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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二届会议 

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18 日，马拉喀什 

议程项目 20(a) 

会议闭幕 

通过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草稿 

报告员：Georg Boersting 先生(挪威) 

目录 

(待补) 

 I. 会议开幕 

(议程项目 1) 

1. 根据《公约》第七条第 4 款，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的 Bab Ighli 举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主席

塞戈莱娜·罗亚尔女士(法国)主持开幕。1
 罗亚尔女士作了开幕发言。 

  

 
1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与《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二届会议和作为

《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同时举行。《议定书》/《公约》

缔约方会议和《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议事录分别载于单独的报告。本届会议期间举行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联席会

议，议事情况同时收入三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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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开幕式上发言的还有《气候公约》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女士，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主席 Hoesung Lee 先生，和马拉喀什市市长 Mohammed 

Larbi Belcaid 先生。2
 

3. 缔约方会议在 11 月 9 日举行 3 次会议，听取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主席

Olumuyiwa Benard Aliu 先生、臭氧秘书处执行秘书 Tina Birmpili 女士、高级别

气候行动倡导者 Laurence Tubiana 女士(法国)和部长代表 Hakima El Haite 女士

(摩洛哥)的发言。 

 二. 组织事项 

(议程项目 2) 

 A. 选举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 

(议程分项目 2(a)) 

4. 在 11 月 7 日举行的缔约方会议的第 1 次会议上，3
 塞戈莱娜·罗亚尔女士

回顾说，根据目前适用的议事规则草案第 22 条第 1 款，《公约》缔约方会议主

席一职由五个区域集团轮流担任。她告知各缔约方，已经收到非洲国家的提名。

经主席提议，《公约》缔约方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摩洛哥外交与合作部长

Mr. Salaheddine Mezouar 先生担任主席。新当选的主席作了发言。4
 

 B. 通过议事规则 

(议程分项目 2(b)) 

(待补) 

 C. 通过议程 

(议程分项目 2(c)) 

5. 缔约方会议第 1 次会议审议了执行秘书的说明，其中载有临时议程和说明。5

这份临时议程是征得《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主席同意并与《公约》

缔约方会议主席团磋商后拟订的。 

  

 
2
 见：http://unfccc.int/meetings/marrakech_nov_2016/items/10041.php。 

 
3
 本报告提到的缔约方会议均指全体会议。 

 
4
 可查阅：http://unfccc.int/meetings/marrakech_nov_2016/items/10041.php。 

 
5
 FCCC/CP/2016/1 和 Add.1。 

http://unfccc.int/meetings/marrakech_nov_2016/items/10041.php
http://unfccc.int/meetings/marrakech_nov_2016/items/100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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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公 约 》 缔 约 方 会 议 第 二 十 二 届 会 议 主 席 提 议 ， 通 过 文 件

FCCC/CP/2016/1/Add.1 中的补充临时议程，但以下项目除外： 

(a) 项目 9：“对《公约》第四条第 2 款(a)和(b)项充足性的第二次审

评”，根据近几次会议的做法，将暂时搁置该项目；  

(b) 项目 19(a)，“特殊情况得到缔约方会议承认的缔约方根据《巴黎协

定》从绿色气候基金以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获得支助的机会”。对此有一项谅

解，即主席将就这个问题举行不设限的非正式磋商，随后在议程的“其他事项”

下提出报告；6
 

7. 经主席提议，《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选举《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  

(b) 通过议事规则； 

(c) 通过议程； 

(d)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e) 接纳观察员组织； 

(f) 安排工作，包括附属机构的届会； 

(g) 未来届会的日期和地点； 

(h) 通过全权证书审查报告。  

3. 附属机构的报告：  

(a)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报告；  

(b) 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 

(c) 《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的报告。 

4. 筹备《巴黎协定》生效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第一届会议。 

5. 审议缔约方根据《公约》第十五条提出的关于修正《公约》的提案： 

(a) 俄罗斯联邦关于对《公约》第四条第 2 款(f)项进行修正的提案； 

(b)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墨西哥关于修正《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八条的提案。 

  

 
6
 随后将议程分项目 19(b)从“其他事项”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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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7.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 

8.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a) 技术执行委员会以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b) 技术机制与《公约》资金机制之间的联系。 

9. 对《公约》第四条第 2 款(a)和(b)项充足性的第二次审评。(本议程项目

被暂时搁置)
7
  

10. 与融资有关的事项： 

(a) 长期气候融资； 

(b) 融资问题常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对融资问题常设委员会职能的审查； 

(c) 绿色气候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 

(d) 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 

(e) 对资金机制的第六次审查； 

(f) 启动一个进程，明确缔约方将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第 5 款提供

的信息。8
 

11.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报告和审评。 

12.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报告。 

13.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14. 《公约》第四条第 8 和第 9 款的执行情况。 

(a) 关于适应和应对措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方案(第 1/CP.10 号决定)

的执行情况； 

(b)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15. 性别与气候变化。 

16. 附属机构转交缔约方会议的其他事项。 

  

  

 
7
 议程项目 9 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上被暂时搁置。这个议程项目根据目前适

用的议事规则草案第 16 条列入本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8
 第 1/CP.21 号决定，第 5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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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a) 2015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b) 2016-2017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c) 《气候公约》进程中的决策； 

(d) 审查第 14/CP.1 号决定规定的关于甄选和提名执行秘书(副秘书长级)

和副执行秘书(助理秘书长级)的程序。 

18. 高级别会议： 

(a) 缔约方的发言； 

(b) 观察员组织的发言。 

19. 其他事项。 

20. 会议闭幕： 

(a) 通过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 

(b) 会议闭幕。 

8. 五个缔约方在该次会议上作了发言。 

 D.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议程分项目 2(d)) 

(待补) 

 E. 接纳观察员组织 

(议程分项目 2(e)) 

9. 在第 1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审议了秘书处关于接纳观察员组织的说明，9

其中列出了请求被接纳为观察员的 10 个政府间组织和 135 个非政府组织。按照

主席团的建议，经主席提议，《公约》缔约方会议接纳秘书处上述说明所列的组

织为观察员。 

  

 
9
 FCCC/CP/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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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安排工作，包括附属机构的届会 

(议程分项目 2(f)) 

10.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公约》缔约方会议参阅临时议程说明。10
 他

说，附属机构将举行会议，争取在 11 月 14 日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附属履行

机构和《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的届会结束之前拟出决定草案和结论草案，供

《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他又说，几个附属机构的届会不可能予以延长。 

11. 经主席提议，《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将下列议程项目交给附属机构：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 

项目 6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项目 7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 

项目 8(a)  技术执行委员会以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项目 14(a) 关于适应和应对措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方案(第 1/CP.10 号

决定)的执行情况 

项目 14(b)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 

 附属履行机构 

项目 11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报告和审评 

项目 12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报告 

项目 13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项目 15  性别与气候变化 

项目 17(a) 2015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项目 17(b) 2016-2017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12. 在 11 月 8 日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二次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

二次会议联席会议上，以下代表作了一般性发言：泰国(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

国)、斯洛伐克(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28 个成员国)、瑞士(代表环境完整性小组)、

澳大利亚(代表伞状集团)、马里(代表非洲集团)、马尔代夫(代表小岛屿国家联

盟)、刚果(代表最不发达国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代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观点

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尼加拉瓜(代表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代表我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南非(代表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哥

斯达黎加(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独立联盟)、阿曼和巴勒斯坦国。 

  

 
10

 FCCC/CP/2016/1 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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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同一次联席会议上，七个观察员组群的代表作了发言(工会、妇女和性

别、青年、工商业、农民、土著人和环境)。 

(待补) 

 三. 议程项目 2(g)至 18 

(待补) 

 四.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19) 

14. 在 11 月 9 日的第 3 次会议上，主席回顾说，《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

议通过了议程上的分项目 2(c)，主席建议，就土耳其提出的、上文第 6 段(b)中所

指的事项举行不设限定的非正式磋商。 

15. 根据一个缔约方的请求，主席同意就地方社区和土著人论坛问题举行第

1/CP.21 号决定第 135 段所指的非正式磋商。 

(待补) 

 五. 会议闭幕 

(议程项目 20) 

 A. 通过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 

(议程分项目 20(a)) 

16. 在 11 月 xx 日举行的第 xx 次会议上，《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了第二十二

届会议报告草稿。11
 主席提议，授权报告员在主席的指导下，由秘书处协助完

成本届会议报告。 

 B. 会议闭幕 

(议程分项目 20(b)) 

(待补) 

     

 

  

 
11

 FCCC/CP/2016/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