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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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程项目 11(b) 
《公约》之下的方法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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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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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按照第 2/CP.17 号决定第 28 段，继续
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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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 

2.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编写的技术文件1 所载关于目前在《公约》之下
的审评进程的资料，以及关于秘书处在协调《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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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 

3.  科技咨询机构还注意到： 

(a) 各缔约方就工作方案内容、所提议活动的时间安排，以及修订审评指
南的主要内容提交的意见；

2 

(b) 关于上述提交意见的综合报告。3 

  

 1 FCCC/TP/2012/8. 

 2 FCCC/SBSTA/2012/MISC.17和 Add.1。 

 3 FCCC/SBSTA/2012/INF.11. 

 联 合 国 FCCC/SBSTA/2012/L.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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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了附件所载关于修订审评指南的工作方案，包括 2013 年
和 2014 年具体的时间安排与活动。然而，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虽然《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将完成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的修订，但

是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的修订只能由《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完成。

尽管目前将工作方案所载与修订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有关的活动

一并审议，但是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工作方案应确保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和国家

信息通报审评指南之间的界限。 

5.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审议工作方案之下与修订审评指南有关的活动时，各缔
约方要考虑到对附件一缔约方在《公约》之下提交的资料(包括缔约方提交的材
料、关于提交材料的综合报告)的审评工作的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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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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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或秘书处产生过度负担的

审评进程。 

6.  科技咨询机构请主任审评员在 2013 年的会议上讨论提高审评进程的成本效
益、效率和务实性的备选办法，并请秘书处将讨论结果提供给科技咨询机构第三

十八届会议讨论。 

7.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作为工作方案的一部分，于 2013 年和 2014 年组织技
术研讨会，推进此项工作并处理以上第 3 段(a)项和以下第 9 段所指缔约方提交
材料中指出的问题。科技咨询机构还请秘书处编写研讨会报告，以体现审评指南

修订工作中的进展，并为科技咨询机构届会的讨论提供投入。必要时将另行组织

研讨会。 

8.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于 2013 年下半年举行第一期研讨会，讨论与两年期报
告、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有关的审评进程的总体方针和两年期报告和国

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的修订工作。科技咨询机构还商定于 2014 年上半年举行第
二期研讨会，继续讨论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 

9.  科技咨询机构商定邀请各缔约方提交材料，还请秘书处按照工作方案编写一
份关于提交材料的综合报告。 

10.  科技咨询机构还商定，科技咨询机构下几届会议可以调整工作方案，《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前还可以另行举行研讨会。 

11.  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根据以上第 7 和 9 段所载规定开展的活动对预
算产生的估计影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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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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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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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活动 时间安排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 
机构(科技咨询机构) 
第三十七届会议 

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 

• 通过有具体时限的工作方案，以便《公约》缔

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通过国家信息通报审评

指南和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

审评指南； 

• 请主任审评员在 2013 年的会议上讨论提高审评
进程的成本效益、效率和务实性的备选办法； 

• 请秘书处将主任审评员的讨论结果提供给科技

咨询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讨论。 

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期报告 

• 请各缔约方于 2013 年 7 月 15日前提交关于总
体方针的补充意见和关于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

南及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的结构、提纲、要点

的意见； 

• 请秘书处于 2013年 9月 15日前根据各缔约方提
交的材料，编写一份综合报告和经修订的国家信

息通报审评指南草案及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 

• 请秘书处于 2013 年 10 月组织第一期技术研
讨会； 

• 请秘书处编写载有经修订的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

南草案和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的第一期研讨会报

告，供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九届会议讨论。 

温室气体清单 

• 请各缔约方于 2014年 2月 15日前提交关于审评
指南的结构、提纲、要点和内容的详细意见； 

• 请秘书处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前编写一份综合
报告和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草案，

为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九届会议和第二期技术

研讨会提供投入； 

• 请秘书处于 2014年 4月举行第二期技术研讨会； 

• 请秘书处编写载有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审评

指南草案的第二期研讨会报告，供科技咨询机

构第四十届会议讨论； 

2012年 11月
至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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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时间安排 

• 请各缔约方于 2014 年 7 月 15日前提交关于最
新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草案的进一步

意见； 

• 请秘书处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前将各缔约方的
上述意见载入附带说明的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

单审评指南草案，供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一届

会议讨论。 

科技咨询机构 
第三十八届会议 

科技咨询机构继续审议简化审评进程的总体方针及

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和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的结

构、提纲、要点和内容。 

2013年 6月 

第一期 
技术研讨会 

各缔约方处理经修订的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报告

和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的总体结构和总体方针，

并依据各缔约方提交的材料和主任审评员 2013 年
会议的讨论结果，讨论经修订的国家信息通报审评

指南草案和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 

2013年 10月 

科技咨询机构 
第三十九届会议 

科技咨询机构： 

• 完成审议经修订的国家信息通报审评指南草案

和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以期拟定一份决定草

案，供《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通

过； 

• 评估工作方案的进展并酌情进行调整。 

2013年 11月 

《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十九届会议 

《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经修订的国家信息通报审

评指南和两年期报告审评指南。 
2013年 11月 

第二期 
技术研讨会 

各缔约方继续讨论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

和简化温室气体清单审评进程的原则。 
2014年 4月 

科技咨询机构 
第四十届会议 

科技咨询机构： 

• 继续审议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并就

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草案提出建议

和结论，以期在附有说明的经修订的温室气体

清单审评指南草案中体现其进展，便于科技咨

询机构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 

• 讨论关于各缔约方有关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

审评指南和简化温室气体清单审评进程的原则

的意见的综合报告。 

2014年 6月 

科技咨询机构 
第四十一届会议 

科技咨询机构完成审议附有说明的经修订的温室气

体清单审评指南草案，以期拟定一份决定草案，供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通过。 

2014年 12月 

《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二十届会议 

《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经修订的温室气体清单审

评指南。 
2014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