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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监测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活动 

而采取的步骤的综合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 

概   要  

    编写本文件是为了支持监测和评价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的实施情况。本文件

综合了 FCCC/SBI/2006/MISC.4 和 Add.1 号文件所载的缔约方意见。除全球环境基金

及其执行机构和开展项目和活动的其他机构项目一级的详细监测和评价外，本文件还

包括缔约方会议可以开展的监测工作。本文件提出了一些监测和评价能力建设框架的

备选办法，附属履行机构不妨加以考虑，提出了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以及其

他机构在方案和项目一级可以收集的具体资料类别，以便利缔约方会议进行监测。  

 

                                                 

* 本文件迟交，以便考虑到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交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是 3

月下旬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举行的研讨会上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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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A.  任   务  

 1.  缔约方会议第 2/CP.10 号决定请秘书处根据 FCCC/SBI/2006/MISC.4 和

Add.1 号文件所载缔约方在 2006 年 2 月 15 日以前向秘书处提交的意见、并考虑到

全球环境基金按照第 4/CP.9 号决定进行的关于气候变化重点领域能力建设绩效指

标的工作，编制关于为根据第 2/CP.7 号决定经常监测能力建设活动而采取的步骤的

综合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  

B.  本说明的范围  

 2.  本文件承认多个行为者参与实施第 2/CP.7 号决定所载能力建设框架、承认

第 2/CP.10 号决定所列额外的关键因素和第 29/CMP.1 号决定所列《京都议定书》之

下的能力建设需求。其目的是，在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和从事项目和活动的

其他机构具体项目一级的监测基础上，涵盖缔约方会议可以进行的监测，以影响未

来的政策决定。  

 3.  根据 FCCC/SBI/2006/MISC.4 和 Add.1 号文件所载缔约方提交的意见、全球

环境基金的投入、以及 FCCC/SBI/2003/8 号文件附件三所载 2004 年能力建设框架第

一次全面审评所用的程序和步骤，编写了第五章中的各种备选办法，履行机构不妨

加以考虑，以监测和评价能力建设框架。还提出了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以

及其他机构在方案和项目一级可以收集的资料，以便利缔约方会议进行监测。  

 4.  本报告还打算作为对根据第 2/CP.10 号决定将在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

(2009 年 11-12 月)之前完成的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第二次全面审评的投入。报

告提出了监测和评价的时间范围，包括采取渐进的步骤，作为年度进度报告的一部

分，定期进行更新。  

C.  附属履行机构可采取的行动  

 5.  履行机构不妨审议本文件所载信息，就监测和评价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

架实施情况可以采取的步骤提供指导并向缔约方会议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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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建设框架概述 

A.  背   景  

 6.  第七届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决定(第 2/CP.7 号决

定)，和包括能力建设组成部分在内的其他决定。第 2/CP.7 号决定附件所载发展中

国家能力建设框架旨在为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资金机构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活动提

供指导。为此，缔约方会议还就能力建设问题通过了对全球环境基金的额外的指导

意见。  

 7.  该框架包括一套指导原则和办法，例如，能力建设应当由国家驱动、要边

干边学，以现有活动为基础；还提出了一份初步的优先领域清单，包括最不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该框架呼吁发展中国家继续提供关于其具体需

求和优先事项的信息，同时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和利害关系方的参与。《公约》附

件二所列缔约方 (附件二缔约方)应通过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渠道为开展能力建设活

动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所有缔约方应当改进现有活动的协调，提高其效力。 

 8.  第 2/CP.7 号决定请秘书处收集、处理、汇编和散发缔约方会议或其附属机

构审查执行该能力建设框架的进展情况所需的资料，应参考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附

件二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以及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机构报告中所载的信息。  

 9.  在第 4/CP.9 号决定对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的进一步指导意见中，缔约方会议

决定，全球环境基金应在有关为气候变化重点领域制定能力建设绩效指标的工作

中，考虑到第 2/CP.7 号决定所载能力建设框架，与《公约》秘书处协商开展这项工

作。  

 10.  通过第 9/CP.9 号决定确立了审评能力建设框架的时间范围和进程。在该

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在第十届会议时完成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的第一

次全面审评，并在此后每五年再进行一次全面审评。审评的职权范围载于履行机构

第十八届会议报告(FCCC/SBI/2003/8，附件三)。  

 11.  第 2/CP.10 号决定载有能力建设框架第一次全面审评的结果。缔约方会议

承认，在能力建设框架所列的一系列优先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注意到仍有重

大差距有待填补，获取资金的途径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缔约方会议还重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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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P.7 号决定所载框架仍有相关意义，并列出了应当得到考虑的有助于进一步执行

该决定的关键因素。  

 12.  请全球环境基金作为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在按照第 2/CP.7 号决定

和第 4/CP.9 号决定支持《增强能力建设战略方针》1 所界定的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

活动时，考虑到这些关键因素，并在提交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中提供关于如何响

应这些要求的信息。  

 13.  在第 2/CP.10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第二

次全面审评的时间范围和进程。审评将在履行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2008 年 6 月)上

启动，争取在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上完成。  

B.  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的能力建设方针  

 14.  全球环境基金在 2001 年制订了能力建设战略方针，除了支持发展中国家

编写国家信息通报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之外，其最初的活动之一就是为国家能力自

我评估提供资金。国家能力自我评估涉及所有三项里约公约，预期将阐述处理包括

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环境问题的国家能力需求。通过经常项目为能力建设提供额外

支助。为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提供额外支助，支持国家协调中心，并在国家能力自

我评估中将其列为优先事项时，支持培训谈判人员。  

 15.  全球环境基金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 )一道为气候变化重点领域制

定能力建设绩效指标，并在 2003 年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2 这项工作后来为全球环

境基金更广泛的监测和评价政策所取代。3 

                                                 
1  GEF/C.22/8，见 http://www.gefweb.org。 
2  UNDP/GEF, Capacity Development Indicators, UNDP/GEF Resource Kit No. 4, 

Work in Progress, 2003 年 11 月。 
3  GEF Council document GEF/ME/C.271，见 www.thegef.org。  



FCCC/SBI/2006/5 
page 6 

三、缔约方意见综合 

 16.  秘书处收到了缔约方提交的关于履行机构根据第 2/CP.7 号决定采取步骤

经常监测能力建设活动的 10 份意见，其中 2 份以区域集团的名义提交。下文综合

了提出的意见要点：  

(a) 提交的意见都支持下列观点，认为能力建设对所有缔约方至关重要，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以使其能够成功地参与执行《公约》和《京都

议定书》，使其能够应付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b) 在发展进程的所有阶段都需要能力建设；能力建设涉及各个部门、涉

及项目发展和执行，是适应和技术转让所有阶段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 

(c) 各缔约方认为，机构能力建设十分重要，包括支持将能力建设和气候

变化纳入国家规划，和确保能力建设活动的可持续性和效力；  

(d) 人们认为，在确保能力开发的可持续性和指导规划方面，监测实施能

力建设框架的进度和效力至关重要；  

(e) 监测进程主要信息来源应当是附件二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国家信息

通报、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国家能力自我评估、全球

环境基金和其他机构的报告，以及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交的信息，对

此各方有广泛的共识；  

(f) 提供的有关活动的信息应当包括正在开展的（有关第 2/CP.7 号决定所

载框架和第 2/CP.10 号决定所载额外因素）能力建设框架实施活动的

说明和进度，所支助的国家名称、付款金额、关于绩效指标、基准、

最佳做法、寻求支持能力建设活动的努力(包括在其不成功之时，以及

如何确保可持续性)的信息。这些可以构成有结构的格式，供缔约方和

其他方面提交资料，便利收集、处理和显示监测和评价的信息；  

(g) 提出了一种注重进程的评价和监测能力建设的办法，明确提出了短期、

中期和长期目标，采用分阶段的实施办法，确保有系统的能力开发。

一种办法是采用五年工作方案，适当划分优先工作和顺序安排预期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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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有些缔约方表示希望用监测和评价来确保在开发能力方面取得进展，

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通过专家组提供专项支助，以指导和监督这一进

程；  

(i) 设计有关步骤监测能力建设框架方面的一个挑战是，如何确保这一进

程能够实现，而不用付出巨大的努力，使有关产出有助于改进实施能

力建设框架，而不是造成报告负担；  

(j) 有些缔约方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实施状况表示担心，特别是资金是

否充足问题；  

(k) 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规划是许多提交的意见中都涉及的一个主题，并

反映在能力建设框架的许多方面。  

四、监测和评价能力建设框架中的问题 

A.  能力建设制度说明  

 17.  图 1 列示了能力建设中的各种行为者，以及在指导、资金和报告方面存在

的一些联系。鉴于这些多重和复杂的关系，就什么应当监测、如何监测、由何人监

测问题提供明确的指导十分重要。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包括联合国训练和

研究所等机构执行缔约方会议的指导意见，对于能力建设框架的任何监测和评价都

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全球环境基金在监测项目及其执行机构的活动方面开展的

工作将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需要适当纳入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其

他机构的工作，尽管缔约方会议在这方面没有为这些团体提供直接的指导意见。此

外，任何新的主动行动对有关实体而言都可能涉及资源问题。在探讨监测和评价发

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实施情况的各种可能的备选办法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B.  目   标  

 18.  能力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执行《公约》的规定和准备有效地参与《京都议

定书》进程，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发展、加强、强化和提高其实现《公约》目标

的能力，从而面对气候变化保障其发展计划。因此，能力建设范围很广，可以作为

单独的能力建设活动，也可以作为其他项目的一部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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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根据缔约方提交的意见，监测和评价活动的目标应当是：  

(a) 用文件记录直接因应缔约方会议决定所载能力建设框架而采取的行

动；  

(b) 表明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并着重指出哪些方面存在和继续存在差距，

以便采取纠正行动；  

(c) 协助理解能力开发，更好地开展未来的能力建设活动；  

(d) 提高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效率、效力和区域覆盖面。  

 

图  1.  能力建设方面的行为者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Institutions:
Governments,

NGO, IGO,
CBO, private

sector

UNDP

COP GEF Parties

World
Bank

UNEP Individuals

NGO =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 =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BO =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  监测和评价的指导原则  

 20.  缔约方建议的可用以指导能力建设监测战略的原则如下：  

(a) 能力建设、以及能力开发是一个进程。一旦能够界定能力开发进程，

就有可能界定能力建设的渐进步骤，这将便利监测和评价；  

(b) 鉴于能力建设在许多方案和项目中的普遍性，必须界定列入审评进程

的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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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需要一个预期成果和产出/结果的时间框架，以便考虑到能力建设的重

复性和持续性，对评价加以限制；  

(d) 监测需要文件和数据收集，作为指标和衡量标准的依据；  

(e) 监测数据收集应当纳入项目执行；  

(f) 监测和评价携手并进。监测的结果应当直接用于评价或管理进程；  

(g) 能力建设有多项内容，每项都可以分别评价；  

(h) 可用多重的办法来监测和评价单一项目，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关结果，

并确保很好地量化项目能力的多个方面(见围框)。  

 

各类监测和评价指标  

    评价方案的全面办法涉及一系列衡量标准，涵盖方案编制和实施的所有步

骤，包括：  

(a) 进程衡量标准：评估有关领导和衡量实现目标的行动方针，如每项

活动是否有领导，是否有涉及所有利害关系方的起作用的同行审查

程序，计划中是否有参与性投入，和在适当之处使用有关基准；  

(b) 投入衡量标准：衡量投入实现目标进程的具体数量；如支持有关工

作的充分的智力和技术基金，足够级别的的资源承诺，有关活动基

于现有资源和产品的程度；  

(c) 产出衡量标准：衡量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d) 结果衡量标准或基于成果的衡量标准：衡量方案行动的结果，以及

参与者或活动在方案之外的影响，如产生支持能力建设的新工作方

法，通过能力建设活动使有关群体和国家更多地参与该进程；  

(e) 影响衡量标准：衡量产出的长期影响，如对未来决定的贡献，有形

的社会好处，使公众更加理解气候变化问题。这些可能仅在项目结

束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够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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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于第 2/CP.7 和第 2/CP.10 号决定所载能力建设原则的监测标准  

 21.  第 2/CP.7 号决定阐述的下列能力建设指导原则可为制定标准指导监测和

评价提供依据：  

(a) 能力建设必须由国家驱动，以确保活动符合一些正式国家文件中明确

载列的国家优先事项，确保有关国家参与活动的启动和执行；  

(b) 能力建设主要是根据《公约》的规定由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

以确保建立有益于该国的能力。活动在何处开展、由何人开展，这些

问题十分重要，必须解决；  

(c) 能力建设是一个连续、渐进和重复的进程；如果有能力开发的系统模

式，则能力建设活动应当有助于能力开发的长期性；  

(d) 没有任何公式适合于所有能力建设需求。因此，必须确保所用方法适

于当地情况；  

(e) 能力建设活动应当以有效、高效、综合和务实的方式开展，应考虑到

发展中国家的国别情况；  

(f) 应当最大限度地使《公约》和其他全球环境协定协同；  

(g) 在活动的设计和执行中，应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需求和关注；  

(h) 在经验不足的地方，仍然应当鼓励或在试验规模上开展活动，边干边

学。  

五、供考虑的备选办法 

A.  监测和评价实施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的备选办法  

1.  备选办法 1：基于国家信息通报的监测  

 22.  监测的第一种备选办法是汇编和综合附件二缔约方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国家信息通报中的信息，并将这一信息用作唯一的投入。这种办法的一个重大局限

是，预计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的提交许多都会推迟，大部分预期

在 2008 年左右编制完成。这一估计是根据有关编制款项付款日期作出的。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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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能造成能力建设框架第二次全面审评的拖延。另一个问题是，国家信息通报中

缺少关于能力建设活动的详细资料。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履行机构详细规定国家信息

通报中应当提供的关于能力建设的数据和信息类别得到解决。  

2.  备选办法 2：确定能力建设活动的基准和查明最佳做法  

 23.  第二种备选办法强调能力开发进程，强调此种活动的成果和结果。目标是

理解如何就框架中的特定问题发展能力，涉及眼前问题的因果关系、关键时限、最

佳做法或基准方法。这种办法旨在鼓励在缺少行动的地方采取行动，便利推广最佳

做法。其关键产出是表明一个国家与基准立场的差距。可以制定辅助指标，帮助表

明为实现希望达到的能力而需要采取的步骤。具体方法和办法可以通过一次或多次

技术研讨会、或由为此而设立的一个小组来制定。  

3.  备选办法 3：全面审评和评价  

 24.  第三种办法是一种全面的办法，以上述备选办法和全球环境基金的监测和

评价的工作为基础并加以扩大。将界定有关指标，并将收集的指标纳入全球环境基

金及其执行机构的报告和评价制度，并扩大到包括双边和多边机构、非政府组织和

私营部门的活动。将比较现有各种来源的投入，包括国家信息通报、项目数据库和

全球环境基金监测和评价结果。这一制度所需的职权范围可通过一次或数次研讨

会、或由为此而设立的一个小组来设计。  

B.  在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之前完成第二次全面审评的可能步骤  

 25.  一旦选定监测和评价能力建设框架的办法，履行机构就需要界定所要采取

的步骤和时限，以便在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之前完成第二次全面审评。需要给

缔约方及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充分的时间，提交有关信息，包括要求提交的

各类具体信息，同时考虑到全球环境基金的监测活动等相关活动。图 2 为 2006 至

2010 年现有和提议的信息要求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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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能要求发展中国家就机构能力提供的信息  

 26.  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规划是许多缔约方提交的意见中都涉及的一个主题。

例如，尽管国家信息通报中载有关于各国正在开展工作的一些信息，但需要更多关

于最佳方法、缔约方在确保成功地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规划方面应当采取的办法的

信息。履行机构不妨考虑请发展中国家提供其国家机构在有效地将气候变化关注纳

入国家规划和决策方面的现况和能力的信息。这种信息将指导进一步的行动，确保

建立适当的能力，实现这种综合。  

D.  可能要求经常支持能力建设活动的组织  

 就其支助的方案和项目提供的信息  

 27.  许多能力建设活动是由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以外的其他机构开展

的。这些活动许多直接涉及能力建设框架中的需求，必须纳入评估和审评。需要提

出一项要求，同时发出一份系统的调查表，旨在比较足以直接有助于监测和评价活

动的信息。此种要求还要请各方提供为更好地协调国际捐赠方提供财政资源而采取

的措施的信息。调查表需要仔细设计、测试和采用，以便从中获得最大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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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有报告要求、经常监测能力建设活动可能需要的行动、  

和在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之前完成  

第二次全面审评所需的措施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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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实线箭头表示提交信息的现有任务，虚线箭头表示可能的任务，以便为监测和审评进程作出贡献。

方块(深色)表示缔约方会议届会的时间，(浅色)表示附属机构届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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