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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五届会议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8 日，哥本哈根  

临时议程项目 X 

巴布亚新几内亚提出的关于修正《京都议定书》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1.  《京都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1 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均可对本议定书提出

修正”。《京都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2 款规定，“对本议定书的修正应在作为本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常会上通过。对本议定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

文，应由秘书处在拟议通过该修正的会议之前至少六个月送交各缔约方。秘书处还

应将提出的修正送交《公约》的缔约方和签署方，并送交保存人以供参考”。  

2.  《京都议定书》第二十一条第 2 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可对本议定书提出

附件提案并可对本议定书的附件提出修正”。《京都议定书》第二十一条第 3 款规

定，“本议定书的附件和对本议定书附件的修正应在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的常会上通过。提出的任何附件或对附件的修正的案文应由秘书处

在拟议通过该项附件或对该附件的修正的会议之前至少六个月送交各缔约方。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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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还应将提出的任何附件或对附件的任何修正的案文送交《公约》缔约方和签署方，

并送交保存人以供参考”。  

3.  根据这些规定，巴布亚新几内亚于 2009 年 6 月 17 日发出信函，向秘书处

转交了《京都议定书》的修正提案案文。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2 款及第

二十一条第 3 款，秘书处将在 2009 年 6 月 17 日之前向所有国家气候变化联络点以

及所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送一份载有本案文的普通照会。根据同样规定，秘书处

还将向《公约》缔约方和签署方发送修正提案，并将该提案送交保存人供参考。  

4.  请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在第五届会议上

审议这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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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 2009 年 6 月 17 日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 
提议修正《京都议定书》的信函 

《京都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1 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均可对本议定书提出修正。  

据此，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交本函附件所载的一项修正《京都议定书》的提案。  

巴布亚新几内亚愿在现阶段强调，本修正提案不影响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谈判中

的立场。本提案也不排除为反映发达国家的具体新承诺而进一步考虑修正《京都议

定书》附件 B 和其他有关条款。  

请秘书处将本函及附件一并送交其他缔约方，不胜感激。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部和国家行政委员会 
负责环境和气候变化事务的特使、大使  
雨林国家联盟执行主任  

Kevin M. Conrad (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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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关于修正《京都议定书》的提案 

第  三  条  

替换第 1 款：  

“1.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个别地或共同地确保其在附件 A 中所列温

室气体的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源排放和汇清除总量不超过按照附件 B中所载

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和根据本条的规定所计算的其分配数量，

以使其在 2013年至 20XX年承诺期内这些气体的人为二氧化碳当量全部源

排放和汇清除量从 1990 年水平至少减少 XX%。”  

替换第 3 款：  

“3.  附件一所列任一缔约方应采用 20XX-20XX 年附件 A 所列温室

气体年度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  和汇清除量  平均值作为农业、林业和

其他利用部门的参考水平，用于以下第 7 款所述的计算的目的。考虑到本

国的情况，附件一所列任一缔约方可采用不同的数值，并提供相关要素，

作为这一偏离的依据。”  

删除目前的第 4 款  

替换第 7 款：  

“7.  在从 2013年至 20XX年第二个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期

内，附件一所列每一缔约方的分配数量应等于在附件 B 中所载对附件 A 所

列温室气体在 1990年或按照上述第 5款和第 3款确定的基准年或基准期内

其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源排放和汇清除总量的百分比乘以 X。”  

替换第 13 款：  

“13.  如附件一所列一缔约方在一承诺期内的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源

排放和汇清除总量少于其依本条确定的分配数量，此种差额，经该缔约方

请求，应计入该缔约方以后的承诺期的分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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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条  

替换第 1 款：  

“1.  凡订立协定共同履行其依第三条规定的承诺的附件一所列任一

缔约方，只要其依附件Ａ中所列温室气体的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源排放和汇

清除合并总量不超过附件 B中所载根据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和

根据第三条规定所计算的分配数量，就应被视为履行了这些承诺。分配给

该协定每一缔约方的各自排放水平应载明于该协定。”  

新的第十二条之二  

1.  兹确定“REDD+”机制，以便支持非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自愿努力减少毁林

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促进森林养护和可持续管理，并增加森林碳储存。  

2.  “REDD+”机制非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通过达到额外、可衡量、可报告及可

核实的排减量和清除量增加，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推动实现《公约》最终目标。

“REDD+”机制可协助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实现遵守第三条规定的其限制和减少排放

的量化承诺。  

3.  “REDD+”机制应置于缔约方会议的权力和指导之下。  

4.  通过向缔约方会议发出通知，非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可自愿决定参加

“REDD+”机制，这样，它们就能够逐步：  

(a) 建立相关的分析、技术和机构能力；  

(b) 便利扩大森林缓解和养护政策与措施；  

(c) 在国内监测系统之下，实现超出国内参考水平的可衡量、可报告和可

核实的排减量和清除量增加，这种排减量和清除量的增加应当报告并

以独立方式得到审查。  

5.  “REDD+”机制应当协助调动资金和技术支持，为非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提

供获取适足、可预测和可持续资金的途径，提供非市场和市场备选办法，尤其包括

新的和补充性优惠资金、市场来源，以及充分进入全球碳市场的途径。  

6.  缔约方可授权公营和/或私营实体在其负责下参加“REDD+”机制。  

7.  非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可向缔约方会议发出通知，告知打算为遵守一部分限

制和减少排放的量化承诺出力，此种通知含有下列信息。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后，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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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会议将请附属机构召集一个联络小组，以便审议提供的信息并向下一届缔约方

会议提出建议。  

(a) 考虑到历史数据和本国情况 (包括以往的毁林和森林退化率较低 )，并

在至少五年时间内得到评估的国内参考水平；  

(b) 在一个商定的时间范围内与相关参考水平相比将要实现的预计排减或

清除量的增加的总量，包括支持性政策和措施；  

(c) 在第 8 款之下实现的排减量或清除量的增加；  

(d) 考虑到国情、历史上较低的毁林和森林退化率、发展差异及各自能力

的相关参考水平修正系数(偏低或偏高)。  

8.  在定期或年度基础上，秘书处将登记缔约方在第 7 款之下议定的信息，以

及在达到情况下，登记任何随后的排减量或清除量的增加。秘书处将根据预期的排

减或清除量的增加的总量，从相关缔约方各自的配量中扣除等值的配量单位。扣除

数将具有公平合理性质，并由秘书处保留在一独立清算账户中。排减量或清除量的

增加在报告给秘书处并得到独立核实之后，将由秘书处在平等基础上与保留在清算

账户中的配量单位对换。如经核实的排减量或清除量的增加的提供量小于扣除总

量，缔约方可商定将其拍卖，所得收入用来支持第 4 四款中所述的活动；如经核实

的排减量或清除量的增加的提供量大于扣除总数，剩余部分可在缔约方商定后在相

关的灵活机制之下提供。  

9.1  在 2005 年直到第二个承诺期开始这一时期获得的额外的排减量或清除量

的增加，可用来协助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遵守其在第三条之下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量

化承诺。  

10.  估计《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的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

除量的方法，应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 2003 年《指南》中规定的方法，

或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为此通过的关于温室气体

清单的任何进一步指南规定的方法。  

                                                 
1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交的提案中，第 12条之二提案之下有两款的编号均为“8”。在征得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书面同意之后，为避免混淆，已将第二个第 8款改为第 9款，并已将原先的第 9、
10和 11款分别改为第 10、11和 12款。未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提案案文作任何其它改动，该案文
通过 2009年 6月 17日的普通照会分发给了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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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缔约方所商定的那样，“REDD+”机制可得到扩充，以便根据缔约方

会议核准的方式、规则和指南，包括其它排放密集型活动，如农村能源和粮食生

产等。  

12.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应当在下一届会议

之前，详细制定实施“REDD+”机制的方式、规则和指南。  

附  件  A 

替换农业部门：  

农业、林业和其它土地利用  

肠道发酵  

粪肥管理  

水稻种植  

农业土壤  

农作物残留物的田间燃烧  

生物质燃烧所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施用石灰  

施用尿素  

来自管理土壤的直接氧化亚氮排放  

来自管理土壤的间接氧化亚氮排放  

来自粪肥管理的间接氧化亚氮排放  

森林管理：  

林地仍为林地  

土地转为林地  

耕   地：  

耕地仍为耕地  

土地转为耕地  

草   场：  

草场仍为草场  

土地转为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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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   地：  

湿地仍为湿地  

土地转为湿地  

住   区：  

住区仍为住区  

土地转为住区  

其他土地：  

土地转为其他土地  

其   他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