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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会议开幕 
(议程项目 1) 

1.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
至 25日在德国波恩海洋旅馆举行。 

2. 科技咨询机构主席 Richard Muyungi 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持会议开
幕，并欢迎所有缔约方和观察员。他还欢迎 Collin Beck先生(所罗门群岛)担任报
告员。 

 二. 组织事项 
(议程项目 2) 

 A. 通过议程 
(议程项目 2(a)) 

3. 在 5 月 14 日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了执行秘书的说明，其中载
有临时议程和说明(FCCC/SBSTA/2012/1)。 

4. 在同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通过了 FCCC/SBSTA/2012/1 号文件所载、分
项目 10(b)标题经过修订的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安排会议工作； 

(c)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d) 选举主席团替换成员。 

 3.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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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以及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6. 研究与系统观测。 

 7. 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8. 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款有关的事项。 

 9. 与农业有关的问题。 



FCCC/SBSTA/2012/2 

GE.12-61474 5 

 10. 《公约》之下的方法学问题： 

(a) 关于“《气候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指南”通用报告
格式的工作方案； 

(b) 关于修订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包括发达国家缔
约方国家清单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 

(c) 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国内支助的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进行国
内衡量、报告和核实的一般指南； 

(d) 国际空运和海运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 

(e) 用以计算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的通用指标； 

(f) 温室气体数据接口。 

 11.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方法学问题： 

(a) 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
动； 

(b) 将枯竭林地中再造林列为造林和再造林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
影响； 

(c)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之下以及清洁发展机制之
下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 

(d) 执行第 2/CMP.7 至第 5/CMP.7 号决定对先前通过的与《京都议定
书》有关、包括与《京都议定书》第五、第七和第八条有关的方

法学问题决定的影响。 

 12. 缓解气候变化所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 

 13.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14. 其它事项。 

 15. 会议报告。 

5. 在第 1次会议上，还有 10个缔约方代表做了发言，包括 1人以 77国集团和
中国的名义发言、1 人以伞状集团的名义发言、1 人以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名义发
言、1 人以非洲国家的名义发言、1 人以环境完整性小组的名义发言、1 人以欧
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名义发言、1 人以最不发达国家的名义发言、1 人以雨林国
家联盟的名义发言。还有人以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农民群体的名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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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安排会议工作 
(议程项目 2(b)) 

6.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主席在会上提请注意《气
候公约》网站上登出的拟议工作方案。经主席提议，科技咨询机构同意以该工作

方案为基础开展工作。 

 C.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2(c)) 

7. 科技咨询机构在 5月 25日举行的第 1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 

8. 在第 3次会议上，主席告知缔约方，各区域集团已就科技咨询机构副主席和
报告员的提名达成了一致，并提议选举被提名人。科技咨询机构选举代表东欧国

家的 Narcis Paulin Jeler先生(罗马尼亚)为副主席。Jeler先生任期一年。科技咨询
机构再次选举代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Collin Beck先生(所罗门群岛)为报告员。
Beck先生的第二个任期为一年。 

 D. 选举主席团替换成员 
(议程项目 2(d)) 

9. 当选的副主席和报告员所代表的缔约方既是《公约》缔约方也是《京都议定
书》缔约方。因此，无需选举主席团替换成员。 

 三.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 
(议程项目 3) 

 1. 议事情况 

10.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 次和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它收到了 FCCC/ 
SBSTA/2012/INF.1号文件。2个缔约方的代表发了言，其中 1人以欧洲联盟及其
成员国的名义发言。 

11.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主席将就这一问题与缔约方磋商，
并在第 3次会议上向科技咨询机构提出结论草案。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经机构
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1
。 

  

 1 作为 FCCC/SBSTA/2012/L.4 号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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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论 

12.  科技咨询机构欢迎第三十五届会议以来在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
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之下执行活动取得的进展情况报告。

2 

13.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在科技咨询机构主席指导下正在开展的工作，
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内罗毕工作方案的推介工作，鼓励秘书处继续这方面的努力。

科技咨询机构还注意到内罗毕工作方案的伙伴组织的投入和贡献。
3 

14.  科技咨询机构回顾第 6/CP.17号决定，其中缔约方会议要求科技咨询机构第
三十八届会议重新审议内罗毕工作方案的工作范围，就如何最大限度地支持实现

内罗毕工作方案的目标，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提出建议。这项工作将使本

组织更清楚地了解今后可能开展工作的领域，同时还可酌情加强《坎昆适应框

架》下开展的科学技术工作。
4 

15.  科技咨询机构还回顾第 6/CP.17号决定，其中缔约方会议请各缔约方和有关
组织在 2012年 9月 17日前向秘书处提出它们对内罗毕工作方案今后可能开展工
作领域的意见。

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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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养护和可持续管理的作用以及提高森林碳储存 
的方法学指导意见 
(议程项目 4) 

 1. 议事情况 

16.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 次和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它收到了 FCCC/ 
SBSTA/2012/MISC.1和 Add.1和 FCCC/SBSTA/2012/MISC.9号文件。3个缔约方
的代表发了言，其中 1人以刚果盆地各国的名义发言。6 

17.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Peter Graham 先生(加拿大)和
Victoria Tauli-Corpuz 女士(菲律宾)联合主持的联络小组内审议这个项目。在第 3
次会议上，Tauli-Corpuz 女士报告了联络小组的磋商情况。也是在第 3 次会议
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7 

  

 2 FCCC/SBSTA/2012/INF.1. 

 3 截至 2012 年 5 月 22 日，内罗毕工作方案的伙伴组织有 251 个。 

 4 第 6/CP.17 号决定第 1 段。 

 5 第 6/CP.17 号决定第 2 段。 

 6 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刚果、卢旺达

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7 作为 FCCC/SBSTA/2012/L.9/Rev.1 号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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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论 

18.  科技咨询机构在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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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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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注意到第 2/CP.13 号、第 4/CP.15 号、第 1/CP.16 号、第 2/CP.17 号和第
12/CP.17号决定。 

19.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缔约方就第 1/CP.16 号决定第 72 段和附录二指明的问
题提交的意见

8
，特别是关于如何处理毁林和森林退化的驱动因素的意见，以及

关于该决定第 71(c)段所指健全和透明的国家森林监测制度的意见。它还注意到
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提出的意见。

9 

20.  科技咨询机构以 FCCC/SBSTA/2011/5 号文件附件一所载案文草案为基础，
考虑到第 1/CP.16 号决定附录二所列问题和以上第 19 段所指缔约方提出的意
见，继续审议与第 1/CP.16 号决定第 71(c)段所指国家森林监测制度模式和第
1/CP.16号决定附录二(c)段所指衡量、报告与核实模式有关的方法学指导意见。 

21.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对第 1/CP.16 号决定第 71(c)段所指国家森林监测制度
模式和第 1/CP.16 号决定附录二(c)段所指衡量、报告与核实模式，继续开展有关
方法学指导意见的工作，此项工作将以载有可供就这些事项拟出一项决定草案的

各要素的附件一为基础，争取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完成此项工作，并为关于这些

事项的一项决定草案拟出建议，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并通过。 

22.  科技咨询机构开始审议与毁林和森林退化的驱动因素有关的事项，为此考
虑到第 1/CP.16号决定第 72段和附录二(a)段，以及以上第 19段所指缔约方和被
接纳的观察员组织的意见。它商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就第 1/CP.16 号决定
第 72 段和附录二所列问题开展工作，特别是如何处理毁林和森林退化的驱动因
素，包括审议发展中国家全国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23.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缔约方会议在第 12/CP.17 号决定第 5 段和第 6 段中
请本机构审议关于如何处理和遵守第 1/CP.16 号决定附录一中所指各项保障措施
的信息概要提交的时间和频度，并审议是否需要提出进一步指导意见，以确保信

息概要的提交透明、一致、全面和有效。它商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

一请求，争取在第三十九届会议结束对该事项的审议。 

24.  科技咨询机构忆及第 12/CP.17号决定第 15段，商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就
编制拟议的森林排放参考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技术评估指导意见开展工作，
以便向缔约方第十八届和第十九届会议报告取得的进展，包括任何有关该事项的

决定草案的建议。 

  

 8 FCCC/SBSTA/2012/MISC.1 和 Add.1。 

 9 政府间组织提交的材料载于 http://unfccc.int/3714。非政府组织提交的材料载于 http://unfccc.int/ 
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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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科技咨询机构认识到，在《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的
工作取得结果之前，可能需要就方法学指导意见开展进一步工作。 

26.  科技咨询机构认识到，准备开展第 1/CP.16 号决定第 70 段所述各项活动的
缔约方可以考虑有关国家的适应需要。 

 五.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以及技术执行委员会报告 
(议程项目 5) 

 1. 议事情况 

27.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 次和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它收到了 FCCC/ 
SB/2012/1号文件。 

28.  在第 1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Carlos Fuller先生(伯利兹)和 Zitouni 
Ould-Dada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联合主持的一个联合联络小组内
连同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议程项目 12(a)一起审议这个项目。在第 3 次会议
上，Fuller 先生报告了磋商情况。也是在第 3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
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10 

 2. 结论 

29.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欢迎关于联系模式和技术执行委员会 2012-2013年
滚动工作计划的报告。

11 

30.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也欢迎以上第 29 段所述报告附件一所载的技术执
行委员会 2012-2013 年滚动工作计划，鼓励技术执行委员会推进执行这份计划。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鼓励技术执行委员会优先开展这份计划中列出的短期活

动，并欢迎在下次会议上举办专题对话，包括关于技术开发和转让的扶持环境和

阻碍因素的对话。 

31.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注意到，为确定工作优先顺序，技术执行委员会
的工作计划是围绕下述三个领域展开的：2011 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会议授权开展的活动；将于 2012年开始的短期活动；将于 2013年开始的中
期活动。 

32.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也注意到技术执行委员会关于其与《公约》之下
和《公约》之外的其他相关体制安排联系模式的初步考虑，第 1/CP.16 号决定第
125 段中提出这个问题，技术执行委员会应第 4/CP.17 号决定的要求拟订了联系
模式。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鉴于一些体制安排正按照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

议上作出的决定而付诸实现，按照第 3/CP.17 号决定第 17 段中的要求，一些体
  

 10 作为 FCCC/SBSTA/2012/L.12 号文件通过。 

 11 FCCC/SB/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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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安排要与技术执行委员会合作，而且还要求一些体制安排建立一些机制，以吸

收适当的专家建议和技术建议，包括酌情吸收来自《公约》下设立的相关专题机

构的建议，因此两机构进一步指出，这种联系的性质有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33.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请技术执行委员会进一步详细拟订和调整其对于
以上第 29 段所述报告附件二中列出的与《公约》之下和《公约》之外的体制安
排联系模式的初步考虑。 

34.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注意到，在相关体制安排开始运作后，技术执行
委员会将与其协商，征求它们对所提议的联系模式的意见并争取相互达成一致。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还注意到，技术执行委员会将通过两附属机构在 2012
年的活动和业绩报告中汇报与这些相关体制安排协商联系模式的结果，供缔约方

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 

35.  科技咨询机构回顾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的结论12
，其中要求秘书处与感兴趣的

缔约方协作，视资源具备情况于 2012 年举办关于技术需要评估的研讨会，并注
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秘书处协作，计划于 2012 年下半年举办一次关于技
术需要评估的研讨会。科技咨询机构要求秘书处报告此次研讨会的结果，并向科

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提供这份报告供其审议。 

 六. 研究与系统观测 
(议程项目 6) 

 1. 议事情况 

36.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 次和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它收到了 FCCC/ 
SBSTA/2012/MISC.2和 Add.1和 2, FCCC/SBSTA/2012/MISC.3和 FCCC/SBSTA/ 
2012/MISC.4 号文件。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气候观测系
统)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的代表发了言。 

37.  在第 1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通过 Stefan Roesne先生(德国)和 David 
Lesolle 先生(博茨瓦纳)联合召集的非正式磋商审议这个项目。此外，于 5 月 19
日举行了一次研究对话。

13 在第 3 次会议上，Lesolle 先生报告了磋商情况。也
是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14 

 2. 结论 

38.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在本议程项目下缔约方的意见和拟订结论草案方面取
得的进展。 

  

 12 FCCC/SBSTA/2011/5，第 31 段。 

 13 关于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研究对话的更多信息，见<http://unfccc.int/6896.php>。 

 
14
 作为 FCCC/SBSTA/2012/L.17 号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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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根据附件二所载的案文草案审
议本议程项目。 

 七. 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议程项目 7) 

 1. 议事情况 

40.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41.  在第 3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科技咨询机构主席 Muyungi 先生和
履行机构主席 Tomasz Chruszczow先生(波兰)联合主持的一个履行机构/科技咨询
机构联合论坛内连同履行机构议程项目 11 一起审议这个项目。科技咨询机构本
届会议还商定，本项目结合议程项目 8审议。 

42.  在第 3 次会议上，Muyungi 先生报告了论坛的情况。也是在第 3 次会议
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15 

 2. 结论 

43.  科技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欢迎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第一次会
议根据第 8/CP.17号决定展开的讨论以及就工作方案实施模式开展的工作。 

44.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商定在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两位主席的指导
下实施附件三所载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工作方案。 

45.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请秘书处在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两位主席的
指导下支持实施该工作方案。 

46.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请相关组织及其他利害关系方参与附件三所载工
作方案的活动。 

 八. 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款有关的问题 
(议程项目 8) 

  议事情况 

47.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次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1个缔约方的代表
做了发言。 

48.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本届会议上，在履行机构/科技咨
询机构联合论坛上，连同履行机构议程项目 11一起审议这个项目。 

  

 15 作为 FCCC/SBSTA/2012/L.18-FCCC/SBI/2012/L.25 号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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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在同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还商定，科技咨询机构主席 Muyungi 先生和
履行机构主席 Chruszczow 先生就下届会议如何处理本项目与感兴趣的缔约方磋
商。 

50.  在第 3 次会议上，Muyungi 先生报告了论坛的情况，并报告说科技咨询机
构审议并通过了以上第 43-46 段所述结论。在同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就如何处理本项目进行磋商。 

 九. 与农业有关的问题 
(议程项目 9) 

 1. 议事情况 

51.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 和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科技咨询机构收到
了 FCCC/SBSTA/2012/MISC.6 和 Add.1-3 号文件。2 个缔约方的代表发了言，其
中 1人代表最不发达国家发言。 

52.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科技咨询机构主席主持的一个联络
小组内审议本项目。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主席报告了联络小组的磋商
情况。也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16 

 2. 结论 

53.  科技咨询机构根据第 2/CP.17 号决定第 75 段，启动了与农业有关的问题的
意见交流，并商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 

 十. 《公约》之下的方法学问题 
 (议程项目 10) 

 A. 关于“《气候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指南”通用报告 
格式的工作方案 
(议程项目 10(a)) 

 1. 议事情况 

54.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 

55.  在第 1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Helen Plume 女士(新西兰)和刘强
先生(中国)主持的一个联络小组内审议这个分项目。在第 3 次会议上，Plume 女

  

 16 作为 FCCC/SBSTA/2012/L.19 号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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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报告了联络小组的磋商情况。也是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
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17 

 2. 结论 

56.  科技咨询机构根据第 2/CP.17号决定附件一所载“《气候公约》发达国家缔
约方两年期报告指南”(下称“报告指南”)，发起审议关于电子信息报告通用表
格格式的工作方案(下称“通用表格格式”)，以期《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
会议通过该格式。 

57.  科技咨询机构还承认，根据第 2/CP.17号决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结合本国
情况，利用报告指南编制第一轮两年期报告，并应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前向秘书
处提交第一轮两年期报告。 

58.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通用表格格式内将包括报告指南第 2、5、6、9、10、
11、17、18、22 和 23 段所列示的信息表格。它还可以内含报告指南第 13、19
和 24等等段落所列示的信息表格。 

59.  科技咨询机构还商定，第 2/CP.17号决定授权的通用表格格式工作方案内应
列入缔约方提交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汇编成一个杂项文件；还应列入关于这些

意见的综合报告，主办一次研讨会和编写一份研讨会报告。 

60.  科技咨询机构请缔约方根据报告指南在 2012 年 8 月 13 日前提交关于上文
第 58段所述通用表格格式的意见。 

61.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将缔约方提出的意见汇编成一份杂项文件，并编写
一份关于缔约方提交的意见的综合报告，以此作为对下文第 62 段所述研讨会的
投入。 

62.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 2012 年 10 月主办一次关于通用表格格式的研讨
会，并编写一份研讨会的报告，供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63.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第三十七届会议参照上文第 60 段所述缔约方提交的意
见、上文第 61段所述的意见综合报告和上文第 62段所述的研讨会报告，继续审
议通用表格格式。 

64.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提供的关于对执行上文第 61 和 62 段所要求的
活动所涉概算问题。 

65.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采取这些结论中要求的行
动。 

  

 17 作为 FCCC/SBSTA/2012/L.11 号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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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关于修订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包括发达国家缔约方
国家清单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 
(议程项目 10(b)) 

 1. 议事情况 

66.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 

67.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Plume 女士和刘强先生联合主持
的一个联络小组内审议这个分项目。在第 3 次会议上，Plume 女士报告了联络小
组的磋商情况。也是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
论。

18 

 2. 结论 

68.  科技咨询机构着手审议关于修订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包
括发达国家缔约方国家清单审评指南(下称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以期在缔约方
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前完成这项工作。 

69.  科技咨询机构确认，按照第 2/CP.17号决定，发达国家缔约方的两年期报告
应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到期，第一轮国际评估和审评应在第一轮两年期报告提交
两月后开始。 

70.  科技咨询机构还确认，要求《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在
2014年 1月 1日以前提交第六次国家信息通报，并要在 2015年的年度提交材料
中使用经修订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第一部

分：《气候公约》年度清单报告指南”
19
。 

71.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修订这些审评指南时，缔约方应考虑到在《公约》
之下报告和审评工作的经验，并考虑到有必要采取一个成本效益高、效率高和务

实，同时不对缔约方或秘书处产生过度负担的一个审评进程。 

72.  科技咨询机构要求秘书处编写一份技术文件，综述目前在《公约》之下的
审评进程以及秘书处在协调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和年度温室气体清单审评

方面的经验，供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73.  科技咨询机构请缔约方参照目前审评进程取得的经验，在 2012 年 9 月 15
日前提交对以上第 68 段所述工作方案内容、所提议活动的时间安排，以及对关
于修订审评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和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包括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主要内容的意见。 

  

 18 作为 FCCC/SBSTA/2012/L.13 号文件通过。 

 19 FCCC/SBSTA/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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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各缔约方提交意见的综合文件，为科
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讨论提供资料。 

75.  鉴于缔约方会议需要在第十九届会议上完成工作，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第
三十七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关于修订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包括举办技术研讨

会。 

76.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提供的采取第 72 和第 74 段中所要求的行动所
涉概算问题。 

77.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采取这些结论中要求的行
动。 

 C. 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国内支助的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进行国内 
衡量、报告和核实的一般指南 
(议程项目 10(c)) 

 1. 议事情况 

78.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 

79.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Plume 女士和刘强先生联合主持
的一个联络小组内审议这个分项目。在第 3次会议上，刘强先生报告了联络小组
的磋商情况。也是在第 3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
论。

20 

 2. 结论 

80.  科技咨询机构依照第 2/CP.17 号决定第 37 段启动制订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国内支助的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进行国内衡量、报告和核实的一般指南(下称
“指南”)的审议工作。 

81.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继续就指南开展互动意见交流，以期在第三十七届会议
上商定下一步工作。 

 D. 国际空运和海运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 
(议程项目 10(d)) 

 1. 议事情况 

82.  科技咨询机构在 5月 14日第 2次会议以及在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
目。它收到了 FCCC/SBSTA/2012/MISC.7 号文件。10 个缔约方的代表做了发

  

 20 作为 FCCC/SBSTA/2012/L.15 号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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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中 1 位以非洲国家的名义发言、1 位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名义发言。
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的代表也做了发言。 

83.  在第 2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同意主席就这一问题与缔约方磋商，并向
科技咨询机构第 3次会议提出结论草案。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
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21 

 2. 结论 

84.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
织)秘书处提供的关于其正在处理国际空运和海运所用燃料的排放问题的工作及
其进展情况，

22 并注意到各缔约方对此信息表达的意见。 

85.  科技咨询机构请民航组织和海事组织秘书处在未来的科技咨询机构会议上
继续报告这一问题的相关工作。 

 E. 用以计算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的通用指标 
(议程项目 10(e)) 

 1. 议事情况 

86.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 和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它收到了 FCCC/ 
SBSTA/2012/INF.2号文件。1个缔约方的代表发了言。 

87.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委员会咨询机构商定在 Michael Gytarsky 先生(俄罗
斯联邦)主持的非正式磋商中审议这个分项目。在第 3 次会议上，Gytarsky 先生
报告了这些磋商的情况。也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
出的结论。

23 

 2. 结论 

88.  科技咨询机构继续审议《公约》之下的方法学问题：用以计算温室气体人
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的二氧化碳当量的通用指标(下称“通用指标”)。 

89.  科技咨询机构欢迎通用指标问题研讨会的报告，24 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不确
定性、新领域和改进领域或指标、政策目标，以及政策框架与指标之间的关系等

问题。研讨会是秘书处根据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要求
25
，于 2012年 4

月 3日和 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 

  

 21 作为 FCCC/SBSTA/2012/L.14 号文件通过。 

 22 FCCC/SBSTA/2012/MISC.7。 

 23 作为 FCCC/SBSTA/2012/L.5 号文件通过。 

 24 FCCC/SBSTA/2012/INF.2。 

 25 FCCC/SBSTA/2011/2，第 10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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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科技咨询机构承认研讨会及其报告的重要性。科技咨询机构感谢气专委第
一工作组和第三工作组的代表提供了有关这两个工作组目前有关通用指标工作的

资料，感谢科学界人士提供了有关通用指标的最新科学知识和相关资料。 

91.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气专委在第五次评估报告的工作中，正在对通用指标
进行评估，科技咨询机构承认通用指标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性。 

92.  科技咨询机构请气专委将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有关通用指标的结论提交科技
咨询机构第四十届会议，并请秘书处为此组织一次特别活动。 

93.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第四十届会议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 

94.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根据资金情况采取这些结论中要求的行动。  

 F. 温室气体数据接口 
(议程项目 10(f)) 

 1. 议事情况 

95.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 

96.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委员会咨询机构同意主席就这一问题与缔约方磋
商，并向科技咨询机构第 3次会议提出结论草案。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
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26 

 2. 结论 

97.  科技咨询机构欢迎秘书处在温室气体数据接口方面的进一步改进，特别是
提供计算用户自定义指标的功能，以及纳入汇编和核算数据库中的信息。 

98.  科技咨询机构关切地指出，由于缺乏资源，秘书处仍未执行该机构第三十
四届会议的请求，

27 即在数据接口模块中除了以二氧化碳当量形式，还酌情以
物理单位形式列出数据，而且重申了这一请求。 

99.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与进一步开发接口有关的事
宜，以便适应与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自 2015 年起即将在年度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中
采用经修订的报告指南

28 有关的变化，前提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
议就经修订的指南做出一项最后决定。 

100.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采取本结论中要求的行动。 

  

 26 作为 FCCC/SBSTA/2012/L.7 号文件通过。 

 27 FCCC/SBSTA/2011/2, 第 84 段。 

 28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第一部分：《气候公约》年度温室气

体清单报告指南”(第 15/CP.17 号决定，附件一)。 



FCCC/SBSTA/2012/2 

18 GE.12-61474 

 十一.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方法学问题 
 (议程项目 11) 

 A. 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列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 
(议程项目 11(a)) 

 1. 议事情况 

101.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 次和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它收到了
FCCC/SBSTA/2012/MISC.8和 Add.1和 2号文件。 

102.  在第 3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Peer Stiansen 先生(挪威)和 Abias 
Moma Huongo先生(安哥拉)联合主持的非正式磋商中审议这一分项目。在第 3次
会议上，Stiansen 先生报告了磋商情况。也是在第 3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
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29 

 2. 结论 

103.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各缔约方30 和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就第 10/CMP.7 号
决定第 4段提及的以下问题提交的意见，以及各缔约方在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就
这些问题发表的意见： 

(a) 将二氧化碳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或地质储存场点位于一个以上
国家的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是否具备这类项目活动的资格； 

(b) 除了第 10/CMP.7 号决定附件第 21 段(b)分段所指的储备外，另为二氧
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设立核证的排减量(CER)单位全球储备。 

104.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事项。 

105.  科技咨询机构请各缔约方、政府间组织和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在 2012年 8
月 13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关于以上第 103 段提及的问题的意见，并请秘书处将
提交的资料汇编为一份杂项文件。 

106.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就以上第 103(a)段提及的问题编写一份技术文件，
供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除其他外，该文件应参考《2006 年气专委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编制指南》、《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1996 年议定
书》(称为《伦敦议定书》)、气专委“关于碳捕获和储存的特别报告”、科学研
究、以上第 103 段和第 105 段提及的资料，以及第 10/CMP.7 号决定附件，还应
处理以下问题： 

  

 29 作为 FCCC/SBSTA/2012/L.8 号文件通过。 

 30 FCCC/SBSTA/2012/MISC.8 及 Add.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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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将二氧化碳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或地质储存场点位于一个以
上国家的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相关的国际法律和框架； 

(b) 跨界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的可能备选办法，以及随之产生的
义务，包括以下方面： 

(一) 第 10/CMP.7号决定附件第 1(j)段中界定的赔偿责任的划分； 

(二) 分担处理储存净逆转义务的备选办法； 

(三) 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应对这些影响的补救措施； 

(四) 跨界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背景下的监测要求； 

(c) 主办缔约方之间可能发生的、包括涉及赔偿责任的任何争端可能的解
决机制。 

107.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提供的有关编写以上第 106 段提及的技术文件
所涉概算问题。 

108.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开展本结论中要求的行动。 

 B. 将枯竭林地中再造林列为造林和再造林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影响 
(议程项目 11(b)) 

 1. 议事情况 

109.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1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它收到了 FCCC/ 
SBSTA/2012/MISC.10号文件。1个缔约方的代表发了言。 

110.  在第 1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Eduardo Sanhueza 先生(智利)主持
的非正式磋商中审议这个分项目。在第 3次会议上，Sanhueza先生报告了磋商情
况。也是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31 

 2. 结论 

111.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 FCCC/SBSTA/2012/MISC.10号文件所载概要报告。 

112.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 

  

 31 作为 FCCC/SBSTA/2012/L.10 号文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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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之下以及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的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 
(议程项目 11(c)) 

 1. 议事情况 

113.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2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 

114.  在第 2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Peter Iversen先生(丹麦)和 Marcelo 
Rocha 先生(巴西)联合主持的一个联络小组中审议这个分项目。在第 3 次会议
上，Rocha 先生报告了联络小组的磋商情况。也是在第 3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
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32 

 2. 结论 

115.  科技咨询机构已开始审议第 2/CMP.7 号决定第 5、6、7 和 10 段所指与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有关的问题，争取向《议定书》/《公约》缔约
方会议第八届会议报告所取得的进展。 

116.  科技咨询机构已开始审议与按照第 2/CMP.7号决定第 7段处理清洁发展机
制之下与非永久性有关的风险的替代方针的模式和程序有关的问题，并请缔约方

和获得接纳的观察员组织在 2012年 9月 10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关于这些问题的
意见，以便秘书处汇编成一份杂项文件，供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117.  科技咨询机构已开始审议与按照第 2/CMP.7号决定第 6段在清洁发展机制
之下可能增加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模式和程序有关的问

题，并请缔约方和获得接纳的观察员组织在 2012年 9月 10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
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以便秘书处汇编成一份杂项文件，供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

七届会议审议。 

118.  科技咨询机构已开始审议与第 2/CMP.7号决定第 5段所指包括通过一种更
具包容性的基于活动的方针或一种基于土地的方针在内的途径更全面核算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有关的问题，并请缔约方和

获得接纳的观察员组织在 2012年 9月 17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关于这些问题的意
见，以便秘书处汇编成一份杂项文件，供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32 作为 FCCC/SBSTA/2012/L.3 号文件通过。 



FCCC/SBSTA/2012/2 

GE.12-61474 21 

 D. 执行第 2/CMP.7 至第 5/CMP.7 号决定对先前通过的与《京都议定书》
有关、包括与《京都议定书》第五、第七和第八条有关的方法学问题 
决定的影响 
(议程项目 11(d)) 

 1. 议事情况 

119.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2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分项目。 

120.  在第 2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 Nagmeldin Elhassan 先生(苏丹)和
Anke Herold 女士(德国)联合主持的一个联络小组中审议这个分项目。在第 3 次
会议上，Herold女士报告了联络小组的磋商情况。也是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
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33  

 2. 结论 

121.  应《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请求，34 科技咨询机构着手评估和
处理执行第 2/CMP.7 至第 5/CMP.7 号决定对《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先
前通过的与《京都议定书》有关、包括与《京都议定书》第五、第七和第八条有

关的方法学问题决定的影响。 

122.  科技咨询机构承认本议程分项目下的技术工作对于执行《京都议定书》第
二个承诺期十分重要。它注意到初步评估表明，关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方法

学问题的几项决定有大量工作要做，对此应设法加以处理。 

123.  为促进本议程分项目 2012年进一步取得进展，科技咨询机构： 

(a) 请秘书处以其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发言和同届会议缔约
方的讨论为基础，编制一份技术文件，其中全面说明第 2/CMP.7 至第 5/CMP.7
号决定对《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先前通过的与《京都议定书》有关、
包括与《京都议定书》第五、第七和第八条有关的方法学问题决定的影响，并指

明与第二个承诺期执行这些决定有关的技术问题。技术文件应包括处理相关方法

学问题决定的备选方案，并在说明中解释建议备选方案的理由和建议备选方案与

第 2/CMP.7 至第 5/CMP.7 号决定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指出方法学问题决定中需
要缔约方提供进一步指导意见的段落。应酌情将查明的影响归纳为几大类别，以

便确保各项决定采用一致的方针。秘书处还可以处理第一个承诺期查明的《议定

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先前通过的方法学问题决定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
题。技术文件将为以下第 123(d)段所指技术研讨会与会者的讨论提供基础。它还
将提交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供缔约方审议。技术文件应于 2012 年 9 月
1日前公布； 

  

 33 作为 FCCC/SBSTA/2012/L.16 号决定通过。 

 34 第 1/CMP.7 号决定，第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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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缔约方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前向秘书处提交关于执行第 2/CMP.7 至
第 5/CMP.7 号决定对先前通过的与《京都议定书》有关、包括与《京都议定
书》第五、第七和第八条有关的方法学问题决定的影响的意见以及关于应如何处

理这些影响的意见； 

(c) 请秘书处在以下第 123(d)段所指技术研讨会之前在《气候公约》网站公
布提交的意见，并将其汇编为一份杂项文件； 

(d) 还请秘书处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前组织举行一场技术研讨
会，以期促进会议对本议程分项目的审议，讨论以上第 123(a)段所指技术文件并
审议以上第 123(b)段所指缔约方的意见。它请秘书处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
会议前编制一份研讨会报告。 

124.  科技咨询机构同意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本议程分项目，为此要考
虑到以上第 123(a)段所指技术文件、以上第 123(b)段所指缔约方提交的意见和以
上第 123(d)段所指研讨会报告，以便拟出决定草案，供《议定书》/《公约》缔
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审议并通过。它还同意酌情为本议程分项目进一步拟定

2013 年执行的要素，以便进一步拟出决定草案，供《议定书》/《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九届会议审议并通过。 

125.  科技咨询机构赞赏地注意到气专委应第 2/CMP.7 号决定的邀请于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4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规划会议，规划气专委以《土地利用、土地
利用的变化和林业良好做法指导意见》第 4章等为基础，审查并视需要更新用于
估计《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款和第 4款之下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
业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的补充方法的工作。 

126.  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了第 2/CMP.7号决定关于气专委完成以上第 125段所指
工作及随后由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以期就此事项向《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十届会议转交一项决定的时间表。它关切地注意到，按照该时间表将无法及

时通过方法学指导意见，以便在 2015年 4月 15日第二个承诺期第一年清单提交
的截止日期前提交清单。因此，科技咨询机构请气专委考虑是否可能于 2013 年
10 月前在更正的时限内完成方法学指导意见的工作，以便《议定书》/《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能够就这一事项通过一份决定。 

127.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具备资金的情况下，采取以上第 123(d)段要求的
行动。 

 十二. 缓解气候变化所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 
(议程项目 12) 

 1. 议事情况 

128.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2和第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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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在第 2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由主席编写结论草案并提交科技咨询
机构第 3 次会议。在第 3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
论。

35 

 2. 结论 

130.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商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审议缓解气候变化
所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为此要考虑到所具备的有关缓解的最佳科学信

息，尤其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信息，以及《公约》之下的其他机构在

相关事项上正在开展的工作。 

 十三.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议程项目 13) 

 1. 议事情况 

131.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 2 和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它收到了 FCCC/ 
SBSTA/2012/INF.3 号文件。气专委、《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荒漠化公约》)的代表发了言。 

132.  在第 2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同意由主席就这一问题与缔约方磋商，并
向科技咨询机构第 3次会议提出结论草案。在第 3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
并通过了主席提出的结论。

36 

 2. 结论 

133.  科技咨询机构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编写的关于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开展的有
关活动的资料文件

37
，并注意到其中所提供的信息。 

134.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气专委代表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荒漠
化公约》秘书处代表的发言，他们在发言中谈到所属机构按照缔约方的需要和决

定，考虑到相互的联系和协同作用，在各自专门领域为推进执行应对气候变化而

开展的活动和作出的努力。 

135.  科技咨询机构重申秘书处酌情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特别是与联合国各实体
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集中采取支持有效执行《公约》的行动的重要性。 

136.  科技咨询机构确认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所拥有的、与《气候公约》
进程有关的资源和专知，并鼓励秘书处酌情寻求有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这些组

织建立伙伴关系，共同争取有效执行《公约》。 

  

 35 作为 FCCC/SBSTA/2012/L.2 号文件通过。 

 36 作为 FCCC/SBSTA/2012/L.6 号文件通过。 

 37 FCCC/SBSTA/2012/IN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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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14) 

137.  未提出任何其他事项。 

 十五. 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 15) 

138.  在第 3 次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并通过了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草稿。38

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科技咨询机构授权报告员在秘书处的协助和主席的

指导下完成本届会议报告。 

 十六. 会议闭幕 

139.  在第 3 次会议上，执行秘书向科技咨询机构说明了对会上通过的各项结论
所涉行政和预算问题的初步评估。这个说明是根据第 16/CP.9 号决定第 20 段的
要求作出的，其中请执行秘书在决定

39 所涉行政和预算需要无法从核心预算的
现有资金中满足的情况下，就这一问题作出说明。 

140.  执行秘书告知缔约方，会议谈判引起的的许多活动需要秘书处开展额外的
工作，因此，秘书处明年在 2012-2013 年核心预算之外需要额外的资源。初步估
计需要额外提供 340,000欧元，以支付下列活动的费用： 

 (a) 在议程项目 7“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项下
(也在履行机构议程项目 11 项下)，要求秘书处安排会期研讨会和一次专家会
议。这些活动的费用估计为 45,000欧元； 

 (b) 在议程项目 10(a)“关于‘《气候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指
南’通用报告格式的工作方案”项下，要求秘书处安排一次研讨会并编写一份综

合报告。估计费用为 130,000欧元； 

 (c) 在议程项目 10(f)“温室气体数据接口”项下，要求秘书处更新数据接
口。费用估计为 30,000欧元； 

 (d) 在议程项目 11(d)“执行第 2/CMP.7 至第 5/CMP.7号决定对先前通过的
与《京都议定书》有关、包括与《京都议定书》第五、第七和第八条有关的方法

学问题决定的影响”项下，要求秘书处安排一次技术研讨会。费用估计为

135,000欧元。 

  

 38 作为 FCCC/SBSTA/2012/L.1 号文件通过。 

 39 虽然第 16/CP.9 号决定指的是“决定”，但它也涉及附属机构的各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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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在同次会议上，11 个缔约方作了闭幕发言，包括一些代表分别以 77 国集
团和中国、伞状集团、小岛屿国家联盟、非洲国家、环境完整性小组、欧洲联盟

及其成员国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名义的发言。 

142.  还以工商界非政府组织、青年非政府组织和土著人民组织的名义做了发
言。 

143.  在会议闭幕前，主席感谢各位代表、各联络小组主席和非正式磋商召集人
所作的贡献。他还感谢秘书处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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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nglish only] 

Elements for a possible draft decision on modalities for 
national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s and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 

 Recalling decisions 2/CP.13, 4/CP.15, 1/CP.16, 2/CP.17 and 12/CP.17, 

 [Modalities for national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s 

1.  Decid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s for th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with, if 
appropriate, subnational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as an interim measure, [shall]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guidance provided in decision 4/CP.15 and be guided by the most 
recent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guidance and guidelines, as adopted or 
encourag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s appropriate, as a basis for estimating 
anthropogenic forest-relat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 
forest carbon stocks, and forest carbon stock and forest-area changes; 

2.  Also decides that robust national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s should provide data and 
information that are transparent, consistent over time, complete1  [and have undergone 
quality assurance and quality control];  

3.  [Affirms robust and transparent national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 contributes to 
strengthen forest governance including law enforcement and to further consider counter 
measures to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and to promot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further on,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including deploying multiple functions of forest;] 

4.  Also decides [,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vision of adequate and predictable 
support, including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national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s[, with, if appropriate, subnational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as an interim measure a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1 [(b) and] (c), and in decision 4/CP.15, paragraph 1(d)] should: 

 (a) Build upon existing systems, as appropriate; 

 (b) Provide information on all forest [areas] [land] in the country; 

 (c) Enable the [assessment][identification] of changes incurred in natural forests;  

 (d) Be flexible and allow for improvement; 

(e) Reflect, as appropriate, the phased-approach a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s 73 and 74; 

 (f) Identify potential sources of uncertainties to the extent possible; 

  

 1 Complete here means the provision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that allows the technical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est reference emission levels and/or forest referenc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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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so acknowledges that national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s may provide[, as 
appropriate,] relevant [data and] information for [national] systems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on how safeguards are addressed and respected;] 

6.  [Decides that under the joint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pproach for the integral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s a comprehensive and holistic monitoring system shall be 
developed considering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forests in climate change;]] 

 [Modalities for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  

 [Reaffirms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3, results-based 
actions should be fully measured, reported and verified;]  

 [Agrees that the actions which preserve and enhance the multiple benefits of forests, 
are also those that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ility and permanence of emission reductions;] 

1.  Decides that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 anthropogenic forest-related 
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 and, as necessary], forest carbon stocks, and 
forest carbon stock and forest-area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and paragraph 71(b)],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most recent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guidelines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provided in decision 4/CP.15, and any guidance on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of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by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as agre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ny future relevant decis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2.  [Decides that adequate and predictable support, including financial,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will be provid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sistent with decision 
1/CP.16;]  

3.  Decides that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aiming to undertake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 taking into account paragraph 71 (b)], should 
provide data and information on anthropogenic forest-related 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 and, as necessary,] forest carbon stocks, and forest carbon stock and 
forest-area changes that are transparent, complete2, consistent with the established forest 
reference emission level[s]/forest reference level[s] and over time, [and] accurat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and comparable];  

4.  [Agrees that [, subject to adequate and predictable financial support in all phases] a 
stepwise approach to [acquire more and/or]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 may be 
useful, enabling countries to incorporate] better data for the relevant pools and /or gases and 
to improve methodologies [may be useful], [and where appropriate, incorporate additional 
pools and gases,] as appropriate, recognizing that conservative3 [treatment of] estimates for 
some of these pools may be necessary to account for financial, technical, and/or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 while maintaining consistency with the established forest 
reference emission level[s]/forest reference level[s]; [noting the importance of adequate and 
predictable support as referenced by decision 1 /CP .16, paragraph 71;]]; 

5.  Further decides that, consistent with Decisions 1/CP.16 and with Annex III to 
Decision 2/CP.17,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 above should be 
provided through biennial update report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dditional flexibility 
given to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2 [footnote to be elaborated] 

 3 [placeholder for a 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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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urther decides that, on a temporary basi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and 
analysis process is fully operational, Parties providing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 above may, on a voluntary basis, request that this information be technically 
assessed;]  

7.  [Requests the secretariat,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the 
requests made by Parties in relation to paragraph 6 above by mandating technical experts to 
undertake a technical assess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s related to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paragraph 71(b)], and to prepare a report on 
this assessment;]  

8.  [Further decides that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support provided 
by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to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for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xx above]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a UNFCCC team of 
technical experts equitably balanced between member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upported by the secretariat in consultation with relevant national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countries national circumstances, capacity and capabilities;]  

9.  [[Decides] [Encourages] that [developed country] Parti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o] the Convention should establish and support, technologically, 
technically and financially, programs for specific capacity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implementing activities a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taking into account paragraph 71(b)], with the aim to:  

 (a) Develop robust and transparent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s;  

 (b) [Fulfill the required forest [sector] reporting requirements withi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biennial update reports;]  

 (c) [Support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and analysis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biennial update reports;]]  

10. [[In addition,[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articles of the Convention,] the] 
[Encourages] [developed country] Parties [,in a position to do so] [should] [to] [establish] 
[[and/or] facilitate] [a free] access [to] [resource for] the [most accurate] [necessary] 
existing and future satellite imaging data available globally, given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national forest monitoring system may improve depending on the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received in order to build the required national capacity to access and process 
available satellite information and data;]  

11. [Also decides that the [reported] reduced emissions [from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s] [or increased removals [or stabilized forest carbon stocks]] [from results-based 
actions] in the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 .16, paragraph 70 [taking into account 
paragraph 71(b), [will] [may] be [subject to] [a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verification 
process, carried out by an independent] [third party] [[team of expert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FCCC],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and analysis process] in accordance with 
[further guidelines to be developed under the Convention;] [any guidance on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of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by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as agre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12. [Agrees that, consistent with the forest reference emission level[s]/forest reference 
level[s], measurement should be done in terms of CO2eq [and the other co-benefits, 
including local community, livelihood,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o the same pools and gases, and activities listed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which 
have been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reference emission level[s] or forest referenc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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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nvites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to elaborate methods and 
provide good practice guidance on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 anthropogenic forest-
related 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 forest carbon stocks, and forest carbon 
stock and forest-area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paragraph 71(b)], to be 
submitted for consideration and possible adoption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a 
future session;]  

14. [Requests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to continue 
its consideration of modalities for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of results-based 
actions [which preserve and enhance the multiple benefits of forests including adapt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iodiversity and secure livelihoods]] [verifying anthropogenic forest-
related 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 forest carbon stocks, and forest carbon 
stock and forest-area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70] [73] [taking into account paragraph 71(b)], with the 
aim of completing its work on this matter at its [thirty-seventh] [thirty-ninth] session and 
reporting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eighteenth][nineteenth] session on progress 
made, including any recommendation for a draft decision on this matter; ] 

15. [Also encourages Parties to develop a system for 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ying 
under the joint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pproach for the integral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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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nglish only] 

  Draft text on research and systematic observation 

1.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 noted with 
appreciation the statements deliver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  the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GCOS) and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  The SBSTA welcomed the plan of the GCOS Steering Committee and secretariat to 
prepare, in broad consultation with relevant partners, by early 2015, a third report on the 
adequacy of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s for climate1 and, by 2016, a new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for climate, which would, inter alia, support the 
Convention.2 The SBSTA invited the GCOS secretariat to provide the final implementation 
plan to the SBSTA in 2016 by its [45th] session, and the third adequacy report to the 
SBSTA by 2015 at its [43rd] session. The SBSTA encouraged the GCOS to provide a draft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to the SBSTA by its [43rd] session in 2015. 

3.  [The SBSTA noted that the GCOS secretariat would consider, inter alia, [emerging 
observational needs for adaptation and for the provision of climate services, and] the 
findings of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PCC,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adequacy report.]  
4.  The SBSTA welcomed the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GCOS secretariat to support 
efforts to address the needs for climate observations, including the preparation of an update 
of the Satellite Supplement3 to the 2010 updated GCOS implementation plan. The SBSTA 
invited the Committee on Earth Observation Satellites (CEOS) to respond to this new 
supplement when reporting to the thirty-seventh session of the SBSTA on progress made.4  

5.  The SBSTA further welcomed the regional initiatives of the GCOS secretariat5 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d improvements to climate observation capacities. The 

  

 1 A report on the adequacy of the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s was prepared in 1998, followed by a 
second such report in 2003, both of which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wmo.int/pages/prog/gcos/ 
index.php?name=Publications>. 

 2 For the summary of the GCOS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Global Observing System for Climate in 
Support of the UNFCCC, prepared in 2004, see document FCCC/SBSTA/2004/MISC.16. For the 
summary of the 2010 update of the plan see document FCCC/SBSTA/2010/MISC.9.  

 3 Full title of the Satellite Supplement: Systematic Observation Requirements for Satellite-based 
Products for Climate. This report provides supplemental details to the satellite-based component of 
the 2010 update of the GCOS implementation plan. The full repor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wmo.int/pages/prog/gcos/Publications/gcos-154.pdf>. 

 4 At its thirty-third session, the SBSTA invited CEOS to provide, by the thirty-seventh session of the 
SBSTA, an updated report on progress made on major achievements in relevant areas 
(FCCC/SBSTA/2010/13, para. 53). 

 5 Recent regional initiatives of the GCOS secretariat have focused o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as 
indicated by the GCOS secretariat in its submission to the SBSTA (see FCCC/SBSTA/2012/MIS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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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TA invited the GCOS secretariat to further expand such initiatives6 and encouraged 
Parties, in a position to do so, to support these efforts.  

6.  The SBSTA noted that the report on progress by the Global Terrestrial Observing 
System (GTOS) secretariat was not submitted to the SBSTA by its thirty-sixth session, 7 
and encouraged the GTOS secretariat to submit that report to the SBSTA by its xxth 
session. The SBSTA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such reports for the work of the SBSTA. 

7.  The SBSTA expressed its appreciation to the GCOS sponsors8  for the support 
provided to the GCOS programme for the past 20 year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continue 
to provide such support. The SBSTA also welcomed the initiative by the GCOS sponsors to 
undertake a review of GCOS, and invited the GCOS sponsors, through WMO, to inform 
the SBSTA on the outcome of this review. 

8.  The SBSTA noted with appreciation the information by WMO on progress made 
towards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 (GFCS)， 
including on the draft GFCS Implementation Plan. The SBSTA invited WMO to keep the 
SBSTA informed on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GFCS. 

9.  The SBSTA noted the importance of systematic observation fo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and adaptation, with specific emphasi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BSTA 
encouraged Parties to contribute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emerging needs for systematic 
obser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vention, in support of the activiti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2 above. 

10. [The SBSTA noted the potential of systematic observation for carbon monitoring, 
such as for monitoring carbon fluxes in ecosystems[， and invited GCOS to consider 
enhancing its activities in this regard.]] 

11. [The SBSTA agreed to continue its consideration of systematic observation at its 
thirty-seventh session, and then revert to its customary practice of focusing on research 
during the first sessional period of a year and on systematic observation during the second 
sessional period of a year.] 

12. [The SBSTA welcome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search dialogue held during the 
thirty-sixth session of the SBSTA. It also conveyed its appreciation to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nd organizations [footnote on participants] engaged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the IPCC and scientific experts for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s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dialogue. The SBSTA also expressed its appreciation to Parties 
for sharing their views on their research needs and priorities.] 

13. [SBSTA agreed to focus the next Research Dialogue at SBSTA 38. The SBSTA 
invited Parties to provide, by 31 January 2013, their views on the research dialogue, 
including on-going activities, associated modalities and ways to enhance the dialogue. The 

  

 6 For example,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Caribbean. 

 7 At its thirty-third session, the SBSTA invited the secretariat of the GTOS to report to the SBSTA at 
its thirty-fifth session on progress made on a number of matters relating to climate-related terrestrial 
observations (see FCCC/SBSTA/2010/13, paras. 47–50). At the thirty-fifth session of the SBSTA, the 
GTOS secretariat provided a summary of progress (FCCC/SBSTA/2011/MISC. 14), indicating that 
the report invited by the SBSTA at its thirty-third session w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SBSTA at its 
thirty-sixth session. 

 8 The sponsors of GCOS are the following: WMO,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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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TA requested the secretariat to compile these submissions to a miscellaneous document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SBSTA at its 38th session.] 
14. [SBSTA agreed to focus the next research dialogue at SBSTA 38th session on 
socio-economic and scientific aspects of climate change. SBSTA invited Parties to submit 
their views on this theme by [date] with the view to organize a workshop before SBSTA 38 
to allow in-depth consideration of this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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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2012年 2013年 

 两机构 a三十七届会议之前/期间 两机构 a三十八届会议之前/期间 两机构 a三十九届会议之前/期间 

方面 行动 预期成果 行动 预期成果 行动 预期成果 

交流信息和专门知识，包括

报告并加深了解应对措施的

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a)方
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 
提交材料 d 

举办论坛期间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 
报告 

    

与第 1/CP.10、1/CP.13 和
1/CP.16 号决定以及《京都
议定书》第二条第 3款和第
三条第 14 款规定执行工作
有关的各个方面((f)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 
提交材料 d 

缔约方进行讨论 

各色文件 

主席对讨论的总结 

    

积累丰富集体和个人的学

识，争取逐步建成温室气体

低排放社会((h)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 
提交材料 d 

举办论坛期间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 
的报告 

    

影响的评估和分析((c)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 
组织提交材料 e 

举办论坛期间 
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

的报告 

  

交流经验，讨论经济多样化

和经济转型的机会((d)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 

组织提交材料 e 

举办论坛期间 
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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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2013年 

 两机构 a三十七届会议之前/期间 两机构 a三十八届会议之前/期间 两机构 a三十九届会议之前/期间 

方面 行动 预期成果 行动 预期成果 行动 预期成果 

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社会经济

趋势((e)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 

组织提交材料 e 

举行论坛期间 
专家会议 

各色文件 

专家会议报告 

  

劳动力的公正转型及体面工

作和高素质就业岗位的创造

((g)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 
组织提交材料 e 

举办论坛期间 
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

的报告 

  

应对策略方面的合作((b) 
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 
组织提交材料 f 

举办论坛期间 
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

会的报告 

总体各方面      评议论坛的工

作，准备向缔

约方会议提出

的建议 

注：提交的材料可包括经验、个案研究、规范和意见书。 
a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执行机构。 

b 
这里指第 8/CP.17号决定第 1段所述各个方面。 

c 
论坛的讨论将以类似研讨会的方式进行，缔约方和相关组织发言，然后进行互动意见交流。 

d 
为方便各色文件的编写，缔约方可分几次或一次性提交自己的意见书，其中可按第 8/CP.17 号决定第 1 段所述研讨方案的(a)、(f)和(h)三个方面分成不同
章节。提交截止期为 2012年 9月 17日。 

e 
为方便各色文件的编写，缔约方可分几次或一次性提交自己的意见书，其中可按第 8/CP.17 号决定第 1 段所述研讨方案的(c)、(d)、(e)和(g)四个方面分成不
同章节。提交截止期为 2013年 3月 25日。 

f 
缔约国可仅就第 8/CP.17号决定第 1段所述研讨方案的(b)方面提交自己的意见书。提交截止期为 2013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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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收到的文件 

  为本届会议编写的文件 

FCCC/SBSTA/2012/1 临时议程和说明。执行秘书的说明 

FCCC/SB/2012/1 关于技术执行委员会联系模式及 2012-2013 年滚动工作计
划的报告。技术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1 在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之

下执行活动取得的进展的报告。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2 用以计算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的通用指标问题研讨会报

告。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3 关于与联合国实体和政府间组织开展合作活动以促进《公

约》工作的概述。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MISC.1
和 Add.1 

关于第 1/CP.16号决定第 72段和附录二所指问题的意见。
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2
和 Add.1和 2 

关于研究对话中应处理的具体主题的意见，包括关于沿海

和海洋生态系统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技术和科

学方面的信息。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3 与《公约》需要有关的研究活动的最新动态，包括关于长

期全球目标的最新情况；以及关于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所

有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技术和科学方面的信息。各

区域和国际气候变化研究方案和组织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4 “2010 年气候观测系统执行计划”方面和相关活动产生的
事项。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秘书处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6
和 Add.1-3 

关于与农业有关的问题的意见。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7 与国际空运和海运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有关的信息。

国际组织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8
和 Add.1和 2 

涉及将二氧化碳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或地质储存场

点位于一个以上国家的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的资

格的意见，以及关于为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设立

核证的排减量单位全球储备的意见。缔约方和获得接纳的

观察员组织提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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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C/SBSTA/2012/L.1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草稿 

FCCC/SBSTA/2012/L.2 缓解气候变化所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主席提出

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3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之下以及清洁发展
机制之下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主席提出

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4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主

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5 用以计算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的通用指标。主席提出的

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6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7 温室气体数据接口。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8 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活动。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9/ 
Re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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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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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修订案文 

FCCC/SBSTA/2012/L.10 将枯竭林地中再造林列为造林和再造林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活动的影响。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11 关于“《气候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指南”通

用报告格式的工作方案。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12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以及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主席提出

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13 关于修订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包括发达

国家缔约方国家清单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主席提出的结

论草案 

FCCC/SBSTA/2012/L.14 国际空运和海运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主席提出的结

论草案 

FCCC/SBSTA/2012/L.15 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国内支助的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

进行国内衡量、报告和核实的一般指南。主席提出的结论

草案 

FCCC/SBSTA/2012/L.16 执行第 2/CMP.7至第 5/CMP.7号决定对先前通过的与《京
都议定书》有关、包括与《京都议定书》第五、第七和第

八条有关的方法学问题决定的影响。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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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C/SBSTA/2012/L.17 研究与系统观测。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18-
FCCC/SBI/2012/L.25 

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主席提

出的结论草案 

FCCC/SBSTA/2012/L.19 与农业有关的问题。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会议收到的其他文件 

FCCC/SBSTA/2011/5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报告，2011 年 11
月 28日至 12月 3日在德班举行 

FCCC/CP/2011/9和 Add.1 
和 2 

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报告，2011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11日在德班举行 

FCCC/KP/CMP/2011/10和 
Add.1和 2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

届会议报告，2011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1 日在德班
举行 

FCCC/CP/2010/7和 Corr.1 
和 Add.1和 2 

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报告，2010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0日在坎昆举行 

FCCC/KP/CMP/2009/16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提交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 

FCCC/AWGLCA/2011/ 
MISC.6和Corr.1和Add.1-5 

关于与制订第 1/CP.16 号决定第 46 段所列模式和指南有
关的工作方案的事项的意见。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FCCC/CP/1996/2 组织事项：通过议事规则。秘书处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