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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16 年 5 月 16 日至 26 日，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7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问题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第 29 次会议 

  秘书处的报告 

 概要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专家组)第 29 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在东

帝汶帝力举行。专家组在会议上处理了以下问题：在专家组接受新任务后制定其

第一份两年期滚动工作方案(2016-2017 年)；探讨以何种方式处理缔约方会议就

《巴黎协定》提出的具体任务；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支持

发展中国家就国家适应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进程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与全球

环境基金及其机构讨论就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继续开展合作；与东帝汶政府讨论该

国处理气候变化适应问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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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务 

1.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将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专家组)在目前职权范围

下的任务期限延长，1
 以纳入 2016-2020 年这一时期，并要求专家组开展一系列

额外活动。2
 此外，缔约方会议请专家组为支持《巴黎协定》的执行开展若干活

动。3
 

2.  根据以上第 1 段提及的职权范围，专家组应制订一份为期两年的滚动工作方

案，提交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每一年度的首次届会审议，并向履行机构的每

届会议报告其工作。4
 

 二.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第 29 次会议概要 

 A. 议事情况 

3.  专家组第 29 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在东帝汶帝力举行，会议日

程如下： 

(a) 3 月 15 日和 16 日及 3 月 19 日部分时间用于为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适

应工作制定愿景，制定范围广泛的 2016-2020 年工作方案，以及详细的 2016-

2017 年两年期滚动工作方案； 

(b) 3 月 17 日和 18 日及 3 月 19 日剩余时间用于与各组织讨论为最不发达

国家提供支持的问题。 

4.  专家组请即将卸任的成员作为顾问参加会议，还邀请适应委员会参加会议，

以便继续加强其合作。此外，专家组还邀请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及全球环境基金

(环境基金)秘书处以及环境基金机构和区域中心及网络参加会议。以下机构参加

了会议： 

(a)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b) 环境基金秘书处； 

(c) 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通过 Skype)； 

(d) 国家适应计划全球网络； 

(e) 国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方案； 

  

 
1
 见第 29/CP.7、7/CP.9、4/CP.11、8/CP.13、6/CP.16、5/CP.17、12/CP.18 和 3/CP.20 号决定。 

 
2
 第 19/CP.21 号决定，第 1-3 段。 

 
3
 第 1/CP.21 号决定，第 41 和 45 段。 

 
4
 第 6/CP.16 号决定，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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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 

5.  专家组选出以下主席团成员： 

(a) Abias Huongo 先生(安哥拉)：主席兼葡萄牙文报告员； 

(b) Sonam Lhaden Khandu 女士(不丹)：副主席； 

(c) Benon Bibbu Yassin 先生(马拉维)：英文报告员； 

(d) Abiziou Tchinguilou 先生(多哥)：法文报告员。 

 B. 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进程情况 

 1.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国家适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进程中取得的进展 

6.  专家组讨论了正在进行的对制定和执行国家适应计划过程的进展开展的监测

工作。5
 还讨论了 2014 年和 2015 年编写的进展报告中介绍的信息。6

 

7.  专家组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开始制定和执行国际适应计划的进程，并处

于该进程的不同阶段，近来为履行机构第四十三届会议编写的报告已表明这一

点。7
 专家组还指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已启动旨在为制定和尽早执

行国家适应计划获取资金的工作，一些国家已编写概念说明并提交绿色气候基金

以获取资金。8
 

8.  专家组还指出，大多数国家在国家适应计划相关活动方面提供的资料很少，

难以对适应工作取得的进展，包括对提供或接受的支持以及不同层面正在进行的

努力进行评估。专家组还指出，迄今为止汇编的信息来自缔约方就履行机构与适

应相关的议程项目提交的资料，或来自研讨会和国家适应计划展等公开活动期间

分享的信息。专家组还指出，该资料未纳入所有国家，也未包括国家层面全套的

适应活动。专家组认为，加强收集与国家适应方案相关的数据是一个重要事项。

专家组决定继续加大努力，从所有可能的来源收集资料，以支持对国家适应计划

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包括缔约方和各组织提交的相关材料、缔约方和相关组织

在专家组会议以及就专家组举办的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活动和调查提交的

信息和更新资料、国家适应方案国别案例研究，以及缔约方通过国家信息通报、

国家自主贡献、适应行动通报、两年期更新报告、两年期报告和其他渠道提交的

资料。 

  

 
5
 FCCC/SBI/2015/19，第 9-20 段。 

 
6
 FCCC/SBI/2014/INF.25 和 FCCC/SBI/2015/INF.11。 

 
7
 FCCC/SBI/2015/INF.11。 

 
8
 蒙古、缅甸和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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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专家组还决定将最不发达国家与执行国家适应计划相关的有关适应活动的最

多资料集合起来，放在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上，9
 并就国家适应计划编写一份年

度进展报告。 

 2. 提供支持方面取得的进展 

10.  与会组织介绍了以下信息，说明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为发展中

国家制定和执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提供支持的情况： 

(a) 环境署为蒙古、缅甸和尼泊尔提供支持，帮助其编写从绿色气候基金

获取资金的概念说明，以便制定和尽早执行国家适应计划。资金需求约为 500 万

美元，分四年使用。环境署在最不发达国家基金之下有两个支持制定和执行国家

适应计划进程目标方面的新项目。10
 环境署在 2015 年 7 月获得绿色气候基金认

证后支持贝宁和科摩罗向绿色气候基金申请准备方面的支持，并帮助另一些最不

发达国家编写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的申请； 

(b) 开发署和环境署通过由最不发达国家基金供资的国家适应计划全球支

持方案第二阶段工作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以促进这些国家制定国家适应

计划，预计在 2016 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实施这些计划。计划方案的扩大阶段至

少增加对 20 个国家的具体支持。开发署和环境署还提及由气候变化特别基金供

资、由国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方案为非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 

(c) 粮农组织和开发署在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设和核安全部的支

持下，通过其国际气候倡议，根据一项将农业纳入国家适应计划的方案，11
 协

助一些国家查明农业部门的气候适应措施并将这些措施纳入相关的国家规划和预

算进程。12
 

11.  专家组注意到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在第 11 次会议上批准的第一套投资项

目，13
 还注意到这些项目建议是由孟加拉国、马拉维和塞内加尔等最不发达国

家提出的。 

 C.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 

12.  据环境基金报告，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环境基金理事会共批准由最不

发达国家基金为 169 个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执行项目供资。 

  

 
9
 http://unfccc.int/9295。 

 
10

 涉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 

 
11

 肯尼亚、尼泊尔、菲律宾、泰国、乌干达、乌拉圭、越南和赞比亚。方案打算扩展至更多

国家。 

 
12

 http://fao.org/in-action/naps。 

 
13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 B.11/1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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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基金还报告说，截至 2016 年 4 月 5 日，共有 33 个由最不发达国家提

交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执行项目建议得到环境基金秘书处的技术认可，正在等待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提供资金(获得技术认可的项目详情，见附件二)。 

14.  环境基金还报告说，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捐助方对最不发达国家基金

的总认捐额达到 11.87 亿美元，已付捐款额为 9.92 亿美元。根据公平获取资金的

原则，为每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上限为 4,000 万美元。 

 三. 为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适应工作制定愿景 

15.  专家组制定了以下愿景，为其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适应工作提供指导：在

2020 年之前由专家组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在建设适应能力、加强抗御力和减少对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制定强有力和高质量的国家适应计划，并

利用绿色气候基金和其他来源的资金满足计划中查明的重点适应需求；最不发达

国家制定结构良好的适应规划进程。 

16.  专家组希望上述愿景能够实现以下成果，以体现专家组在支持最不发达国

家适应工作方面取得的长期成功： 

(a) 最不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有动力采取步骤，在执行《巴黎协定》的

同时通过国家适应计划实现全球适应目标；14
 

(b) 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家层面制定架构和系统(核心功能)，确保国家适应计

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取得成功。为支持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制定了进程，

进程运转顺利，并促进以叠接方式查明适应需求和备选办法，同时为成功执行适

应行动提供支持； 

(c) 最好在 2018 年之前，最晚于 2020 年之前制定国家适应计划； 

(d) 最不发达国家在 2016 年底之前在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方面获得绿色气

候基金和其他来源的支持； 

(e) 通过国家适应计划确定旨在降低脆弱性、加强抗御力及建设适应能力

的具体的适应行动，通过绿色气候基金的支持，在完成国家适应计划时落实这些

行动； 

(f)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所有剩余项目在 2020 年之前成功执行，并经修订/更

新和纳入国家适应计划； 

(g) 不同规模和层面的活动在内部保持一致，并互为补充； 

(h) 适应战略和行动已充分纳入国家发展努力，包括纳入《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背景下的发展努力。15
 

  

 
14

 见《巴黎协定》第七条第一款。 

 
15

 联合国大会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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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专家组认为，在按照设定的时间表实现以上第 16 段列举的成果方面面临以

下挑战： 

(a) 绿色气候基金为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支持的落实工作步伐

缓慢，难以实现在 2018 年制定国家适应计划的目标； 

(b) 在为国家适应计划提供支持方面缺乏连贯性和共同愿景，包括缺乏明

确性，此外，国家自主贡献等报告工具可能令人困惑，导致最不发达国家采用不

同方式处理适应问题； 

(c) 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发展议程对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给予的优

先程度不高(包括在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面的经历和其他原因)，使抵御气候变化

的发展受到影响； 

(d) 各机构在支持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在 2018-2020 年之前有效制定国家适应

计划方面的能力有限； 

(e) 最不发达国家为国家适应计划的执行(和制定)获取绿色气候基金支持的

能力有限； 

(f) 最不发达国家处理《巴黎协定》的许多方面以及《公约》现有要求(国

家自主贡献、国家适应计划、国家信息通报等)的人力资源有限； 

(g)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充分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剩余优先事项的资金有

限； 

(h) 将所有以发展为主导的资源(国家、双边和多边资源)相匹配，用于支持

执行国家适应计划的挑战可能导致国家适应计划资金不足。 

18.  专家组还查明了可帮助实现预期成果的下列机遇： 

(a) 履行机构 2018 年初对国家适应计划进行进展评估，为对进展进行中期

审评提供了机遇； 

(b) 国家适应计划由绿色气候基金供资这一明显联系，为与绿色气候基金

适应模式进行有效匹配提供了机遇。 

19.  专家组注意到，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将在 2016 年 6 月的会议上审议如何履

行为国家适应计划提供支持的任务。 

 四. 审议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任务 

 A. 支持《巴黎协定》 

20.  专家组审议了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赋予其的与《巴黎协定》相关的

任务，包括专家组就可能由于《巴黎协定》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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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而出现的与适应有关的需要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意见的任务，16
 以及使

《巴黎协定》生效的决定17
 中规定的任务。 

21.  关于由于《巴黎协定》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而出现

的与适应有关的需要，专家组商定编写一份技术文件，查明最不发达国家在执行

《巴黎协定》方面的空白和需要，以及专家组和/或其他相关机构和组织可如何

应对这类空白和需要。 

22.  关于使《巴黎协定》生效的决定中规定的任务，专家组审议了以下行动： 

(a) 如《巴黎协定》第七条第三款所述，由适应委员会和专家组联合制定

承认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适应努力的模式，并提出建议，供作为《巴黎协定》缔约

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并通过；18
 

(b) 适应委员会和专家组与融资问题常设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协作，就

以下问题制定方法并提出建议，供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并通过：19
 

(一) 采取必要步骤，便利为发展中国家在《巴黎协定》第二条所述

全球平均升温限制框架内开展适应工作动员支持； 

(二) 审评《巴黎协定》第七条第十四款(c)项所述适应和支持的充足

性和有效性。 

23.  专家组启动了一项内部讨论，旨在更好地理解以上第 22 段提及的有关最不

发达国家的任务及其工作的技术性质。作为履行任务的第一步，专家组商定与适

应委员会进行一次对话，以便两个机构讨论如何合作及共同商定履行任务的方

法。专家组对适应委员会的一封来函作了讨论，来函建议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举

行一次联合会议，由秘书处为会议编写一份背景文件。专家组同意在建议的日期

举行会议，将为秘书处提供为会议编写背景文件的指导。 

 B. 支持附属履行机构评估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取得的进展 

24.  专家组审议了支持履行机构对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取得的进展

进行评估的任务。20
 这些任务构成履行机构商定的步骤的一部分，其中请缔约

方和相关组织在 2018 年 2 月 1 日前提交资料，作为对秘书处编写的综合报告的

投入，报告供专家组与适应委员会合作举办的技术专家会议审议，旨在评估国家

  

 
16

 第 19/CP.21 号决定，第 2(d)段。 

 
17

 第 1/CP.21 号决定，第 41 和 45 段。 

 
18

 第 1/CP.21 号决定，第 41 段。 

 
19

 第 1/CP.21 号决定，第 45 段。 

 
20

 第 4/CP.21 号决定，第 12(d)和(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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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计划取得的进展。之后将编写会议报告并提交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审

议。专家组认为，较早提交资料，如定于 2017 年 8 月提交资料可为该进程提供

便利。 

25.  专家组决定就以上第 24 段所述任务编写一份概念说明，吸纳适应委员会和

其他机构及利害关系方参与，为设计和准备评估提供资料。 

26.  专家组商定编写一份调查问卷并在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上进行一次在线调

查，问卷以履行机构第四十二届会议关于制定和执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问题为

基础，21
 以专家组希望从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缔约方收集相关资料的其他要素

作为补充。 

 C. 就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提供技术

指导和咨询意见 

27.  专家组审议了缔约方会议对其规定的关于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

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的以下具体任务： 

(a) 专家组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合作，就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

程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意见；22
 

(b) 专家组和适应委员会讨论如何就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从绿

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提供更多信息，并酌情将这类信息纳入其报告。23
 

28.  专家组提及以往在处理相关任务方面作出的努力，包括在专家组第 27 次会

议上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进行讨论，24
 以及绿色气候基金在专家组关于国家

适应计划的区域培训研讨会期间作出的贡献。25
 专家组决定继续这类做法和其

他工作，以便为最不发达国家就其国家适应计划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提供有

效的技术指导和支持。 

29.  作为这一领域的初步活动，专家组决定：定期并持续收集有关最不发达国

家在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方面面临的障碍和挑战的信息，包括通过以上第

26 段所述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调查问卷收集信息，并在就如何促进最不发达国

家获取绿色气候基金资金提供咨询时利用这些信息；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合作

开发培训和外联资料；定期与绿色气候基金分享有关相关产品和专家组工作成果

的信息，以便利就国家适应计划、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其他活动加快向最不发达

  

 
21

 FCCC/SBI/2015/10，附件二。 

 
22

 第 19/CP.21 号决定，第 2(c)段。 

 
23

 第 4/CP.21 号决定，第 10 段。 

 
24

 见 FCCC/SBI/2015/7 号文件，第 91–95 段。 

 
25

 见 FCCC/SBI/2015/19 号文件，第 21 段，及 FCCC/SBI/2015/INF.14 号文件，第 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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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供支持；动员各机构提供更多支持，帮助最不发达国家为获取绿色气候资

金做准备；请绿色气候基金举办专门活动或会议，旨在促进最不发达国家为其国

家适应计划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 

30.  专家组强调，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定期沟通对探讨如何以最佳方式履行

以上第 27 段所述任务至关重要。因此，专家组在议程中安排了一次与绿色气候

基金秘书处进行讨论的特别会议，会议概要载于以下第五章。 

 D. 为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1. 指南 

31.  专家组回顾其就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提供技术指南及其他衍生

产品的工作。26
 专家组决定开发技术资料，作为对技术指南的补充，以便对具

体问题进行深入介绍，包括以下问题： 

(a) 《巴黎协定》中提及的与适应相关的新要素和补充要素，如《巴黎协

定》第二条第一款中提及的全球适应目标和全球气温升幅限制，以及从用于支持

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的其他发展中生发的要素，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及绿色气候基金的运行相关的要素； 

(b) 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采用以发展为中心的方针； 

(c) 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顾及弱势社区、群体和生态系统； 

(d) 处理和使用通过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在线问卷调查及相关资源收集的

信息的方法，通过相关监测和评估工具及其他相关工具对进展、有效性和空白进

行评估； 

(e) 如何从对气候脆弱性和风险的评估向查明有效适应解决办法和行动转

变的问题； 

(f) 对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的所有指导原则进行评估。 

 2. 关于国家适应计划的培训 

32.  专家组注意到，其关于适应计划的区域培训研讨会对参与国、专家组和相

关组织非常有益。国家工作队极大地提高了对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

以及对可有助于其工作的各种技术和资金资源的了解。27
 

  

  

 
26

 见 http://unfccc.int/7279。 

 
27

 FCCC/SBI/2015/INF.14，第 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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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家组商定举办有关国家适应计划的区域培训研讨会，从 2016 年下半年开

始。为此，专家组决定基于以往研讨会和其他来源28
 发现的空白和需要，并基

于以上第三章提及的专家组的愿景制定一项培训战略。该战略将为编写培训材料

提供信息。 

34.  专家组认为，国家适应计划技术工作组应为培训的设计和举办提供支持。

该工作组将吸纳所有相关技术伙伴，以便促进为各国提供最佳培训和支持，同时

确保连贯性和互补性，以期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取得成功。工作组将

支持对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上的国家适应计划活动联合日程表进行管理，还将帮

助设立一个框架，将技术指南的所有其他补充材料进行整合，使国家适应计划的

制定和执行进程采纳连贯一致和以发展为中心的方针。 

35.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要求专家组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协作，为从

绿色气候基金获得资金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29
 作为对这一任务的回应的一部

分，专家组商定进一步探讨以下备选办法： 

(a) 参考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和绿色气候基金执行伙伴的意见，开发有关

就国家适应计划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的培训和外联资料，同时利用国家适应

计划培训研讨会的资料； 

(b) 请绿色气候基金一道，共同为最不发达国家《气候公约》国家联络

点、绿色气候基金指定的主管机构和其他相关利害关系方举办为期一天的定期外

联活动。 

 3. 国家适应计划展 

36.  专家组重申，国家适应计划展仍然对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发挥

重要作用，因为这一活动将广泛的利害关系方集合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共享与

该进程的具体领域相关的经验和信息。30
 专家组商定继续每年举办一次全球活

动。 

37.  专家组讨论了 2016 年国家适应计划展的设计，这次展览的主题为“继巴黎

大会之后促进国家适应计划”。该活动定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15 日举行。专

家组基于最近针对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汇编的空白和需求，初步提出

该活动应侧重以下领域：31
 

  

 
28

 FCCC/SBI/2015/INF.14，第 61 段。 

 
29

 第 19/CP.21 号决定，第 2(c)段。 

 
30

 FCCC/SBI/2015/INF.14，第 62 段。 

 
31

 摘自 FCCC/SBI/2015/INF.6、FCCC/SBI/2015/INF.11 和 FCCC/SBI/2015/INF.14 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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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期间进行各种评估的方法和工具，

包括对风险和脆弱性进行评估、查明适应备选办法、鉴定适应备选办法和核算费

用的方法和工具； 

(b) 获得可用资金、气候变化方面最佳可用科学知识的方法和手段； 

(c) 为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及随后执行相关政策、项目和方案，从绿色气

候基金和其他资金来源获取资金； 

(d) 分享与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有关的经验、最佳做法、教

训、空白和需求以及有关提供和接受支助的信息； 

(e) 确保各国和支持国在开展进程时采纳的方针保持一致。 

38.  专家组商定，将为组织该活动成立一个咨询小组，由该小组继续发展上述

领域。咨询小组还将进一步动员所有相关利害关系方，为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筹

集资金，设计活动方案，确定发言人，以及提供活动成功所需的其他投入。 

39.  专家组讨论了在区域层面与相关区域活动合作，如与国家适应计划培训研

讨会合作举办国家适应计划展作为促进国家之间沟通方式的重要性。区域国家适

应计划展还可为促进与区域层面的不同伙伴的合作提供机会。 

 4. 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 

40.  专家组注意到，国家适应中心网的许多组成部分现已充分投入运行。32
 专

家组还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适应计划和战略可成为对最不发达国家

十分有益的参考资源，而且现在在一个通用平台上提供，便于使用。专家组承认

在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上提供这些文件作为各国制定国家适应计划参考资源的重

要性。专家组还商定与相关伙伴和国家协作，以非正式方式集合和介绍这类计划

和战略。 

41.  同时，专家组还商定继续开发和促进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应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的相关任务增加内容，并为知识管理提供服务，作为持续开

展工作方案活动的一部分。这当中应包括管理专家组最佳做法和教训平台，该平

台目前位于最不发达国家门户网站内。33
 

42.  专家组商定持续向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的用户征求反馈意见，以便在最不

发达国家推动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时对其需求做出回应。 

43.  关于各组织的贡献，专家组注意到，一些组织已任命了联络员，负责提供

和对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上的相关内容进行审查，专家组请其他组织任命联络

员。与会组织承诺对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的开发予以支持并提供必要信息。此

  

 
32

 见 http://www4.unfccc.int/nap/Pages/national-adaptation-plans.aspx。 

 
33

 http://unfccc.int/6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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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作为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内罗毕工作方案)

参与的一部分，专家组商定请内罗毕工作方案与专家组分享案例研究以及有关相

关工具和数据的资料，以便加强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上的现有资源。 

 5. 国家适应计划国家案例研究 

44.  专家组商定进一步在国家层面发展国家适应计划案例研究，以促进学习，

同时促进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适用以发展为中心的方针以及考虑如何将部门问题

纳入国家计划；《巴黎协定》之下的新的适应要素；绿色气候基金之下的适应主

题以及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及其他相关进程之下的国家努力的协同作用。这些“开放式国家适应计划”尤其

侧重最不发达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其国家适应计划时的重点需求和面临的挑战，鼓

励最广泛的专家和利害关系方作出贡献。 

45.  专家组还商定在区域层面开展国家适应计划案例研究，以展示区域适应规

划方针，并促进学习和为跨界(如国家、区域和流域)国家适应计划提供有效指

导。 

46.  专家组还商定扩大联系范围，通过在线社区向实务工作者、国家适应计划

国家工作队和专家征求反馈意见。 

 6. 监测和评估国家适应计划取得的进展 

47.  专家组讨论了以哪些方式统一战略，用于为监测和评估系统及收集信息提

供技术指导和支持，从而为评估国家适应计划取得的进展提供信息。专家组承认

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对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的进展、有效性和空白

进行监测和评估工具的适用工作，将成为对以上第二章 B 节所述国家适应计划

的进展评估和第 1/CP.21 号决定第 99 段所述全球总结的基础。 

48.  专家组商定探讨用于促进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现有知识管理职能的方式，

以满足不同情况下的进展评估需求，包括尽可能收集信息，以展示正在进行的适

应努力。 

 E. 为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49.  专家组注意到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已达到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能够为其提供资

金的上限，阻碍它们在充分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50.  专家组讨论了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对其规定的更新最不发达国家工

作方案的任务。34
 专家组决定就该进程编写一份概念说明，为更新工作方案的

工作提供信息，包括向缔约方和其他相关利害关系方征求意见。 

  

 
34

 第 19/CP.21 号决定，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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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处理性别平等和脆弱社区、群体及生态系统的问题 

51.  作为正在进行的处理性别平等和脆弱社区、群体及生态系统问题工作的一

部分，专家组将更新其指南，以体现性别问题意识这一重点。专家组商定请内罗

毕工作方案与之结为伙伴，在 2016 年 7 月的国家适应计划展期间就国家适应计

划背景下弱势社区、群体和生态系统的问题举办一次活动。之后将编写一份技术

文件，其中纳入相关伙伴和组织的意见。 

 G. 为适应规划和执行的区域方针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意见 

52.  专家组审议了缔约方会议对其规定的就适应规划的区域方针为最不发达国

家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意见的任务。35
 专家组指出，该工作将包括审议跨界适

应计划及其执行情况，领域包括可在邻国之间共同处理的水管理、水能生产和供

给、贸易和生态系统管理，以及技术评估和数据等问题。专家组讨论了如何在这

方面以最佳方式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及如何在《公约》之下其他机构、相关

组织和区域实体现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53.  作为初步步骤，专家组决定：在最不发达国家进行一次有关区域适应方案

和包括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内的行为者的范围评估，并在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上提

供相关信息；探讨在以上第四章 D 节所述 2016 年国家适应计划展期间举行一次

有关适应计划区域方针的对话的可能性；探讨关于区域适应方针的国家适应计划

案例研究，为后续步骤和活动提供信息。 

 H. 就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的工作开展外联活动 

54.  专家组注意到在其先前任务之下开发的若干产品所载大量信息，其中有些

信息并未载入专家组会议定期报告或作为独立出版物发表，包括就最不发达国家

的特定适应需求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意见的专题技术和信息文件。 

55.  为了提高对这些技术资料的使用程度，专家组决定编写一份年度出版物，

总结专家组每年的重要成果和咨询意见。 

56.  专家组还决定继续通过出版物和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散发有关最不发达国

家在处理适应问题方面的经验、最佳做法和学到的教训。 

  

  

 
35

 第 19/CP.21 号决定，第 2(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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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与《公约》之下的其他机构协作 

57.  专家组赞赏适应委员会继续提供协作，并分享有关其工作的最新信息，以

确保与专家组保持一致和发挥协同作用。鉴于从《巴黎协定》中产生了新的任

务，要求专家组与适应委员会开展协作，两个机构商定就如何对任务(见以上第

23 段)作出回应举行初步讨论。应适应委员会的要求，专家组提名 Tchinguilou 先

生担任专家组在适应委员会国家适应计划工作队的代表。 

58.  专家组审议了内罗毕工作方案的一项要求，即就专家组可在哪些领域为内

罗毕工作方案的工作提供最佳补充发表意见，查明了以下可开展协作的领域： 

(a) 为了吸纳区域中心和网络参与，请内罗毕工作方案分享一份有关直接

参与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和执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伙伴名单，供专家组在邀

请区域中心和网络为其工作提名联络人时审议； 

(b) 利用现有公认在两性平等问题和脆弱社区、群体和生态系统方面具备

专门知识的内罗毕工作方案伙伴组织的力量，并请内罗毕工作方案与专家组合

作，在 2016 年国家适应计划展期间举办一项有关此专题的活动； 

(c) 请内罗毕工作方案邀请和吸纳其伙伴组织为支持制定和执行国家适应

计划提交行动承诺； 

(d) 寻求有关在国家层面吸纳利害关系方参与的最佳可用工具的意见； 

(e) 请内罗毕工作方案分享在国家适应计划方面的案例研究，在国家适应

计划中心网上展示，作为有关国家适应计划可用资源内容的一部分； 

(f) 请内罗毕工作方案伙伴组织分享有关它们将举行的与国家适应计划相

关的活动和事件的信息，纳入在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上记录的国家适应计划活动

全球日程表，以便国家适应计划团队搜索各种支助活动。 

59.  专家组还审议了缔约方会议的一项要求，即就与两个附属机构第四十四届

会议同时举行的关于长期融资的会期研讨会提供投入。要求的投入包括如何加强

最不发达国家的机构能力，以便利它们获取适应资金，以及需要哪些制度为最不

发达国家加快获取适应资金提供便利。专家组决定就此要求编写和发出一份答

复，还决定参加研讨会。 

60.  专家组还审议了与气候变化影响有关的损失和损害问题华沙国际机制实施

委员会的一封来信，信中请专家组提供投入，说明专家组设想如何在其工作中纳

入减少或避免损失和损害的具体和切实方式，尤其是减少或避免对弱势发展中国

家、弱势人群及其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损失和损害，并提供信息，说明专家组正

在涉及损失和损害工作的关键领域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专家组决定就要求的投入

编写和发出一份答复。 

61.  专家组商定就以上第 57-60 段所述请求发出答复，并分享有关专家组工作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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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吸纳区域中心和网络参与 

62.  专家组审议了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关于专家组请每个相关区域中心

向专家组提名一名联络员以期促进与这些中心合作的要求。36
 专家组决定从过

去参加专家组活动，包括参加区域培训研讨会、国家适应计划展及技术专家会议

的区域中心当中，以及从内罗毕工作方案伙伴组织当中确定将邀请的相关区域中

心。 

63.  此外，专家组商定继续加强现有的合作战略，尤其是与现有区域网络合作

的战略，并探索扩大与其他已针对一些国家采取公认的适应努力的区域中心和网

络的联系。 

 五. 与各组织和东帝汶政府的讨论 

 A. 与绿色气候基金的讨论 

64.  专家组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举行了一次讨论，处理专家组就国家适应计

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向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的任务。37
 讨论的第一部分涉及

就专家组为启动讨论编写的以下问题向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征求反馈意见： 

(a) 专家组就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的

工作； 

(b) 最不发达国家在就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从绿色气候基金获

取资金方面可能面临的问题； 

(c) 绿色气候基金在处理缔约方会议关于国家适应计划的特定任务方面取

得的进展：期待取得何种结果，专家组如何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为进一

步工作提供指导或咨询意见(作为处理有关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协作、就从绿

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意见的第 19/CP.21 号决定所载任务的

方式)； 

(d) 对可能作为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的资金的赠款和贷款及其

可能的影响作出解释； 

(e) 专家组和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根据缔约方会议相关任务开展协作的下

一步步骤。 

65.  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在讨论期间分享了以下信息： 

  

 
36

 第 19/CP.21 号决定，第 10 段。 

 
37

 第 4/CP.21 号决定，第 10 段，及第 19/CP.21 号决定，第 2(c)和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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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请秘书处就执行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

的任务编写一份建议书，以便绿色气候基金加快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编写国家适应计划及随后执行国家适应计划查明的政策、项目和方案提

供支助；38
 

(b) 绿色气候基金目前正在为批准小规模活动制定一个简化程序； 

(c) 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三个实体已获得绿色气候基金的认证。此外还有

两个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实体正在接受准备支助，为满足绿色气候基金的认证要

求对能力进行深入评估； 

(d) 绿色气候基金准备方案可在活动领域 2(战略框架，包括准备国家方

案)、领域 4(初步方案管道和项目建议)和领域 5(共享信息、经验交流和学习)之

下为制定国家适应计划的相关活动提供支助； 

(e) 每个日历年对每个发展中国家准备工作的承诺资金以一百万美元为上

限。鉴于这一资金数额不仅限于支持国家适应计划，所以应强调，该资金可能不

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适应计划或实施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进程中

其他活动的需要； 

(f) 绿色气候基金没有通过贷款支持适应工作的政策。 

66.  专家组和绿色气候基金随后讨论了有效支持发展中国家从绿色气候基金获

取资金的可能方式。通过讨论产生了以下建议和/或结论： 

(a) 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其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成员反映在获得资金方面的

具体需求及提出反馈意见至关重要； 

(b) 专家组应当与绿色气候基金、适应委员会和融资问题常设委员会协

作，就为国家适应计划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编写外联材料，并向发展中国家

分发； 

(c) 绿色气候基金应考虑参加国家适应计划展及区域培训研讨会，分别举

办为期一天的会议，专门用于提供信息，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就其国家适应计划

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提高认识； 

(d) 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应与专家组分享有关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和/

或接受准备支助的国家的经验、最佳做法和教训； 

(e) 有必要对国家适应计划的结构和内容作更明确的解释，以帮助绿色气

候基金制定有效的支助战略。 

67.  最后，专家组提出了一整套应纳入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协调开展的工作

方案的活动(专家组工作方案活动的所有详情，见附件一)。 

  

 
38

 第 1/CP.21 号决定，第 4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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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与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机构的讨论 

 2. 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机构分享的信息 

68.  以下第 69-72 段介绍了参加会议的组织提供的资料概要。 

69.  环境基金提供了最新信息，说明缔约方会议关于环境基金对最不发达国家

基金的优先项目进行技术审评这一要求39
 的进展情况。作为技术审评的一部

分，环境基金正在进行案头审查、调查和与重要利害关系方的磋商。相关报告定

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之前提交：环境基金打算在 2016 年 5 月前完成文

件草案，并为环境基金理事会 2016 年 6 月会议讨论和批准该文件作准备。环境

基金还提供了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状况的最新报告。 

70.  环境署提供了最新信息，说明帮助最不发达国家为直接获取适应基金和绿

色气候基金做准备的情况。环境署正在为八个国家的适应基金准备工作提供支

持。40
 在各国的绿色气候基金准备工作方面，环境署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供支

持：(1) 通过由德国政府供资的绿色气候基金准备方案为 9 个国家提供支持；41
 

(2) 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执行伙伴为两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准备工作方面的支

持；42
 (3) 通过编写就国家适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交的概念说

明，为一些国家提供直接援助。43
 环境署还强调，在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国

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方案的第一阶段，为 15 个最不发达国家44
 提供了直接援

助。 

71.  粮农组织介绍了在农业和国家适应计划方面为一些国家提供支持的情况，

强调该组织为专家组技术指南编写了农业方面的补充内容，还制定了有关将农业

纳入国家适应计划的粮农组织–开发署联合方案，粮农组织通过该方案帮助 8 个

国家查明和整合农业部门的气候适应措施，包括将林业和渔业纳入相关的国家规

划和预算进程。 

72.  开发署和环境署提供了最新信息，说明为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最不发达国家

提供支持方案的计划。非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方案采纳了与最

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方案相似的模式，由环境基金通过气候变化

特别基金提供的资金额为 450 万美元，方案分 36 个月实施。项目有三个主要的

参与要素：加强体制；技术支持和知识媒介。项目旨在为至少 20 个国家提供支

  

 
39

 第 8/CP.21 号决定，第 8 段。 

 
40

 不丹、柬埔寨、库克群岛、马尔代夫、尼泊尔、帕劳、斯里兰卡和图瓦卢。 

 
41

 贝宁、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斐济、加纳、肯尼亚、尼泊尔、菲律宾和乌兹别克斯坦。 

 
42

 贝宁和科摩罗。 

 
43

 蒙古、缅甸和尼泊尔。 

 
44

 安哥拉、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柬埔寨、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冈比亚、利

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马拉维、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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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已有 3 个国家收到具体针对国家的支持。45
 同样，正在进行的为最不发达

国家促进国家适应计划扩大支持的方案正在等待环境基金秘书处提交首席执行官

核准。所述扩大支持方案将于 2016 年 8 月开始。增加的支持将由最不发达国家

基金供资，资金额达 620 万美元，方案分 36 个月实施。方案将采用相同的支助

模式，旨在为另外 20 个国家提供支持。 

 3. 今后的合作领域 

73.  专家组向环境基金机构介绍了其工作方案中的重点内容，并鼓励这些机构

查明它们可充当伙伴参与工作的领域。以下第 74-78 段介绍了今后可开展合作的

领域。 

74.  所有机构商定在即将到来的 2016 年国家适应计划展上举行一次平行会议。

每个机构尚有待确定具体专题，将在编写概念说明和活动日程方面与专家组和秘

书处密切合作。各机构还重申参加 2016 年国家适应计划展咨询小组的承诺。 

75.  各机构指出，它们将继续为发展和促进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提供支持。国

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方案强调，该方案将致力于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支持小组剩

余的工作，并将继续与秘书处合作，以满足该方案可协助的有关信息和内容方面

的具体要求。 

76.  关于促进数据和资料收集的问题，专家组表示，有必要汇编和整理出可协

助进展评估的有关各国的具体举措的资料。不同机构拥有的数据和信息并未在报

告中得到良好体现；专家组请各机构与专家组就如何提供这类信息进行协调。国

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方案重申愿意继续就其过去开展的工作与专家组分享信息。 

77.  国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方案表示，因为对非最不发达国家扩大支持的方案

尚未获批，所以无法致力于对今后有关国家适应计划的培训作出规划。但是，该

方案强调，将在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成功培训的基础上，在为非最不发达国家设

计培训方面吸收专家组的专家意见， 

78.  关于为各国提供准备工作方面的援助的问题，环境署表示，专家组可向环

境署提出要求，并协助确定优先接受绿色气候基金准备工作方面援助的国家。 

 C. 与其他组织的讨论 

79.  国家适应计划全球网络介绍了该网络活动的最新情况以及如何继续支持各

国采取以国家为主导的适应规划。该网络向会议告知计划在本年度处理的专题，

并表示有兴趣在国家适应计划展期间举办一次会议。此外还分享了在执行适应伙

伴项目时记录国家适应行动的经验。 

  

 
45

 科特迪瓦、洪都拉斯和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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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与东帝汶政府的交流 

80.  专家组在 3 月 18 日会议第四天有机会与东帝汶政府气候变化适应小组进行

交流。该小组由贸易、工业与环境部之下的国家气候变化管理局牵头，成员为不

同部委的代表(社会团结部长；国务部长；经济事务协调员；农业和渔业部长；

以及公共工程、运输和交通部长)以及联合国各组织和机构(如联农组织和开发署)

的代表。 

81.  小组作了两个重要发言：第一个发言简要概括了该国的发展背景，强调驱

动该国经济的主要制度及其重大政策和对今后 10 年及 20 年的愿景；第二个发言

侧重该国的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强调与气候变化相关和无关的风险导致的脆弱

性。小组还介绍了政府迄今为止就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启动的政策、项目和方案。 

82.  发言后进行了讨论，小组的其他成员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 

(a) 在目前东帝汶农业脆弱性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影响使农业和粮食安全

最可能面临哪些高风险； 

(b) 如何加强建设抗御力的项目，体现出正在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执行的将

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管理相结合的特点； 

(c) 东帝汶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申请资金的状况； 

(d) 体现出对性别问题的意识以及以弱势社区为重点； 

(e) 呼吁专家组以及与会的联合国组织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83.  与会的环境基金代表对以上第 82(c)段的问题作了回应，该代表解释说，东

帝汶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提交了多个要求提供资金的项目建议，项目总额超过了

3,000 万美元的上限，导致在批准方面的延误。环境基金的代表重申，东帝汶应

通过其环境基金联络人提供信息，说明多个项目中哪些被视为优先项目，并确保

其项目总额不超过供资上限。 

84.  专家组成员和与会的联合国各组织及机构的代表提供了如何就采取适应措

施获取技术支持的信息。专家组重申为东帝汶提供属于专家组任务范围的相关领

域技术支持的承诺。 

 六.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2016-2017 年工作方案 

85.  专家组通过讨论以下步骤制定了两年期滚动工作方案： 

(a) 为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适应工作制定愿景(见以上第三章)； 

(b) 界定能够反映专家组依照上述愿景在支持最不发达国家适应工作方面

取得长期成功的预计影响和成果(见以上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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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于缔约方会议对专家组规定的任务查明重点工作/活动领域；46
 

(d) 查明可有助于实现预期成果的每个工作领域之下的活动。 

86.  附件一所载专家组 2016-2017 年滚动工作方案介绍了为实现以上第三章所述

愿景和预期影响设计的活动。载有各工作领域的任务、活动和成果的详细工作方

案可在网上查阅。47
 

87.  专家组决定在执行工作方案过程中适用以下工作模式： 

(a) 国家适应计划技术指南，包括对技术指南的补充资料，国家适应计划

的制定和执行进程的实例，以及其他对技术指南有所扩展的产品； 

(b) 研讨会和专家会议； 

(c) 培训活动； 

(d) 区域交流； 

(e) 经验、最佳做法和教训的综合报告； 

(f) 技术文件； 

(g) 技术咨询意见； 

(h) 国家适应计划中心网； 

(i) 国家适应计划展； 

(j) 国家适应计划国家案例研究； 

(k) 为支持特定工作领域设立工作组，包括国家适应计划技术工作组、国

家适应计划中心网支持小组和国家适应计划展咨询小组。 

 

  

 
46

 第 29/CP.7、7/CP.9、4/CP.11、8/CP.13、6/CP.16、5/CP.17、12/CP.18、3/CP.20、1/CP.21、

4/CP.21 和 19/CP.21 号决定。 

 
47

 http://unfccc.int/adaptation/groups_committees/ldc_expert_group/items/95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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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Rolling work programme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for 2016–2017 

[English only] 

 

Work area/type Activities 

Supporting the Paris Agreement Internally prepare to address the mandatesa arising from decision 1/CP.21, including through a joint meeting with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during the forty-fourth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Prepare a report to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on the outcomes of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andate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Prepare a technical paper on gaps and needs related to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that would arise from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long the following steps: (1) identify what is new 
and different in terms of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policy in the Paris Agreement that may inform possible updates 
to the guidance that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LEG) provides on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 
(NAPs); (2) examine existing modalities for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upport on NAPs and update 
them as appropriate, incorporating the new elements arising from outcomes of the twenty-first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3) conduct a mapping of past assessments of gaps and need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to identify areas that remain to be supported and identify new areas for the LDCs; and (4) seek validation and 
additional inputs from Part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n the compiled gaps and needs at a side event held during 
the forty-fourth session of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SBI) in May 2016 and during the NAP Expo 
planned for July 2016 

Identify the main gaps and needs of the LDCs that would aris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how they can be addressed by the LEG and/or others, and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LEG to 
SBI 45 

Supporting the assessment by the SBI of 
progress made in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Prepare an annual update to the SBI on progress made in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based on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Part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to be conducted on NAP 
Central and other sources 

Summarize information on progress made in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for each developing 
country in a tracking tool that aggregates information by key element and principle of the process 

Prepare a concept note on the assessment by the SBI of progress made in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4/CP.21, paragraph 11, with inputs from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inform the design and preparations for the assessment 

Organize the meeting of Party expert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4/CP.21, paragraph 12(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and prepare a report on the meeting for consideration at SBI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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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rea/type Activities 

Engaging with the Green Climate Fund (GCF) 
secretariat on accessing funding from the fund 
for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Invite the GCF secretariat to LEG meetings and related events to address LDC issues relating to accessing 
funding from the GCF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Ps and on readiness activities 

Invite the GCF to conduct outreach events, on a regular basis, for the LDC UNFCCC national focal points, the 
GCF national designated authorities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during the NAP Expo and regional training 
workshops 

Advise the GCF secretariat on expediting support to the LDCs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NAPs, through the following: (1)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nurture a wor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 and the LDCs with the GCF secretariat and the members of the GCF Board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working modalities as well as to increas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and role of the 
LEG in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LDCs; (2) providing regular updates to the GCF secretariat on relevant 
outcomes of the LEG meetings as a way to initiate a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how the LDCs are being 
guided and supported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and to seek information on the efforts of the GCF to 
support the LDCs; and (3) shar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LDCs with the GCF Board members, for 
example through briefings on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LDCs and by engaging them in relevant events of the 
LEG, as appropriate 

Develop training and outreach materials, with input from the GCF secretariat and GCF implementing partners, 
on accessing funding from the GCF for NAPs, and use the materials in the NAP training workshops 

Regularly share information on relevant products and results of the LEG with the GCF secretariat as a way to 
facilitate the GCF secretariat’s expedited support to the LDCs on NAPs, 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s of
action (NAPAs) and other activities 

Collect information, on an ongoing basis, on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LDCs in accessing funding 
from the GCF, through surveys of the LDCs conducted by the LEG at each SBI session and related events, 
including through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on NAP Central, taking into account relevant information-gathering 
efforts of other bod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Update the 2015 LEG Information paper on how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 can be supported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b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progress, 
effectiveness, gaps and adequacy in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Further develop and test the tool fo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progress, effectiveness and gaps in addressing 
adaptation in the LDCs (PEG M&E tool) to capture the breadth of assessments related to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Prepare a technical paper on methods for processing and using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through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on NAP Central and related sources to assess progress, effectiveness and gaps, using the PEG 
M&E tool and other relevant tool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P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Advancing NAPs through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upport 

Prepare a technical paper, as a supplement to the technical guidelines, on what is new and different in the Paris 
Agreement in terms of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policy that may inform possible updates to the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upport that the LEG provides on NAPs, including through an overview publication of the proc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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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rea/type Activities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being finalized by the LEG since 2015 

Develop technical materials to supplement the technical guidelines to provide in-depth coverage of specific 
issues as their arise 

Prepare a supplement on the development-centred approach for the formulation of NAPs and use it in the 
training 

Prepare a technical paper on monitoring and assessing all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taking into account new elements arising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using the PEG M&E tool,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P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Organize meetings with relevant technical experts as and when needs arise to explore specific topics on NAPs 

Prepare a supplement on how to address short-term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to cover areas that were previously covered by NAPAs 

Advancing NAPs through NAP Expo Convene NAP Expo events annuall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P Expo advisory group, and in collaboration 
with relevant bodies and organizations 

Promote, and where appropriate conduct, regional NAP Expos in collaboration with NAP regional training 
workshops and other relevant events 

Advancing NAPs through training Develop a training strategy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Ps  

Develop and expand training materials o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Ps (use them to finalize the 
NAP Sourcebook started by the LEG in 2015) 

Conduct regional training workshops on NAPs start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6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P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and in collaboration with relevant organizations, regional centres and networks 

Set up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to support NAP training, linked to NAP Central and the work of the NAP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to coordinate training on all aspects related to NAPs, with relevant partners, as a way to 
promote the provision of the best possible training and support to countries, while ensuring coher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towards the successful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outputs to include a joint 
calendar of NAP events 

Advancing NAPs through case studies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Further develop case studies of NAPs to promot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centred approach 
for the formulation of NAPs 

Develop case studies of NAPs at the regional level to demonstrate regional approaches to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to promote learning and effectiveness of guidance on NAPs across scales 

Advancing NAPs through NAP Central Receive and manage NAPs and related outputs from the LDCs 

Further develop and enhance NAP Central, using advice from the NAP Central support group and regular 
feedback from users, including to address relevant registry functions referred to in the Par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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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rea/type Activities 

Manage adaptation planning documents from all countries to serve as resources for others in their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Use NAP Central to service knowledge management under other activities in the work programme on an 
ongoing basis 

Promot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on NAPs 
in the LDCs 

Continue to capture and share experiences, best practices, lessons learned, gaps and needs, and publish those on 
NAP Central 

Providing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upport for 
NAPAs and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work programme 

Provide ongoing support to the LDCs and SBI on NAPAs including through ongoing tracking and reporting on 
progres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PAs under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 to the SBI through the 
reports of the LEG meetings  

Consider the revision and update of the LDC work programme using the following steps: (1) preparation of a 
concept note on the revision/update; (2) collection of views from Parties and relevant stakeholders; (3) validation 
of the results through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4) submission to the SBI of a report on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vision and update of the work programme  

Addressing gender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groups and ecosystems 

Prepare an information paper on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gender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groups and 
eco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Conduct a technical workshop on how to identify and address gender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groups and 
ecosystem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irobi work programme on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NWP) during NAP Expo 2016 

Continue to consider how gender responsiveness is considered in NAPs as part of addressing all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proces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NAPs 

Providing technical guidance and advice on 
regional approaches to adaptation planning 

Assemble information on regional approaches to adaptation planning based on (a) preparing a conceptual 
scoping of regional approaches and issues, (b) mapping of reg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s relevant to the LDCs 
and (c) making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NAP Central 

Conduct an expert meeting on regional approaches to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synergy with 
national efforts under NAPs (at NAP Expo 2016/2017) 

Develop supplementary guidelines on regional approaches to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outcomes of the two above-mentioned activities 

Collaborating with relevant bodies under the 
Convention 

Invite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to nominate its members to the NAP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NAP Expo 
advisory group, NAP Central support group and NAP regional training workshop advisory group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the Adaptation Committee task force on NAPs 

Engage with the NWP to mobilize its partner organizations for action and/or to share information on selected 
topics 

Participate in the long-term finance forum in May 2016 in response to an invitation from the 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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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rea/type Activities 

Committee on Finance 

Engaging regional centres and network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Engage and mobilize regional centres and networks to nominate focal points (based on opportunities for synergy 
and the potential to address gaps and needs for adaptation in the LDCs, e.g. data gaps) 

Mobiliz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regional centres and networks to enhance support for readiness of the LDCs to 
access funding from the GCF for NAPs 

Continue to engage a wide range of organizations, regional centres and networks on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upport on adaptation to the LDCs, including through the advisory, working and/or support groups 
established by the LEG to support various activities 

a   Decision 1/CP.21, paragraphs 41 and 45. 
b   Available at <http://www4.unfccc.int/nap/Documents/2015%20Publications/UNFCCC%20LDC_Support_9%201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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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Projects from the 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s of action that have been technically cleared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between November 2015 and March 2016 and are 

awaiting funding from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  

Country Project title Date of technical clearance 

Total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 (LDCF) 

funding received (grant and 

fees) (USD million) 

Total project cost, including 

LDCF project preparation 

grant and fees and  

co-financing (USD million) Implementing agency 

Ethiopi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the 
Lowland Ecosystems of 
Ethiopia 

11 December 2015 6.50 47.70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Burkina Faso Climate resilience in the 
Nakambe Basin 

12 December 2015 5.00 21.00 UNDP 

Cambodia Climate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in Cambodia's 
Coastal Fishery 
Dependent Communities 

22 December 2015 4.90 26.15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Sao Tome and Principe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 Additional 
Financing 

1 March 2016 6.57 11.97 World Bank 

Chad Strengthening agro-
ecosystems’adaptive
capacity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Lake Chad 
Basin (Lac, Kanem, Bahr 
El Ghazal, and part of the 
Hadjer-Lamis region) 

9 March 2016 4.60 23.70 FAO 

Note: A complete list of technically cleared projects as at 23 October 2015 is available in document FCCC/SBI/2015/19, annex I. Some of the projects in that list have since 

received approval from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Council. As at 5 April 2016, a total of 33 projects worth USD 216,821,563 had been technically cleared and were 

awaiting resources from the LD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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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Members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as at 

15 March 2016 

Mr. Abias Huongo    Angola 

Mr. Erwin Künzi     Austria 

Mr. Ibila Djibril      Benin  

Ms. Sonam Lhaden Khandu   Bhutan 

Mr. Thinley Namgyel    Bhutan 

Ms. Beth Lavender    Canada  

Mr. Adrian Fitzgerald    Ireland  

Mr. Benon Bibbu Yassin   Malawi 

Mr. Naresh Sharma    Nepal  

Mr. Douglas Yee     Solomon Islands  

Mr. Abiziou Tchinguilou    Togo 

Ms. Pepetua Election Latasi   Tuvalu  

Mr. Fredrick Manyika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