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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3年 6月 3日至 14日，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8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概要 

 本文件报告了 2013 年 3月 13 日至 16日在多哥洛美举行的最不发达国家专
家组(专家组)第 23次会议的情况。本文件载列了专家组 2013-2014年两年期滚动
工作方案和专家组在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

进程方面所展开工作的概要。本文件载列了以下方面的资料：专家组国家适应计

划进程技术准则；支助需求；一份关于向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所提供支持的进展报

告；拟议结合附属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举办的专家组国家适应计划活动；支持国

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信息系统；2012-2013 年最不发达国家适
应问题区域培训班；专家组的培训方法；对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最不发达国家工

作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监测和评估；深入案例研究的制定；以及与《公

约》下的其他机构的联系。本文件还详尽地叙述了专家组与全球环境基金及其各

机构和其他组织就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助展开的讨论情况以及与多哥政府就其国

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展开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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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 

1. 第 29/CP.7 号、第 6/CP.16 号决定和第 5/CP.17 号决定确定了最不发达国家
专家组(专家组)本任期(2011-2015 年)的任务。专家组被授权就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并向国家适应计

划进程提供技术指导和支助。 

2.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请专家组展开以下具体活动： 

(a) 正如专家组第 22 次会议报告所列，就其如何可以进一步支持最不发达
国家编制其国家适应计划问题提交意见，供履行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

1 

(b) 在其与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及其各机构举行会议期间，进一步探讨
某些最不发达国家如何从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获得资金以执行其国家适应行动方

案，并在其各次会议的报告中列入资料，说明如何增强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供履行机构审议；
2 

(c) 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并与相关组织合作，结合履行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
组织一次最不发达国家国家适应计划活动。

3 

3. 此外缔约方会议在第 4/CP.18 号决定中邀请各缔约方和《公约》下的各专题
机构和专家机构就长期资金问题提出意见，同时考虑到长期资金工作方案讲习班

的报告。 

4. 按照第 6/CP.16号决定第 3段，专家组在其第 21次会议上拟定了一份 2012-
2013 年工作方案4

，由履行机构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作了审议。履行机构欢迎专

家组 2012-2013 年工作方案，并请专家组随时向履行机构通报专家组在 2012-
2013年期间执行该工作方案方面所做的努力。5 

 二.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第 23 次会议概要 

 A. 议事情况 

5. 专家组第 23次会议于 2013年 3月 13日至 16日在多哥洛美举行。 

  
 1 FCCC/SBI/2012/33, 第 68段。 
 2 FCCC/SBI/2012/33, 第 67段。 
 3 FCCC/SBI/2012/33, 第 69段。 
 4 FCCC/SBI/2012/7, 附件一。 
 5 FCCC/SBI/2012/33, 第 64段和第 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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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缔约方会议在第 8/CP.13 号决定中授权专家组在它认为必要时邀请全环基金
及其各机构出席专家组会议。此外，第 6/CP.16 号决定请专家组动员范围广泛的
各组织支持执行专家组工作方案。因此全环基金及其三个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出
席了该会议。专家组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世界资源学会专家发出了邀请。 

7. 会议由多哥政府环境与森林资源部的环境局长 Essobiyou Thiyu Kohoga先生
宣布开幕。他赞扬专家组为最不发达国家编制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提供了卓越的支

持，并表示多哥政府乐意主办专家组第 23 次会议。他还表示，多哥准备展开国
家适应计划进程。 

8. 会议期间，专家组着眼于展开以下方面的工作：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
则；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支助需求；一份关于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进展报

告；拟议结合附属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举办的专家组国家适应计划活动；支持国

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信息系统；最不发达国家 2012-2013 年适
应活动区域培训班；专家组的培训方法；对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监测和评价；最

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深入案例研究的制定；以及与《公

约》下的其他机构的联系。专家组还就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问题与全环基金

及其各机构和其他组织举行了讨论，并就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

问题与多哥政府进行了讨论。 

 B.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编制和执行状况 

 1.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编制状况 

9. 至今为止，有 49 个最不发达国家成功地完成了其国家适应行动方案。6 赤
道几内亚于 2012年 11月获得资金，现在正处于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编制的初期阶
段。 

10.  至少有三个最不发达国家已经修订或增订了其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这包括
孟加拉国、不丹和塞内加尔。专家组注意到，最不发达国家继续依靠专家组提供

的技术指导和咨询来修订和增订其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而专家组准备继续应要求

提供支助。 

 2.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执行状况 

11.  全环基金报告说，截至 2013年 4月 3日，45个最不发达国家以项目确认表
的形式向全环基金提交了一份或若干份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执行项目提案。32 个
国家提交了至少两个项目，而 10个国家提交了三个或若干个项目。 

  
 6 

这还包括佛得角和马尔代夫，而这两个国家分别于 2007 年 12 月和 2011 年 1 月退出了最不发
达国家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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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环基金指出，总共 95 个项目7 (包括 6 个中型项目和 89个大型项目)得到
了全环基金理事会的核准，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赠款高达 4.5087 亿美元。在
已获批准的项目中，45 个项目得到了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官的核准，目前正处于
各个执行阶段。 

13.  全环基金还报告说，截至 2013年 4月 3 日，对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累积捐
助者认捐相当于 6.053 亿美元，而根据公平获得的原则，对每一个最不发达国家
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项目的新的上限定为 2000万美元。 

 C. 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则 

14.  缔约方会议请专家组根据第 5/CP.17号决定中通过的初步准则编制国家适应
计划进程技术准则。专家组编写的技术准则的英文本可在网上查阅，网址是

unfccc.int/NAP。印刷文本正在分发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协调中心并在各种活动中
分发。 

15.  专家组正在编制一份技术准则互动网络版。该网络版将被纳入更广泛的国
家适应计划信息系统(见以下第二.G章)。 

16.  专家组正在计划与相关组织和适应问题专家合作，编制准则的补充材料，
以便深入阐述相关的步骤。按照第 5/CP.17 号决定第 12 段中提出的支持国家适
应计划的方式，这些材料将针对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结构单元提供逐步指导，并

将包括国家、部门和其他各级针对国家适应计划的技术文件和技术准则。 

 D. 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支助需求 

17.  专家组审查了专家组第 22 次会议报告中所列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支助需
求。

8 专家组确定了按照其任务和专长知识它可以提供支持的那些需求，并提出
了在提供这种支持方面它可以展开的活动。针对选定支助需求的拟议活动的一览

表载于附件一。专家组指出，随着最不发达国家在展开其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方面

取得进展，支助需求和拟议活动将不断得到审查和增订。 

18.  为了确定满足需求方面各项努力的优先次序，专家组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
了一次快速调查，了解它们对专家组第 22 次会议报告载列的清单中所列的可能
优先支助需求的想法。专家组参照这次调查结果，确定了支助需求的优先次序，

以便查明在今后三年里为了在最不发达国家顺利地启动国家适应计划进程而需要

予以满足的需求： 

  
 7 

包括一个采用方案型方针的项目、支持绿色长城倡议的萨赫勒和西非方案，有四个项目在乍

得、埃塞俄比亚、马里和多哥。 
 8 FCCC/SBI/2012/27, 第 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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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则加以补充的技术和资料文件，其中包括
以下方面： 

(一) 评估适应能力方面的差距和需求的方法和工具； 

(二) 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数据分析、管理和形象化的方法、进

程和备选办法； 

(三) 指导制定国家适应投资计划、适应方案和吸收适应资金的能力

建设； 

(四) 制定和执行对多层次适应工作的监测和评价系统； 

(b) 汇编和分析通过包括以下方面的资料文件拟议分享的信息： 

(一) 分析能力需求以及满足能力需求方面的差距和可能的战略； 

(二) 关于知识型/专家体系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备选办法的最佳可
得知识； 

(三) 风险、脆弱性和适应评估的建议数据、方法和工具候选名单； 

(四) 成功与失败以及与共同适应办法有关的可持续性问题； 

(五) 在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各个阶段，包括区域一级经验、最佳做

法和吸取的教训； 

(c) 通过国家适应计划中心 
9

 以及相关信息系统分享和交流以下方面的信息： 

(一) 对于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现有财政和技术支助； 

(二) 能力需求和差距，以便查明并动员技术支持和其他支持； 

(三) 与适应评估和规划方面采用的现有数据和信息的链接； 

(四) 将国家适应计划信息和进程延伸到多重利益相关方； 

(五) 汇编资料，以支持对国家适应计划的进展、成效和差距进行监

测、审查和评价； 

(六) 查明、分析和管理关键数据，以支持适应规划和实施，包括抢

救和储存现有数据； 

(d) 区域一级培训班，以讨论以下专题： 

(一) 查明制定和执行适应行动方面的差距和能力需求； 

(二) 选择和利用决策支持方面的数据分析和使用的评估工具和模式

以及向决策者通报结果方面的经验和办法； 

  

 9 见以下第 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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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用适当的地理空间数据管理和分析工具以管理空间和时间方

面的数据和信息，以便支持各种评估作为适应规划的一部分并

支持将这种评估的反复和连续的性质作为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

一部分； 

(四) 分析气候数据并制定和运用气候变化办法，以评估国家、部门

和地方各级的气候变化风险； 

(五) 向决策人和政策制订者通报信息和不肯定性； 

(六) 制定研究和系统性意见，以支持适应分析和规划； 

(七) 评估适应办法(经济办法、环境办法等)和等级； 

(八) 制定各种战略、项目和方案，以支持制定和执行国家适应计

划； 

(九) 对于国家机构直接取得资金进行认证； 

(十) 监测和评价适应工作； 

(e) 其他培训活动： 

(一) 关于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各项步骤的网上课程； 

(二) 与正规教育方案合作。 

 E. 关于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进展报告 

19.  专家组根据其本身的工作以及适应委员会、联合国各组织、专门机构、双
边和多边组织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工作，讨论了关于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进

展报告。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背景，专家组在附属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并通过

电子邮件调查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目的是捕获国家适应计划进

程情况，包括了解支助需求和所收到的支持。此外，一些组织向专家组通报了其

在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以下是专家组在其第 23 次会议上
所捕获的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概要情况： 

(a) 根据通过各次调查从最不发达国家收到的资料，多数国家表示，它们
正在积极考虑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并正在期待取得财政支持，以便按照国家适应

计划准则中概述的步骤展开行动； 

(b) 美利坚合众国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开发署)支持牙买加展开国家气
候变化政策框架进程。在牙买加和美国提交的一份联合函文中，

10 牙买加政府
与美国开发署合作，组织了一次利益攸关方讲习班，其目的是发起一个政策框架

进程，该进程将启动一个在各经济部门中间促进支持和理解的进程，因此负责这

  

 10 FCCC/SBI/2013/MIS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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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门的政府和私人行为者可以理解气候变化对牙买加经济的影响。此次讲习班

以后，牙买加正在拟定一个综合气候变化政策框架； 

(c) 关于专家组提供的支持： 

(一) 专家组制订了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则，其英文本已在网上

公布(unfccc.int/NAP)。法文本和葡萄牙文本正在编制，一旦完
成将很快予以公布； 

(二) 专家组编制了一份概述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外联文件，目的是

促进各气候变化协调中心在其本国所展开的外联工作。该文件

的英文本已经公布，而法文本和葡萄牙文本很快将在以下网站

上公布：unfccc.int/NAP； 

(三) 专家组分别于 2012 年 9 月和 2013 年 3 月为太平洋和法语最不
发达国家举办了两次适应问题区域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包括国

家适应计划进程的特定模块，目的是培养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国

家一级发起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意识和能力。80 位与会者得到
了培训； 

(四) 专家组正在设计和实施一个旨在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网上

信息系统，预计将于 2013 年中期启动一个原型(见以下第二.G
章)； 

(d) 关于适应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三年期工作计划载列了针对出不属于最
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方法和准则方面工作的具体活动。

11 
为此目的，该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特设工作组，就这些方法和准则展开工作，而专

家组正在参与该小组的工作； 

(e) 关于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 

(一) 开发署和环境署就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的支助方案向

全环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提交了一份提案。该支助方案包括
三个主要内容：机构支助、技术支助和知识经纪活动。这些机

构向专家组第 23 次会议报告说，关于这一项目的一个项目提案
已经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提交给全环基金秘书处，请求在最不
发达国家基金中提供资金，并期待全环基金核准； 

(二)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关于国家适应计划制定准则的函文
12 中指

出，它审查了专家组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则，并加以修

改使之适合国家一级卫生适应进程的需要。 

  
 11 FCCC/SB/2012/3, 附件二。 
 12 FCCC/SBI/2013/MIS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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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专家组在结束关于这一专题的讨论时指出，目前正在努力支持以上第 19 段
中没有反映的最不发达国家中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因此应该就范围广泛的各组

织及其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方面的努力提供更多的资料。除了各缔约方向缔约

方会议提交的来文中所报告的信息以及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当前的调查所提供的信

息以外，还可以与专家组分享上述信息。 

 F. 最不发达国家国家适应计划活动 

21.  按照履行机构第三十七届会上提出的请求，13 专家组讨论了拟议结合履行
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举办的最不发达国家国家适应计划活动的规划问题。专家组

主席着重介绍了在该请求获得通过以后于 2012年 12月在多哈与各缔约方和相关
组织举行的预备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上收集的各种想法被用于编制一份关于此

次活动的概念说明。 

22.  这次活动拟称为“国家适应计划展览：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发起国家适应计
划进程”，其目的是： 

(a) 就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信息； 

(b) 为分享与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有关的各种工具和方法提供一个平台； 

(c) 为相关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论坛，使之能够就它们可以对
最发达国家展开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可以提供的支持交流信息； 

(d) 为分享各种经验、最佳做法和吸取的教训提供一个平台，并展示相关
的案例研究。 

23.  这次活动将围绕着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各种内容加以安排。在这次活动
中，专家组将介绍国家适应计划制定工作的技术方面，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将介

绍在其本国发起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计划和需求，而各组织和机构将介绍它们准

备如何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专家组表示，应该由履行机构主

席主持这次活动的开幕式。 

24.  这次活动将汇集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缔约方、全环基金及其各机构、适应
工作从业人员、相关组织、发展机构、区域中心和网络以及专家个人。专家组正

在探讨如何同时与无法参加此活动的最不发达国家专家进行互动。专家组强调必

须着眼于邀请能够为最不发达国家展开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提供支持的那些机构和

组织。 

25.  专家组还商定，这次活动应该是对最不发达国家支持的一种延续，作为对
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技术指导和支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应该每年举行，即在附

属机构每年第一届会议上举行。 

  
 13 FCCC/SBI/2012/33, 第 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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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支持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的信息系统 

 1. 国家适应计划信息系统 

26.  专家组继续努力设计一种信息系统(拟称为国家适应计划中心)，该信息系统
将作为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主要信息平台。该系统将提供信息以支持国家适

应计划进程，表明各国在其国家进程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将包括一个支持最不发

达国家的相关国家适应计划文件信息库，链接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相关数据、信

息和工具、接受各国以及相关组织、区域中心和网络与研究界提供的投入。它还

将提供信息，以支持缔约方会议审议国家适应计划。 

27.  关于该系统的功能问题，专家组审议了其他适应问题信息系统的功能，以
便利用这些功能来协助制定国家适应计划信息系统。专家组同意，该系统将包括

以下功能： 

(a) 灵活的信息界面，以适应主要用户群体：直接参与国家适应计划活动
的国家一级的技术专家和各组织；决策人和政策制定者，包括那些支持气候变化

谈判的人；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广泛利益攸关方，包括公众； 

(b) 利用选定的说明性实例和案例研究来推动分享经验教训，避免无所不
包的列表； 

(c) 灵活储存和显示信息，便于更新，并列入新的信息，例如通过一个基
本数据库管理系统来管理活跃的内容； 

(d) 制定有关考虑因素，便利各国获取最佳可得数据和信息，并适当考虑
到最不发达国家获取和处理某些类型数据方面的技术性困难； 

(e) 在可能情况下推动各国获取信息和数据，以避免从区域和全球数据库
中摘取国别数据和信息方面的复杂性； 

(f) 现有信息系统增值。 

28.  专家组决定设立一个由适应问题专家和从业人员组成的咨询小组，在国家
适应计划中心的设计和内容方面充当顾问。 

29.  专家组将在附属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的国家适应计划活动中交流关于
该信息系统开发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 

 2. 最不发达国家门户 

30.  专家组还讨论了继续增强最不发达国家门户的问题。它指出，将需要增强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各门户项目执行情况方面的信息，应该吸收业已完成的国家适

应行动方案各项目的成功案例，作为一个信息库来评估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

面的进展、成效并查明此方面的差距，并作为一个平台来分享在国家适应行动方

案下的经验、最佳做法和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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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此外，专家组指出，最佳做法和所吸取教训平台将予以更新，以便列入最
佳做法和所吸取教训出版物的第二卷的资料以及(通过面谈/调查)从这些出版物中
尚未述及的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已经收集的资料。 

32.  专家组还指出，在门户方面仍然需要展开进一步的工作，包括开发一个针
对专家组、最不发达国家和相关组织、机构和区域中心的网上合作平台、一个专

家组平台和一位最不发达国家监督员，而这些功能将与上述国家适应计划信息系

统下的类似功能协调起来。 

 H. 2012-2013年区域培训班 

33.  专家组为 3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多哥洛美为法语最不发达国家举办的适应问
题区域培训班作出了安排。根据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则并根据最近关于国家

适应计划的决定，专家组审议了进一步强化培训材料的问题，即关于国家适应计

划进程的内容应该比 2012 年太平洋地区最不发达国家第一次讲习班的内容更为
全面。 

34.  专家组在该讲习班上与各组织、机构、区域中心和专家合作。全环基金及
其三个机构(即粮农组织、开发署和环境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德国国际
合作署、萨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区域农气水文中心、乍得本地颇尔妇女协

会、两名原专家组成员(来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 Adérito Santana 先生和来自奥
地利的 Erwin Künzi先生)以及其他专家个人在该讲习班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5.  气候变化部委/机构和规划以及其他相关部委/机构的三名国家适应问题专家/
从业人员出席了讲习班。与会者还包括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支助的来自 10
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其他国家协调中心。这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以便在

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方面推动协同增效。
14 

36.  专家组进一步讨论了其余区域讲习班(一个亚洲最不发达国家讲习班和一个
英语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讲习班)的后勤安排问题。专家组同意努力争取在今年底
之前举办这两次讲习班。按照履行机构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提出的请求，

15 
秘书处将在最近一次讲习班完成以后，立即就区域培训班问题编写一份综合报

告。 

37.  专家组讨论了是否有必要为太平洋区域的最不发达国家举办一次后续讲习
班以讨论国家适应计划技术准则的问题，因为该区域的讲习班是在国家适应计划

技术准则完成之前举行的。专家组同意继续探讨举办这种讲习班的机会，并在其

下一次会议上作出进一步的决定。 

  
 14 

关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更多的资料，见 http://www.cbd.int/nbsap。 
 15 FCCC/SBI/2012/33, 第 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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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培训方法 

38.  专家组举办各种培训班，以此作为建立和/或增强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国家适
应行动方案、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解决适应问题的技术能

力的一种方法。专家组在其会议上审议了进一步改进其培训方法的问题，以便以

富有成效和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 

39.  专家组决定，其培训方法将着眼于以下方面： 

(a) 建立最不发达国家管理《公约》下的各个进程和获取权支持并汇报其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情况的能力； 

(b) 发展最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问题的技能； 

(c) 发展知识管理方面的技能； 

(d) 通过以下方面举办培训： 

(一) 培训班； 

(二) 网上培训和电子课程； 

(e) 与正规教育方案合作； 

(f) 简单而实用的出版物； 

(g) 推动所有有关利益攸关方对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达
成共同理解。 

40.  专家组强调指出，在与支持最不发达国家适应工作的机构合作时，必须积
极动员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协调中心。 

41.  专家组决定探讨如何记录和储存其历次区域培训班上采用的材料，以便确
保即使在这些讲习班完成以后也能够获取这些材料，并积极地探讨在这些讲习班

的内容的基础上开设电子课程。 

 J. 监测和评价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和国家适应 
计划进程 

42.  在其以往工作的基础上，16 专家组继续考虑监测和评价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现在已经延伸到国家适应计划进程。专家组注意到目

前对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包括由专家组连同全环基金及其各机

构一起展开的工作以及通过专家组各项报告通报的工作，
17 以及丹麦政府和全

  
 16 FCCC/SBI/2012/27, 第 39段。 
 17 

专家组各次会议的报告载于 http://unfccc.int/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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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基金评价办公室对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进行的一次联合评价。
18 专家组决定，

其采用的方法应尽量巩固这些工作的成果。 

43.  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专家组就以下具体的活动作出决定： 

(a) 编制一本详尽的监测和评价系统指导手册，供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国家
系统中使用； 

(b) 开发一种工具，用于监测和评价制定和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
适应计划方面的进展、成效和差距以及国家和全球各级执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

案的情况； 

(c) 在国家一级应用进展、成效和差距监测和评价工具，以促进各国国家
适应计划进程，而在全球一级支持履行机构的工作； 

(d) 制定一种办法，用以捕获规划和执行适应工作方面的最佳做法和所吸
取教训，以此作为对监测和评价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工作的一种投入。即将组建一

个特设工作组，其成员包括适应委员会一位成员和适应问题专家和从业人员，其

任务是参与从所吸取的教训中选定最佳做法。 

 K. 与《公约》下的其他机构的联系 

44.  专家组回顾说，它邀请适应委员会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19 并邀请适应
委员会： 

(a) 协助将专家组编制的国家适应计划技术准则延伸到不属于最不发达国
家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b) 提名其一位成员参加专家组的国家适应计划中心制定工作咨询小组(见
以上第 26-29段)； 

(c) 提名其一位成员参加审查适应问题方法和选定最佳做法和所吸取教训
的团队(见以上第 43(d)段)； 

(d) 通过估计适应工作成本效益的相关方法协助专家组和最不发达国家，
作为对国家适应计划制定工作的评估的一部分。 

45.  专家组还指出，适应委员会已邀请一位专家组成员参加特设小组审议不属
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执行国家适应计划的方式问题。专家组已提名

Thinley Namgyel先生(不丹)代表专家组参加该小组的工作。 

  
 18 

请查阅 http://www.thegef.org/gef/sites/thegef.org/files/documents/GEF.LDCF_.SCCF_.7.Inf4_.pdf>。 
 19 FCCC/SBI/2012/27, 第 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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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于与技术执行委员会合作的问题，专家组回顾说，它请求技术执行委员
会支持最不发达国家。

20 专家组还指出，技术执行委员会邀请专家组出席技术
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以及一次技术路线图专家会议。专家组提名其副主席

Batu Uprety先生(尼泊尔)代表专家组出席这些会议。 

47.  专家组还讨论了它与未列入《公约》附件一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
家咨询小组(专家咨询小组)合作的问题，并将通过同时担任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的
专家小组成员与专家咨询小组分享国家适应计划技术准则，以便就专家咨询小组

的各项活动向各国展开外联活动。 

 L. 回应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提出的其他请求 

48.  按照第 4/CP.18 号决定第 5 段，专家组提出了一份关于长期资金的函文，21

以此推动工作方案分析发展中国家气候方面筹资需求的工作，目的是查明到

2020年为止及其后从范围广泛的各种来源筹集资源的各种办法。 

49.  按照履行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的关于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支助需求的
请求，专家组审查了专家组第 22 次会议报告中确定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支助
需求，

22 并查明了按照其职权和专长知识它能够提供支持的那些需求或活动。
以上第二.D章载述了进一步的详细情况。 

50.  履行机构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还请专家组23 在其各次会议上，与全环基
金及其各机构合作，进一步探讨某些最不发达国家为执行其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而

从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获取资金的问题，并在其各次会议的报告中列入关于增强国

家适应行动方案执行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的资料，供履行机构审议。以下第二.M
章载列了进一步的详细情况。 

51.  履行机构在其第三十七届会上还请专家组结合履行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组
织一次最不发达国家国家适应计划活动。以上第二.F 章载列了进一步的详细情
况。 

 M. 与全球环境基金及其各机构的讨论 

 1. 议事情况 

52.  专家组在其会议的第三天和第四天与全环基金及其三个机构(粮农组织、开
发署和环境署)举行了讨论。这些会议着重讨论了最不发达国家为执行国家适应

  
 20 FCCC/SBI/2012/27, 第 46段。 
 21 

请查阅 http://unfccc.int/files/documentation/submissions_from_parties/application/pdf/cop_ltf_leg_ 
03042013.pdf。 

 22 FCCC/SBI/2012/27, 第 19段。 
 23 FCCC/SBI/2012/33, 第 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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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而从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获取资源方面的最近经验、挑战和吸取的教训、

开发署和环境署的一个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展开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支助方案门户

的最新情况、国家适应计划技术准则方面的合作以及 2012-2013 年区域培训班。
这些讨论会上还提到履行机构向专家组提出的一项请求，即专家组应在其会议上

与全环基金及其各机构合作，进一步探讨某些最不发达国家为执行其国家适应行

动方案而从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获取资金的问题，并在其各次会议的报告中列入增

强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执行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的资料，供履行机构审议。 

 2. 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53.  首先，全环基金回顾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编制和执行状况以及在最不发
达国家基金下已经认捐、获取和对各国转让的资金的主要趋势。 

54.  关于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问题，全环基金报告说，它仍然正在考虑根
据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的授权采取行动，通过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向最不发达

国家提供资金，用以展开活动，促成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准备工作。全环基金指

出，它正在举行磋商以应对这项授权并更好地理解国家适应计划进程。 

55.  全环基金在其报告结尾部分强调了全环基金适应战略的新的内容，其中包
括各项目应列入与其他全环基金重点领域的协同增效并解决中长期适应问题和全

环基金注重成果的管理系统。 

56.  第二，开发署表示，它支持最不发达国家通过 61 个项目利用最不发达国家
基金，通过 4个项目利用特别气候变化基金，并通过 6个项目利用适应基金。开
发署还提到它得以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其他方案/活动。这包括气候公共
支出和体制审查、

24 开发署适应学习机制、25 气候变化适应经济学能力建设方
案、

26 脚踏实地方案和非洲适应方案。27 关于制定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项目方面
的差距和新出现的问题，开发署指出以下问题： 

(a) 职能部委中就气候变化问题建立跨部门联系和规划的努力和投资有限； 

(b) 支持采用长期规划框架的主动性有限。 

57.  开发署还强调了受到资助的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各项目取得的某些成功，
包括开发署和环境署对科摩罗和冈比亚的最不发达国家基金项目的联合规划以及

在东帝汶与世界银行的联合规划，而且有些国家，例如孟加拉国、几内亚、莱索

托和尼泊尔成功地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国家、次国家和地方规划进程和文件。 

  
 24 http://www.aideffectiveness.org/CPEIR。 
 25 http://www.undp-alm.org。 
 26 http://www.undp-alm.org/projects/cca-economics。 
 27 https://www.undp-a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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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第三，环境署提交来文，说明它继续支持最不发达国家从最不发达国家基
金、特别气候变化基金和适应基金获取基金，并说明环境署生态系统适应方案和

其他相关举措。它注意到支持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执行工作的某些具体领域，包括

支持展开脆弱性、影响和适应评估以促进知情决策，支持将适应问题纳入国家和

地方规划方面的能力建设、支持适应措施演示，支持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提升适应

工作，包括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 

59.  环境署强调了制定和执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项目方面的以下具体挑战： 

(a) 难以确定适应问题原则，因为缺乏气候数据和评估来为这些项目提出
理由，而且发展基线和适应基线之间以及共同筹资/基线项目概念(理解实物和赠
款/现金捐助)之间有所区别； 

(a) 缺乏充分的程序来证明适应措施的成效； 

(b)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项目审查进程的程序不断变化； 

(c) 在某些活动中实现性别平衡方面存在文化和宗教障碍，有时妇女由于
聘用过程而未能参与项目活动； 

(d) 与其他机构共同执行项目，这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财务管理、结果跟
踪和程序)。 

60.  最后，粮农组织强调指出，它承诺支持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它强调指
出在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基金项目方面面临着以下挑战： 

(a) 农业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气候变化问题正在超越
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其他优先事项； 

(b) 为了促使某些农业部门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制定和执行最不发达国家
基金项目，应该提高他们对全环基金的各种资金和程序的理解水平。 

61.  专家组注意到，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全环基金机构未能提供投
入，因此同意探讨如何通过调查等方式让这些其他机构与专家组分享其经验。 

 N. 与其他组织和专家的互动 

62.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与专家组分享关于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的工作之间建立协同增效的当前工作的情况。它强调了确保在气候变化

适应和缓解方面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和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生计方面所做的努力，并

确保生物多样性决定是“气候智能型”决定。它还根据 2011年和 2012年完成的
工作，就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之间的协同增效问

题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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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世界资源学会介绍了一个用于评估国家气候变化适应体制能力框架，28 并
以实例说明该工具如何应用于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和尼泊尔这两个试行国家。专家

组提议世界资源学会考虑修改该框架，使得最不发达国家可以在国家适应计划进

程中加以应用。 

64.  专家组同意与上述两个组织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密切合作，编写技术准则的
补充材料，而这些补充材料将就协同增效和能力需求及差距分析提供更为深入的

详细情况和案例研究。 

 O. 在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方面与多哥政府互动 

65.  按照其与东道国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团队互动的惯例，专家组就国家适应行
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与多哥政府代表举行了一次互动会议。多哥政府介绍

了执行第一个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项目方面取得的进展，该项目的目的是使农业生

产适应多哥的气候变化。该项目依托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投资方案(2010-2015
年)，而该方案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资助下已经展开了三年。该政府还介绍了
旨在对洪灾和退化土地风险进行综合管理的第二个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项目。该项

目中有三个构成部分：加强现有机构和提高认识；社区适应活动，包括解决土地

退化问题；以及建立预警系统。该国政府团队最后表示，多哥准备展开国家适应

计划进程，并愿意作为专家组正在制定的深入案例研究得到审议。专家组向该政

府团队提供了反馈意见，以便推动有效地执行这些项目。 

 三.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2013-2014 年工作方案 

66.  专家组审查了其 2012-2013年工作方案执行工作方面的进展。除了正在付诸
实施或将于 2013 年付诸实施的现有活动以外，专家组确定了一些新的活动作为
其工作方案的一部分。2013-2014年滚动工作方案载于附件二。 

67.  专家组进一步阐述了执行 2013-2014年工作方案的补充办法，其中包括： 

(a) 在最不发达国家展开深入案例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最不发达国家执行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方面的经验，以

便使专家组了解如何最佳地安排并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
29 

(b) 动员相关组织、区域中心和网络以及拥有区域方案的全球性实体，从
而可以进一步推动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展开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最不发达国家方案

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 

  
 28 http://www.wri.org/project/vulnerability-and-adaptation/nac-framework。 
 29 

关于深入案例研究的进一步的资料载于文件 FCCC/SBI/2012/27, 第 20、21、40和 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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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设立一些咨询小组或特设小组以支持专家组展开以下方面工作：进一
步制定各种方法，以便捕获最不发达国家应对适应问题方面的最佳做法和吸取的

教训；组织和举办专家组区域培训班；以及设计和执行国家适应计划中心； 

(d) 就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各种专题或领域编写技术和资料文件； 

(e) 收集数据，以便通过专家组的工作监督和通报履行机构与最不发达国
家有关事项方面的工作； 

(f) 通过一系列办法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例如通过培训班、网
上培训和教员培训，包括通过与区域一级的相关培训和教育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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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nglish only] 

Proposed activities that could be undertaken by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in addressing support needs for the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process  

Support needs as identified in document FCCC/SBI/2012/27, paragraph 19 Proposed activities 

Element A: laying the groundwork and addressing gaps  

(a) Defining capacities for essential func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necessary 
to address adapt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gap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existing capacit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to 
address the gaps  

Support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in defining essential 
adaptation capacity functions and in identifying and addressing adaptation 
capacity gaps and needs, on an ongoing basis,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Information papers as supplements to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NAP) 
technical guidelines on capacity needs and gap assessment  

(b) Ongoing technical analysis of capacity needs and gaps and possibl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m 

(c) Training on adaptation capacity needs and gap analysis through 
online courses and regional training workshops  

(d)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and lessons learned  

(g) Design and conduct of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V&A) assessment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ssessment models, 
application of applicable decision support tools, such as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the ranking of adaptation options 

Support the LDCs in the design and conduct of assessments of V&A, on an 
ongoing basis, through: 

(a) Collation of the main challenges in assessments from past surveys by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CGE),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LEG) and others, and through new 
questionnaires  

(b) Shortlists of recommended methods and tools for steps of V&A 
assessment, building on past lists by the CGE, Nairobi work programme on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s, and 
make available through NAP Central  

(c) Regional training workshops on V&A  

(d) The LEG to communicate key needs and gaps to relevant 
organizations in a position to support the L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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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needs as identified in document FCCC/SBI/2012/27, paragraph 19 Proposed activities 

(l)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NAP process, including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daptation measures as well as 
identified gaps in capacity for successful adaptation planning (could be 
considered with support needs for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m)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innovative financing for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issues of direct access, absorption of funds and setting up trust 
funds and other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funds 

Support the LDCs in their estimation of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need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Ps,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Compiling and communicating potential source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through information packs and via NAP Central and other 
UNFCCC information portals  

(b) Develop support materials for developing national adaptation 
investment plans, including project proposal development  

(c) Training on programme design and on absorption of adaptation 
financing  

(d) Training and capacity-building towards accreditation for direct access 
of funding  

(e) Shar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countries that have used 
innovative financing,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briefs 

(q) Communication of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organizations, regional 
centres and networks that can provide support to the LDCs on the NAP 
process, including on financial support, technical guides and papers, and 
capacity-building  

Support the LDCs by providing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vailable 
support, building on past work of the LEG, CGE, Nairobi work programme 
and other relevant groups, through NAP Central, NAP events and other 
means 

Element B: preparatory elements  

(c) Design of research and systematic observations to support vulnerability 
and risk analysis and adaptation planning  

 

(d) Data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archiving, and subsequent analysis 
covering all relevant sectors and disciplines, including analysis of observed 
and simulated climate data, and subsequent presentation of such data and 
analyses to various stakeholders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 

(e) Use of appropriate geospatial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tools in 
manag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over space and time, to underpin 
assessments as part of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the iterative and ongoing 
nature of such assessments as part of the NAP process  

(f) Analysis of climate data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in assessing climate change risks at the national, sectoral 
and local levels 

Support the LDCs in identifying 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 and systematic 
observations that enrich vulnerability and risk analysis and adaptation 
planning, such as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Synthesis of best available science for steps of the NAP process and 
by country/region, building o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repor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rough NAP Central 

(b) Technical papers on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ssues, 
including collection, analysis, display and application in adaptation 
planning 

(c) Promotion of linkages with relevant institut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 

(d)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of key data to support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rescue of legacy data 

(e) Training workshops on data management, analysis, scenario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of data, including through the use of geospatial tools and 
mod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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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needs as identified in document FCCC/SBI/2012/27, paragraph 19 Proposed activities 

(i) Synthesizing the best available science on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other forms of knowledge, and translating it into support for decision-
making, including how to make such decisions 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f) Access to key data and information to support adaptation assessment 
through NAP Central, including archival of data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regional and global studies on adaptation 

(j) Integration of NAPs into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s and priorities, 
including by facilitating recognition of climate risks and the need for 
adaptation within relevant policies,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and risks i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and priorit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o the areas, sectors or populations most at risk  

Support the LDCs in the integration of NAPs into development planning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Outreach to planners, finance and sectoral focal points at workshops 
and events in addition to UNFCCC focal points 

(b) Sharing of lessons from the LDCs and others on integration, 
including through NAP Central and at workshops 

(k)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of others in applying different 
technologies in adaptation to facilitate the selection,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for local problems  

Support the LDCs on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by facilitat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work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regional centres with expertise in this area 

(o) Capture and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on impacts, vulnerabilities and 
adaptations, to build up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future adaptation 
planning, includ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bases and 
expert or rule-based systems  

Support the LDCs in generating knowledge on adaptation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bases/expert information systems 
that synthesize the best available knowledge on impacts, vulnerabilities 
and adaptation options, to be used in corroborating adaptation measures 

(b) Compilations of successes and failures as well as sustainability 
issues associated with particular adaptation options 

(r) Exchange of case studies, experiences, best practices and lessons learned 
in addressing adaptation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Promot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on case studies, experiences, best practices 
and lessons learned at multiple levels through NAP Central, publications, 
regional exchanges, workshops and other means 

Element 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h)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cific adaptation activities under the NAP process, 
taking into account existing adaptation efforts and how financing is being 
provided  

Support the LDCs in the design of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Technical support on the design of programmes, projects and policies 
that implement NAPs 

(b) Training through workshops and expert meetings, and regional 
exchanges 

(c) Synthesis of experiences, best practices and lessons learned, through 
publications and exchanges at NAP meetings and workshops, and NAP 
Central 



 

 

FC
C

C
/SB

I/2013/8 

22 
G

E.13-61027

Support needs as identified in document FCCC/SBI/2012/27, paragraph 19 Proposed activities 

(p)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communications, public awareness and 
outreach on adaptation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cluding an easy to read short summary of 
the NAP process that could be used by the LDCs and translated into local 
languages  

Support the LDCs in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NAP process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 groups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on NAP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b) Training, through workshops and technical materials, on 
communications and outreach on adaptation 

(c) Facilitating regional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including through NAP Central and the information portals of 
relevant organizations 

Element D: reporting, monitoring and review  

(n) Design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s, including for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work at the national or sectoral levels, in defining 
objectives and targets, selecting indicators and means of verification, 
identifying data sources and collection methods, support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ndertaking special assessments, and facilitating 
reporting and review  

Support the LDCs in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s, through the following: 

(a) Producing technical papers and training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t multiple levels 

(b) Sharing of experiences in setting up effectiv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countries, for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adaptation 

(c) Supporting the reporting on progr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NAP 
process through information collection via NAP Central 

(d) Promoting cohes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relevan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fforts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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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2013-2014 年两年期滚动工作方案 

主要活动 产出/活动类型/时间安排 

目标 1：向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第 5/CP.17号决定，第 13段和第 14段) 

预期成果：最不发达国家在发起其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并在取得进展方面得到有效的支持 

按照缔约方会议在第 5/CP.17 号决定中提出的请求，通过印刷品和其他媒介以英文、法
文和葡萄牙文发表和传播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则以及相关的外联材料 

在 2013年 6月之前出版 

按照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提出的请求，与相关组织合作，在附属
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为最不发达国家举办一次为期一天的国家适应计划活动(国家适
应计划展览) 

2013年 6月 9日的活动 

按照第 5/CP.17号决定第 12段中的支持国家适应计划的方式，在国家、部门和其他各级
编写国家适应计划技术文件和技术准则，作为对专家组编写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技术准

则的补充，与相关组织和专家合作，提供更为深入的详细情况、逐步指导或选定专题案

例研究 

技术出版物，连续不断 

开发一个国家适应计划网上信息系统(国家适应计划中心)，充当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
的主要信息平台，纳入技术准则及其补充材料，链接各种资源和案例研究，并为交流区

域和全球各级的经验、最佳做法和取得的教训提供一个平台 

网上信息系统从 2013年 6月开始 

预期成果：最不发达国家表明的对技术支助的需求和差距得到有效的解决 

查明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专家组)按照履行机构第三十七届会上提出的请求，针对专家组
第 22次会议报告中所列的支助需求，可以如何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编写其国家适应计划 

本报告中载列的资料(第二.D章) 

持续地汇编和分析对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支助需求，包括通过在附属机构会议和其他相

关活动期间向各缔约方分发的调查问卷 
专家组提交履行机构的报告中提供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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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 产出/活动类型/时间安排 

通过区域培训班和网上课程，根据最不发达国家表明的支助需求，就国家适应计划进程

制定并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技术支持和指导 

与相关组织合作，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 

目标 2：就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编写、修订/增订和执行问题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第 29/CP.7 号，第 4/CP.11 号决定，第 2
段、第 8/CP.13号决定、第 4段以及第 6/CP.16号决定，第 1段和第 2段) 

预期成果：最不发达国家在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面得到有效的支持 

针对最不发达国家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问题举办其余三次区域培训班 2013年的培训班 

编制培训材料，包括自定进度课程和/或网上课程，供最不发达国家适应问题规划和执行
工作团队使用，作为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培训班的延伸 

2013-2014年编写培训材料 

继续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及其机构、相关组织和专家出席专家组的会议和活
动，以便探讨某些最不发达国家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面面临的问题，并向履行机构

提供资料，说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增强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执行工作 

专家组提交履行机构的报告中提供

资料 

预期成果：最不发达国家在编写、修订和增订其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面得到协助  

回应关于要求在编写、修订和增订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面得到支持的各项请求，包括通

过对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草案和订正和增订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草案提出评论和反馈意见，

并分享经验和所吸取的教训 

直接技术支持 

目标 3：支持知识管理和外联活动，以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适应工作规划、优先次序确定和执行工作(第 29/CP.7、4/CP.11号决
定，第 2段，第 8/CP.13号决定，第 4段，第 6/CP.16号决定，第 1段和第 2段以及第 5/CP.17号决定，第 13段和第 14段) 

预期成果：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增强取得有利于其适应工作的最佳可得信息的机会而得到有效的支持 

继续强化最不发达国家门户，作为与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有关的信息的主要基础 最不发达国家门户，连续不断 

增强捕获最佳做法和所吸取教训的方法，为专家组最佳做法和所吸取教训问题出版物提

供资料，包括设立一个遴选过程咨询小组 
咨询小组、方法文件、出版物，截

至 2014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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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 产出/活动类型/时间安排 

开发一个适应措施和战略问题知识/专家数据库 通过国家适应计划中心建立网上数

据库 

目标 4：就以下方面提供指导和咨询：将适应问题纳入发展规划，加强与性别有关的考量，并进一步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适应
规划、优先事项确定和执行工作方面的弱势社区(第 6/CP.16号决定，第 2(a)段) 

预期成果：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在其适应规划和执行工作的综合努力方面得到有效的协助 

编写一份实用指南，以加强性别考量并进一步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应对适应问题方面的

弱势社区 
在 2013年 12月之前提交资料文件 

监督最不发达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

计划所列活动方面如何纳入性别和弱势社区的考量 
汇编、监测和分析，连续不断 

目标 5：通过支持对照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国家适应计划和最不发达国家方案，监测和评价进展、成效和差距，
从而提高质量和推动实现成果(第 29/CP.7、6/CP.16和 5/CP.17号决定) 

预期成果：提供支持，以监测克服脆弱性方面努力的影响和成效 

继续汇编资料，以监测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和国家适应计划

方面的进展和成效并查明此方面的差距 
汇编、监测和分析，连续不断 

根据调查问卷、来文和其他来源所提供的资料，并通过查明有助于制定和执行最不发达

国家适应办法的最佳做法和所吸取的教训，分析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国家适应计划和最

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的成效 

专家组提交履行机构的报告中提供

资料 

编写一份监测和评价工作资料文件，以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和利用监测和评价系统 资料文件 

开发和测试一种监测和评价工具，在专家组的所有工作领域里评估进展和成效并查明差距 在 2013年 12月之前完成技术文件 



 

 

FC
C

C
/SB

I/2013/8 

26 
G

E.13-61027

主要活动 产出/活动类型/时间安排 

目标 6：支持执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第 5/CP.14号决定，第 2段) 

预期成果：有效地促进执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 

通过调查问卷和其他方式继续汇编关于执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方面进展和差距的资料 在履行机构会议期间进行调查，并

在专家组报告中介绍成果 

继续与全环基金及其各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合作，探讨如何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执行最不发

达国家工作方案，包括采用专家组第 21次会议报告中提议的方法(FCCC/SBI/2012/7，第
31-45段) 

专家组提交履行机构的报告中提供

资料 

目标 7：推动《公约》下与适应有关的工作方面的协同增效(第 29/CP.7、5/CP.17号决定，第 17段以及第 1/CP.18号决定第 55
和第 56段) 

预期成果：在《公约》下、在区域一级并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增强对最不发达国家支持工作的连贯性 

与适应委员会合作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并参与适应委员会非最不发达国家国家适应计划

的方式和准则特设小组的工作 
连续不断提供投入 

应请求参加技术执行委员会关于适应技术问题的会议 按需要作介绍 

增订/修订专家组关于区域协同增效的技术文件，作为对国家适应计划技术准则的补充 在 2014年 6月之前提交资料文件 

增订/修订专家组关于促进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的协同增效的技术文件 在 2013年 12月之前提交资料文件 



FCCC/SBI/2013/8 

GE.13-61027 27 

附件三 

[English only] 

  Members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as  
at 13 March 2013 

Mr. Abias Huongo Angola 

Mr. Ibila Djibril Benin 

Mr. Thinley Namgyel Bhutan 

Mr. Matti Nummelin Finland 

Mr. Mphethe Tongwane Lesotho 

Mr. Benon Bibbu Yassin Malawi  

Mr. Batu Krishna Uprety Nepal  

Mr. Jan Verhagen Netherlands 

Ms. Marianne Karlsen Norway  

Mr. Douglas Yee Solomon Islands 

Mr. Fredrick Manyika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Mr. Paul Abiziou Tchinguilou  Togo 

Ms. Pepetua Election Latasi Tuva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