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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的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 

秘书长的说明 

一. 导言和根本原因 

1. 生物多样性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主要的经济、财政、文化和战略资产，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减贫至关重要。最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第三版《展望》）表明，各缔约方没有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2010 年目标：在规

定的 21 项次级目标中，没有一项充分实现，四项完全没有实现，大多数只取得某些进展。

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在发展中使用生物多样性和由此

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所引起的代价和风险都很高。
1 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

2 到 2050 年，

生物多样性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损失可达到全世界合并国内总产值的 7%，但如果仅考虑

人口当中最贫穷的阶层，这个比例将高达 57%，因为这个阶层更多地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免

费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仅砍伐森林一项就每年造成 20,000 亿至 45,000 亿美元的损失。

                                                        
*    

重印后对 77 国集团加中国于 2010 年 10 月 17 日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的第一届生物多样性促进发

展南南合作论坛通过的决定草案以下段落作了修正和技术行调整：导言和根本原因部分第 1、4 和 7 段；第

二部分的决定草案第 1 段；附件第 3 段的表格中的指示性活动 1 (2)和(4)以及 2 (1)，以及附件第 17 段（新(a)
分段和删除前(c)分段）。

 

**
   UNEP/CBD/COP/10/1。 

1  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Biodiversity Synthesis（2005 年）。 
2  生态系统经济学和生物多样性，见：

http://www.teebweb.org/InformationMaterial/TEEBReports/tabid/1278/language/en-U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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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降低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消除贫穷，并通过更好的机会获得以及

公平和公正分享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所带来的惠益的可能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造成区域

和全球后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进行合作符合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的自身利益。 

2. 2009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在于纽约举行其第六十四届会议的同时举行了关于南南合

作的高级别会议。背景文件（A/64/504）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团已经形成一

系列现代技术能力，并在关键领域建立了英才中心，这些中心增加了它们的国家和集体自

力更生程度。越来越多在南南合作当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全球治理当中获得

更大的发言权。根据这项文件，三角合作（发达国家在这些合作中提供支持南南交流，并

与之结成伙伴关系）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项目的主人翁精神，并有助于采用具有成本效益

以及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具有吸引力的方法。该报告还指出各项区域和区域间举措发挥的作

用，并重申联合国作为南南合作促进者和协助者所发挥的作用。 

3. 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是长达四年的协商过程的成果，全球环境基金为其提供了资

源支持。这个过程包括： 

 (a) 应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请求，于 2006 年 11 月在南非的主持下，举行了与《生物

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合作组织的南南合作问题集思广义会议；3 

 (b) 77 国集团当时的主席（安提瓜和巴布达）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合作，

于 2008 年 11 月在蒙特利尔召集了一次专家会议。4 与会者们在这次会议上审查了关于生

物多样性的南南合作框架草案，以便将起充分纳入 77 国集团的南方发展纲领；指明了将

列入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多年期行动计划的活动；提议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其成员包括

77 国集团前主席和现任主席（南非、安提瓜和巴布达、苏丹和也门）以及 2006 年集思广

益会议主席（马拉维）和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格林纳达）。委员会的目的

是协助制定和执行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IX/25 号决定规定的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 

 (c) 2009 年 10 月 29 日同样在蒙特利尔举行了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南南合作

的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5 与会者们在会上审查了秘书处编写的多年期行动计划草案，

为其进一步完善勾勒出了路线图，并呼吁紧接着《公约》的主要会议举行另一次专家会议； 

 (d) 2010 年 5 月 29 日和 30 日，借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时机在内罗

毕举行了第二次关于南南合作的专家会议。
6 这次会议在实现了地域平衡的 77 国集团缔约

方的范围内提供了投入，导致当前版本的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 

4. 131 个作为 77 国集团加中国的成员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中国正在积累关于《生物多

样性公约》所有三项目标的知识、经验和专长。发展中国家的专门知识，包括私人部门中

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引人瞩目。南南合作日益多元化，能够通过高效率地利用资源以许多

方式补充南北方交流，在这方面经常以文化上的恰当和稳妥方式处理技术的“生态特征”。

                                                        
3  UNEP/CBD/BM-SSC/1/3 号文件载有这次集思广益会议的报告，网址是：

http://www.cbd.int/cooperation/SouthSouthcooperation.shtml。 
4  UNEP/CBD/EM-SSC/1/3 号文件载有这次专家会议的报告，网址是：

http://www.cbd.int/cooperation/SouthSouthcooperation.shtml。 
5  UNEP/CBD/SSC-SC/1/1/3 载有指导委员会的报告，网址是：http://www.cbd.int/doc/?meeting=SSC-SC-01。 
6  UNEP/CBD/EM-SSC/2/4 号文件载有第二次专家会议的报告，网址是：

http://www.cbd.int/doc/?meeting=EMSS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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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机构，例如全球环境基金，经常促进三角合作。然而，很明显，用投资和频度衡量，

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在《生物多样性公约》范围内仍然是偶尔为之，而不是例行做法。因

此，加强和增进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是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战略计划取得成功的

一个关键内容。 

5. 尽管很多与贸易、经济和技术发展有关的协定纳入了南南合作的内容，但尚没有一个全

面的方式来处理一般的环境问题和具体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行动计划补充了 77 国集团于

2008年 7月在亚穆苏克罗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政府间后续行动和协调委员会第十

二届会议发表的南方发展纲领，
7 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动员 77 国集团成员国处理生物多样

性问题，并使 77 国集团再次踊跃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作出贡献，以之作为一个谈判平台，

通过促成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来提供帮助。行动计划借鉴了附件二所列许多其他的联合

国方案、计划和宣言。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是所有里约公约的主要支柱，也是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络小组的支柱。然而，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制定一项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多年

期行动计划标志着首次发起一个专门处理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关注事项的南南合作进程。 

6.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5 和第 18 条载有南南合作的内容，其中规定，缔约方应尽可

能在适当时与其他缔约方合作，或是直接合作，或是酌情通过相关的国际组织合作，以促

进国际技术和科学交流和能力建设。因此，南南合作涉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所有专题

方案和跨领域问题。UNEP/CBD/BM-SSC/1/2/Rev.2 号文件的附件二广泛分析了过去载有南

南合作内容的决定，该份文件于 2006 年提交第一次关于南南合作的集思广义讨论会（见

http://www.cbd.int/doc/?meeting=SSC-01）。最近，第 IX/2（农业生物多样性：生物燃料与

生物多样性）、第 IX/8（审查战略计划总目标 2 和 3 的执行情况）和第 IX/14（技术转让

与合作）号决定都特别提到南南合作。第 IX/11 号决定（审查第 20 和第 21 条的执行情况）

吁请各缔约方和有关组织确定、参与和增加南南合作，以之补充南北合作，从而加强促进

生物多样性的技术、财政、科学和技术合作与创新。 

7. 此外，缔约方大会在其第 IX/25 号决定中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与秘书处合作制定一项关

于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的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的举措，请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及组

织支持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的会场外组织一个南南合作论坛，并请执行秘书在缔约方

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报告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的制定情况。 

8. 最近，在审查 2011-2020 年战略计划期间审议了南南合作问题（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工

作组关于增订和修订 2010 年以后期间战略计划的第 3/5 号建议），其中回顾指出，主要

是在国家和次国家一级开展活动，而且“应该支持和鼓励为在地方一级执行战略计划提供

帮助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举措和活动”。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工作组在其第 3/3 号建议（把

生物多样性纳入消除贫穷与发展）中还指出南南合作在把生物多样性纳入消除贫穷和发展

进程方面的重要性，并欢迎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举措，认为它是执行能力建设框架方

面的一个有关进程。 

二.  建议的行动方针 

9. 谨提议缔约方大会在审议本议程项目时建议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7  77 国集团南方发展纲领载于

https://www.cbd.int/doc/meetings/ssc/emssc-01/other/emssc-01-platform-en.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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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第 IX/25 号决定，其中鼓励发展中缔约方在南北合作的补充和支持下进行关于

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南南合作，并把生物多样性关注事项纳入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协定和相关

活动，同时鼓励缔约方酌情建立缔约方之间的多利益攸关方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在区域、

次区域、国家和次国家各级处理生物多样性关注事项。 

认识到鉴于未能实现 2010年目标以及 2011-2020年战略计划的执行所带来的各项挑

战，迫切需要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 

 确认 77 国集团和中国在制定一项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方面

取得的进展，这项计划是为了补充 2008 年 6 月在科特迪瓦亚穆苏克罗举行的发展中国家

间经济合作政府间后续行动和协调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期间发起的南方合作纲领， 

 注意到 2009 年 10 月 29 日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指导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并注意到 2010 年 5 月 29-30 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二次关于生物多样性促进

发展的南南合作专家协商会议，这次会议起草了一份关于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的南南合作

多年期行动计划， 

 注意到 77 国集团和中国于 2010 年 10 月 17 日借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之机召开的生

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论坛所作贡献， 

 1. 通过本决定所附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将之作为对执行

《公约》2011-2020 年战略计划所做重要贡献， 

 2. 鼓励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结合本国确定的优先事项、能力和需要，通过建立

多利益攸关方合作伙伴关系来执行多年期行动计划； 

 3. 请各区域组织及其秘书处、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捐助者、土著民族组织、非

政府组织和各英才中心与各自国家的政府以及 77 国集团和中国协调，为多年期行动计划的

执行提供帮助， 

 4. 呼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区域组织、联合国和各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捐助者在技术上和财政上支持多年期行动计划的执行，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需要； 

 5. 请各缔约方在其今后的国家报告中说明，它们是如何开展和支持南南合作； 

 6. 请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考虑设立一个以自愿捐款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促进

发展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用以执行多年期行动计划； 

 7. 请各缔约方、捐助者和相关国际组织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以使执行

秘书能够有效支持这一行动计划的执行，特别是印制参考出版物，在信息交换所中列入专

门内容，采取能力建设举措，并由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指导委员会提供协调； 

 8. 请各缔约方、其他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与 77 国集团合作，帮助借缔约方大会今后

会议之机组织定期的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论坛会议，以审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并交

流经验和最佳做法； 

 9. 请执行秘书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今后的会议报告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

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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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关于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的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 

A.  设想 

1. 到 202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将广泛利用南南合

作和三角合作，以补充南北合作并支持《公约》的 2011 枝 2020 年战略计划和千年发展目

标，增加人类福祉，促进发展和消除贫穷。 

B.  使命 

2. 在这个总的设想之下，行动计划的使命要求： 

 (a) 结合 2050 年的长期设想，与《生物多样性公约》2011-2020 年战略计划，包括 2020
年战略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密切协调。因此，南南合作计划的有效时间应该与《公约》的战

略计划的有效时间相吻合； 

 (b) 77 国集团成员国在国家和区域一级提供支持和进行参与，并将生物多样性关注事

项纳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协定、
8 发展方案以及区域间南南合作方案的

主流； 

 (c) 与诸如 15 国集团、
9 观点相同的生物多样性大国集团

10
以及印度-巴西-南非对话

论坛
11
这样的论坛密切合作，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和相

互依存； 

 (d) 采用多利益攸关方办法，让学术机构、私营部门、发展伙伴、区域组织、非政府

组织以及地方社区和土著民族组织参加进来。 

C.  目标和供参考的活动  

3. 关于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的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的的目标如下（与供参考的一般

性活动）挂钩： 

2020 年目标 供参考的活动 
查明现有技术与在发展中国家评估确定的需要之间的最佳搭

配，并促进和支持科学技术知识和专长的交流 
1.  促进、改进和增加缔约

方之间的南南合作，以支持

2011 - 2020 年战略计划和

千年发展目标 
促进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美英才中心之间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合作研究以及科学、技术和工艺专门知识交

流，包括共同分析差距和进行战略评估 

                                                        
8  参考了缔约方大会第 IX/25 号决定第 2 段。 
9  15 国集团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尼

日利亚、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 
10  观点相同的生物多样性大国集团于 2002 年根据墨西哥的倡议组成。该集团有 17 个成员国，即：玻利

维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

来西亚、马达加斯加、墨西哥、秘鲁、菲律宾、南非和委内瑞拉。 
11  以下网址载有关于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的信息：
http://www.indianembassy.org.br/port/relations/ForumForCo-oper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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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2011-2020 年战略计划，同时考虑到南南合作，修订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以及区域战略和行动计划，并通过第

五次国家报告汇报进展情况 
确定面向市场和贸易的机制，以促进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技术

革新（公私伙伴关系），包括把生物多样性关注事项纳入有关

的区域贸易协定和把生物多样性纳入生产性地貌景观、海洋景

观和各部门的主流 

 

协助旨在共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跨界生态系统的项目和方案，

以进一步帮助制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2 

进一步争取使联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条约及其相关机构

参与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南南合作 
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各区域机构在参与多边环境协定方面的协

调与合作 
 

2.  加强区域和国际组织

和机构支持南南合作和三

角合作的能力 

使私人部门、区域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执行机构以及发展

中国家英才中心和研究中心参加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的南南

合作 
加强和扩大专门用于南南合作的特别基金，例如 77 国集团经

管的佩雷斯·格雷罗信托基金 
在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预算内为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划拨专用

资金 

3.  筹集和大大增加资源，

用于《公约》内的南南合作

和三角合作，包括为此共同

制定提案和筹集资金以及

做出三边安排 鼓励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捐助者进一步支持南南合作和发展

中国家间的技术转让，为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划拨一定百分比

的资金 

 

D.  执行 

4. 根据设想，行动计划将由缔约方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一级执行。行动计划的有效期

将与《公约》2011-2020 年战略计划的时间安排相吻合，同时考虑到计划的各项阶段目标。 

5. 77 国集团（通过其主席和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特别股、联合国南南

合作高级别委员会以及在巴厘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战略计划之下协调的环境规划署活动将

支持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多年期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希望通过与开发计划署、

教科文组织、贸发会议和环境规划署协调采取的举措结成伙伴关系，将推动更好地把生物

多样性考虑事项纳入实地活动的主流。 

6. 近年来，一些区域组织为制定区域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提供了支持。
13 这些战

略和计划为区域间的信息交流创造机会，协调跨界项目，加强邻国之间在生物多样性问题

                                                        
12  缔约方大会第 IX/25 号决定第 5 段。 

13  例子包括以下区域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战略：中美洲，在中美洲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下制定；安第斯热带

雨林地区，在安第斯共同体下制定；亚马逊盆地，由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制定；南方共同市场区域；南部非

洲区域，由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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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沟通，并鼓励采取行动把生物多样性纳入贸易和发展议程的主流，从而为南南合作提

供了重要和具体的平台，以此支持了多年期行动计划。 

7. 《公约》的信息交换所机制和《议定书》的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特别适合于作为促进

南南科学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的工具，因此对于成功执行多年期行动计划来说具有中心意

义。特别值得一体的是，将把一个网络门户网站纳入信息交换所机制，以便提供一个数据

库，其中将列入有关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的个案研究报告、重要的参考资料和网

络链接，包括南南合作专业力量名册，各国的需要与现有的专门知识的对应表和进一步研

究的来源。将建立与其他有关信息交换所机制，例如开发计划署的信息与发展网络和环境

规划署的巴厘战略计划和南南合作信息交换所机制之间的链接。还将通过实际和虚拟的会

议、研讨会和讲习班分享信息。 

8. 南南合作专门知识的来源大大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称为关键的 23
个国家

14
或 77 国集团内的生物多样性大国。

15
为了有利于生物多样性，最好的办法是在《公

约》的各项工作方案内指明某些国家具有专长，或取得重大进展的具体领域。一些国家可

能在《公约》的某些方面较为先进（可以将其定为参照基准），而这些国家所选择的交流伙

伴可能有其他领域拥有适合于前者的专长。如许多出版物所报告的那样，经验教训显示，

成功的南南合作需要某些人所谓的 “有利环境”。南南合作在开展合作的政府采取以下措

施的国家最为成功： 

 (a) 确定了现有技术（把英才中心和最佳做法定为基准）与在受援国评估确定的需要

之间的最佳搭配（将要转让的技术和经验的意义）。
16 应该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合作双

方都有可以交流的技术（即，南南合作不一定是单向的，英才中心也可以在转让技术的过

程中向他人学习）；
17 

 (b) 制定与本国发展规划过程挂钩的明确的南南合作政策；
18 

 (c) 为南南合作建立了面向所有参与方的强有力的协调中心，具备管理能力来支持技

术的转让和/或获得，并建立必要的支持结构；
19 

                                                        
14  1990 年代之前，开发计划署的关键国家是那些由于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的能力和经验，能够在促进发

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方面发挥牵头作用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有促进和资助南南合作的记录，实行了有

助于这种交流的政策、机制和准则。对于开发计划署而言，它们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大韩民国、新加坡、泰国、加纳、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阿根廷、巴西、智利、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埃及、马耳他、突尼斯和土耳其。由于

根据所涉问题，很多其他国家也拥有重要经验，现已不再经常使用这一分类。 
15  玻利维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

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南非和委内瑞拉拥有全世界生物物种的 60%-70%。 
像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被视为生物多样性大国。 
16  Forging a Global South, United Nations Da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UNDP, 2005。 
17  Windows on the South newsletter, UNDP, 2006。 
18  “Pivotal Countries, an issue paper”, UNDP/Special Unit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3。 
19  Cooperation South newsletter, UNDP 2006 - Juma, C., Gitta, C., DiSenso, A. and Bruce, A., “Forging new 
Technology Alliances: the rol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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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提供专门的国家预算拨款或制定方法，以通过创新的方式利用外部援助，包括三

角合作。
20 

9. 通过借缔约方大会会议的机会为行动计划的所有主要伙伴组织国际会议，例如，在缔

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在定于 2010 年 10 月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期间组织生物多样

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论坛，将增加执行行动计划的势头并纳入新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此外，

《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在组织的关于具体工作方案的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例如关于保护

区、森林、外来侵入物种、气候变化和民俗旅游有关的讲习班）为南南合作以及最佳做法

和经验教训的交流提供了切实机会。 

E.  伙伴关系和协调机制 

10. 将由一个指导委员会协调行动计划的执行，该委员会将在两次缔约方大会会议之间至

少借《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会议之机举行两次会议。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 

• 77 国集团现任主席并可包括在南南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经验的该集团前任主席； 

•  77 国集团执行秘书； 

•  《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 

• 缔约方大会主席团中的一名发展中国家代表； 

• 酌情包括其他有关发展中国家在《公约》机构中的代表。
21 

在确定代表时将考虑到地域平衡，可邀请执行机构和合作伙伴酌情提供投入。执行委员会

在审议其会议的议程时可邀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的主要国家和捐助者、

利益攸关方和专家在具体议程项目下提供投入。此外，可在《公约》机构的正式会议之前

组织一次 77 国集团协调会议。 

11. 可召集一个机构间特别工作组，其成员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南南合

作特别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教科文组织、贸发会议、全球环境基金、联

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实体。 

12. 为了高效率地协调任务，指导委员会可决定指派协调人，他们将负责诸如与捐助伙伴

协调、协调各执行机制以及监测和报告进展情况这样的问题。 

13. 行动计划确认有必要在其执行战略中保持灵活性，以照顾不断变化的国家和区域优先

事项以及缔约方大会今后的决定。 

F.  监测与评价  

14. 将请指导委员会在每次缔约方大会会议上报告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将请各与会的区

域机构和联合国机构提供投入。此外，指导委员会可定期向主要的 77 国集团会议并向联合

国大会的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提交报告。 

                                                        
20  UNDP/Japan Partnership Supporting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novativ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1999-2004, UNDP, Special Unit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21  第一任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担任 77 国集团主席的也门；该集团前任主席南非、苏丹及安提瓜和巴

布达；《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77 国集团的执行秘书；作为代表的马拉维；科咨机构第十四届大会主席格林

纳达（请参阅 http://www.cbd.int/doc/?meeting=EMSS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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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指导委员会将与其关键合作伙伴协商，确定用于衡量成功程度的基准，以指导评价和

报告工作。使用的指标可包括： 

 (a) 活动数目； 

 (b) 项目数目；  

 (c) 促成的伙伴关系和网络的数目以及专题和区域覆盖范围； 

 (d) 筹集的和专门用于支持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南南合作的资金数额； 

 (e) 根据各种模式在上述领域中培训的人数。 

16. 此外，这一评价过程应包括定期审查各优先事项和目标，以采纳缔约方大会的新决定

以及 77 国集团新出现的优先事项。 

G.  供资  

17. 可运用在“目标和供参考的活动”之下开列的以下措施来增加支持行动计划的财政资

源： 

(a) 应由《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所列缔约方为执行生物多样性促进发展南南合作多

年期行动计划提供所有的额外资金； 

(b) 建立一个自愿信托基金，用以支付在《公约》机构的主要会议之前组织 77 国集

团南南合作协调会议的费用； 

 (c) 制定一个创新地运用外部援助的办法，例如与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结成伙伴关

系； 

 (d) 利用和优化传统的供资形式，包括与发展机构、双边和多边捐助者以及全球环境

基金的执行机构开展三角合作； 

 (e) 规定国家预算拨款； 

 (f) 扩大诸如佩雷斯·格雷罗信托基金和南南合作自愿信托基金这样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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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其他供参考的活动和南南合作举例 
1. 在 2006 年 第 一 次 关 于 南 南 合 作 的 集 思 广 益 讨 论 会 上 ， 提 出 了

UNEP/CBD/BM-SSC/1/2/Rev.2 号文件，该文件附件二载有一份广泛的清单，其中开列了过

去各项决定提到的拟议开展的南南合作活动（见 http://www.cbd.int/doc/?meeting=SSC-01）。
缔约方和专家们在筹备会议上提出了下列例子和个案： 

 (a) 为了成功执行多年期行动计划，必须争取在生物多样性、发展与减贫之间的联系

方面具有专长的大学、英才中心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例子包括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下的各个中心以及南方中心。其他的有关机构是发展中世界科学院和第

三世界科学组织网。专门从事生物多样性活动的机构，例如总部设在菲律宾的东盟生物多

样性中心，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最后，专门就科学技术问题开展南南合作的新中心包括

设在科伦坡的教科文组织国际促进南南合作科学、技术和创新中心； 

 (b) 在“南南降排：巴西-莫桑比克倡议项目”中，巴西非政府组织提供技术专门知识，

以协助莫桑比克制定一项全国降排战略。国际环境和发展学会与莫桑比克环境部和农业部

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Terra Viva 中心、Eduardo Mondlane 大学和可持续亚马逊基金会）通

过结成伙伴关系，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和支助。如希望了解更多情况，请访问
http://www.iied.org/natural-resources/key-issues/forestry/south-south-redd-brazil-mozambique-i
nitiative，或与 Duncan MacQueen 先生联系，他的邮件地址是：duncan.macqueen@iied.org。 

 (c) 2010 年 4 月 11 日至 16 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举行了“帮助岛屿适应”讨论会，这

次讨论会由新西兰政府主办，全球岛屿伙伴关系以及一些伙伴组织和国家提供了支助。讨

论会发展了在合作岛屿倡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发起的一个伙伴关系）、2002
年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和关于外来侵入物种的太平洋倡议之下进行的努力。在

2010 年 5 月的内罗毕专家会议期间，一些与会者把这次讨论会称为一个范例，原因是，讨

论会仔细地明确阐述了当前正在进行的活动，切实避免了重复努力，挑选的与会者具备最

大的推广和协调能力，战略性地在加勒比、太平洋、欧洲/马卡罗尼西亚和西印度洋的岛屿

中心举行。 

 (d) 印度尼西亚环境部与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目标是根据平

等和互惠原则加强环境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合作，例如土地、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生态系统、

自然保护区管理以及可持续旅游业方面的合作。备忘录确认在两个国家之间促进南南合作

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应对南方所面临挑战的一个持续过程，特别是确认其作为一个工

具，在推动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内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起作用。备忘录还提到 1996 年 7 月 2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签署的《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政府关于科技合作的协定》。备忘录要

求在两国之间举行项目和工作会议，交换专家，培养人才，进行能力建设和联合研究，交

换信息和文件，并建立其他形式的相互关系。备忘录建议与第三方和捐助者制定财政、经

济和/或技术支持联合举措，并促进三方和多方合作机制。备忘录打算由印度尼西亚和墨西

哥环境部长签署，签署仪式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次会议期间

的一个双边活动，该次会议定于 2010 年 11 月和 12 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 

2. 在南南合作方面已经有很多活跃的区域合作条约和机构： 



UNEP/CBD/COP/10/18/Add.1/Rev.1 
Page 11 

 
 
 (a) 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使成员国共同努力，在诸如环境、卫生、科学、技术和通讯、

旅游业、运输以及土著事务这样的领域促进亚马逊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缔约方大会第八次

会议通过了一项共同的生物多样性战略。见 http://www.otca.org.br/en/。 

 (b) 东盟的生物多样性中心促进其 10 个成员国之间以及与有关国家政府、区域和国

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以便在东盟区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公平和公正

地分享利用生物多样性所产生的惠益。见 http://www.aseanbiodiversity.org/。 

 (c) 中非森林委员会为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其 10 个成员国的森林和热带草原生态系统

提供政治和技术指导、协调、统一和决策。其网站是 http://www.comifac.org/。 

 (d) 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促进南美洲一体化以及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

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区域合作，包括实行一项生物多样性战略（一般情况见www.mercosur.int，
共同战略见 http://www.cdb.gov.br/estrategia-de-biodiversidade-do-mercosul/declaracao.pdf）。 

 (e)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协调太平洋岛屿国家与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的三角合作。该秘书处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很多工作方案的活动

中的正式伙伴。 

 (f) 2010 年 5 月 29 日和 30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南南合作专家会议的报告提到了另外多

成功的南南合作例子，见 http://www.cbd.int/doc/?meeting=EMSSC-0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