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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二十八届会议  

2008 年 6 月 4 日至 13 日，波恩  

议程项目 5(a) 

《公约》第四条第 8 和第 9 款的执行情况  

第 1/CP.10 号决定的执行进展情况  

第 1/CP.10 号决定的执行进展情况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 (履行机构 )同意本结论附件所载职权范围将作为缔约方会议

第十四届会议(2008 年 12 月)评估《公约》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第 1/CP.10

号决定执行情况的基础。  

 2.  履行机构请秘书处力求广泛吸收各类组织、机构、专家和群体参与执行以

下第 4 段所述的活动。  

 3.  履行机构请有关组织和其他利害关系方参与执行以下第 4 段所述的活动，

并促请它们开展自己的活动和酌情向履行机构以后的届会通报其成果。  

 4.  履行机构同意通过下列方面的行动进一步执行第 1/CP.10 号决定：  

(a)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一) 改进现有适应资金的信息，包括为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在《公

约》网站设立了一个网上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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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进获取现有适应资金的渠道，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将适应纳入

发展合作方案，传播获取资金方式的信息，建设编制项目建设书

和执行项目的能力；  

(三) 改进国家适应规划，包括将适应纳入规划进程，传播和进一步丰

富从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进程中获得的经验，利用各缔约方国家信

息通报和其他有关文件中的信息；  

(四) 促进风险管理方针和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其他办法，借鉴国

际、区域和国家组织及私营部门的实际经验，包括传播最佳做法

和教训；  

(b) 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  

(一) 加强结合可持续发展处理经济多样化问题的实际方针，包括通

过交流最佳做法和教训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二) 加强在评估执行应对措施影响方面开发和使用建模办法的能

力，包括通过查明具备相关专长的组织和这方面现有活动的范

围；  

(三) 鼓励缔约方尽可能提供关于执行应对措施影响方面的经验和关

切的信息，包括通过国家信息通报和其他相关文件；  

(四) 促进风险管理方针和对待执行应对措施影响的其他适当办法，

借鉴利用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实践经验，包括

传播最佳做法和教训。  

 5.  附属履行机构同意在第二十九届会议(2008 年 12 月)上审议进一步的行动，

同时考虑到以上第 4 段所指行动、以上第 1 段提到的评估，以及与气候变化的不利

影响和执行《公约》下的应对措施的影响有关的现行活动，并就缔约方第十四届会

议可能要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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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缔约方会议评估《公约》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 

第 1/CP.10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的职权范围 

一、任  务 

 1.  在第 1/CP.10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在第十四届会议上评估《公约》

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第 1/CP.10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审议这方面的进一

步行动。  

二、范  围 

 2.  评估应研究下列议题：  

(a) 处理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第 1/CP.10 号决定详细列明的气候

变化不利影响的行动和活动的执行情况；  

(b) 处理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第 1/CP.10 号决定详述的执行应对

措施的影响的行动和活动的执行情况；  

(c) 与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第 1/CP.10 号决定有关的进一步行动

选项，包括模式。  

 3.  评估将特别考虑到：  

(a) 通过执行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第 1/CP.10 号决定所取得的具

体成就和成果；  

(b) 执行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第 1/CP.10 号决定过程中的教训和

良好做法；  

(c) 在执行第四条第 8 款及第 5/CP.7 号和第 1/CP.10 号决定中面临的挑战

和找出的差距。  

三、模  式 

 4.  将采用以下模式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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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审议下列有关信息(见以下第 5 和第 6 段)：  

(一) 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二) 秘书处编拟的汇编和综合报告；  

(三) 有关组织提交的报告和材料；  

(四) 秘书处编写的其他有关文件；  

(b) 秘书处将在附属履行机构 (履行机构 )主席的指导下，在履行机构

第二十九届会议初期阶段组织一次圆桌会议，邀请各缔约方和有

关组织参加，就各缔约方和其他各级有关组织在规划和执行适应

行动和活动以处理解决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及采取应对措施的影响

方面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交换意见。圆桌会议还应划出同等

的时间，审议处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活动和处理应对措施影

响的活动；  

(c) 履行机构审议圆桌会议的结果和以下第 5 和第 6 段所述信息。  

四、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投    入  

 5.  联系处理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行动和活动评估第四条第 8 款以及第 5/CP.7

和第 1/CP.10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将审议下列投入：  

(a) 缔约方提交的材料；1 

(b) 各缔约方和有关组织应于 2008 年 9 月 19 日前提交秘书处的进一步意

见，由秘书处汇编成一份杂项文件；  

(c) 技术转让专家组和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有关报告；  

(d) 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的有关报告；  

(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的有关报告；  

(f)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和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有关信息综述；2 

                                                 
1   FCCC/SBI/2008/MISC.4。 
2   FCCC/SBI/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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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中的有关信息，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报告和

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h)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二十八届会议之前阶段，关于气候变化影响、

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3执行结果的总结报告，和与内罗毕工

作方案有关的其他产出和结论；  

(i) 秘书处编写的其他有关文件。  

五、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  

投    入  

 6.  联系处理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的活动和活动评估第四条第 8 款以及第

5/CP.7 和第 1/CP.10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将审议下列投入：  

(a) 以上第 5 段(a)和(b)分段所指的缔约方和有关组织提交的材料；  

(b) 环境基金的有关报告；  

(c) 气专委的有关报告；  

(d)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和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中与应对措施的影响有关的信息综述；4 

(e) 秘书处编写的其他有关文件。  

六、预 期 结果  

 7.  履行机构第二十九届会议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第四条第 8 款以及第

5/CP.7 和第 1/CP.10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的决定草案，同时考虑到圆桌会议的结果及

以上第 5 和第 6 段所述信息，这项决定草案将交由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审议。 

 

--  --  --  --  -- 

 

                                                 
3   根据文件 FCCC/SBSTA/2006/11 第 23 段的要求。 
4   FCCC/SBI/20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