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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26 日，波恩 

议程项目 7(a)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 

经改进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附属履行机构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26 日，波恩 

议程项目 14(a)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 

经改进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经改进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主席提出的订正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和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了秘

书处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评估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包括使用建模工具而编写

的技术文件1
 和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经济多样化举措的技术文件2

 。履行机构

和科技咨询机构鼓励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利用这些技术文件作为实施应对措施影响

评估和经济多样化举措的指导。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缔约方审议了

这两份技术文件中的资料，以推进它们关于实施应对措施影响工作方案的工作。 

  

 
1
 FCCC/TP/2016/4. 

 
2
 FCCC/TP/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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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欢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国提出主办一场研

讨会，以推动经改进的论坛之下的工作。 

3.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一些缔约方有兴趣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

届会议(2016 年 11 月)上举办一场关于经济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级别会

议。 

4.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按照第 11/CP.21 号决定的要求，召开了实施应对

措施影响经改进论坛的第一次会议，并商定在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主席的指

导下，执行附件一所载实施应对措施影响问题工作方案。 

5.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还商定，为推进经改进的论坛的工作，各特设技术

专家组3
 将依照附件二所载职权范围履行职能。 

6.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主席的指导

下，支持工作方案的实施包括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活动。 

7.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秘书处开展以上第 4、第 5 和第 6 段所述活

动涉及的经费估算问题。 

8.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财政资源具备的情况下采取这些结论中

要求的行动。 

 

  

 
3
 见第 11/CP.21 号决定，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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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经改进论坛的工作方案1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11 月) 

在履行机构第四十五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五届会议(2016 年 11 月)之前/期间 

内容 估计时间表/预期成果 

关于劳动力公正转型以及创造体面工作和高

质量就业机会的技术文件 

到履行机构第四十五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

第四十五届会议(2016 年 11 月)召开之时 

技术文件 

观点和经验，包括案例研究，同时考虑到第

11/CP.21 号决定第 1 和第 6 段，并以可持续

发展为背景，以便落实经改进的论坛关于下

述方面的工作： 

(1) 经济多样化和转型； 

(2) 劳动力公正转型及创造体面的工作和高

质量的就业机会 

到履行机构第四十五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

第四十五届会议(2016 年 11 月)召开之时 

各缔约方和各组织提交的材料 

关于观点和经验，包括案例研究的研讨会，

同时考虑到第 11/CP.21 号决定第 1 和第 6

段，并以可持续发展为背景，以便落实经改

进的论坛关于下述方面的工作： 

(1) 经济多样化和转型； 

(2) 劳动力公正转型及创造体面的工作和高

质量的就业机会 

在履行机构第四十五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

第四十五届会议(2016 年 11 月)之前 

研讨会报告 

论坛期间关于研讨会的讨论，包括酌情为缔

约方提供一个场合以便提出优先领域，并视

情况组建一个特设技术专家组 

在履行机构第四十五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

第四十五届会议(2016 年 11 月)期间 

论坛的结论 

 

  

  

 
1
 第 11/CP.21 号决定第 5 和第 6 段内容如下：“通过包括以下方面的工作方案：(a) 经济多样化

和转型；(b) 劳动力公正转型及创造体面的工作和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决定工作方案的执行应

解决所有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要，并应，除其他外，通过影响评估和分析

等获取信息，包括使用和开发经济模型，同时考虑为人关心的所有相关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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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机构第四十六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六届会议(2017 年 5 月)之间/期间 

内容 估计时间表/预期成果 

特设技术专家组的工作(视情况) 在履行机构第四十六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

构第四十六届会议(2017 年 5 月)期间 

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报告(视情况) 

论坛期间关于特设技术专家组会议(视情况)的

讨论 

不适用 

缔约方讨论对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的

建议(2017 年 11 月) 

有可能提出建议草案，以送交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三届会议(2017 年 11 月)审议 

 

在履行机构第四十七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七届会议(2017 年 11 月)之前/期间 

内容 估计时间表/预期成果 

论坛期间与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经改进论坛

工作方案有关的涉及建模工具的可能需要包

括能力建设机会的讨论 

论坛期间关于工作方案领域的讨论 

在履行机构第四十七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

构第四十七届会议(2017 年 11 月)期间 

 

论坛的结论 

 

在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2018 年 4 月至 5 月)之前/期间 

内容 估计时间表/预期成果 

论坛期间与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经改进论坛工

作方案有关的使用经济建模工具的培训研讨会 

论坛期间培训研讨会的报告 

 

在履行机构第四十九届会议和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九届会议(2018 年 11 月)之间/期间 

内容 估计时间表/预期成果 

审查经改进论坛的工作 结论/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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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1. 附属机构可依照第 11/CP.21 号决定第 4 段的规定组建一些特设技术专家组

(技专组)，详细开展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经改进论坛的技术工作。每一技专组需

进行研究调查，以协助经改进的论坛提出建议。 

2. 按照第 11/CP.21 号决定第 4 段的规定，每一技专组需实现区域平衡，并将

依照第 23/CP.18 号决定的规定考虑到性别平衡的目标。 

3. 每一技专组将由以下人员组成： 

 (a) 十二名专家，其中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分别派出两名，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分别派出一名； 

 (b) 两名专家，由具有相关技术领域经验的政府间组织派出。 

4. 各专家将以独立专家身份参加技专组。 

5. 每一技专组的会议将与论坛会议同期举行，缔约方另有决定的除外。 

6. 各技术专家需要具备与关于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经改进论坛工作方案各领域

有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领域内的相关资格和专长。缔约方将决定每个技专

组要求具备哪些专长。 

7. 每一技专组的成员将由缔约方提名和批准。 

8. 每一技专组的联合主席将由缔约方提名和批准，其中一名主席由发展中国家

缔约方提名，另一名主席由发达国家缔约方提名。 

9. 会议对经认可的观察员组织以及来自各缔约方的观察员开放。 

10. 秘书处将支持技专组的活动，包括应技专组的要求视情为组织会议以及编写

背景材料和研讨会/会议报告提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