《议定书》第 35 条的规定，对《议定书》的有效性进行

定期评估和审查的结果。中期评估将在《战略计划》通过五年之后进行。评估过程将使用

《战略计划》中的指标来评估战略目标实现的程度。将主要从现有的相关国家报告和其他

资源中提取信息，生成所需数据以进行分析。评估将涉及《战略计划》的有效性，并使得

各缔约方适应《议定书》执行过程中新出现的趋势。需要为这一进程拨付充足的资源。 

三、 设想 

12. 在制定《战略计划》时做出了许多设想。首先，设想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将通过许多决定，包括关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共同方法；确认和编制文件；

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补充议定书；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和决策。还设想： 

(a) 缔约方和次区域组织将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各项决定中的规

则和程序纳入其国家或区域框架； 

(b) 将及时增订、商定和执行《有效执行议定书的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c) 缔约方将及时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国家报告和所需信息，如现行法律

和法规，以及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定； 

(d) 将在国家和国际一级提供充足且可预测的资源。也注意到在《战略计划》有

效期间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每一次会议上列报的两年期详细预算对于有

效执行《战略计划》很关键。 

13. 还有一项设想是《议定书》执行情况基线和全球指标将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第二次评估和审查《议定书》进程结束后确立，以勾画出一幅全

球图景。已经起草了各项指标，起草方式将便利根据该基线衡量进展情况。 

四、 支持执行《战略计划》需要人力资源 

14. 执行《战略计划》需要追加足够的财政资源，以便支持国家一级的相关活动以及预

期由秘书处进行的活动。 

15. 认识到缔约方在现有财务机制下取得资金将面临挑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改善

取得可用的资金。在这方面，请全球环境基金以便利的方式将资金提供给合格的缔约方，

并监测迅速提供这些资金的可行性。也请缔约方在其国家报告关于能力建设的报告格式的

部分提供它们从全球环境基金得到现有资金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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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内容 

设想 
充分保护生物多样性，使其免受改性活生物体的任何不利影响 

使命 
加强全球、区域和国家行动和能力，确保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领域得到充分

保护，同时考虑到人类健康的风险并且特别侧重于越境转移 

 
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重点领域 1： 

 

便利建立和进

一步发展有效

的生物安全制

度以执行《议

定书》 

 

制定其他必要

的工具和指

导，以使《议

定书》充分运

作 

缔约方充分执行

《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 

 

 

 

 

提高缔约方在实

现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样性

总体目标方面的

绩效 

1.1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使所有缔约方能够制定能

够运作的国家生物安全框

架，以便执行《议定书》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安全的决定

以符合《议定书》规定的既定

管制和行政规则为基础  

 将生物安全问题和执行《生物

安全议定书》纳入相关部门 

 加入/批准《议定书》后 6 年内制定了国家

生物安全立法和执行准则的缔约方特别是

来源中心数量 

 制定有意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封闭使用

和有意引入环境中的改性活生物体处理通

知和进口批准申请所需行政规则和程序的

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指定国家联络点和国家主管当局的缔约方

所占百分比 

 依照议定书第 8 条或适当国内立法收到通

知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依照议定书第 10 条或适当国内立法作出

进口决定的缔约方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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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1.2   协调和支助 

制定发展生物安全系统的

有效机制，同时进行必要

的协调、供资和监测支助 

 

 

 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转型经

济体缔约方能力建设需要的理

解有了改善 

 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确定了协调

方法和有效机制 

 缔约方拥有充足且可预测的财

政和技术资源，能使其以统一

且可持续的方式履行《议定

书》下的义务 

 每个缔约方都制定并执行了国

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战略和行

动计划 

 现有的资源和机会得到平衡和

更有效的利用 

 缔约方与执行或资助生物安全

能力建设努力的实体之间的协

调和协作得到改善 

 改性活生物体进口缔约方和出

口缔约方之间的协调和协作得

到改善 

 评估本国能力建设需要，包括培训和机构

需要并且在加入/批准《议定书》后三年内

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信息的缔约方

数量 

 为执行《议定书》制定了国家生物安全能

力建设行动计划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制定了处理生物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和生物

安全专业人员长期培训的培训方案的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制定了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倡议国家协调机

制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为执行《议定书》调动的新增和追加财政

资源数量 

 拥有可预测的可靠供资以加强其执行《议

定书》能力的缔约方数量 

 报告其能力建设需求已得到满足的缔约方

数量 

 报告涉及改性活生物体进口缔约方和出口

缔约方的合作安排的数量 

 

 1.3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根据缔约方风险评估和风

险管理的共同方法，进一

步开发和支持采用科学工

具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指导，包

括关于现代生物技术新发展的

指导 

 缔约方和其他政府酌情确定和

采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共

同方法 

 通过和使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指导文件

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以期 

 进行它们本国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评估通知者提交的风险评估报告 

 采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共同方法的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依照议定书进行实际风险评估的缔约方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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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分比 

1.4  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

改性活生物体或特性 

制定确认可能对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产生

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

或具体特性的合作和指导

模式，同时也考虑到人类

健康的风险 

 制定和制定各种模式 

 缔约方能够确认、评估和监测

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

物体或具体特性 

 缔约方制定并提供了关于可能

对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

体或具体特性的指导，同时也

考虑到人类健康的风险 

 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报告可能产生不利

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具体特性确认情况

的报告数量 

 有能力确认、评估和监测对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并考

虑到对人类健康的风险的改性活生物体或

具体特性的缔约方数目 

1.5 赔偿责任和补救 

通过和执行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

和补救问题的名古屋－吉

隆坡补充议定书 

 每一缔约方采取必要的行政和

法律措施在本国执行卡塔赫纳

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

和补救问题的名古屋－吉隆坡

补充议定书 

 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

七次会议以前使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的名古屋－吉隆

坡补充议定书生效 

 已经制定国家行政和法律框架纳入关于改

性活生物体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和补救

规则和程序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

于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的名古屋－吉隆坡

补充议定书的缔约方百分比 

1.6    处理、运输、包装和

标识 

使缔约方能够落实《议定

书》和作为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决

定中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

标识和编写文件的要求 

 有意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

用于加工、封闭使用或有意引

入环境中的所有改性活生物体

货物，都按照《议定书》和作

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

约方大会决定的要求通过随机

文件做了标识 

 研发和提供了易于使用和可靠

的查明私自使用改性活生物体

 对有意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用于加工

的改性活生物体制定了编写文件要求的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对旨在封闭使用和有意引入环境中的改性

活生物体制定了编写文件要求的缔约方所

占百分比 

 拥有能够查明私自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工

具的缔约方数目 

 使用为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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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的技术工具 

 使用了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

运输和包装的现行准则 

制定的准则的缔约方数目 

1.7   社会经济因素 

根据研究和交换资料就改

性活生物体的进口做出决

定时可能考虑到的社会经

济因素提供相关指导 

 

 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的同侪审

查研究 

 缔约方酌情制定并使用了关于

改性活生物体的社会经济因素

的准则 

 缔约方酌情适用社会经济因素 

 缔约方在审议改性活生物体产生的社会经

济影响时进行和使用的同侪审查研究文件

的数目 

 报告了将社会经济因素考虑在内所采用办

法的缔约方数量 

 报告了其在做出改性活生物体进口决定时

将社会经济因素考虑在内的经验的缔约方

数量 

 使用社会经济因素准则的缔约方数量 

1.8   过境、封闭使用、意

外越境转移和紧急措施 

制定工具和指南，以便利

执行《议定书》中关于过

境、封闭使用、无意越境

转移和紧急措施的规定 

 缔约方能够管理过境的改性活

生物体 

 制定了指南，以协助缔约方检

测并采取措施，以对无意释放

改性活生物体采取对策 

 制定了管理过境的改性活生物体措施的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制定了封闭使用措施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使用指南以检测改性活生物体无意释放事

件发生并且能够采取适当对策的缔约方所

占百分比 

重点领域 2： 

 

能力建设 

 

2.  进一步发展

和增强缔约方

执行《议定

书》的能力 

改性活生物体转

移、处理和使用

的安全性得到增

强 

缔约方为执行

《议定书》制定

了有效、高效的

管制、行政和监

测框架 

2.1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进一步支持国家监管和行

政系统的制定和执行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得到制定和

执行 
 具有实施中的监管框架的缔约方数量 

 具有运作中的行政安排的缔约方数量 

2.2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使缔约方能够评估、适

用、分享和进行风险评估

并建立基于管制、管理、

监测和控制改性活生物体

风险能力的本地科学 

 提供了评估改性活生物体风险

所需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并

且制定了行政机制 

 缔约方制定和使用了风险评估

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培训材料和

技术指导 

 风险评估总结报告对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改性活生物体决定数量的比率 

 符合《议定书》规定的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风险评估总结报告的数量 

 在风险评估以及监测、管理和控制改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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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制定了必要的机

制，以使缔约方

能够进行基于科

学的风险评估 

决策更加透明且

更加迅捷 

充分利用信息交

换系统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一级建

立用于管理改性活生物体风险

的基础设施和行政机制 

生物体方面接受培训的人员数量 

 拥有基础设施，包括用于监测、管理和控

制的实验室的缔约方数量 

 使用编制培训材料和技术准则的缔约方数

量 

 认为编制的培训材料和技术准则够用和有

效的缔约方数量 

2.3  处理、运输、包装和

标识 

发展改性活生物体的处

理、运输、包装和标识能

力 

 海关/边境官员能够强制落实

《议定书》中与改性活生物体

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有

关的要求 

 工作人员接受了培训并配备了

装备，能够对改性活生物体进

行抽样、检测和标识 

 受过培训的海关官员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人

数 

 建立了检测实验室或拥有进入此类实验室

可靠途径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经过认证具有检测改性活生物体能力的国

家和区域实验室数量 

 运作中的经过认证的实验室数量 

2.4  赔偿责任和补救 

援助议定书缔约方努力针

对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

造成的损害制定和适用赔

偿责任和补救方面的规则

和程序 

 为便利在国家一级执行赔偿责

任和补救方面的国际规则和程

序确认或建立了体制机制或进

程 

 在涉及改性活生物体的赔偿责任和补救领

域获得能力建设资助的符合资助条件的缔

约方数量 

 确认、修正或 近颁布了能够实现赔偿责

任和补救领域国际规则和程序目标的国内

行政或法律文书数量 

2.5   公众意识、教育和参

与 

增强国家、区域和国际一

级的能力，以促进为在改

性活生物体的安全转移、

处理和使用方面提高公众

意识和促进教育及参与所

 缔约方得到了关于改性活生物

体的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方

面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

指导和培训材料 

 缔约方有能力促进和便利生物

安全方面的公众意识、教育和

参与 

 在加入/批准《议定书》后六年内制定各种

机制以确保公众参与改性活生物体方面的

决策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告知其公众现有的参与模式的缔约方所占

百分比 

 推出了国家网站和可搜索档案、国家资源

中心或现有国家图书馆专区来存放生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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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做的努力 全教育材料的缔约方数量 

2.6   信息共享 

确保所有确定的利益攸关

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的利益攸关

方容易进入生物安全信息

交换所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用

户进一步获得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中的信息并通过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共享信息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可以

轻易获得便利执行《议定书》

的工具 

 利益攸关方，包括普通公众容

易获得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中

的信息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向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提交信息的数量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用户进入生物

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访问流量 

  2.7 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 

通过加强学术机构与相关

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协作，

促进生物安全专业人员的

教育和培训 

 国家/国际一级拥有可持续

的、具有各种才能的生物安全

专业人员人才库 

 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方案得到

改善 

 学术机构和相关组织之间信息

和培训材料交换、工作人员和

学生交流方案增多 

 按区域分列的提供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课

程及方案的学术机构数量 

 提供生物安全培训材料和网上模块的数量 

重点领域 3： 

 

遵守和审查 

 

《议定书》得

到遵守且具有

效力 

 

缔约方遵守《议

定书》的要求 

 

3.1 遵守《议定书》 

加强实现遵守的机制 

 各缔约方充分履行了其义务并

定期监测其履行《议定书》下

义务的情况 

 缔约方提交报告情况得到改

善，包括提交完整而及时的国

家报告 

 所有缔约方能够执行其管制框

架和决定 

 为实现遵守分配了充足的财政

 已经确定并解决了其不遵守情事问题的缔

约方数量 

 拥有已经核准的、执行《议定书》的实用

性国家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的缔约方数

量 

 指定了所有国家联络点的缔约方所占百分

比 

 制定了处理申请制度，包括事先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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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资源 

 遵守问题委员会能够透彻地审

查缔约方履行义务情况并提出

适当措施 

 遵守问题委员会的支助性作用

得到改善 

的缔约方数量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公布了所有强制

性信息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制定了监测和执行制度的缔约方数量 

 在早期报告周期内收到的国家报告数量 

 能够取得财政资源落实议定书义务的缔约

方数量 

3.2  评估和审查 

提高《议定书》的效力，

包括通过定期评估和审查

过程 

 对《议定书》，包括程序和附

件进行定期评估和审查 

 如果现代生物技术的新发展提

出了新的挑战，或者为了顺应

执行挑战，《议定书》，包括

其程序和附件得到了修改 

 提出的评估报告数量和公布的审查数量 

 修改其国家生物安全框架以按照通过的

《议定书修正案》应对新挑战的缔约方数

量 

 

重点领域 4： 

 

信息共享 

 

加强相关信息

的提供和交流 

 

在开发和使用改

性活生物体方面

具有透明度 

 

更加遵守国家和

国际要求 

 

知情决策 

 

提高了生物安全

方面的公众意识 

 

4.1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的效力 

提高提交给生物安全信息

交换所和从该中心检索的

信息数量和质量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被视为

具权威性的生物安全信息储存

库 

 提交给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

信息准确、完整、及时 

 许多国家提交并检索信息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及时

共享风险评估报告 

 获得与生物安全有关的资源和

经验更加方便 

 风险评估总结报告对改性活生物体决定数

量的比率 

 生物安全信息资源中心存放的出版物数量 

 用户到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访问流量 

 到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查询次数 

 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登记的拥有联络点

的国家数量 

 颁布了生物安全法律和/或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管理条例的国家/区域数量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的事先知情

同意/国内决定数量 

 要求提高信息准确、完整或及时的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使用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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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4.2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作为网上讨论和会议的工

具 

将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建

成帮助各国执行《议定

书》的充分运作且有效的

平台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的工

具使各国得到更好的装备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包容、

透明和公平原则得到连贯执行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议定书》的讨论和谈判过程

得到促进 

 不同利益攸关方团体和区域对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意识得

到提高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平台完成的网上

讨论和实时会议的数量 

 参加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网上讨论和实时

会议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网上讨论和会议的参加人数及其多样性和

背景 

 旨在提高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透明度、包

容性和公平参与的能力建设活动数量 

 

  4.3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之外的信息共享 

通过其他信息交流机制增

加了解 

 

 在区域、国家和国际生物多样

性和生物安全会议上共享信息 

 用于共享与生物安全有关的信

息的不同模式和机会 

 就生物安全组织的活动次数 

 共享与生物安全有关的出版物数量 

 

 

重点领域 5： 

 

外联和合作 

 

扩大《议定

书》的影响范

围并促进合作 

执行《议定书》

所需的政治支持

得到增加 

相关组织、公约

和倡议对执行

《议定书》的支

持和与其协作得

到增加 

5.1   批准《议定书》 

《议定书》得到全球承认 

 所有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成

为议定书缔约方 
 成为议定书缔约方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5.2  合作 

加强生物安全方面的国际

合作和协作 

 

 与其他公约和组织秘书处建立

正式关系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应邀作

为观察员参加世贸组织动植物

 与在共同活动中得到体现的其他公约建立

关系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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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预期影响 业务目标 结果 指标 

卫生检疫委员会和技术性贸易

壁垒委员会 

  5.3 宣传和外联 

提高《议定书》的影响力 

 相关的国家和国际利益攸关方

之间的《议定书》外联服务得

到加强 

 所有缔约方都制定并执行了教

育和宣传战略 

 当地和国际媒体定期报道生物

安全问题和议定书活动 

 《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与生物安全方面的其他协

定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理解 

 关于生物安全的国家意识和外联方案数量 

 在通过国家生物安全法律后三年内制定了

关于生物安全的国家宣传战略的缔约方所

占百分比 

 推出公众可以进入且可以搜索的国家生物

安全网站，包括国家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节点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拥有公众可以获取和利用的生物安全及

《议定书》宣传和教育材料的缔约方数

量，包括这些材料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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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2012-2016 年时期的工作方案 

1. 常设项目： 

(a) 与财务机制和资源有关的事项； 

(b) 执行秘书关于《议定书》行政管理的报告； 

(c) 秘书处关于秘书处为《议定书》提供的明确服务的费用的工作方案和预算； 

(d) 遵守问题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和建议的审议； 

(e) 与其他组织的合作。 

2.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不妨特别考虑以下项目： 

2.1  在第六次会议上： 

(a) 监测和报告（第 33 条；第 BS-I/9 号决定第 5 段） 

审议第二次国家报告，以评估缔约方履行《议定书》义务的情况。 

(b) 评估和审查（第 35 条，业务目标 3.2） 

审议《议定书》效力第二次评估和审查的报告，包括评估其程序和附件。 

(c) 能力建设/专家名册（第 BS-III/3 号决定的第 6、第 13、第 15 和第 17 段；第

BS-IV/4 号决定第 10 段；第 BS-V/3 号决定第 19 段；以及重点领域 2） 

在主要顾及关于能力建设倡议的成效和成果的对立专家评价的情况下，对 新行动

计划进行全面的审查；  

评价生物安全专家名册和协调机制的运作情况。 

(d) 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 18.2 条(b)和(c)款；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7
段；第 BS-IV/8 号决定第 2 段；以及业务目标 1.6 和 2.3） 

审查和评估《议定书》关于改性活生物体标识和编制文件要求的落实情况。 

(e) 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 18 条第 3 款；第 BS-V/9 号决定第 1(d)段） 

审议关于同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有关的现有标准、办法和指导

的信息的分析。 

(f) 社会-经济因素（第 BS-IV/16 号决定第 5 段；第 BS-V/3 号决定第 21-31 段；

以及业务目标 1.7） 

审议在就改性活生物体进口作决定时可能考虑到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相关的能力

建设需要。 

(g) 通知要求（第 8 条；第 BS-IV/18 号决定第 2 段） 

审查国家落实改性活生物体通知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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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第 BS-V/12 号决定第四节和附件；业务目标 1.3） 

审查缔约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共同方法方面的培训、制定和支持采用科学工具情

况，同时特别提及风险管理战略； 

审查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接受环境问题逐案开展的风险评估的综合呈件，这些评估

可能有助于缔约方识别可能不会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造成不良影响的

改性活生物体，同时顾及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以及识别此种改性活生物体的标准； 

审查不限成员名额在线论坛以及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特设技术专家组提出的报告和

建议。 

(i) 赔偿责任和补救（业务目标 1.5） 

审议《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的签署、

批准或加入情况。 

(j) 无意的越境转移和应急措施（第 17 条，业务目标 1.8） 

审议拟定能够便利对无意的越境转移作出适当应对的工具和准则以及采取必要的行

动，包括应急措施。 

2.2 在第七次会议上： 

(a)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业务目标 1.3 和 2.2）及查明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改

性活生物体或特性（第 16(5)条和业务目标 1.4） 

审议确认可能对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具体

特性的合作模式和指南，同时考虑到人类健康的风险。 

(b) 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 18 条 2(a)款；第 V/8 号决定、业务目标 1.6 和

2.3） 

审议执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以及第 BS-V/8 号决定所积累经验的进一步信息

的呈件，包括关于执行上述决定时遇到的障碍以及执行上述决定的具体能力建设需

要；  

审查为便利落实改性活生物体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要求所做的能力建设努力。 

(c) 改性活生物体的封闭使用（第 6(2)条；业务目标 1.8） 

审议执行能够有助于执行《议定书》关于改性活生物体封闭使用的规定的工具和指

南的情况。 

(d) 能力建设（业务目标 2.1、2.2 和 2.5） 

审查国家生物安全框架的能力建设总体方面，包括决策程序和机制及其所涉公众意

识和参与的问题。 

(e) 信息共享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业务目标 4.1 和 4.2） 

审查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整体运作情况，包括用户获得和检索信息的情况。 

(f) 赔偿责任和补救（业务目标 1.5 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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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补充议定书》的执行情况。 

(g) 监测和报告（第 33 条；第 BS-V/14 号决定第 8 段） 

审议第三次国家报告的格式。 

2.3 在第八次会议上： 

(a) 过境国的权利和义务（第 6(1)条；第 BS-V/10 号决定；业务目标 1.8） 

审查与改性活生物体过境有关的《议定书》规定或缔约方的任何决定的执行情况。 

(b) 评估和审查（第 35 条；第 BS-V/15 号决定；业务目标 3.2） 

评估《议定书》的成效，包括通在进行战略计划中期审查同时开展定期评估和审查

进程。 

(c)  监测和报告（第 33 条；第 BS-I/9 号决定第 5 段；第 BS-V/14 号决定；业务

目标 3.1 和 3.2） 

审查监测和报告进程，将其作为评估和审查进程的一项主要内容。 

审议第三次国家报告以评价各缔约方履行《议定书》义务的情况。 

 (d)  赔偿责任和补救（业务目标 2.4） 

审查是否需要指导或帮助缔约方努力制定和适用《补充议定书》和/或与改性活生

物体有关的赔偿责任和补救方面的国家规则和程序。 

(e) 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业务目标 2.5；第 BS-V/13 号决定第 4 段）  

 参照积累的经验对工作方案进行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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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17. 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示敬意 

我们出席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与会
代表， 

应日本政府的盛情邀请，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名古屋 举行了会议， 

深为赞赏 日本政府、爱知县、名古屋市及其人民为会议所作出色安排和给予与会

代表的礼遇及热情款待，  

衷心感谢 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慷慨大方和为本次会议取得成功作出的贡献。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