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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  议  开  幕  

(议程项目 1) 

A.  第七届缔约方会议开幕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七届缔约方会议依照 公约 第七条第 4

款 于 2001 年 10 月 29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国会宫由第六届缔约方会议主席荷兰

住房 空间规划和环境部部长伊恩 普隆克先生主持开幕  

B.  第六届会议主席致词  

(议程项目 1(a)) 

 2.  第六届会议主席说 执行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的波恩协定 (决定

5/CP.6)的通过 证明了国际社会能够就全球性问题达成协议 换言之 多边着手

方式发挥了作用 这些协议也显示 国际合作集中于国际社会上较高层次的共同

目标 虽然全球化还有可以批评之处 但上述政治协定已经是通过对话实现相互

了解的结果 是一种和解的精神 折衷的意愿 以及为实现地球和人类的可持续

性而效忠的精神 此外 通过上述努力 已经可以批准 京都议定书 使它在

2002 年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以前正式生效  

 3.  国际关系和联合国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在全世界引

起反响 使人们重新注意国际关系 显示 需要进行国际合作 以解决世界问

题 对安全和安定的最大威胁在于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 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对一

些价值的忽略 但是 国际合作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没有一国能够单独进

行 如果考虑到彼此的利益 国际社会就可以共同进行合作  

 4.  第六届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就如何履行 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达成协

议 因此 在上届会议上归属待定的一些议程项目和另一些外围问题 以及议事

规则都被推迟到涉及核心问题的工作完成以后才着手审议 气专委第三次评估报

告中所载述的最新科学知识显示 京都议定书 在气候方面只向前走了一小

步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本届会议在尊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同时 务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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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开将来对承诺适足性的辩论 同样 在议事规则方面 也应该找出解决办

法 因为明确的规则能够使处理方式大大简化  

 5.  本届会议的重点将是用法律语言把 波恩协定 转述出来 在波恩 所有

缔约方都重申 他们愿意以对忠实于上述协定的方式 致力完成有关未决问题的

工作 他自己在闭会期间与一些政治领袖进行的磋商 他认为 大家都愿意维持

所达成的政治协定的完整性  

 6.  最后 他感谢主席团成员和 公约 秘书处在他任期内对他的支持 也感

谢所有与会者促使在波恩召开的届会成功  

C.  选举第七届会议主席  

(议程项目 1(b)) 

 7.  在 2001 年 10 月 29 日第 1 次全体会议上 按照卸任主席的建议 缔约方

会议鼓掌选出摩洛哥领土规划 城市管理 住房和环境部长穆罕默德 埃勒亚兹吉

先生为会议主席  

D.  主  席  致  词  

(议程项目 1(c)) 

 8.  主席于就任时 对第七届缔约方会议的所有与会者表示欢迎 摩洛哥对它

能够主办在非洲举行的第一次届会感到自豪 非洲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非常严

重的大陆 它支持国际社会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所作的努力 他希望在发展中世界

努力脱贫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总体工作中开展这种努力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

以后 国际社会更加有必要和谐地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 会议能够如期举行本

身 对于意图遏制人们相互了解和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人来说 就是一个明确

的信息 在上届会议结束以后还不到三个月的期间内 摩洛哥动员了能够供其利

用的一切资源以确保本会议有适当的工作环境 他对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一切人

表示赞扬 摩洛哥特别容易受到来自旱涝两方面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从附近的乡

间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于是 它坚决地支持了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开始推进的程

序 很快就将为了批准 京都议定书 完成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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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从海牙会议令人不安的结局出发 波恩会议的成功不仅来源于一切有关人

士的责任感和政治意愿 也应该特别归因于他的前任伊恩 普隆克先生的卓越贡

献 他意志坚忍 富有见解和办法 在谈判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本届缔约

方会议只有一项目标 执行 波恩协定 为 京都议定书 的正式生效奠定基

础 向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提交一项加强的 公约 本届会议也只有一个警

句 尊重 波恩协定 的完整性 前面的道路是明确的 所有缔约方的立场都是

众所周知的 他深信 进行对话 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 和采取坚决的措施 才

能得胜 因为时间因素极为重要 气专委第三次评估报告 2001 年气候变化

再度促使警钟长鸣 缔约方会议的作用不只是要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拟订应对措施

和解决办法 也是要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了解的方式做这些事情 公约

应该与生物多样公约和治沙公约一道 在脱贫 救济饥荒和供水方面具有正当的

地位 本届会议应该证明 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的多边谈判能够产生具体的决定

和承诺  

E.  致  欢  迎  词  

(议程项目 1(d)) 

 10.  马拉喀什区域理事会主席阿卜杜拉齐兹 萨迪先生表达了摩洛哥国王穆

罕默德五世陛下对本届会议取得成功的良好祝愿 他说 从一些问题的科学性质

看来 第七届会议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 可以在采取有效行动治理气候变化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 的确 随着旱灾日益频繁发生 荒漠化日趋严重 可耕地日益

缩减 农村人口外流到都市 失业人口日益增加 因而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最

后 他欢迎所有与会者来到马拉喀什这个 南方首都  

 11.  马拉喀什城市社区主席奥马尔 贾祖利先生欢迎所有与会者来到马拉喀

什市 这是一个帝国城市 有过光荣和辉煌的历史 有一个为教科文组织所承认

的世界遗产基址 第七届缔约方会议将被要求设法解决全球变暖 旱灾 臭氧

层 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 以避免发生全世界的灾害 摩洛哥作为 1992 年 里

约公约 的签字国 采取了一些早期措施 处理环境退化问题 故国王哈桑二世

陛下设立了环境保护部 马拉喀什作为摩洛哥的中心 正在开展一些活动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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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绿色遗产 还开展了一些项目 以减少废物处理和运输部门中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  

F.  执行秘书的发言  

(议程项目 1(e)) 

 12.  执行秘书向新任主席保证在本届会议期间会支持他 并且表明美丽的历

史性城市马拉喀什人民对所有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他也特别赞扬卸任主席伊恩 普

隆克先生 在将近两年的期间内尽心尽力 为拟订 波恩协定 作出政治承诺

那些协定在治理气候变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并且是多边合作方面的一

个突破 尽管当前世界政治上出现剧变 多亏东道国政府的努力 本届会议的举

行进一步推动了多边着手方式 因此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维持在波恩形成的政治

势头 使它转化为实质性的决定 以保证推进 公约 并落实 京都议定书  

 13.  为了迎接面前的考验 所有国家 尤其是附件二所列各国 都必须展示

政治意愿 美国退出 议定书 意味着 尽管 波恩协定 容许采取灵活作法

附件二所列其余国家都必须确保 议定书 的执行能促使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真正

减少 这的确是根据 公约 的最重要承诺之一在排放量长期趋势方面设法促成

的一个变化 这项促变工作仍然应该成为这些国家采取行动的主要目标 同样

国际社会期望那些国家对清洁发展机制的初始阶段表明政治承诺 这一机制对发

展中国家作出许多承诺 但可能由于缺乏市场需求而受到影响  

 14.  缔约方会议首次在非洲召开届会 必须抓住这个时机 特别考虑到非洲

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所面临的情况 非洲国家虽然对目前的现象不必承担任何历

史责任 在受到有害影响方面 却是首当其冲 各国应该利用缔约方会议的契

机 在适应方面加强行动 或凭借清洁发展机制 满足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非洲

国家的需求  

 15.  此外 本届会议的议程为缔约方会议提供了一个继续向前看的机会 气

专委第三次评估报告可能为 公约 今后的工作产生指导作用 有些项目与如何

向可持续发展问题首脑会议提供建议有关 势必引起辩论 将会研讨如何落实

公约 和研拟中期气候战略问题 可持续发展问题首脑会议本身也将制订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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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下一阶段的指导方针 动员整个气候体系 让每一成员发挥各自的作用 这

是他以执行秘书名义参加的最后一届缔约方会议 衷心祝愿会议成功  

G.  其他发言  

 16.  在 2001 年 10 月 29 日第 1 次全体会议上 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 伊朗

(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 ) 布基纳法索 (代表非洲集团 ) 瑞士 (代表环境完整性集

团) 加纳 斯洛文尼亚(代表 11 国中央集团 马耳他和塞浦路斯) 马里(代表最不

发达国家 ) 沙特阿拉伯 澳大利亚 哈萨克斯坦 (代表中亚国家和市场 ) 日本

科威特 比利时(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 加拿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7.  所有发言者重申其承诺 表示愿意维持 波恩协定 的政治完整性 他

们指出 本届会议的任务是以法律语言表述上述协定 以便落实 布宜诺斯艾利

斯行动计划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