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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  

第六届会议  

2000 年 11 月 13 日至 25 日 海牙  

议程项目 11 (a) 

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报告草稿 2000 年 
11 月 13 日至 25 日在海牙举行 

报告员 Gao Feng先生(中国) 

增   编  

第四章 审查各项承诺及 公约 其他条款的执行情况 

第五章 [待补] 

第六章 修改 公约 附件一和附件二名单将土耳其国名除去的提案 根据 公

约 第四条第 2 款(f)项审评信息和可能作出的决定 

第七章 公约 缔约方会议兼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的筹备工

作(第 8/CP.4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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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查各项承诺及 公约 其他条款的执行情况 
(议程项目 4) 

A.  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  

(议程项目 4 (a)) 

[待   补] 

B.  未列入 公约 附件一的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  

(议程项目 4 (b)) 

[待   补] 

C.  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议程项目 4 (c)) 

[待   补] 

D.  能力建设  

(议程项目 4 (d)) 

[待   补] 

E.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第 4/CP.4 号和第 9/CP.5 号决定) 

(议程项目 4 (e)) 

[待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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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公约 第四条第 8 款和第四条第 9 款的执行情况  

(第 3/CP.3 号决定以及 京都议定书  

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三条第 14 款) 

(议程项目 4 (f)) 

[待   补] 

G.  在试验阶段共同执行的活动(第 6/CP.4 号  

和第 13/CP.5 号决定) 

(议程项目 4 (g)) 

[待   补] 

H.  附属机构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会议移交  

缔约方会议的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4 (h)) 

[待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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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待  补] 
(议程项目 5 待定) 

[待   补] 

 



FCCC/CP/2000/L.1/Add.2 
page 5 

六 修改 公约 附件一和附件二名单将土耳其 
国名除去的提案 根据 公约 第四条 
第 2 款(f)项审评信息和可能作出的决定 

(议程项目 6) 

 1.  主席在 11 月 24 日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说 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报告员

Valim Guerreiro 先生(巴西)在该届会议期间以他的名义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协商 但是有些代表团指出 他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同本国政府协商  

 2.  在同次会议上 主席说 土耳其环境部长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见增编 4,

附件一]中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项新建议  

(a) 将土耳其的国名从公约附件二中删除  

(b) 将土耳其的国名保留在附件一 但是加上一个脚注 说明由于土耳其

还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 应该在 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 范围内享

受有利的条件  

 3.  在经过有三个缔约方发言的讨论以后 会议议定 根据主席的建议 将上

项建议提交附属履行机构下届会议审议 以期由附属履行机构向缔约方会议第七

届会议提交一项建议 供其审议并采取确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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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约 缔约方会议兼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 
第一届会议的筹备工作(第 8/CP.4 号决定) 

(议程项目 7) 

A.  京都议定书 第五 第七和第八条  

规定的国家体系 调整和指南  

(议程项目 7 (a)) 

[待   补] 

B.  与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有关的事项  

(议程项目 7 (b)) 

[待   补] 

C.  机制问题工作方案(第 7/CP.4 号和第 14/CP.5 号决定) 

(议程项目 7 (c)) 

[待   补] 

D.  与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遵守问题有关的程序和机制  

(议程项目 7 (d)) 

[待   补] 

E.  政策和措施中的 最佳做法  

(议程项目 7 (e)) 

[待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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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与 京都议定书 第三条第 14 款有关的事项  

(议程项目 7 (f)) 

[待   补] 

G.  单个项目对承诺期排放的影响(第 16/CP.4 号决定) 

(议程项目 7 (g)) 

[待   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