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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2年 5月 14日至 25日，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2(a) 
组织事项 
通过议程 

  临时议程和说明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安排会议工作； 

(c)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d) 选举主席团替换成员。 

3.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数据： 

(a)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提交和审评情况； 

(b)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汇编和综合； 

(c) 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根据
《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2 款提交的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所载的补充
信息的汇编和综合； 

(d) 进一步执行《公约》第十二条第 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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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 

(a)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 

(b)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所载信息；1 

(c) 进一步执行《公约》第十二条第 5款； 

(d) 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5.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 

(a) 登记册原型； 

(b) 国际磋商和分析之下的技术专家小组的组成、模式和程序。 

6.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a) 对《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适应基金的初步审查； 

(b) 其他事项。 

7. 与《公约》第四条第 8和第 9款有关的事项： 

(a) 第 1/CP.10号决定的执行进展情况； 

(b)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问题。 

8. 国家适应计划：2 

(a) 旨在使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能够借助其在编制和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
案方面的经验拟订和执行国家适应计划的进程；

3 

(b) 为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国家适应计划而
制订的模式的运用模式和指南。

4 

9. 处理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的损失和
损害从而加强适应能力的方针：

5 

• 将在工作方案之下开展的活动。 

  

 1 在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没有就是否将这个项目列入议程达成共识。因
此，这个分项目被暂时搁置。根据主席的建议，履行机构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

议的临时议程。 

 2 第 1/CP.16号决定，第 15-18段。 

 3 第 1/CP.16号决定，第 15、17、18段。 

 4 第 1/CP.16号决定，第 15-18段。 

 5 第 1/CP.16号决定，第 26-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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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4款有关的事项。 

11. 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12.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a) 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b) 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有关的事项：东道方的选择和咨询委员会的组建； 

(c) 关于技术转让的波兹南战略方案。 

13. 《公约》第六条。 

14. 能力建设：6 

(a)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b)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能力建设。 

15. 在与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方面修订《京都议定书》。 

16. 对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决定提出上诉的程序、机制和体制安排。 

17. 审查承诺期储备的设计。 

18. 政府间会议的安排。 

19.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a) 2012-2013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b) 继续审查秘书处的职能和运作； 

(c) 《总部协定》的执行情况； 

(d) 2014-2015两年期国际交易日志费的收取方法； 

(e) 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的特权和豁免； 

(f) 用于所有成员和候补成员参加组成机构会议的差旅和与会费用的经费
所涉政策和预算问题。 

20. 其他事项。 

21. 会议报告。 

  

 6 在第 2/CP.1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履行机构进一步加强监测和审评能力建设的效力，为此
应组织一个深入讨论能力建设的年度会期德班论坛。缔约方会议还请履行机构在第三十六届

会议期间安排德班论坛第一次会议。德班论坛的概要报告将由履行机构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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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临时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1.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将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由主
席主持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2.  将提出由执行秘书编写并经主席同意的临时议程供通过(在每个议程项目之下
编写的文件一览表见附件)。 

 (b) 安排会议工作 

3.  背景：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将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至 25 日举行。请代
表们参看《气候公约》网站登出的会议概况和会议过程中印发的每日活动编排

表，以便了解履行机构工作的详细、最新时间安排。 

4.  鉴于 5 个机构都将在会期内举行会议，因此可用的时间有限。主席将请有关
代表以各缔约方集团的名义在开幕全体会议上作简短发言。请代表团口头发言尽

量简短，并提前提供一份硬拷贝给会议工作人员，以便利口译工作。 

5.  本届会议的安排将考虑到履行机构以前的会议上提出的有关建议。7 为使各
代表团能够充分参加其它会议，将请履行机构尽可能高效率地进行审议活动，包

括优化使用分配给全体会议和非正式谈判的时间，并在预计时间内完成其工作。

本届会议未能完成的项目将转交履行机构第三十七届或三十八届会议审议。 

6.  还请缔约方在审议相关议程项目时，考虑到 FCCC/SB/2007/INF.2 号文件所
载信息。 

7.  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请履行机构进一步加强监测和审评能力建设的效
力，为此应组织一个深入讨论能力建设的年度会期德班论坛。

8 缔约方会议还请
履行机构在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安排德班论坛的第一次会议。

9 按照关于这个事
项的第 2/CP.17 号决定，秘书处编写了一系列文件，作为对论坛第一次会议的投
入。

10 德班论坛的概要报告将由履行机构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 

  

 7 FCCC/SBI/2011/7, 第 167段，以及 FCCC/SBI/2010/10, 第 164和 165段。 

 8 第 2/CP.17号决定，第 144段。 

 9 第 2/CP.17号决定，第 154段。 

 10 关于德班论坛第一次会议的更多信息，见《气候公约》网站： 
<http://unfccc.int/cooperation_and_support/capacity_building/items/680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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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商定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c)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9.  背景：依照目前暂时适用的议事规则11 第 27 条，履行机构应选举其副主席
和报告员。应缔约方会议主席的请求，在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和缔约方会议

第十七届会议上进行了关于履行机构主席团成员提名的磋商。由于缔约方未能就

副主席的提名达成一致，缔约方会议请缔约方继续进行磋商。请缔约方注意第

36/CP.7 号决定，积极考虑提名妇女担任在《公约》或其《京都议定书》之下设
置的任何选任职位。 

10.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在磋商结束之后尽早选出其副主席和报告员。 

 (d) 选举主席团替换成员 

11.  背景：《京都议定书》第十五条第 3 款规定，履行机构行使其职能处理涉
及《议定书》的事项时，其主席团中代表《公约》缔约方但在当时非为《议定

书》缔约方的任何成员，应由《议定书》缔约方从这些缔约方中选出的另一成员

替换。如有必要，将与区域集团协调员进行进一步磋商。 

12.  行动：如有必要，将请履行机构增选主席团成员，以替换代表《公约》缔
约方但不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副主席。 

 3.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数据 

 (a)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提交和审评情况 

13.  背景：缔约方会议第 10/CP.13 号决定请《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
缔约方)按照《公约》第十二条第 1和第 2款于 2010年 1月 1日之前向秘书处提
交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截至 2012 年 3 月 15 日，秘书处已收到 40 份附件一缔
约方的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尚未收到土耳其的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 

14.  附件一缔约方根据《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交的国家信息通报要接受
深入国内审评，

12 但秘书处根据第 10/CP.6 号决定组织了集中审评的缔约方除
外。 

15.  截至 2012年 2月 10日，秘书处已完成了 32项关于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深
入审评的协调，并正在计划于 2012 年上半年进行关于其余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
的深入审评。 

16.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注意附件所列有关文件。 

  

 11 FCCC/CP/1996/2。 

 12 见第 9/CP.16和 22/CMP.1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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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汇编和综合 

17.  背景：缔约方会议第 9/CP.16号决定请秘书处编写附件一缔约方提交的第五
次国家信息通报的汇编和综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审议。 

18.  履行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审议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的汇编和综合，并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继续审议了这个事项。由于第三十五届会议未能完成工作，

履行机构商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分项目。
13 

19.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完成对附件一缔约方提交的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汇编
和综合的审议，并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这个事项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

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c) 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根据《京都议
定书》第七条第 2款提交的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所载的补充信息的汇编和综合 

20.  背景：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22/CMP.1 号决定请秘书处根据《公约》缔约方会议和
《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的相关决定，提出一份关于所有同时也是《京
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的汇编和综合。《议定

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10/CMP.6 号决定请秘书处编写根据《京都议定书》
第七条第 2 款提交的国家信息通报所载的补充信息的汇编和综合，供《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审议。 

21.  履行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审议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所载补充信息的汇
编和综合，并商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事项。

14 由于第三十五届
会议未能完成工作，履行机构商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分项目。

15 

22.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完成对第五次国家信息通报所载补充信息的汇编和综
合的审议，并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决定草案，供《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d) 进一步执行《公约》第十二条第 5款 

23.  背景：《公约》第十二条第 5 款部分提及提交国家信息通报的频度问题。
履行机构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16 上开始审议进一步执行第十二条第 5 款的问题，
并在第三十四届和三十五届会议上继续审议了这个事项。由于第三十五届会议未

能完成工作，履行机构商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分项目。
17 

  

 13 FCCC/SBI/2011/17, 第 12段。 

 14 FCCC/SBI/2011/7, 第 18段。 

 15 FCCC/SBI/2011/17, 第 12段。 

 16 FCCC/SBI/2010/27, 第 19段。 

 17 FCCC/SBI/2011/17, 第 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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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完成对这个事项的审议，为此要考虑到第 2/CP.17号决
定中与执行《公约》第十二条第 5款有关的事项的规定。 

 4.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 

 (a)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的工作 

25.  背景：在第 14/CP.1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保留第 5/CP.15 号决定附
件所载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专家咨询
小组)的目前任务授权以及工作方案，18 直到 2012年底。 

26.  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欢迎专家咨询小组计划作为其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组织培训活动

19 并请专家咨询小组在具备资源的情况下，在 2012 年尽全力举办
已制定计划的有关温室气体清单、缓解以及脆弱性和适应的区域培训研讨会。

20 

27.  专家咨询小组将报告 2012 年上半年执行工作方案之下所计划活动的进展，
并报告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的非洲区域脆弱性和适应
评估问题实践培训研讨会的情况。 

28.  在第 14/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缔约方在 2012年 3月 5日以前向秘
书处提交材料，说明其对专家咨询小组的职权范围和任务以及继续保留该小组的

必要性的意见。 

29.  在第 2/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承认专家咨询小组在便利为第一次两年
期更新报告的编制和提交提供技术咨询和支助方面也可发挥重要作用。

21 

30.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以期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
这个事项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b)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所载信息22 

31.  背景：在履行机构第二十四届会议上，一些缔约方提议履行机构根据《公
约》第十条第 2款的要求，审议非附件一缔约方在其所有国家信息通报中通报的
信息。

23 

  

 18 FCCC/SBI/2010/INF.2。 

 19 FCCC/SBI/2011/10, 第 16和 17段。 

 20 FCCC/SBI/2011/17, 第 26段。 

 21 FCCC/CP/2011/9/Add.1, 第 10页。 

 22 在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没有就是否将这个项目列入议程达成共识。因此，这个项目
被暂时搁置。根据主席的建议，履行机构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23 FCCC/SBI/2006/11, 第 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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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就如何按照《公约》第十条第 2 款的要求进一步开展
审议非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所载信息的进程提供指导意见，为此要按照

《公约》第十条第 2款的要求，并考虑到与两年期更新报告以及国际磋商和分析
有关的第 2/CP.17号决定。 

 (c) 进一步执行《公约》第十二条第 5款 

33.  背景：在第 8/CP.11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在第十五届会议上讨论进一
步执行《公约》第十二条第 5款的问题。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履行机构同意推
迟到下一届会议再审议这个分项目，

24 而履行机构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则商定
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继续进行审议。

25 在第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五届会议
上，履行机构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商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该问

题。
26 

34.  在第 1/CP.16 号决定第 60(b)段中，缔约方会议决定非附件一缔约方每 4 年
应提交一次国家信息通报。此外，在第 2/CP.17号决定第 41(f)段中，缔约方会议
进一步决定非附件一缔约方每 2年应提交一次两年期更新报告。 

35.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继续审议这个事项。 

 (d) 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36.  背景：在第 10/CP.2号决定第 1(b)段中，缔约方会议请秘书处向履行机构每
一届会议提供信息，详细说明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向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资
金支持帮助其编写国家信息通报的情况。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环境基金继

续提供关于它为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制国家信息通报开展的活动的信息，包括有关

资助批准日期和资金拨付日期的信息，以及有关完成国家信息通报草稿的大概日

期和向秘书处提交国家信息通报大概日期的信息。
27 

37.  履行机构请尚未提交意见的非附件一缔约方于 2012 年 3 月 5 日前提交意
见，说明最近编写国家信息通报所发生的费用的明细，包括实物捐助，以及通过

环境基金获得的资金。
28 

38.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并就此提出建议，供缔约方
会议第十八届会议酌情审议和通过。 

  

 24 FCCC/SBI/2009/15, 第 20段。 

 25 FCCC/SBI/2010/10, 第 28段。 

 26 FCCC/SBI/2011/17, 第 33段。 

 27 FCCC/SBI/2011/17, 第 38段。 

 28 FCCC/SBI/2011/17, 第 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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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 

 (a) 登记册原型 

39.  背景：在第 1/CP.16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登记册，以记录寻
求国际支助的适合本国的缓解行动。

29 在第 2/CP.1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第十
七届会议请秘书处在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之前开发出登记册的原型。

30 

40.  将在履行机构开幕全体会议上介绍原型登记册。将在一次特别会议上详细
讨论其设计，届时将请缔约方向秘书处说明对改进设计的意见。秘书处将尽量设

法在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之前在《气候公约》网站上提供关于原型登记册设

计的信息。 

41.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讨论的登记册的最后确定事宜，包括拟出一项决定草
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b) 国际磋商和分析之下的技术专家小组的组成、模式和程序 

42.  背景：在第 2/CP.1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 2/CP.17 号决定附件四
所载履行机构之下的两年期报告国际磋商和分析模式和指南。 

43.  按照通过的模式和指南，国际磋商和分析将由两个步骤组成：(a) 由一个技
术专家小组对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交的两年期更新报告进行技术分析，(b) 便利性
的意见交流。

31 

44.  在第 2/CP.1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缔约方于 2012 年 3 月 5 日之前向秘
书处提交关于以上第 43段所指技术专家小组的组成、模式和程序的意见。32 

45.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以期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
这个事项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6.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a) 对《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适应基金的初步审查 

46.  背景：在第三届会议上，《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在第六届会
议上对有关适应基金的所有事项进行审查。

33 在第 6/CMP.6 号决定中，《议定
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在第七届会议上对适应基金进行审查，此后每 3
年审查一次。 

  

 29 第 1/CP.16号决定，第 53-59段。 

 30 第 2/CP.17号决定，第 54段。 

 31 第 2/CP.17号决定，附件四，第 3段。 

 32 第 2/CP.17号决定，第 61段。 

 33 第 1/CMP.3号决定，第 32-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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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适应基金董事会的报告34 和适应基
金临时安排审查报告

35
，请适应基金董事会在其 2012 年 3 月第一次会议之后尽

快向秘书处提交其对适应基金临时安排审查报告的意见，以便收在一份资料文件

中。
36 

48.  在同届会议上，《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请履行机构考虑在其第三
十六届会议上初步审查适应基金

37
，并决定在其第八届会议上完成对适应基金的

初步审查。
38 

49.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以期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
这个事项的决定草案，供《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审议和通
过。 

 (b) 其他事项 

50.  背景：在第 9/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与环境基
金协商，就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中除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之外的各项内容提供进

一步的具体说明，并向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以期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八

届会议通报应向环境基金提供何种指导，从而支持执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中

除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之外的各项内容。 

51.  在第 4/CP.16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受托经营气候变化特别基金的实体在
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纳入信息，说明第 7/CP.7 号决定第
2(a-d)段的执行情况。按照这项请求，环境基金作为受托经营气候变化特别基金
的实体，在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纳入与第 7/CP.7 号决定第
2(a-d)段所涉活动有关的信息。在第 11/CP.1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履行机构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环境基金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提交的与第 7/CP.7
号决定第 2(a-d)段所涉活动有关的信息。 

52.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
的报告，以及附件所列环境基金关于气候变化特别基金的报告，并酌情向缔约方

会议第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34 FCCC/KP/CMP/2011/6。 

 35 FCCC/KP/CMP/2011/6/Add.1。 

 36 第 6/CMP.7号决定，第 1段。 

 37 第 7/CMP.7号决定，第 2段。 

 38 第 7/CMP.7号决定，第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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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与《公约》第四条第 8和第 9款有关的事项 

 (a) 第 1/CP.10号决定的执行进展情况 

53.  背景：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未能完成关于这个事项的工作，商定在第
三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事项。

39 

54.  在第 2/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确认第 8/CP.17号决定，40 该决定规定
设立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并涉及第 1/CP.10号决定的执行。 

55.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包括联系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和十七届会议通过的有
关决定审议这个事项。 

 (b)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问题 

56.  背景：在第 6/CP.16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制订两年
期滚动工作方案，供履行机构在其每年届会期间第一次会议上审议，并向履行机

构每届会议报告工作。履行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核可了专家组 2011-2012 年工作
方案。

41 

57.  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商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下述问题：如果双
边来源没有提供自愿资金，则请环境基金作为经营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公约》

资金机制的经营实体，支持组织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2011-2012 年工作方案所指
区域培训研讨会。

42 

58.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并酌情采取任何进一步行
动。 

  

 39 FCCC/SBI/2011/17, 第 61段。 

 40 第 2/CP.17号决定，第 91段。 

 41 FCCC/SBI/2011/7, 第 88段。 

 42 第 2/CP.17号决定，第 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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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国家适应计划43 

 (a) 旨在使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能够借助其在编制和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方面
的经验拟订和执行国家适应计划的进程44 

 (b) 为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国家适应计划而制订的
模式的运用模式和指南45 

59.  背景：缔约方会议第 5/CP.17号决定通过了关于制订国家适应计划的初步指
南，并详述了支持和协助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制订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的模式和

指南。 

60.  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联合国组织、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以
及双边和多边机构在 2012年 2月 13日前提及信息，说明它们如何回应请求，支
持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在其授权范

围内，建立对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支持方案，以促进对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的资

金和技术支持。 

61.  缔约方会议还请各缔约方和有关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机构，在 2012 年 2 月
13 日前提交信息，说明它们如何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缔约
方会议请环境基金，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运作的资金机制经营实体，在 2012
年 2 月 13 日前提交信息，说明它如何协助开展作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
划进程一部分的活动。 

62.  缔约方会议请秘书处参考以上所述提交材料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来源，编写
一份关于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综合报告，供履行机构第三十

六届会议审议。 

63.  缔约方会议还请履行机构除其他外考虑到第 27/CP.7号决定的指导意见以及
以上第 62 段所指综合报告，并考虑到关于《公约》之下资金支持的其他有关决
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关于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政策

和方案的指导意见，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 

64.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以期就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
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43 第 1/CP.16号决定，第 15-18段。 

 44 第 1/CP.16号决定，第 15、17、18段。 

 45 第 1/CP.16号决定，第 15-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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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处理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的
损失和损害从而加强适应能力的方针46 

• 将在工作方案之下开展的活动 

65.  背景：在第 1/CP.16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工作方案，以考虑
处理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的损失和损害

问题的各种办法，
47 并请履行机构商定将在工作方案之下开展的活动。48 

66.  在第 7/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商定了一系列活动，以处理与履行机构
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提及的各主题领域有关的问题。

49 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
会议请履行机构在执行工作方案过程中考虑到附件所指问题，并就损失和损害问

题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67.  作为这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缔约方会议请履行机构在要求于履行机构第
三十六届会议之前举行的专家会议上，讨论与以上第 66 段所指主题领域中的第
一个领域相关的问题，并请秘书处： 

(a) 提供专家会议的报告，供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 

(b) 借助现有相关工作和文件编写一份技术文件，概述当前关于相关方法
的知识，讨论数据要求以及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在各级找出的差距。 

68.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以期酌情向缔约方会议第十
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10. 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4款有关的事项 

69.  背景：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履行机构在一个联合联络小组内，连同附属
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题为“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 款有关的
问题”的议程项目一起，审议了这个议程项目。在同届会议上，履行机构和科技

咨询机构商定在两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设立的一个联合联络小组内继续讨论这

两个项目。
50 

70.  在第 5/CMP.7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表示确认第
8/CP.17 号决定，后者通过了两个附属机构之下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

  

 46 第 1/CP.16号决定，第 26-29段。 

 47 第 1/CP.16号决定，第 26段。 

 48 第 1/CP.16号决定，第 27段。 

 49 FCCC/SBI/2011/7, 第 109段。 

 50 FCCC/SBI/2011/17, 第 8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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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以便更好地理解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包括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

第 4款有关的事项，并设立了执行应对措施影响问题论坛，以落实工作方案。 

71.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联系《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七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以及主席将提出的程序性提案总结这两个项目之下的

情况，争取商定接续步骤。 

 11. 关于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72  背景：在第 8/CP.1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两个附属机构之下关于执
行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的工作方案，以便在该决定第 1(a-h)段所述各领域更好地
理解执行应对措施的影响。缔约方会议还通过了工作方案的实际运作模式。 

73.  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设立了执行应对措施影响问题论坛，由两个附
属机构主席召集，以落实工作方案，并向各缔约方提供一个平台，相互交流信

息、经验、案例研究、最佳做法和意见。该论坛最初每年与附属机构届会并行举

行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附属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举行。 

74.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分别在第 2/CP.17
号决定和第 5/CMP.7号决定中表示确认第 8/CP.17号决定，后者规定设立上述论
坛，并整合所有与《公约》之下的应对措施有关的渐进讨论。

51 

75.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主席将召集论坛，以讨论并商定第 8/CP.17号决定
第 1段所述工作方案模式的实际运作及该工作方案的各个方面，并将在两个附属
机构的闭幕会议上报告情况。 

 12.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a) 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76.  背景：在第 4/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该决定附件一和附件二所
载技术执行委员会(技执委)的模式和议事规则。缔约方会议请技执委参照缔约方
会议第十七届会议的议定结果，进一步详细拟订关于与《公约》之下和之外其他

体制安排的联系的模式，并将模式提交附属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以期作为

建议将模式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77.  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技执委在向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第三十
六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纳入其滚动工作计划。技执委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5日至 17日在德国波恩举行。 

78.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 

(a) 注意技执委 2012至 2013年滚动工作计划； 

  

 51 第 2/CP.17号决定第 91段和第 5/CMP.7号决定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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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议关于与《公约》之下和之外其他体制安排的联系的模式，以期作
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这个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要点，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酌

情审议和通过。 

 (b) 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有关的事项：东道方的选择和咨询委员会的组建 

79.  背景：在第 2/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该决定附件七和附件八所
载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的职权范围和用以评价和挑选气候技术中心与网
络的东道方的标准和提议中需包含的信息。

52 按照所通过的职权范围，CTCN应
通过一个咨询委员会对缔约方会议负责和接受缔约方会议的指导。

53 缔约方会
议请履行机构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咨询委员会的组成。

54 

80.  在同一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还决定在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结束后即启
动为气候技术中心(CTC)挑选东道方的进程，开展该进程应按照该决定所述公
开、透明、公平和无偏向的方式，并参照联合国的惯例，以期使技术机制在

2012年投入全面运转。55 

81.  秘书处拟订并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发送了征求提议的呼吁，邀请包括组织
集团在内的感兴趣的组织于 2012年 3月 16日以前对征求提议的呼吁作出响应。56 
各方所交提议的内容提要已同时张贴在《气候公约》网站上。

57 由技执委从其
成员中提名组成的评价小组

58 对所收到的提议进行了一次评估59
，并编制了一份

评价报告，内载一份最多列出 5个提议方的优选名单，包括提供信息说明了利用
评价标准的方式，供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

60 

82.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 

(a) 审议(附件所列)气候技术中心东道方遴选评价小组编写的报告，并根据
该评价小组所做的评估结果商定一份最多列出 3个提议方的排名表，以期在第三
十七届会议上作为建议提出气候技术中心的东道方，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

审议和通过； 

  

 52 第 2/CP.17号决定，第 133段。 

 53 第 2/CP.17号决定，附件七，第 7段。 

 54 第 2/CP.17号决定，第 138(c)段。 

 55 第 2/CP.17号决定，第 136段。 

 56 第 2/CP.17号决定，第 137(a)段。 

 57 见《气候公约》网站：<http://unfccc.int/cooperation_and_support/technology/items/6602.php>。 

 58 评价小组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在波恩举行，这是结合技执委 2012 年 2 月 15 日至
17日在波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举行的。 

 59 第 2/CP.17号决定，第 137(d)(一)段。 

 60 第 2/CP.17号决定，第 137(d)(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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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议咨询委员会的组建，以期提出建议，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
审议和通过。 

 (c) 关于技术转让的波兹南战略方案 

83.  背景：履行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环境基金提供在关于技术转让的波兹南
战略方案下所开展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包括长期执行情况，供第三十五届及其

后会议(波兹南战略方案进行期间)审议。61 

84.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文件以及与技术的开发和转让有关的任
何其他事项，以期酌情确定任何进一步行动。 

 13. 《公约》第六条 

85.  背景：在第 9/CP.13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在 2012 年审查经修订的关
于《公约》第六条的新德里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86.  按照第 7/CP.16号决定，履行机构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拟出并核可了审查的
职权范围，以期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启动审查。 

87.  在同届会议上，履行机构请各缔约方、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关
利害关系方在 2012年 2月 14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对于完成经修订的工作方案审
查工作有关的信息和意见。履行机构请上述实体在同一日期之前向秘书处就《公

约》第六条后续工作方案的可能内容提出意见。
62 

88.  履行机构还请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向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信
息，说明为开展与第六条有关的活动而提供的资源，供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

63 

89.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以及与完成审查有关的任何其
他信息，并完成对审查的审议，以期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

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61 FCCC/SBI/2011/7, 第 137段。 

 62 FCCC/SBI/2011/7, 第 67段。 

 63 FCCC/SBI/2011/7, 第 68段。 



FCCC/SBI/2012/1 

GE.12-60499 17 

 14. 能力建设64 

 (a)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90.  背景：在第 3/CP.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经济转型期国家能力建设
活动框架。履行机构分别在第二十届和二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第 3/CP.7 号决定
的执行情况。 

91.  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履行机构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再次审查第
3/CP.7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审查中除其他外要利用经济转型期缔约方和附件二缔
约方在国家信息通报中提供的信息，以及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多边和双边机

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将要提供的信息。
65 

92.  在同届会议上，履行机构请缔约方和有关组织在 2012 年 2 月前向秘书处提
交关于如何在经济转型期国家执行能力建设活动的信息，供履行机构在第三十六

届会议上审议。
66 

93.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完成对经济转型期国家能力
建设活动框架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审查的审议，并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审查结果

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b)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能力建设 

94.  背景：在第 30/CMP.1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
第 3/CP.7 号决定所通过的能力建设框架适用于《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并赞同
以该框架指导与经济转型期缔约方执行《京都议定书》有关的能力建设活动。 

95.  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履行机构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查第 3/CP.7 号
决定和第 30/CMP.1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审查中除其他外要利用经济转型期缔约
方和附件二缔约方在国家信息通报中提供的信息，以及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

多边和双边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将要提供的信息。
67 

96.  在同届会议上，履行机构请缔约方和有关组织在 2012 年 2 月前向秘书处提
交关于如何在经济转型期国家执行能力建设活动的信息，供履行机构在第三十六

届会议上审议。
68 

  

 64 在第 2/CP.17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履行机构进一步加强监测和审评能力建设的效力，为此
应组织一个深入讨论能力建设的年度会期德班论坛。德班论坛第一次会议将安排在履行机构

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举行。该次会议的任何结果将由履行机构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 

 65 FCCC/SBI/2007/34, 第 86段。 

 66 FCCC/SBI/2007/34, 第 87段。 

 67 FCCC/SBI/2007/34, 第 122段。 

 68 FCCC/SBI/2007/34, 第 1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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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有关文件，完成对经济转型期国家能力
建设活动框架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审查的审议，并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审查结果

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15. 在与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方面修订《京都议定书》 

98.  背景：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商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这个
问题。

69 这一议程项目的基础，是载于 FCCC/KP/CMP/2005/2 号文件的沙特阿
拉伯提案以及第 27/CMP.1号决定。 

99.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继续审议这个事项。 

 16. 对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决定提出上诉的程序、机制和体制安排 

100.  背景：在第 3/CMP.6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请履行
机构向其提出建议，以期在第七届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议定书》/《公约》缔
约方会议之下的程序、机制和体制安排的决定，以允许对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

会依据第 2/CMP.5 号决定第 42 段作出的决定提出上诉，同时要考虑到载入其年
度报告附件二的执行理事会的建议。 

101.  在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履行机构审议了这个事项，但未达成
一致。

70 履行机构商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事项。 

102.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继续审议这个事项，并拟出建议，供《议定书》/《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17. 审查承诺期储备的设计 

103.  背景：在第 3/CMP.7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在
第八届会议上审查并酌情修改下一个承诺期的承诺期储备的设计，以支持排放量

交易的有效运作，为此除其他外应考虑到有关衡量、报告、核实和遵约的规则、

模式、指南和程序。 

104.  行动：按照第 3/CMP.7 号决定，将请履行机构审议这个事项，以期作为建
议提出一项决定草案，供《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审议和通
过。 

  

 69 FCCC/SBI/2011/17, 第 113段。 

 70 FCCC/SBI/2011/17, 第 1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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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政府间会议的安排 

105.  背景：在第 19/CP.17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表示赞赏地接受卡塔尔政府关
于由其承办《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的提议。按照《京都议定书》第十

三条第 6 款，《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常会应与《公约》缔约方会议常
会结合举行，除非《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另有决定。《议定书》/《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也将于 2012年 11月 26日至 12月 7日在卡塔尔多哈
举行。 

106.  按照第 13/CP.15号决定，要不迟于附属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缔结一项《东
道国协定》。 

107.  FCCC/SBI/2012/11 号文件载有信息，说明《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
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及附属机构的工作安排。该文件还述及可为部长和代
表团团长们出席高级别会议做出的安排，以及《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

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临时议程的可能要点。 

108.  第 19/CP.17号决定注意到，根据各区域集团轮流的原则，《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的主席将从东
欧国家中产生。该决定请缔约方就订于 2013 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
九届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的东道国问题进一步开
展磋商

71
，以期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上就这个事项作出一项决定。该决定

还请缔约方提出承办订于 2014 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和
《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的提议。 

109.  履行机构 5/6 月份届会历来为缔约方提供机会，审议政府间进程如何运
作，并就相关事项为主席团成员和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例如，履行机构第三十

四届会议建议联系各组成机构的新的会议、专家技术会议和研讨会进一步研究计

划未来会期问题。履行机构商定根据关于组成机构的模式和时间安排的进一步信

息，继续审议这一事项。
72 

110.  根据近期会议的议事情况，缔约方不妨思考政府间进程的某些内容，探索
供讨论的备选办法并提供相关的指导意见。 

111.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履行机构还一致认为，可以本着促进公开、透明和
包容的精神，通过结论所述各项行动，进一步推进观察员参与的现有途径(见
FCCC/SBI/2011/7号文件，第 178(a–e)段)。73 履行机构还商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
上研究观察员组织向《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届
会的高级别会议提供正式投入的新渠道的备选办法。 

  

 71 第 9/CP.14号决定，第 1段。 

 72 FCCC/SBI/2011/7, 第 166段。 

 73 FCCC/SBI/2011/7, 第 17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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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 FCCC/SBI/2012/11 号文件所载信息，并就下列
各项提供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a) 安排《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八届会议，包括高级别会议的日期； 

(b) 2012年增加届会的安排； 

(c) 任何表示愿意承办《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
会议未来届会的提议； 

(d) 2017年各会期的日期； 

(e) 改进气候变化政府间进程的安排； 

(f) 关于观察员组织向《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
会议届会的高级别会议提供正式投入的新渠道的备选办法。 

 19.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a) 2012-2013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113.  背景：财务程序要求执行秘书一年至少应向缔约方通报两次缴款状况，按
照财务程序，将提出一份截至 2012 年 5 月 1 日缔约方向《气候公约》核心预算
信托基金以及国际交易日志信托基金的指示性缴款状况以及向《气候公约》所有

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状况的报告。 

114.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所提供的信息，并且不妨对及时向核心预算缴款
的缔约方，特别是向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的缔约方表示赞赏。履行机构还不妨

促请尚未缴款的缔约方及时缴款。 

 (b) 继续审查秘书处的职能和运作 

115.  背景：履行机构第二十一届会议74 决定，每年均在这个分项目下审查秘书
处的职能和运作。按照该决定，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同意履行机构应当在第

三十六届和三十八届会议上审议这个事项。
75 

116.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这个事项，并酌情提出建议。 

 (c) 《总部协定》的执行情况 

117.  背景：履行机构在第十七届会议上请东道国政府和执行秘书每年报告《总
部协定》的执行进展情况。

76 

  

 74 FCCC/SBI/2004/19, 第 105段。 

 75 第 17/CP.17号决定，第 9段。 

 76 FCCC/SBI/2002/17, 第 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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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最近一次报告已提交履行机构第三十五届会议，履行机构在会上注意到波
恩的新会议设施将恢复施工，仍预计于 2013 年第一届谈判会议前竣工。77 履行
机构还获悉了波恩的秘书处新办公楼竣工方面的进展情况。

78 

119.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履行机构请东道国政府和执行秘书在第三十六届会
议上向其报告在《总部协定》执行工作中在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进一步进展情

况。 

120.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有关发言，并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 

 (d) 2014-2015两年期国际交易日志费的收取方法 

121.  背景：在第 9/CMP.6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请履行
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缔约方就国际交易日志费的收取提出的意见、关于国际

交易日志费收取方法备选方案的技术文件、国际交易日志管理人 2009-2012 年年
度报告就《京都议定书》单位的交易提供的资料，以及合并登记册对交易额的影

响。 

122.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所提供的信息，并就能确保为国际交易日志提供
充足可靠的资金的下一个两年期国际交易日志费的收取方法，向《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提出建议，供其审议和通过。 

 (e) 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的特权和豁免 

123.  背景：履行机构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该机构结论附件五所载条约安排草
案拟订工作的进展。

79 

124.  在第 12/CMP.7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遵约委
员会继续有兴趣确保《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关于特权与豁免的
任何法律安排将涵盖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此还重申，期待审议附属履行机

构在《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任职的个人的特权与豁免条约安排草案方面

的工作结果。 

125.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完成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并向《议定书》/《公约》缔
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转交工作结果，供其审议和通过。 

  

 77 FCCC/SBI/2011/17, 第 124段。 

 78 FCCC/SBI/2011/17, 第 127段。 

 79 FCCC/SBI/2011/7, 第 20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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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用于所有成员和候补成员参加组成机构会议的差旅和与会费用的经费所涉 
政策和预算问题 

126.  背景：在第 12/CMP.7 号决定中，《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到
遵约委员会提议将差旅费和参加遵约委员会会议的费用的资助资格适用于委员会

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并请秘书处编写一份报告，说明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差

旅费和参加下设机构会议的费用的资助方面的政策及所涉预算问题，供履行机构

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 

127.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审议附件所列报告，并酌情商定进一步行动。 

 20. 其他事项 

128.  本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将在这个项目之下处理。 

 21. 会议报告 

129.  背景：将拟出一份会议工作报告草稿，供履行机构在会议结束时通过。 

130.  行动：将请履行机构通过报告草稿，并授权报告员在主席的指导和秘书处
协助下于会后完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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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English only] 

  Documents before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at its thirty-
sixth session (by agenda item number) 

Agenda item 2(a–b) FCCC/SBI/2012/1 Provisional agenda and annotations.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genda item 3(a) FCCC/SBI/2012/INF.6 Status of submission and review of fif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genda item 3(b) FCCC/SBI/2011/INF.1 Compilation and synthesis of fif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Executive summary.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1/INF.1/Add.1 Compilation and synthesis of fif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ddendum. Policies, measures, and past and 
projected futur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ends of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FCCC/SBI/2011/INF.1/Add.2 Compilation and synthesis of fif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ddendum. Financial resources, technology 
transfer, vulnerability, adaptation and other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by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Agenda item 3(c)  FCCC/SBI/2011/INF.2 Compilation and synthesis of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corporated in fif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7, paragraph 2, of the Kyoto Protocol.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genda item 4(a) FCCC/SBI/2012/2 Progress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2/12 Progress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report on the hands-on training 
workshop for the Africa region on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2/13 Progress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report on the hands-on training 
workshop for the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on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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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C/SBI/2012/14 Progress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report on the hands-on training 
workshop for the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on 
mitigation assessmen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2/MISC.6 Views from Parties on the term and mandate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and the need for 
continuation of the group.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genda item 4(d) FCCC/SBI/2012/INF.7 Information on finan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2/MISC.7 Information by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detailed costs incurred, 
including in-kind contribution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ir most recent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on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received through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genda item 5(b) FCCC/SBI/2012/MISC.8 Views of Parties on the composition,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team of technical experts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2/CP.17, annex IV, paragraph 1.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genda item 6(a) FCCC/SBI/2012/INF.2 Views of the Adaptation Fund Board on the report 
of the review of the interim arrangements of the 
Adaptation F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KP/CMP/2011/MISC.1 Views on the review of the Adaptation Fund.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nd interes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takeholders 

 FCCC/KP/CMP/2011/6 Report of the Adaptation Fund Boar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KP/CMP/2011/6/Add.1 Report of the Adaptation Fund Board. Review of 
the Interim Arrangements of the Adaptation Fund 

Agenda item 6(b) FCCC/SBI/2012/7 Report on the twenty-first meeting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CP/2011/7 Report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genda item 7(b) FCCC/SBI/2012/7 Report on the twenty-first meeting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genda item 8(a) and (b) FCCC/SBI/2012/8 Synthesis report on the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process for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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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C/SBI/2012/MISC.1 Information on how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have responded to the invitation to support the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proces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onsider establishing 
support programmes. Submissions from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other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gencies 

 FCCC/SBI/2012/MISC.2 Information on support to the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proces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gencies 

 FCCC/SBI/2012/MISC.3 Information from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s an operating entity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 on how it could enable activities undertaken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proces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ubmission from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genda item 9 FCCC/SBI/2012/INF.3 Report on the expert meeting on assessing the risk 
of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TP/2012/1 Current knowledge on relevant methodologies and 
data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lessons learned and 
gaps identified at different levels, in assessing the 
risk of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Technical paper 

Agenda item 12(a) FCCC/SB/2012/1 Report on the linkage modalities and the rolling 
workplan of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2012–2013. Note by the Chair of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Agenda item 12(b) FCCC/SBI/2012/INF.4 Report on the evaluation of proposals for hosting 
the Climate Technology Centre 

Agenda item 12(c)  FCCC/SBI/2012/9 Report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on the 
progress made in carrying out the Poznan strategic 
programme on technology transfer.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genda item 13 FCCC/SBI/2012/3 Report on progress made i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nded New Delhi 
work programme on Article 6 of the Conven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2/4 Report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C:iNe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2/5 Possible elements of a successor work programme 
on Article 6 of the Conven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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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C/SBI/2012/6 Report on the regional workshop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6 of the Convention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2/MISC.4 Views of Parties,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stakeholders, on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nded 
New Delhi work programme and on possible 
elements of a successor work programme on Article 
6 of the Convention 

 FCCC/CP/2011/7/Add.2 Report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ddendum 

Agenda item 14(a) and (b) FCCC/SBI/2012/10 Analysis of progress made i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amework for 
capacity-building in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 support of the third comprehensive 
review.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SBI/2012/MISC.5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undertaken to implement 
the framework for capacity-building in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genda item 15 FCCC/KP/CMP/2005/2 Proposal from Saudi Arabia to amend the Kyoto 
Protocol.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genda item 16 FCCC/SBI/2011/17, Annex I Report of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on its thirty-fifth session, held in Durban from 28 
November to 3 December 2011 

 FCCC/SBI/2011/MISC.2 Views on procedures,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appeals against the decisions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FCCC/TP/2011/3 Procedures,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appeals against the decisions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Technical paper 

 FCCC/KP/CMP/2011/3 Annua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Agenda item 18 FCCC/SBI/2012/11 Arrangements for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s.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genda item 19(a) FCCC/SBI/2012/INF.5 Status of contributions as at 1 May 2012.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genda item 19(d) FCCC/TP/2010/1 Options for methodologi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fees. Technical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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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C/SBI/2009/MISC.3 and  
Add.1 

Approach to be taken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ith regard to the collection of fe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FCCC/SBI/2010/MISC.4 Views on the approach to be taken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ith regard to the col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fees.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FCCC/KP/CMP/2011/7 and  
Corr.1 

Annual report of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KP/CMP/2010/8 Annual report of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FCCC/KP/CMP/2009/19 Annual report of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genda item 19(f) FCCC/SBI/2012/INF.1 Report on the policy and budgetary implications of 
funding the travel and participation in meetings of 
the constituted bodies of all members and alternate 
member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