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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三十四届会议 
2011年 6月 6日至 16日，波恩 
议程项目 4 
关于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有关的活动，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的作用，以及 
提高森林碳储量的方法学指导意见 

  关于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有关的活
动，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的作用，以及提高森林碳储量的

方法学指导意见 

  主席提议的结论草案 

1.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了对关于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
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有关的活动，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的作用，以及提高森

林碳储量的方法学指导意见的看法，同时考虑到第 1/CP.16 号决定附录二列出的
问题和相关问题。 

2.  在审议以上第 1 段提及的方法学问题时，缔约方确定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关
于就如何处理和遵守第 1/CP.16 号决定附录一提及的保障措施提供信息的系统的
指导意见，与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森林参考水平相关的模式，以及第 1/CP.16 号
决定附录二提及的衡量、报告、核实模式。 

3.  科技咨询机构决定继续审议以上第 1 段提及的方法学指导意见，同时考虑到
附件提及的要素，以便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完成工作，并且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七

届会议报告取得的进展，包括就这一事项提出的任何决定草案建议。 

4.  科技咨询机构请缔约方和经认可的观察员在 2011 年 9月 19 日之前向秘书处
提交对于以上第 1、第 2 第 3 段所列问题的意见。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将缔约
方提交的材料汇编成一份杂项文件，供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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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机构请秘书处根据补充资金的备有情况，就以上第 1、第 2 第 3 段提及的事
项组织技术专家会议，包括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之前组织一次会议。 

5.  科技咨询机构请主席继续探索便利与第 2/CP.13、4/CP.15 和 1/CP.16 号决定
有关的活动的协调的途径，并向科技咨询机构今后的届会报告情况。 

6.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关于 FCCC/SBSTA/2010/6 号文件第 40 段确定的
活动的落实的进展报告，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上设立了一个互动论坛。

1 科技咨询
机构鼓励所有缔约方及其相关专家、有关组织和利害关系方积极参与这一互动论

坛。 

7.  科技咨询机构鼓励缔约方为在第三十二届会议的结论中确定的其它活动2
，以

及在第 2/CP.13、4/CP.15 和 1/CP.16 号决定中确定的活动提供支持。科技咨询机
构还提醒缔约方、相关组织和利害关系方继续通过《气候公约》网站上的网络平

台交流关于这些活动的信息和经验。 

 

  

 1 <http://unfccc.int/methods_science/redd/items/4531.php>. 

 2 FCCC/SBSTA/2010/6, 第 40段。 



FCCC/SBSTA/2011/L.14 

GE.11-70430 3 

Annex 

[English only] 

General guidance for submissions and future work regarding: guidance 
on systems for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how safeguards referred to in 
appendix I to decision 1/CP.16 are addressed and respected; modalities 
relating to forest reference emission levels and forest reference levels; 
and modalities for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 as referred to in 
appendix II to decision 1/CP.16 

1. Guidance on  systems for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how safeguards are addressed 
and respected: 

 (a) Characteristics; 

 (b) Design; 

 (c)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d) Potential barriers, including  barriers, if any, to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addressing and respecting safeguards; 

 (e) Other relevant issues. 

2. Guidance for modalities relating to forest reference levels and forest reference 
emission levels: 

 (a) Scope and/or purpose; 

 (b)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elements listed in paragraph 1 of appendix I to 
decision 1/CP.16; 

 (c)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d) Process for communication; 

 (e) Other relevant issues. 

3. Guidance on  modalities for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 as referred to in 
appendix II to decision 1/CP.16: 

 (a)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elements listed  in paragraph 1 of appendix I to 
decision 1/CP.16; 

 (b) Elements;  

 (c) Process for reporting; 

 (d) Other relevant iss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