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12-62570 (C) 051012 121012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三十七届会议 
2012年 11月 26日至 12月 1日，多哈 

临时议程项目 2(a) 
组织事项 
通过议程 

  临时议程和说明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安排会议工作。 

3.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 

4.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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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以及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7. 研究与系统观测。 

8. 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9. 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款有关的事项。 

10. 与农业有关的问题。 

 联 合 国 FCCC/SBSTA/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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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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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表格格
式的工作方案； 

(b) 关于修订包括国家清单审评在内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和国
家信息通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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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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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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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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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为设法通过销毁氢氟碳化合物 23 (HFC-23)获得核证的排减量而新建
氯氟烃 22 (HCFC-22)设施的影响； 

(e) 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
气体清单及其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1 款报告的其他信息的技
术审评年度报告； 

(f) 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
息通报中有关其采取国内行动情况的报告。 

13. 其他事项。 

14. 会议报告。 

 二. 临时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1.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将于 2012年 11月 26
日星期一由主席主持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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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2. 将提出由执行秘书编写并经主席同意的临时议程供通过。 

FCCC/SBSTA/2012/3 临时议程和说明。执行秘书的说明 

 (b) 安排会议工作 

3.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将于 2012年 11月 26日至 12月 1日举
行。请代表们参看《气候公约》网站登出的会议概况和会议过程中印发的每日活

动编排表，以便了解科技咨询机构工作的详细、最新时间安排。 

4. 鉴于 7个机构都将在会期内召开会议，因此会议时间有限。主席提议科技咨
询机构尽快开始工作，并为此建议有关代表团仅以缔约方集团的名义做简短的开

幕发言。
1 

5. 本届会议的安排将考虑到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以前的会议上提出的有关
建议。

2 为使各代表团能够充分参加其它会议，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尽可能高效率
地进行审议活动，包括按时开始全体会议、优化使用分配给全体会议和非正式谈

判的时间，并在预计时间内完成其工作。本届会议未能完成的项目将转交科技咨

询机构第三十八届或三十九届会议审议。 

6. 鉴于届会时间十分有限，提醒各代表团注意，发言一般限于 3分钟。在这方
面，将提供一个计时系统帮助各代表团。 

7.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商定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FCCC/SBSTA/2012/3 临时议程和说明。执行秘书的说明 

 3. 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 

8. 背景：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按照第 2/CP.11 号决定，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
处就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之下活动的执行进展提

交一份报告，包括有关行动的呼吁，供每届会议审议。
3 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

届会议欢迎第三十五届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情况报告。
4 

  

 1 谨请准备代表缔约方集团做开幕发言的代表提前通报秘书处，电子邮件发给<secretariat@ 
unfccc.int>，并请提前提供一份硬拷贝给会议工作人员，以便利口译工作。 

 2 FCCC/SBI/2011/7, 第 167段，以及 FCCC/SBI/2010/10, 第 164和 165段。 

 3 FCCC/SBSTA/2008/6, 第 18段。 

 4 FCCC/SBSTA/2012/2, 第 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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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第 6/CP.17 号决议中，缔约方会议请秘书处与内罗毕工作方案各伙伴组织
及其他各有关组织一道，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之前共同组织一次关于水与气候变化

影响及适应战略的技术研讨会。研讨会于 7月 18日至 20日在墨西哥墨西哥城举
行。研讨会参考了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附件一

5 及缔约方随后提出
的意见中所含资料，并将本土和传统知识及适应做法以及顾及性别差异的方针和

工具列为跨部门问题。 

10.  在第 6/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秘书处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
议之前，编写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案例研究汇编，内容包括确定行动优先顺序及执

行行动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同时应参考以往至今在内罗毕工作方案下开展的适应

计划活动。 

11.  国家适应计划做法案例研究汇编借鉴了国家适应计划做法的案例和良好做
法，包括确定优先顺序及执行行动所用的工具和方法。汇编参考了以往至今在内

罗毕工作方案下开展的适应计划活动。 

12.  在第 6/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重
新考虑内罗毕工作方案的工作领域，以便就关于如何为实现内罗毕工作方案的目

标提供最佳支持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提出建议。这一进程将帮助本组织进

一步了解未来哪些潜在工作领域也可酌情用于支持坎昆适应框架下的科学技术工

作。6 

13.  在第 6/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还请缔约方及各有关组织就内罗毕工作
方案的未来潜在工作领域向秘书处提交意见。

7 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将
审议这份杂项文件。 

14.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为会议编写的文件所载信息，并确定任何进
一步行动。 

FCCC/SBSTA/2012/4 水与气候变化影响及适应战略技术研讨会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5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
方案之下的执行活动取得的进展。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6 国家适应计划做法案例研究汇编。秘书处的说明 

  

 5 FCCC/SBSTA/2011/2。 

 6 第 6/CP.17号决定, 第 1段。 

 7 第 6/CP.17号决定, 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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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15.  背景：缔约方会议第 1/CP.16 号决定确立了坎昆适应框架，作为其内容之
一，设立了适应委员会，以便在《公约》之下以一致的方式促进实施加强的适应

行动。
8 

16.  在第 2/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适应委员会每年通过附属机构向缔约
方会议报告其活动情况、职能履行情况、指导意见、建议和工作引起的其他有关

信息。缔约方会议同一决定还请适应委员会在第一年期间拟出一项三年期工作计

划，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核可，并启动该决定附件五所载的部分活动。
9 

17.  在第 5/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适应委员会按照其议定职能，在其工
作计划中考虑利用有关模式，支持有兴趣的非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规划、优先安排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措施，并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提交

报告。
10 

18.  适应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年 9月 7日至 10日在泰国曼谷举行。 

19.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审议适应委员会的报告，并作为建议
提出三年工作计划，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核可。 

FCCC/SB/2012/3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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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继续就第 1/CP.16号决定附录二列出的
问题开展工作，并着手审议第 12/CP.17 号决定列出的其他问题，涉及就如何处
理和遵守保障措施提供信息的系统的指导意见以及拟议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森林

参考水平技术评估的指导意见。 

  关于第 1/CP.16号决定附录二所列问题的工作 

21.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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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C/ 
SBSTA/2012/MISC.1 和 Add.1 号文件所载缔约方提出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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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第 1/CP.16号决定, 第 20段。 

 9 第 2/CP.17号决定, 第 96-98段。 

 10 第 5/CP.17号决定, 第 3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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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以 FCCC/SBSTA/2012/2 号文件附件一为基础，继续就
与以上第 21 段所指事项相关的方法学指导意见开展工作；该文件载有可能的决
定草案的内容，争取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完成此项工作，并拟订一项决定草案，

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 

23.  科技咨询机构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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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段所指缔约方和
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的意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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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就如何处理和遵守保障措施提供信息的系统的指导意见 

24.  在同次会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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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森林参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技术评估的指导意见 

25.  科技咨询机构还忆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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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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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 

(a) 完成以上第 21-22 段所指有关国家森林监测制度和衡量、报告和核实
模式方法学指导意见的工作，并拟订一份关于这些事项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

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b) 继续审议以上第 23 段所指与毁林和森林退化的驱动因素有关的问
题； 

(c) 并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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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第 24 段所述，争取在
第三十九届会议完成对这些事项的审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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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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第 12/CP.17 号决定和以上第 25段所述，着手就编制拟议的森林参
考排放水平和/或森林参考水平技术评估指导意见开展工作，以期向缔约方第十
八届报告取得的进展。 

 6.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以及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28.  背景：在第 1/CP.16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一个技术机制，该机制
由一个技术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组成，

12 缔约方会议还决
定，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应在临时的基础上通过附属机构向缔

约方会议报告各自的活动和各自职能的履行情况。
13 

29.  在第 4/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该决定附件一和附件二所载技术
执行委员会的模式和议事规则。缔约方会议请技术执行委员会进一步详细拟订关

于与《公约》之下和之外其他体制安排的联系的模式，并将模式提交附属机构第

三十六届会议审议，以期作为建议将模式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

过。 

30.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请技术执行委员会进一步拟定和
调整对《公约》之下和之外其它相关体制安排联系模式的初步考虑。

14 科技咨
询机构和履行机构注意到，技术执行委员会将在 2012 年活动和业绩报告中报告
就联系模式与这些相关体制安排磋商的结果，并通过各附属机构提交缔约方会议

第十八届会议审议。
15 

31.  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回顾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的结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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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报告此次研讨会的

结果，并将该报告提交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供其审议。技术需要评估经

验分享研讨会将于 2012年 9月 10日至 13日在曼谷举行。 

32.  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秘书处根据波兹南技术转让战略方案，编
写更新的技术需要评估综合报告，包括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技术需要评

估，以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提出。
17  

  

 12 第 1/CP.16号决定, 第 117段。 

 13 第 1/CP.16号决定, 第 126段。 

 14 FCCC/SBSTA/2012/2, 第 33段。 

 15 FCCC/SBSTA/2012/2, 第 34段。 

 16 FCCC/SBSTA/2011/5, 第 31段。 

 17 由于现有新的技术需要评估报告很少，秘书处未能编写更新的技术需要评估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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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审议技术执行委员会 2012 年活动和业
绩报告，并酌情作为建议就报告引起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提出一项决定草案，供缔

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还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审议技术需要评估经验

分享研讨会报告，以酌情决定由此引起的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FCCC/SB/2012/2 技术执行委员会 2012年活动和业绩报告 

FCCC/SBSTA/2012/INF.7 技术需要评估经验分享研讨会报告。秘书处的
说明 

 7. 研究与系统观测 

34.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三届会议欢迎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对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气候观测系统)的执行计划及《公约》提出的相关需要作出的协调响
应，鼓励支持参与全球观测的空间机构的缔约方继续通过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与

气候观测系统合作，向其提供支持。科技咨询机构请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在科技

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之前提供一份更新报告，说明其在相关领域取得的主要

进展。18 

35.  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还请全球陆地观测系统(陆地观测系统)
秘书处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报告在与制订气候相关陆地观测方法、

标准和协议、改进陆地网络以及加强与正在进行的相关倡议的协同作用等相关事

项方面取得的进展。
19 在向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了关于这一事项

的概要之后，
20 科技咨询机构同意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连同从陆地观测系统收

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更新材料一起审议此类信息。
21 该届会议没有提供陆

地观测系统的报告，将在收到报告后尽快提供。 

36.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请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在科技咨询
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提供关于气象组织大会 2012年 10月特别会议在执行全球
气候服务框架方面的成果资料。 

37.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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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根

据会议报告附件二所载的案文草案审议本议程项目。
22 

  

 18 FCCC/SBSTA/2010/13, 第 52和 53段。 

 19 FCCC/SBSTA/2010/13, 第 47-50段。 

 20 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上, 陆地观测系统秘书处提交了一份进展情况概要(FCCC/ 
SBSTA/2011/MISC.14), 表示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三届会议要求的报告将提交科技咨询机构第
三十六届会议。 

 21 FCCC/SBSTA/2011/5, 第 44段。 

 22 FCCC/SBSTA/2012/2, 第 38和 39段, 以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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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附件二所载案文草案的
基础上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还将请科技咨询机构注意为本届会议编写的文件和

收到的资料，并酌情决定由此引起的进一步行动。 

FCCC/SBSTA/2012/MISC.14 关于参与全球观测的空间机构在协调响应全球
气候观测系统和《公约》相关需求方面进展的
最新情况。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15 关于为气候相关陆地观测制定方法、标准和协
议的进展及有关事项的报告。全球陆地观测系
统秘书处提交的材料 

 8. 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39.  背景：在第 8/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两个附属机构之下关于执
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工作方案。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设立了执行应对

措施影响问题论坛，由两个附属机构主席召集，以落实工作方案，并为各缔约方

提供一个平台，相互交流信息、经验、案例研究、最佳做法和意见。该论坛最初

每年与两个附属机构届会并行举行两次会议。 

40.  论坛第一次会议结合两个附属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举行。科技咨询机构和
履行机构欢迎论坛进行的讨论，并商定在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主席的指导下

实施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工作方案。
23 

41.  作为执行科技咨询机构报告附件三所载工作方案的一部分，24 请缔约方和
相关组织按照第 8/CP.17 号决定第 1 段，就工作方案的以下方面提出意见，意见
将汇编入一份杂项文件： 

(a) 方面(a)：分享信息和专门知识，包括报告和加深了解应对措施的有利
影响和不利影响； 

(b) 方面(f)：与执行第 1/CP.10 号、第 1/CP.13 号和第 1/CP.16 号决定以及
《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款、第三条和第 14款有关的问题； 

(c) 方面(h)：加强集体和个人学习，向低温室气体排放社会转变。 

42.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主席将在届会期间召集论坛。关于上述方面(a) 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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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还将讨论上述方面(f)。主席将在闭幕会议上向附属机构报告论坛
的结果。 

  

 23 FCCC/SBSTA/2012/2, 第 43-46段。 

 24 FCCC/SBSTA/2012/2,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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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注意为会议编写的文件，并酌情商定
任何进一步措施。 

FCCC/SB/2012/MISC.2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按照第 8/CP.17 号决定第 1 段，就
工作方案的以下方面提出的意见：方面(a)，分享信
息和专门知识，包括报告和加深了解应对措施的有利
影响和不利影响；方面(f)，与执行第 1/CP.10 号、第
1/CP.13 号和第 1/CP.16 号决定以及《京都议定书》
第二条第 3 款、第三条和第 14 款有关的问题；方面
(h)，加强集体和个人学习，向低温室气体排放社会
转变。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提交的材料 

 9. 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4款有关的事项 

44.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商定，在履行机构/科技咨询机构联合
论坛上连同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议程项目“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

论坛和工作方案”一道审议这个项目。
25 科技咨询机构同意在第三十七届会议

上继续就如何处理本项目进行磋商。
26 

45.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商定如何处理本项目。 

 10. 与农业有关的问题 

46.  背景：在第 2/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在第三十六届会
议上审议与农业有关的问题，以期交换意见及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上审议

并通过一项关于这个事项的决定。 

47.  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缔约方和获得接纳的观察员27 于 2012年 3月
5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关于与农业有关的问题的意见。缔约方提交的材料载于
FCCC/SBSTA/2012/MISC.6和 Add.1-3号文件。 

48.  根据第 2/CP.17 号决定第 75 段，科技咨询机构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启动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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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继续审议与农业有关的问题，以期作为建议提出
一项决定，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25 FCCC/SBSTA/2012/2, 第 48段。 

 26 FCCC/SBSTA/2012/2, 第 50段。 

 27 政府间组织提交的材料和非政府组织提交的材料，可分别查看《气候公约》网站 http://unfccc.int/ 
3714.php和 http://unfccc.int/368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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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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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表格格式的工作方案 

50.  背景：在第 2/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编制
两年期报告的指南(“《气候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指南”)。28 缔约
方会议决定在科技咨询机构之下设立一个工作方案，据以制订按照上述报告指南

以电子方式报告信息的通用制表格式，以期作为建议提出该格式，供缔约方会议

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51.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开始按照报告指南审议关于通用表格
格式的工作方案，以期《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通过该格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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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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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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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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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提交材料编

写综合报告，主办一次研讨会并编写研讨会报告。科技咨询机构商定，第三十七

届会议参照缔约方提交的意见，继续审议通用表格格式。 

55.  关于通用表格格式的研讨会将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和 12 日在德国波恩举
行。 

56.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为本届会议所编写的文件中所载信息，决定
任何未来的行动，并转交一份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FCCC/SBSTA/2012/INF.4 关于缔约方就通用表格格式提交材料的综合报
告。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13 “《气候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指
南”通用表格格式研讨会报告。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MISC.11 缔约方根据报告指南就通用表格格式发表的意
见。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28 该指南载于第 2/CP.17号决定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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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关于修订包括国家清单审评在内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 
通报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 

57.  背景：在第 1/CP.16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借鉴现有报告和审评指南、
程序和经验制订该工作方案，内容除其他外涵盖修订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包

括两年期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清单和国家清单体系。在第 2/CP.17 号决定中，缔
约方会议决定在科技咨询机构之下确立一个工作方案，以期不迟于缔约方会议第

十九届会议完成对这些指南的修订。 

58.  鉴于发达国家缔约方的第一轮两年期报告和第六次国家信息通报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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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咨询机构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着手审议关于修订这些指南的工作方案，

请《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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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提交年度温室气体清单。 

59.  科技咨询机构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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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评方面的经验，供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60.  科技咨询机构请缔约方提交对工作方案内容、所提议活动的时间安排，以
及对关于修订审评指南主要内容的意见，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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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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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为本届会议编写的文件中所载的资料，并酌
情决定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FCCC/SBSTA/2012/INF.11 缔约方就修订审评发达国家缔约方两年期报告
和《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包
括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提交
材料的综合报告。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MISC.17 缔约方对工作方案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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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包括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主要内容
的意见。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FCCC/TP/2012/8 目前在《公约》之下的审评进程以及秘书处在
协调审评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方面的
经验。技术文件 

  

 29 FCCC/SBSTA/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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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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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背景：在第 2/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拟订关于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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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依照第 2/CP.17 号决定第 37 段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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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实的一般指南的审议工作。 

65.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继续就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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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继续审议这个事项，并酌情商定接续步骤。 

 (d) 国际空运和海运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 

67.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请国际民航组织(民航组织)秘书处和国
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秘书处在科技咨询机构未来的届会上继续报告与处理国际
空运和海运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有关的工作情况。

30 

68.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注意民航组织和海事组织秘书处报告所载的信息。 

FCCC/SBSTA/2012/MIS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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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69.  背景：缔约方会议第 12/CP.9号决定请秘书处编写一份清单审评活动年度报
告，同时列入主任审评员会议提出的任何建议，供科技咨询机构审议。科技咨询

机构第二十四届会议请秘书处继续编写清单审评活动年度报告，供科技咨询机构

审议，并在这些报告中通报更新专家名册方面取得的进展。为科技咨询机构第三

十七届会议编写的最新报告提供了关于 2012 年审评活动的信息、主任审评员会
议的建议、《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清单审评专家的培训活动的详细情

况以及专家名册的最新情况。报告还着重谈到最近有关专家无法从事清单审评活

动的问题。 

70.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注意为本届会议编写的文件。 

FCCC/SBSTA/2012/INF.10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技
术审评年度报告。秘书处的说明 

  

 30 FCCC/SBSTA/2012/2, 第 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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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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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背景：在第 10/CMP.7 号决定中，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关于将捕获和在地质构
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模式和程序。 

72.  在同一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同意在第八届会议上审议
下列各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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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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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
关于以上第 72(a)和(b)段所指项目活动类别的规定。 

74.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请各缔约方、政府间组织和被接纳的
观察员组织向秘书处提交意见，并请秘书处将提交的资料汇编为一份杂项文件。

科技咨询机构还请秘书处编写一份技术文件，供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75.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为本届会议编写的文件中所载资料，并继续
审议这个项目，以期转交一项关于这些事项的决定草案，供《议定书》/《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FCCC/SBSTA/2012/MISC.12 关于第 10/CMP.7 号决定第 4 段述问题的意
见。缔约方、政府间组织和被接纳的观察员
组织提交的材料 

FCCC/TP/2012/9 跨界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技术文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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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背景：在第 2/CMP.7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请科技咨
询机构启动下列四个工作方案： 

(a) 探索争取实现更全面核算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人为源排
放量和汇清除量的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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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报告该工作方案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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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议并酌情拟订和作为建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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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就此事项向《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转交一项决定草案，供其在第九届会议上审议和通过； 

(c) 审议并酌情拟订和作为建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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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就此事项向《议定书》/《公约》缔约
方会议转交一项决定草案，供其在第九届会议上审议和通过； 

(d) 拟订并作为建议提出关于运用额外性概念的模式和程序，以期就此事
项向《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转交一项决定草案，供其在第九届会议上
审议和通过。 

77.  科技咨询机构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开始审议与以上第 76 段所列工作方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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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科技咨询机构请缔约方和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向秘书处提交关于以上第
76(a-c)段所载问题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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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继续审议与四个工作方案有关的问题，以期向
《议定书》/《公约》第八届会议报告取得的进展，向其第九届会议报告这些工
作方案的成果，并酌情转交一项决定草案，供《议定书》/《公约》第八届会议
审议和通过。 

FCCC/SBSTA/2012/MIS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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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和程序相关问题的意见。缔约方和被接纳
的观察员组织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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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的意见。缔
约方和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提交的材料 

FCCC/SBSTA/2012/MIS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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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问题的意见。缔约方和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
提交的材料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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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背景：在第 1/CMP.7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请科技咨
询机构评估和处理执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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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拟出相关的决定草案，供《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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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同时注意到有些问题可能需
要在《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以后的届会上处理。 

81.  应《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要求，31 科技咨询机构着手开展相应
的工作，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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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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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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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秘书处编写一份技术文件，供缔约方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

议上审议；
32 

(b) 请缔约方向秘书处提交关于执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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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以及关

于应如何处理这些影响的意见，请秘书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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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还请秘书处组织举行一场技术研讨会，研讨会将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
至 10日在波恩举行，并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前编制一份研讨会报告。 

83.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为本届会议编写的文件中所载的资料，并继
续审议这个项目，同时考虑到上述技术文件、缔约方的提交材料和技术研讨会报

告，以期酌情拟出相关的决定草案，供《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
会议审议和通过。 

FCCC/SBSTA/2012/INF.12 关于执行第 2/CMP.7 至第 5/CMP.7 号决定对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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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的报告。秘
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MISC.13 缔约方关于执行第 2/CMP.7 至第 5/CMP.7 号
决定对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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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应如何
处理这些影响的意见。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FCCC/TP/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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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件 

  

 31 第 1/CMP.7号决定, 第 9段。 

 32 FCCC/TP/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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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为设法通过销毁氢氟碳化合物 23(HFC-23)获得核证的排减量而新建氯氟烃
22(HCFC-22)设施的影响 

84.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秘书处编制的技术文件、33 以
前在这个议程分项目之下的结论和缔约方在该届会议期间表达的意见，商定在第

三十五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事项。
34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商

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分项目。
35 

85.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继续审议这个项目，以酌情确定接续步骤。 

 (e) 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
单及其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1款报告的其他信息的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86.  背景：按照第 22/CMP.1 号决定，秘书处应就专家审评组的组成、包括审评
组专家和主任审评员的选择向科技咨询机构提交年度报告。

36 主任审评员应集
体负责编拟提交科技咨询机构的年度报告，报告中应当就如何改进审评工作提出

建议，并且就将由秘书处根据准备在审评进程中使用的电子通用报告格式提交材

料对清单信息进行的标准化数据比较提出建议。
37 报告提供了关于 2012 年在

《京都议定书》之下开展的审评活动的资料，包括关于审评组专家挑选情况的资

料，还载有主任审评员关于如何改进审评工作的建议。报告还着重谈到最近专家

未能从事审评活动的问题。 

87.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注意为本届会议编写的文件。 

FCCC/SBSTA/2012/INF.8 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
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及其根据《京都议
定书》第七条第 1 款报告的其他信息的技术审评
年度报告。秘书处的说明 

 (f) 关于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
通报中有关其采取国内行动情况的报告 

88.  背景：在第 15/CMP.1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请秘书
处根据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和其他有关来源提供的信息，联系第 5/CP.6 号决定
附件第 4段编拟一份报告，供科技咨询机构审议。每次完成按照《京都议定书》
第八条对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和补充信息的审评之后，均应编写该报

告。 

  

 33 FCCC/TP/2011/2. 

 34 FCCC/SBSTA/2011/2, 第 88和 89段。 

 35 FCCC/SBSTA/2011/5, 第 75和 76段。 

 36 第 22/CMP.1号决定，附件，第 35段。 

 37 第 22/CMP.1号决定，附件，第 4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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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秘书处协调了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
《公约》附件一缔约方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八条之下的审评指南”提交的第

五次国家信息通报的所有 39次深入审评。38 

90.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酌情审议为本届会议编写的文件，并注意到其中
所载信息。 

FCCC/SBSTA/2012/INF.9 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
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中有关其采取国内行
动情况的报告。秘书处的说明 

 13. 其他事项 

91.  背景：在第 14/CP.8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将编制和审议试验阶段联合
执行的活动情况综合报告的工作从一年一次调整为两年一次。在同一决定中，缔

约方会议请秘书处将所提交的最新信息提供给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与缔约方

会议同时举行的届会。 

92.  在第 8/CP.16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继续联合执行活动的试验阶段工
作。会议还决定，准备列入第八次综合报告的试验阶段联合执行的活动报告的提

交截止日期应为 2012年 6月 1日。 

93.  由于没有收到缔约方关于试验阶段联合执行活动项目的新信息，秘书处没
有编制缔约方会议所要求的第八次综合报告。 

94.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注意秘书处一位代表口头介绍的最新情况，并商
定适当行动。 

95.  会议期间的任何其他事项将在本项目下处理。 

 14. 会议报告 

96.  背景：将编写本届会议的工作报告草稿，供科技咨询机构在届会结束时通
过。 

97.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通过报告草稿，并授权报告员在主席的指导和秘
书处的协助下在会后完成报告。 

  

 38 尚未收到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信息通报。马耳他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成为《公约》附
件一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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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4 Synthesis report on the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on the views on the common tabular format.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5 Progress made in implement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Nairobi work programme on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6 Compilation of case studies on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ning practices.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7 Report on the experience-sharing workshop on 
technology needs assessments.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8 Annual report on the technical review of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reported by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that are also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under Article 7, paragraph 1, of the Kyoto 
Protocol.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9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mestic action 
by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that are also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reported in their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秘书处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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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C/SBSTA/2012/INF.10 Annual report on the technical review of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from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11 Synthesis report on the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on the work programme and on the revision of the 
review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of biennial reports 
from developed country Parties a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from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12 Report on the workshop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2/CMP.7 to 5/CMP.7 
on the previous decisions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Kyoto Protocol, including those 
relating to Articles 5, 7 and 8 of the Kyoto 
Protocol.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INF.13 Report on the workshop on a common tabular 
format for the “UNFCCC biennial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developed country Parties”. 
秘书处的说明 

FCCC/SBSTA/2012/MISC.11 Views from Parties, based on the reporting 
guidelines, on the common tabular format.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FCCC/SBSTA/2012/MISC.12 Views on issue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10/CMP.7, 
paragraph 4.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admitted 
observer organizations 

FCCC/SBSTA/2012/MISC.13 Views from Parti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2/CMP.7 to 5/CMP.7 
on the previous decis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Kyoto Protocol, including those relating to 
Articles 5, 7 and 8 of the Kyoto Protocol, and on 
how these implica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FCCC/SBSTA/2012/MISC.14 Update on progress made by space agencies 
involved in global observations in their coordinated 
response to relevant needs of the Global Climate 
Observing System and the Convention. Submission 
from the Committee on Earth Observation 
Satel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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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C/SBSTA/2012/MISC.15 Report on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ologies, standards and protocols for 
climate-related terrestrial observations and related 
matters. Submission from the secretariat of the 
Global Terrestrial Observing System 

FCCC/SBSTA/2012/MISC.16 Views on issues related to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the risk of non-permanence under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accordance with 
decision 2/CMP.7, paragraph 7.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nd admitted observer organizations 

FCCC/SBSTA/2012/MISC.17 Views from Parties on the elements of the work 
programme and on the timeline of proposed 
activities, as well as on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revision of the review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of 
biennial reports from developed country Parties 
a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from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FCCC/SBSTA/2012/MISC.18 Views on issues related to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possible additional 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activities under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accordance with 
decision 2/CMP.7, paragraph 6.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nd admitted observer organizations  

FCCC/SBSTA/2012/MISC.19 Views on issues relating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accounting of anthropogenic 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 from 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including through a more 
inclusive activity-based approach or a land-based 
approach, a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2/CMP.7, 
paragraph 5.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nd 
admitted observer organizations 

FCCC/SBSTA/2012/MISC.20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emissions from fuel used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 
Submission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CCC/SB/2012/2 Report on activitie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2012 

FCCC/SB/2012/3 Report of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FCCC/SB/2012/MISC.2 Views from Part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on 
the following areas of the work programme in 
accordance with decision 8/CP.17, paragra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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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a)，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expertise, 
including reporting and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response 
measures； area (f)， relevant aspects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1/CP.10, 1/CP.13 
and 1/CP.16 and Article 2, paragraph 3, and Article 
3, paragraph 14, of the Kyoto Protocol； area 
(h)， building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learning 
towards a transition to a low greenhouse gas 
emitting society.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FCCC/TP/2012/6 Implicati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2/CMP.7 to 5/CMP.7 on the previous decisions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Kyoto 
Protocol, including those relating to Articles 5, 7 
and 8 of the Kyoto Protocol. Technical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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