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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  议  开  幕 

    (议程项目 1) 

1.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一届会议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13 条第 6 款召开。1 2005 年 11 月 28 日，《议定

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主席，加拿大环境部长 Stéphane Dion 先生在加

拿大蒙特利尔会议中心主持开幕。  

A. 东道国政府的欢迎仪式  

2.  在正式开幕前，加拿大政府举行了一次欢迎仪式，庆祝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

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在欢迎仪式上，蒙特利尔市长 Gérald 

Tremblay 先生和魁北克总理 Jean Charest 先生向众代表致辞。  

3.  魁北克总理向所有与会者表示欢迎，强调魁北克政府承诺对实现《公约》的目标

作出积极的贡献。在谈判通过《京都议定书》后，魁北克政府为 2000-2002 年发起了一个

行动计划，以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使运输部门上升到排放曲线持平。2001 年，魁

北克参加了新英格兰总督和东加拿大总理会议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其目的是在 2020 年前

将该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10%。该省还带头推广清洁能源，如风能和水电，水电占

该省电力产出的 90%以上。魁北克总理提到了 2005 年 12 月 5 日和 6 日魁北克政府与其他

方面合作主办的全世界联邦国家和地区政府首脑及各大公司负责人的气候领导人最高级

会议，他强调是联邦、地区和企业各级的行为者参与的重要性。  

4.  蒙特利尔市长在欢迎辞中强调城市对防治气候变化发挥的关键作用。目前，世界

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格局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城市在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中面临的挑战，他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市政一级作出

的努力。蒙特利尔市承诺推进《联合国全面发展目标》的宗旨，最近已采取了各种措施，

包括通过了一项关于在 2012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0%的决议。最后，市长强调说，

行动不管大小，都很重要，他呼吁公民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5.  欢迎致辞结束后，代表们观看了一部多媒体戏剧作品，反映人类行动对环境的影

响，由加拿大艺术家表演。  

                                                 
1  《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与《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同时召开。缔约方

会议的审议情况载于另一份报告。这两个届会的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的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欢迎仪式和联席会议审议情况等等共同的内容分别载于各自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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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一届会议主席的发言  

6.  在主持《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主席说，《京都议定

书》生效，是全世界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一项卓越成就。《议定书》的成功证明了增进不懈

努力使之成为现实的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努力，其中包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而

最重要的是许多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公民。  

7.  主席还感谢 Raúl Estrada Oyuela 先生(阿根廷)的杰出努力，他在担任柏林授权特

设小组主席时，在指导谈判，最后通过《议定书》中发挥了宝贵的领导作用。他还感谢第

一任执行秘书 Michael Zammit Cutajar 先生(马耳他)，他从 1991 年至 2002 年担任秘书处负

责人。  

8.  主席说，在从京都到蒙特利尔的道路上，成绩斐然，其中有许多国家为推动《议

定书》的提出而作出的鉴定努力，《马拉喀什协议》的完成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的迅速启动。

各国正在积极地努力落实《议定书》的规定。虽然在确保充分履行承诺并捍卫《议定书》

第一承诺期后取得的成果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

届会议将会牢牢记在人们的心中，因为这是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C. 其他发言  

9.  在 11 月 28 日的第一次会议上，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代表欧洲共

同体及其成员国并联合其他三个缔约方 )和图瓦卢代表 (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 )作了一般性

发言。  

二、组  织  事  项 

   (议程项目 2) 

A. 《京都议定书》的批准情况  

(议程项目 2(a)) 

10.  在 11 月 28 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得悉，到那天

为止，《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总数为 157。这些缔约方都有资格参加届会议的决策。主

席说，《议定书》缔约方数只众，明确表明缔约方对《公约》的目标和采取的方式的信任。 

                                                 
2  本报告所述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各次会议系指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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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适用《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议事规则  

(议程项目 2(b)) 

11.  在 11 月 28 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主席回顾说，《京都议定书》第 13 条第 5 款规

定，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应在《议定书》下比照适用，除非《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

议以协商一致方式可能另外作出决定。  

12.  根据主席的提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在作出必要的修改之后，

适用 FCCC/CP/1996/2 号文件所载的议事规则草案，但第 42 条草案除外。  

C. 通  过  议  程  

    (议程项目 2(c)) 

13.  为了在 11 月 28 日的第 1 次会议上审议这一分项目，《议定书》 /《公约》缔约

方会议收到执行秘书的一份说明，载有临时议程和说明(FCCC/KP/CMP/2005/1 和 Add.1)。

执行秘书经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同意，起草了这份临时议程，其中已考虑到履行机构第

二十二届会议期间各缔约方发表的意见和主席团成员提出的意见。  

14.  有两个缔约方的代表在这一分项目之下作了发言，其中一位代表是以欧洲共同

体及其成员国的名义并在其他三个缔约方的支持下发言的。  

15.  经主席提议，《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京都议定书》的批准情况  

(b) 适用《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议事规则  

(c) 通过议程  

(d) 选举主席团替换成员  

(e) 安排工作，包括两个附属机构的届会  

(f)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的日期和

地点 

(g) 核可全权证书审查报告  

3. 通过《公约》缔约方会议转交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决定  

4.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报告和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5. 《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执行情况，包括选举第六条监督委员会成员  



FCCC/KP/CMP/2005/L.1 
page 8 

6.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国际交易日志管理人的报告  

7. 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  

(a)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八条通过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

的程序和机制  

(b) 沙特阿拉伯关于修正《京都议定书》的提案  

(c) 选举遵约委员会成员  

8.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能力建设  

9. 适应基金  

10. 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 款有关的事项  

11. 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9 款：审议《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以后各

期的承诺  

12.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a) 2004-2005 两年期收入和预算执行情况  

(b)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c) 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的特权和豁免  

13. 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由此产生的决定和结论：  

(a)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报告  

(b) 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  

14. 两个附属机构提交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的其他事项  

15. 高级别会议  

16. 观察员组织的发言  

17. 确定白俄罗斯的量化排减承诺  

18. 其他事项  

19. 会议结束：  

(a) 通过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

议的报告；  

(b)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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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举主席团替换成员  

(议程项目 2(d)) 

16.  在 11 月 28 日的第 1 次会议上，主席提到《京都议定书》第十三条第 3 款和第

十五条第 3 款，这两个条款规定：在与《议定书》相关的事项上，《公约》缔约方会议和

附属机构主席团中代表《公约》缔约方但在当时非为本议定书缔约方的任何成员，应由本

议定书缔约方从本议定书缔约方中选出的另一成员替换。  

17.  他指出，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现任主席代表着一个尚未成为本议定

书缔约方的缔约方，因此，需要在讨论与本议定书相关的议程项目过程中被替换。非洲集

团将提名一名替换成员。  

18.  鉴于时间有限而且有必要确保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三届会议顺利开幕，《议定

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经主席提议，请科技咨询机构副主席 Amjad Abdulla 先生(马尔代

夫)在讨论科技咨询机构议程上的《议定书》项目过程中担任科技咨询机构主席，直到非洲

集团提出替换成员人选或同意在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选举主席团全体成员之前继续

采用主席提议的安排。  

[待   补] 

E. 安排工作，包括两个附属机构的届会  

(议程项目 2(e)) 

19.  在向 11 月 28 日的第 1 次会议介绍这一分项目时，主席提请《议定书》/《公约》

缔约方会议注意临时议程和说明(FCCC/KP/CMP/2005/1)。他说，两个附属机构将举行会议，

目的是在这两个机构的届会于 12 月 6 日结束之前，拟订决定草案和结论草案提交《议定

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  

20.  经主席提议，《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将以下项目提交两个附属机

构供审议并提出恰当的决定草案或结论草案：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 

项目 8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能力建设  

项目 9  适应基金  

项目 12(a) 2004-2005 两年期收入和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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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2(c) 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的特权和豁免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 

项目 6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国际交易日志管理人的报告  

项目 10   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 款有关的事项  

21.  主席宣布说，在定于 11 月 30 日举行的会议上，《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

议将审议议程项目 3,“通过《公约》缔约方会议转交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决定”；项目 4,“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报告和选举执

行理事会成员”；项目 5,“《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执行情况，包括选举第六条监督委员

会成员”；项目 7, “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项目 11,“与《京

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9 款：审议《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以后各期的承诺”；项目 17,

“确定白俄罗斯的量化排减承诺”；以及项目 18,“其他事项”。  

22.  《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在主席的提议基础上行事。  

F.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议程项目 2(f)) 

[待   补] 

G. 核可全权证书审查报告  

(议程项目 2(g)) 

[待   补] 

三、通过《公约》缔约方会议转交作为《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一届会议的决定 

(议程项目 3) 

 23.  在 2005 年 11 月 30 日第 2 次会议上，《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收到文件

FCCC/KP/CMP/2005/3 和 Add.1-4, 其中载有《公约》缔约方会议建议《议定书》 /《公约》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合并的决定草案案文。《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还审议了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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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C/KP/CMP/2005/L.2 和 FCCC/KP/CMP/2005/L.3 号文件的决定草案，这些决定草案是

由《公约》缔约方会议在其 11 月 28 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转交《议定书》/《公约》缔约方

会议的。  

 24.  应主席的邀请，《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载于下列文件的决定草

案：3  

-/CMP.1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的

安排(FCCC/KP/CMP/2005/3) 

-/CMP.1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 (FCCC/KP/CMP/2005/3/Add.1) 

-/CMP.1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下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

林业活动的良好作法指导意见 (FCCC/KP/CMP/2005/3/Add.1) 

-/CMP.1 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4 款有关的事项 (FCCC/KP/CMP/2005/ 

3/Add.1) 

-/CMP.1 《京都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规定的国家体系指南 (FCCC/KP/CMP/ 

2005/3/Add.2) 

-/CMP.1 《京都议定书》第七条之下的信息编制指南 (FCCC/KP/CMP/2005/ 

3/Add.2) 

-/CMP.1 用于报告《京都议定书》单位的标准电子格式 (FCCC/KP/CMP/2005/ 

3/Add.2) 

-/CMP.1 关于按照《京都议定书》第八条进行审评的指南 (FCCC/KP/CMP/2005/ 

3/Add.2) 

-/CMP.1 主任审评员的服务条件 (FCCC/KP/CMP/2005/3/Add.2) 

-/CMP.1 与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八条有关的问题－1 (FCCC/KP/CMP/2005/ 

3/Add.2) 

-/CMP.1 与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八条有关的问题－2 (FCCC/KP/CMP/2005/ 

3/Add.2) 

-/CMP.1 《京都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之下的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和调整  

(FCCC/KP/CMP/2005/L.2) 

-/CMP.1 与《京都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之下的调整有关的问题 (FCCC/KP/ 

CMP/2005/L.3) 

  

                                                 
3  将在《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最后报告里给决定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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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P.1 《京都议定书》第六、第十二和第十七条机制的原则、性质和范围  

(FCCC/KP/CMP/2005/3/Add.3) 

-/CMP.1 关于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的准则 (FCCC/KP/CMP/2005/3/Add.3) 

-/CMP.1 《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之下的排放量贸易的方式、规则和指南

(FCCC/KP/CMP/2005/3/Add.3) 

-/CMP.1 《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4 款之下配量的核算方式 (FCCC/KP/ 

CMP/2005/3/ Add.3) 

-/CMP.1 《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界定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方式和程序 (FCCC/ 

KP/CMP/2005/3/Add.4) 

-/CMP.1 《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的造林和再造林项目

活动的模式和程序 (FCCC/KP/CMP/2005/3/Add.4) 

-/CMP.1 《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清洁发展机制之下小规模造林和再造林

项目活动的简化模式和程序及便利执行这些活动的措施 (FCCC/KP/ 

CMP/2005/3/Add.4) 

-/CMP.1 关于清洁发展机制的指导意见 (FCCC/KP/CMP/2005/3/Add.4) 

 

 25.  针对此议程项目，一个缔约方的代表作了发言。  

 26.  在结束此项目的讨论时，主席突出地强调，通过这些决定草案意味着多年的工

作有了结果，也意味着《京都议定书》各缔约方及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努力往前迈出

了历史性的一步。这些决定规定了如何衡量排放和排放的减少，及在何种程度上碳汇所吸

收的二氧化碳可计入《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指标。这些决定还阐述了合作机制如联系执行

和排放贸易制度如何发挥作用。这些决定还涉及了清洁发展机制的许多方面，这对于达到

减排指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7.  《马拉喀什协议》不仅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有历史意义的成就，而且是

多边谈判历史上的重要成就。随着这些决定的通过，国际社会通过实施有效的控制排放的

机制而在解决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报告和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议程项目 4) 

 28.  在 11 月 30 日第 2 次会议上审议这一项目时，《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

备有 FCCC/KP/CMP/2005/4 和 Add.1 号文件，该文件载有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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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席回顾说，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是由《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成立的，

迄今为止一直在其领导下工作。随着《京都议定书》于 2005 年 2 月生效，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执行理事会向《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工作。主席请清洁发展机制执行

理事会主席介绍理事会的报告。  

 29.  [待  补] 

 30.  执行理事会主席介绍报告之后，28 个缔约方的代表作了发言，其中包括以下列

集团或国家名义发言的代表：77 国集团和中国；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及另外三个缔约方；

小岛国家联盟；中美洲国家；非洲集团。国际排放贸易协会代表工商界团体也作了发言。 

 31.  主席说，为了确认已经完成的工作并指导下一步工作，《议定书》 /《公约》缔

约方会议本届会议需要作出一项决定。经他提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就

此议程项目设立一个联络小组，由 David Brackett先生(加拿大)和 André do Lago先生(巴西)

共同担任主席，在 12 月 7 日高级别会议开始前完成对此问题的讨论。  

 32.  主席还提请缔约方注意，《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本届会议需要选出清

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好几名理事及副理事。Marcia Levaggi 女士(阿根廷)将就此事举行

磋商并将期待尚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候选人的选区提出候选人。  

[待   补] 

五、《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执行情况，包括 

 选举第六条监督委员会成员 

(议程项目 5) 

 33.  在 11 月 30 日第三次会议上，主席请《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这一

项目，他回顾说，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六条，“附件一所列任一缔约方可以向任何其它

此类缔约方转让或从它们获得由任何经济部门旨在减少温室气体的各种源的人为排放或

增强各种汇的人为清除的项目所产生的减少排放单位”。这些联合执行项目活动产生的排

减单位可被《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用于达到其在《议定书》之下的排放目标。  

 34.  他进一步回顾说，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通过了第 16/CP.7 号决定及其附件，其

中载有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在 11 月 30 日第二次会议上，《议定书》/《公

约》缔约方会议在议程项目 3 之下通过了这些指南，并设立了第六条监督委员会，该委员

会除其他外将负责监督第六条项目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核实。  



FCCC/KP/CMP/2005/L.1 
page 14 

 35.  主席请《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秘书处开展的筹备工作，特别是

2004 年的一个讲习会，有关情况已报告了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这项工作是在预期举行

《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和设立第六条监督委员会的情况下开展的。  

 36.  在介绍发言之后，主席请缔约方发言。四个缔约方代表就这一项目发了言，包

括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并联同另外三个缔约方及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发言的代表。 

 37.  根据主席的一项提议，《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就这一项目设立一

个联络小组，由 Daniela Stoycheva 女士(保加利亚)担任主席，在 12 月 7 日高级别会议开始

之前向《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  

 38.  主席还提醒缔约方，《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需在届会上选举第六条监

督委员会成员和候补成员，有关提名应转交 Marcia Levaggi 女士(阿根廷)。  

[待   补] 

六、《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国际交易日志 

管理人的报告 

(议程项目 6) 

[待   补] 

七、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 

(议程项目 7) 

 39.  在 11 月 30 第三次会议上，主席介绍了这一项目，他回顾说，缔约方会议在第

24/CP.7 号决定中通过了载有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的案文，建

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八条的规定通过与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  

 40.  主席向代表提到 FCCC/KP/CMP/2005/2 号文件，他说，沙特阿拉伯政府提出了

一项修正《京都议定书》的提案，其中提出增加“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

序和机制”。沙特阿拉伯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 1 款提出修正该议定

书。主席还向《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提到 FCCC/KP/CMP/2005/MISC.1 号文件，

其中载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意

见。  



   FCCC/KP/CMP/2005/L.1 
   page 15 

 41.  为了便利讨论，主席提议同时审议分项目 7(a)和(b)，因为这两个分项目密切相

关。21 个缔约方代表发了言，包括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并联同另外三个缔约方、小

岛屿国家联盟，非洲集团和中美洲发言的代表。  

 42.  经主席提议，会议决定就议程项目 7(a)和 (b)设立一个联络小组，由 Harald 

Dovland 先生(挪威)和 Mamadou Honadia 先生(布基那法索)担任联合主席，在 12 月 7 日高

级别会议开始之前完成就这一事项的讨论。  

[待   补] 

A.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八条通过与《京都议定书》  

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  

(议程项目 7(a)) 

[待   补] 

B.  沙特阿拉伯关于修正《京都议定书》的提案  

(议程项目 7(b)) 

[待   补] 

C.  选举遵约委员会成员  

(议程项目 7(c)) 

 43.  在 11 月 30 日第三次会议上，主席向《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提到第 24/CP.7

号决定附件，其中规定了预期遵约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44.  主席说，在 Jacques Bilodeau 先生(加拿大)的协助下，他将就遵约委员会被提名

者进行磋商，并在以后一届会议上向《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  

八、《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议程项目 8) 

[待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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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适  应  基  金 

(议程项目 9) 

[待   补] 

十、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 款有关的事项 
(议程项目 10) 

[待   补] 

十一、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9 款：审议《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以后各期的承诺 

(议程项目 11) 

 45.  在 11 月 30 日第三次会议上，主席在介绍这一项目时回顾说，《京都议定书》

第三条第 9 款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对以后期间的承诺应在对本议定书附件 B 的修正

中加以确定，此类修正应根据第二十一条第 7 款的规定予以通过”。《京都议定书》还规

定，《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应至少在第一个承诺期结束之前七年开始审议此类承

诺。  

 46.  主席强调了《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着手考虑第三条第 9 款的重要性，

因为这标志着正式开始谈判未来的承诺。就这一重要问题成功地着手讨论将突出表明附件

一缔约方承诺于率先对付气候变化。  

 47.  24 个缔约方代表就这一议程项目发了言，包括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并连

同另外三个缔约方、小岛屿国家联盟、77 国集团和中国、及最不发达国家发言的代表。绿

色和平中国代表环境集团也发了言。  

 48.  经主席提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一个联络小组，由 David 

Drake 先生(加拿大)和 Alf Wills 先生(南非)担任联合主席，在 12 月 7 日高级别会议开始之

前向《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  

[待   补] 

十二、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议程项目 12) 

[待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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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由此产生的决定和结论 

(议程项目 13) 

[待   补] 

 

十四、两个附属机构提交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14) 

[待   补] 

十五、高级别会议  
     (议程项目 15) 

[待   补] 

十六、观察员组织的发言 
 (议程项目 16) 

[待   补] 

十七、确定白俄罗斯的量化的排减承诺 
(议程项目 17) 

 49.  主席在 11 月 30 日第 3 次会议上介绍这个项目时回顾说，白俄罗斯政府在 2005

年 10 月 21 日的来文中曾请求秘书处将这个项目列入《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白俄罗斯政府提出这项请求，是为了将其量化的排减承诺定为 1990

年水平的 95%，并提出对《议定书》附件 B 作相应修正的问题。  

 50.  在这个项目上，3 个缔约方的代表发了言。  

 51.  根据主席的提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主席在 Andrej Kranjc 先

生(斯洛文尼亚)的协助下就这个议程项目进行非正式磋商，并在以后一次会议上向《议定

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汇报。  

[待   补] 

 



FCCC/KP/CMP/2005/L.1 
page 18 

十八、其 他 事  项  

   (议程项目 18) 

 52.  根据主席的提议，《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里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名义提出的请求，在 11 月 30 日第 2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

项目。会议收到 FCCC/KP/CMP/2005/MISC.2 号文件，其中载有意大利政府就《京都议定

书》第三条第 4 款之下的森林管理提交的材料，会议听取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以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名义并连同以另外 3 个缔约方名义所作的发言。  

 53.  上述发言之后，主席说，他将在 Thelma Krug(巴西)女士协助下就这个事项进行

磋商，并在以后一次会议上向《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汇报。  

[待   补] 

十九、会 议 结  束  

    (议程项目 19) 

[待   补] 

 

附   件 

[待   补] 

第二部分：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采取的行动 

[待   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