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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8 年 12 月 2 日至 8 日，卡托维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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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活动。 

3.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2018 年报告；以及第 1/CP.21 号决定第 41、42 和 45 段

提到的事项。 

4.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5.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a)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条第四款建立的技术框架； 

(b) 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6. 研究与系统观测。 

7. 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 

8. 克罗尼维亚农业联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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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 

(a) 改进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b)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在《巴黎协定》之下的模式、工作方案

和职能； 

(c) 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 款有关的事项。 

10. 《公约》下的方法学问题：国际空运和海运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 

11. 与《巴黎协定》第六条有关的事项： 

(a) 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的指导； 

(b) 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 

(c) 《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 

12. 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七款制定核算通过公共干预措施提供和调集的资

金的模式。 

13. 其他活动报告： 

(a)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在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中根据《公

约》提交的信息的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b)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c) 《京都议定书》第一条第 7 款界定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报告的温室气

体清单和其他信息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14. 其他事项。 

15. 会议闭幕和会议报告。 

 二. 临时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1.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九届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018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由 Paul Watkinson 先生(法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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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通过。 

FCCC/SBSTA/2018/7 临时议程和说明。执行秘书的说明 

更多信息 https://unfccc.int/event/sbsta-49 



FCCC/SBSTA/2018/7 

GE.18-17017 3 

 (b) 安排会议工作 

3.  本议程涵盖与《公约》、《巴黎协定》和《京都议定书》有关的事项。至关

重要的是，缔约方应继续在所有议程项目上付出不懈努力，确保取得平衡进展。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再次请附属机构和组成机构加快就《巴黎协

定》工作方案开展工作，最迟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提交成

果。1 科技咨询机构将吁请各缔约方支持其响应这一请求，尤其是考虑到《巴黎

协定》工作方案预定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完成。 

4.  根据第 1/CP.23 号决定，三个附属机构都于 2018 年 9 月 4 日至 9 日在曼谷额

外举行了一期会议，以便处理与《巴黎协定》工作方案有关的事项。对于科技咨

询机构，这期会议就是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续会)，会上仅处理了科技咨

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议程上与《巴黎协定》工作方案有关的议程项目，即项目

4、项目 5、项目 9(b)、项目 12(a-c)和项目 13。 

5.  在本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上，与《巴黎协定》工作方案有关的是：项目 3(第

1/CP.21 号决定第 41、42 和 45 段提到的事项)、项目 5(a)、项目 9(b)、项目 11(a-

c)和项目 12。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商定，《巴黎协定》特设

工作组(特设工作组)、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和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

询机构)的主持人应编写一份联合思考说明，2 总结迄今取得的与《巴黎协定》工

作方案有关的进展并提出前进方向，包括有助于推进缔约方讨论的拟议案文。3 

科技咨询机构主席与另外两位主持人开展了密切合作，于 2018 年 10 月中旬前提

出这个思考说明。 

6.  会议工作安排的详情将在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九届会议的网页上公布。4 涉

及审议与《巴黎协定》工作方案有关的议程项目的工作安排的进一步详情将在以

上第 5 段所述联合思考说明中提供。虽然本届会议要着眼于确保尽可能达成实质

性结果，但在所有项目上可用的时间都是有限的。科技咨询机构主席将与另外两

位主持人一道征求缔约方的意见，以便了解如何以均衡、高效率和快速的方式推

进在所有项目上的工作，包括是否可能需要考虑推迟到下届会议再审议某些与

《巴黎协定》工作方案无关、可能不会要求在卡托维兹形成一致或提供指导的项

目。 

7.  请各位代表查看日程概要和会期每日活动安排，5 并经常查看闭路电视屏

幕，以便了解科技咨询机构工作的最新时间安排。为了尽量增加谈判时间并确保

会议及时结束，主持人将在与缔约方磋商并参考履行机构此前相关结论的情况

下，以透明的方式提出安排和计划本届会议期间各次会议的省时方法。6 在这种

情况下，科技咨询机构、履行机构和特设工作组的主持人将提议各组工作的

  

 1 第 1/CP.23 号决定，第 4 段。 

 2 将刊登于 https://unfccc.int/event/sbsta-49。 

 3 FCCC/SBSTA/2018/6, 第 14 段。 

 4 https://unfccc.int/event/sbsta-49。 

 5 可查阅 https://unfccc.int/dp-cop24。 

 6 FCCC/SBI/2014/8, 第 218-2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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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时间和提交结论草案的最后期限，以尽可能确保能在闭幕全体会议上以

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结论草案。 

 (c)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8.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将选举副主席和报告员。现任副主席和报告员将留任到

各自继任选出为止。请缔约方积极考虑提名妇女担任这些职位。 

9.  科技咨询机构行使职能处理涉及《京都议定书》的事项时，其主席团成员中

凡所代表国家是《公约》缔约方但当时不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应由《京

都议定书》缔约方从《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中选出另一成员替换。此项安排也相

应适用于《巴黎协定》。 

10.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在磋商结束之后尽早选出主席团成员。如有必

要，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增选一名主席团成员，以替换所代表的国家是《公约》缔

约方但不是《京都议定书》或《巴黎协定》缔约方的副主席和/或报告员。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6558 

 (d) 授权活动 

11.  按照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提出的请求，将结合本届

会议开展以下活动： 

(a) 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第 12 次联络点论

坛，议题为经济多样化；7 

(b) 一次与《公约》下的组成机构联合举办的研讨会，研讨内容为克罗尼

维亚农业联合工作的议题 2(a)，即：落实五次农业有关问题会期研讨会成果的模

式，以及今后可能从这一工作中产生的其他主题 8 (见以下第 36 段)； 

(c) 一次为期一天的会议，审查实施应对措施影响问题改进论坛的工作(见

以下第 42 段)。 

 3.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2018 年报告；以及第 1/CP.21 号决定第 41、42 和

45 段提到的事项 

12.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请适应委员会每年通过附属机构

向缔约方会议报告。9 适应委员会 2018 年在波恩举行两次常会：第 13 次会议于

2 月 27 日至 3 月 2 日举行，第 14 次会议将于 10 月 24 日至 26 日举行。适应委

员会 2018 年报告反映这两次会议和适应委员会休会期间工作的结果。 

13.  第 1/CP.21 号决定第 41、42 和 45 段请适应委员会，(在第 41 和 45 段方

面，会同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就若干与《巴黎协定》之下的适应相关的问题开

展工作并提出建议，供《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7 FCCC/SBSTA/2018/4, 第 23 段。 

 8 见第 4/CP.23 号决定, 第 2(a)段。 

 9 第 2/CP.17 号决定, 第 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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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已编入适应委员会 2017 年报告。10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七

届会议注意到适应委员会已完成了关于建议的工作，商定在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

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些建议。在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履行机构和科技

咨询机构对建议继续进行了审议(适应委员会和专家组联合编写的建议则是与履

行机构议程项目“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事项”下设立的小组举行联席会议进行

审议)，11 以期由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

议上转交《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14.  在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了以上第 13 段所述事

项，一致认为，会上取得的进展将为缔约方就《巴黎协定》工作方案开展进一步

谈判并为工作方案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提供有益的

基础。12 这方面的更多详情将编入以上第 5 段所述联合思考说明，其中将提出

前进方向，包括有关这些事项的拟议案文。 

15.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审议适应委员会 2018 年报告，并作为

建议提出适应委员会 2018 年工作计划的实施形成的结论草案和/或一项决定草

案，供《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16.  为确保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巴黎协定》工

作方案，还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完成审议适应委员会按照第 1/CP.21 号

决定第 42 段要求向《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提出的建议，并且完成审议适

应委员会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作组按照第 1/CP.21 号决定第 41 和 45 段要求向《协

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提出的联合建议。 

FCCC/SB/2018/3 适应委员会报告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 

会议第二期会议成果 

https://unfccc.int/documents/77091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6053 

 4.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7.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会议请气候变化影响相关

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每年通过附属机构向《公约》缔约方会议报

告，并酌情提出建议。13 《巴黎协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华沙国际机制应置于

作为《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权力和指导下。 

18.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请14 该执行委员会设立一个工作组，

以便为避免、尽量减少和处理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有关的流离失所问题的综合办

  

 10 FCCC/SB/2017/2 和 FCCC/SB/2017/2/Add.1-FCCC/SBI/2017/14/Add.1。 

 11 FCCC/SBSTA/2017/7, 第 30-32 段。 

 12 FCCC/SBSTA/2018/6, 第 13 段。 

 13 第 2/CP.19 号决定第 3 段和第 2/CP.20 号决定第 4 段。 

 14 第 1/CP.21 号决定，第 4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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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拟订建议。据此，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除其他外载有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的工作

所形成的建议。 

19.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议核可了执行委员会五年期滚动工作计

划指示性框架，作为制定相关活动的依据。15 执行委员会 2018 年在波恩举行两

次常会：第 7 次会议于 3 月 13 日至 16 日举行，第 8 次会议于 9 月 18 日至 21 日

举行。 

20.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并作为建议

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FCCC/SB/2018/1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

会的报告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7545 和 http://unfccc.int/6056 

 5.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 

 (a)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条第四款建立的技术框架 

21.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四届会

议开始详细拟订根据《巴黎协定》第十条第四款建立的技术框架，并向《公约》

缔约方会议报告其结果，以期《公约》缔约方会议就该框架向《协定》 /《公

约》缔约方会议提出建议，供其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16 科技咨询机构最初

在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开始审议这个事项，之后在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届会

议和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都审议了这个事项。 

22.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再次审议了技术框架的详细拟

订，一致认为，会上取得的进展将为缔约方就《巴黎协定》工作方案开展进一步

谈判并为工作方案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提供有益的

基础。17 这方面的更多详情将编入以上第 5 段所述联合思考说明，其中将提出

前进方向，包括有关这些事项的拟议案文。 

23.  行动：为确保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巴黎协

定》工作方案，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完成关于技术框架详细拟订的工作。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 

第二期会议成果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114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ttclear/ 

 (b) 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24.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决定，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

术中心与网络继续编写通过附属机构向缔约方会议提交的关于各自活动和各自职

  

 15 第 3/CP.22 号决定，第 3 段。 

 16 第 1/CP.21 号决定，第 67 段。 

 17 FCCC/SBSTA/2018/6, 第 13 段。 

http://unfccc.int/7545
http://unfccc.int/6056
http://unfccc.int/tt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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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履行情况的联合年度报告。18 2018 年，技术执行委员会于 3 月 13 日至 16 日

举行了第 16 次会议，并于 9 月 25 日至 28 日举行了第 17 次会议，会议地点都在波

恩。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咨询委员会于 3 月 7 日至 9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了第

11 次会议，并于 10 月 3 日至 5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 12 次会议。 

25.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审议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

与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并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该报告的决定草案，供《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FCCC/SB/2018/2 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 2018 年联合

年度报告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ttclear/ 

 6. 研究与系统观测 

26.  背景：在每年的第二个会期内，科技咨询机构集中审议系统观测问题。19 

27.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处在科技咨询机构主席指导下组

织了 2016 年地球信息日，并请缔约方考虑请秘书处，根据缔约方提交的材料，

在实施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气候观测系统)执行计划――“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执

行需求”20 期间举办类似活动。21 

28.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五届会议还注意到有必要举办“气候观测系统执行计

划”提到的研讨会。22 在这方面： 

(a) 2018 年在乌干达举办了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哥白尼系统、气象组织全

球综合观测系统(气象综合系统)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气候框架)联合区域研讨

会，研讨主题为：改进各种观测对气候服务的价值链，以支持东部非洲的气候政

策、适应和减缓。 

(b) 作为 2017 年在斐济举办、在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及23 的太

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研讨会的成果之一，全球气候观测系统和气象综合系

统与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太平洋岛屿通信和基础设施小组以及太平洋气

象理事会合作，拟订了太平洋区域观测网络计划。  

29.  按照在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五届和第四十七届会议上确定的任务，科技咨询

机构请以下各方酌情定期提供报告： 

  

 18 第 17/CP.20 号决定，第 4 段。 

 19 FCCC/SBSTA/2012/5, 第 46 段。 

 20 可查阅 https://public.wmo.int/en/resources/library/global-observing-system-climate-implementation-

needs。 

 21 FCCC/SBSTA/2016/4, 第 44 段。 

 22 FCCC/SBSTA/2016/4, 第 39 段。 

 23 FCCC/SBSTA/2017/7, 第 55 段。 

http://unfccc.int/tt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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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秘书处关于“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2016 年执行计划”

实施工作所取得进展的报告；24 

(b) 气象组织关于全球气候状况的提交材料；25 

(c) 气象组织关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气候框架)实施所取得的进展的报

告；26 

(d) 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和气象卫星协调组的进展报告。27 

30.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审议这一事项和收到的信息，以期确定其认为适

当的任何进一步行动。 

提交的材料 http://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portal/Pages/ 

Home.aspx (在“sessions”之下选择 SBSTA 49)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3462 

 7. 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 

31.  背景：第 2/CP.23 号决定确定了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平台的总的宗旨和职

能，以及准备平台投入运作的初始步骤。 

32.  在同一决定中，《公约》缔约方会议建议平台下的各项进程包括平台投入运

作应考虑到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利益和意见，以及：土著人民的切实参与；土著

人民和缔约方地位平等，包括平等承担领导角色；土著人民根据自有程序选举自身

代表；秘书处提供充足资金并引入自愿捐款，以便平台能够行使职能。 

33.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按照第 2/CP.23 号决定审议了平台

进一步投入运作问题，包括设立一个不充当《公约》下谈判机构的、促进性质的

工作组，以及以何种模式制订一项工作计划，以便使该平台在地方社区和土著人

民与缔约方得到平衡代表的情况下充分行使职能。平台的第一项活动是，结合科

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1 日举办了一场关于平

台职能落实问题的多利害关系方研讨会。28 

34.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以关于本议程项目的非正式磋商联合召集人在第

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提议的决定草案29 为基础审议这个事项，并提出建议

  

 24 FCCC/SBSTA/2016/4, 第 41 段。 

 25 FCCC/SBSTA/2016/4, 第 43 段。 

 26 FCCC/SBSTA/2017/7, 第 57 段。 

 27 FCCC/SBSTA/2017/7, 第 56 段。 

 28 研讨会详情可查阅 https://unfccc.int/topics/local-communities-and-indigenous-peoples-

platform/events-and-meetings/workshops-meetings/multi-stakeholder-workshop-on-the-local-

communities-and-indigenous-peoples-platform。 

 29 可查阅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conferences/bonn-climate-change-conference-april-

2018/sessions/sbsta-48#eq-11。 

http://unfccc.int/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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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和通过，从而结束本议程项目的审

议。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10475 

 8. 科罗尼维亚联合农业工作 

35.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联

合处理与农业有关的问题，包括为此举行研讨会和专家会议，与《公约》下的组

成机构合作，并考虑到农业易受气候影响的特性以及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各种方

法。30  

36.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启动了科罗尼维亚联合

农业工作，并拟出了科罗尼维亚路线图，其中列出了 2020 年 11 月以前的活动。31

两机构会议请秘书处结合第四十九届会议与《公约》下的组成机构一起组织一个

研讨会，研讨内容为克罗尼维亚农业联合工作的议题 2(a)，即：落实五次农业有

关问题会期研讨会成果的模式，以及今后可能从这一工作中产生的其他主题。32 

两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还商定在各自第四十九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事

项。33 

37.  按照请求，34 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交了关于以上第 36 段所述研讨会的意见。 

38.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继续审议科罗尼维亚联合农业工作，

以期就此向《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2020 年 11 月)报告。 

提交的材料 http://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portal/Pages/Home

.aspx (在“sessions”下选择 SBSTA 49)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8793 

 9.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 

 (a) 改进的论坛和工作方案 

39.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第四十四届会议商定，35 要在科技咨询机

构主席和履行机构主席的指导下，执行实施应对措施影响问题工作方案。36 

40.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注意到各方就将在

两机构第四十九届会议上进行的对改进的论坛工作的审查的范围提出的意见，并

  

 30 第 4/CP.23 号决定，第 1 段。 

 31 FCCC/SBSTA/2018/4, 第 60 段和附件一。 

 32 FCCC/SBSTA/2018/4, 第 61 段和附件一。  

 33 FCCC/SBSTA/2018/4, 第 66 段。 

 34 FCCC/SBSTA/2018/4, 第 65 段和附件一。 

 35 FCCC/SBSTA/2016/2, 第 53 段。 

 36 FCCC/SBSTA/2016/2, 附件二。 

http://unfccc.int/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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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了审查的范围。37 缔约方和观察员根据商定的审查范围提交了关于改进的论

坛工作的意见，秘书处根据这些提交的意见拟出了一份综合报告，以期为两机构第

四十九届会议讨论这个事项提供参考。 

41.  在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秘书处在两机构

主席的指导下，组织一场为期两天的培训研讨会，研讨如何使用与改进的论坛的

工作方案领域有关的经济建模工具。38 秘书处编写了一份研讨会报告，供两机

构第四十九届会议审议。 

42.  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商定，39 结合两机构

第四十九届会议对改进的论坛工作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审查，以期在届会上完成

对改进的论坛工作的审查。 

43.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完成对改进的论坛工作的审查，并就此

提出建议，供《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 

FCCC/SB/2018/INF.3 关于在执行应对措施影响问题改进的论坛工作方案

领域使用经济建模工具。秘书处的研讨会报告 

FCCC/SB/2018/INF.4 改进的论坛的工作。秘书处的综合报告 

提交的材料 http://www4.unfccc.int/sites/submissionportal/Pages/ 

Home.aspx (在“sessions”下选择 SBSTA 49)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4908 

 (b)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在《巴黎协定》之下的模式、工作方案和职能 

44.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决定，附属机构下的实施应对

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应继续运作并为《巴黎协定》服务。40 会议还决定，履行

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应作为建议提出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模式、工作

方案和职能，供《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以便处

理在《巴黎协定》下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41 

45.  在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科技咨询机构审议了这个事项，一致认

为，会上取得的进展将为缔约方就《巴黎协定》工作方案开展进一步谈判并为工

作方案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提供有益的基础。42 

这方面的更多详情将编入以上第 5 段所述联合思考说明，其中将提出前进方向，

包括有关这些事项的拟议案文。 

  

  

 37 FCCC/SBSTA/2018/4, 第 72 段和附件二。 

 38 按照 FCCC/SBSTA/2017/7 号文件，第 69 段。 

 39 FCCC/SBSTA/2018/4, 第 74 段。 

 40 第 1/CP.21 号决定，第 33 段。 

 41 第 1/CP.21 号决定，第 34 段。 

 42 FCCC/SBSTA/2018/6, 第 13 段。 

http://unfccc.int/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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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行动：为确保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巴黎协

定》工作方案，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完成关于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

论坛在《巴黎协定》之下的模式、工作方案和职能的工作。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 

第二期会议成果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1953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4908 

 (c) 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 款有关的事项 

47.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商定在科技咨询机构/履行

机构的联合论坛上，连同科技咨询机构和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议

程分项目“改进的论坛和工作方案”一起审议这个事项。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

届会议第一期会议还商定在第四十九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事项。43 

48.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继续审议这个事项。 

 10. 《公约》下的方法学问题：国际空运和海运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 

49.  背景：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一期会议审议了这个议程项目但没

有完成。按照目前暂时适用的议事规则草案第 16 条，这个事项列入本届会议临

时议程。 

50.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继续审议这个事项。 

民航组织和海事组织 

提交的材料 

http://unfccc.int/documentation/submissions_from_non-

party_stakeholders/items/7482.php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1057 

 11. 与《巴黎协定》第六条有关的事项 

 (a) 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的指导 

51.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拟订并作为建

议提出《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的指导，供《协定》/《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包括旨在确保以缔约方对其在《巴黎协定》下的国家

自主贡献所涵盖的源的人为排放和汇的清除做出的相应调整为基础避免双重计算

的指导。44 

52.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审议了以上第 51 段所述事项，一

致认为，会上取得的进展将为缔约方就《巴黎协定》工作方案开展进一步谈判并

为工作方案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提供有益的基础。45 

  

 43 FCCC/SBSTA/2018/4, 第 80 段。 

 44 第 1/CP.21 号决定，第 36 段。 

 45 FCCC/SBSTA/2018/6, 第 13 段。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1953
http://unfccc.int/6877
http://unfccc.int/documentation/submissions_from_non-party_stakeholders/items/7482.php
http://unfccc.int/documentation/submissions_from_non-party_stakeholders/items/7482.php
http://unfccc.int/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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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更多详情将编入以上第 5 段所述联合思考说明，其中将提出前进方向，

包括有关这些事项的拟议案文。 

53.  行动：为确保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巴黎协

定》工作方案，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完成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

方法的指导的工作。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 

第二期会议成果 

原版本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3 

更正版本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934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9644 

 (b) 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 

54.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拟订并作为建

议提出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供《协

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46 

55.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审议了以上第 54 段所述事项，一

致认为，会上取得的进展将为缔约方就《巴黎协定》工作方案开展进一步谈判并

为工作方案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提供有益的基础。47

这方面的更多详情将编入以上第 5 段所述联合思考说明，其中将提出前进方向，

包括有关这些事项的拟议案文。 

56.  行动：为确保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巴黎协

定》工作方案，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完成关于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

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的工作。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

会议第二期会议成果 

原版本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1 

更正版本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937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9644 

 (c) 《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 

57.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在《巴黎协

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可持续发展非市场方法框架下实施一项工作方案，以便审

议如何加强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工作之间的联系及发挥协

同增效作用，并审议如何便利非市场方法的实施和协调的问题。《公约》缔约方

会议还请科技咨询机构在考虑到缔约方意见的情况下，作为建议提出一项关于工

作方案的决定草案，供《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48 

  

 46 第 1/CP.21 号决定，第 38 段。 

 47 FCCC/SBSTA/2018/6, 第 13 段。 

 48 第 1/CP.21 号决定，第 39 段和第 40 段。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3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3
http://unfccc.int/9644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1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1
http://unfccc.int/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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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审议了以上第 57 段所述事项，一

致认为，会上取得的进展将为缔约方就《巴黎协定》工作方案开展进一步谈判并

为工作方案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提供有益的基础。49 

这方面的更多详情将编入以上第 5 段所述联合思考说明，其中将提出前进方向，

包括有关这些事项的拟议案文。 

59.  行动：为确保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巴黎协

定》工作方案，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完成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

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的工作。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 

第二期会议成果 

原版本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2 

更正版本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9349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9644 

 12. 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七款制定核算通过公共干预措施提供和调

集的资金的模式 

60.  背景：《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请科技咨询机构拟订《巴黎协

定》第九条第七款制定核算通过公共干预措施提供和调集的资金的模式，供《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以期由后者作为建议供《协定》/《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通过。50 

61.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审议了这个事项，一致认为，会

上取得的进展将为缔约方就《巴黎协定》工作方案开展进一步谈判并为工作方案

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提供有益的基础。51 这方面的

更多详情将编入以上第 5 段所述联合思考说明，其中将提出前进方向，包括有关

这些事项的拟议案文。 

62.  行动：为确保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顺利完成《巴黎协

定》工作方案，将请科技咨询机构完成关于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七款制定

核算通过公共干预措施提供和调集的资金的模式的工作。 

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 

第二期会议成果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0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10121 和 http://unfccc.int/8892 

  

 49 FCCC/SBSTA/2018/6, 第 13 段。 

 50 第 1/CP.21 号决定，第 57 段。 

 51 FCCC/SBSTA/2018/6, 第 13 段。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2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2
http://unfccc.int/9644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2
https://unfccc.int/documents/182092


FCCC/SBSTA/2018/7 

14 GE.18-17017 

 13. 其他活动报告 

 (a)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在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中根据《公约》提

交的信息的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63.  背景：根据第 13/CP.20 号决定附件第 40 和 44 段，秘书处编写载有专家审

评组的组成情况资料的年度报告、主任审评员的年度报告和关于《公约》附件一

所列缔约方在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中根据《公约》提交的信息的技术审评

方面的最新信息。 

64.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注意上述报告所载信息。 

FCCC/SBSTA/2018/ 

INF.5 

附件一缔约方在两年期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中根据

《公约》提交的信息的技术审评。秘书处的报告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10297 和 http://unfccc.int/2763 

 (b)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65.  背景：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年度报告，其中载有对《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

方提交的温室气体清单开展的技术审评的最新信息，包括关于专家审评组的组成

及审评组专家和主任审评员的遴选方面的信息，以及关于如何提高审评质量、效

率和一致性的建议。52 

66.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注意上述报告所载信息。 

FCCC/SBSTA/2018/INF.3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清单

技术审评。秘书处的报告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2762 

 (c) 《京都议定书》第一条第 7 款界定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报告的温室气体清单

和其他信息技术审评年度报告 

67.  背景：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年度报告，其中载有对《京都议定书》第一条

第 7 款界定的《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报告的温室气体清单和其他信息开展

的技术审评的最新信息。53 该报告还包括关于为便利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第二承诺期内的分配数量的报告审评

信息。54 

68.  行动：将请科技咨询机构注意上述报告所载信息。 

FCCC/SBSTA/2018/INF.4 《京都议定书》第一条第 7 款界定的附件一

所列缔约方报告的温室气体清单和其他信息

技术审评。秘书处的报告 

更多信息 http://unfccc.int/2762 

  

 52 第 13/CP.20 号决定，附件，第 40 和 44 段。 

 53 第 22/CMP.1 号决定，附件，第 35 和 40 段。 

 54 第 2/CMP.8 号决定，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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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其他事项 

69.  会议期间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将在本议程项目下处理。 

 15. 会议闭幕和会议报告 

70.  在将本届会议报告草稿递交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和通过后，主席将宣布会议

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