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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七届会议  

2001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9 日 ,马拉喀什  

议程项目 3(b)(三) 

执行 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通过 
落实 波恩协议 的决定 

转请审议 定稿和通过的决定草案 

关于机制的工作方案 
(第 7/CP.4 和第 14/CP.4 号决定)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CP.7(机制) 

关于 京都议定书 第六 第十二和第十七条  

机制的原则 性质和范围  

 缔约方会议  

 回顾第 1/CP.3 号决定 尤其是第 5 段(b) (c)和(e)小段  

 进一步回顾第 7/CP.4 第 8/CP.4 第 9/CP.4 第 14/CP.5 和第 5/CP.6 号决定

相关部分  

 重申 公约 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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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缔约方在采用这些机制时应遵守 公约 第二条和第三条所载的目标和原

则 以及第四条第 7 款  

 进一步确认 京都议定书 既没有创立 也没有赋予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任何

排放量方面的任何权利 资格或权利资格  

 强调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按照国情展开国内行动 以便使排放量的减少有利于

缩小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的人均差别 同时努力争取实现

公约 的最终目标  

 申明这些机制的利用应该补充国内行动 因此国内行动应该成为每一附件一所

列缔约方为履行第三条第 1 款规定的量化限制和减少排放承诺所作努力的一个重

要内容  

 进一步强调环境完整要通过健全的机制方式 规则和指南 有关土地使用 土

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活动的严格原则和规则以及健全而且强有力的遵约制度来实

现  

 意识到第-/CP.7 号决定(第六条) 第-/CP.7 号决定(第十二条) 第-/CP.7 号决定

(第十七条) 第-/CP.7 号决定(遵约) 第-/CP.7 号决定(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的变化

和林业)和第-/CP.7 号决定(分配数量的核算方式)  

 建议 公约 缔约方会议兼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在第一届会议上通过下

述决定  

决定草案-/CMP.1(机制) 

关于 京都议定书 第六 第十二和第十七条  

机制的原则 性质和范围  

 作为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 缔约方会议  

 回顾第 1/CP.3 号决定 尤其是第 5 段(b) (c)和(e)小段  

 进一步回顾第 7/CP.4 号决定 第 8/CP.4 号决定 第 9/CP.4 号决定 第

14/CP.5 号决定 第 5/CP.6 号决定 第-/CP.7 号决定(第六条) 第-/CP.7 号决定(第

十二条) 第-/CP.7 号决定(第十七条) 第-/CP. 7 号决定(遵约) 第-/CP.7 号决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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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 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和第-/CP.7 号决定(分配数量的核算方式)的相关部

分  

 重申 公约 的序言  

 确认缔约方在采用这些机制时应遵守 公约 第二条和第三条所载的目标和原

则 以及第四条第 7 款  

 进一步确认 京都议定书 既没有创立 也没有赋予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任何

排放量方面的任何权利 资格或权利资格  

 强调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按照国情展开国内行动 以便使排放量的减少有利于

缩小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的人均差别 同时努力争取实现

公约 的最终目标  

 进一步强调环境完整要通过健全的机制方式 规则和指南 有关土地使用 土

地使用的变化和林业活动的严格原则和规则以及健全而且强有力的遵约制度来实

现  

 意识到第-/CMP.1 号决定(第六条 ) 第-/CMP.1 号决定(第十二条) 第-/CMP.1

号决定(第十七条)和第-/CMP.1 号决定(分配数量的核算方式)  

 1.  决定这些机制的利用应该补充国内行动 因此国内行动应该成为每一附件

一所列缔约方为履行第三条第 1 款规定的量化限制和减少排放承诺所作努力的一

个重要内容  

 2.  请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按照 京都议定书 第七条就上文第 1 段提供有关资

料 供第八条规定的审查  

 3.  决定提供这种资料时应考虑到第 -/CP.7 号决定 (第七条)所载的可表明进展

的报告  

 4.  请遵约问题委员会促进事务组解决有关上文第 6 段至第 7 段的执行问题  

 5.  决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参加这些机制的资格应取决于其遵守 京都议定

书 第五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和第七条第 1 款和第 4 款规定的方法和报告要求的情

况 而由遵约问题委员会执行事务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监督 在这方面 必须遵

守第-/CP.7 号决定 遵约 中提到的 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遵约程序和机制  

 6.  决定第六条 第十二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核证减少排放量 减少排放单位

和分配数量单位可用以履行第三条第 1 款规定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承诺 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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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照第三条第 10 款 第 11 款和第 12 款的规定予以增加 并且减少排放单位和

分配数量单位可以根据第三条第 10 款和第 11 款的规定并按照登记规定(第-CP.7 号

决定 分配数量的核算方式予以扣减 同时不改变 京都议定书 附件 B 所列的

量化限制和减少排放承诺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