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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18 年 12 月 2 日至 14 日，卡托维兹 

议程项目 4 

筹备《巴黎协定》的实施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 

  筹备《巴黎协定》的实施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 

  主席的提案 

  缔约方会议的建议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建议，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CMA.1 

  关于适应信息通报的进一步指导意见，包括，除其他外，作

为《巴黎协定》第七条第 10 和第 11 款所指国家自主贡献信

息通报的一部分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回顾《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协定》的第七条， 

 认识到《巴黎协定》第七条第 10 和第 11 款对缔约方提交和更新适应信息通

报作了灵活的规定十分重要， 

 忆及第 4/CP.5, 17/CP.8 和第 5/CP.17 号决定， 

 认识到适应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包括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与 2015-

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联系， 

 联 合 国 FCCC/CP/2018/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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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气候变化行动、应对措施和影响，与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之

间的内在关系， 

 强调应根据《巴黎协定》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条的规定，为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执行《巴黎协定》第七条第 7、第 9、第 10 和第 11 款提供持续和更有力的国

际支持， 

 1.  注意到适应信息通报的目的是： 

(a) 增加适应工作的能见度和关注度，加强适应活动与缓解之间的平衡； 

(b) 加强适应行动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c) 为全球总结提供投入； 

(d) 加强学习和理解适应方面的需求和行动； 

 2.  决定适应信息通报： 

(a) 应为国家驱动，灵活变通，包括按照《巴黎协定》第七条第 10 和第 11

款规定的信息通报或文件的选择； 

(b) 不应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造成任何额外负担，也不应是缔约方之间进

行比较的依据，无需接受审查； 

 3.  回顾根据《巴黎协定》第七条第 10 和第 11 款规定，每一缔约方应酌情

提交和更新适应信息通报，适应信息通报应酌情定期提交和更新，可作为其他信

息通报或文件的一部分，或与其他信息通报或文件一并提交和更新，包括国家适

应计划、《巴黎协定》第四条第 2 款所指的国家自主贡献和/或国家信息通报； 

 4.  决定缔约方也可酌情将适应信息通报作为《巴黎协定》第十三条第 8 款

规定的有关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相关信息报告的一部分，或与这些报告一起提交

和作出更新； 

 5.  忆及适应信息通报应按照第-/CMA.1 号决定中的模式和程序，登记在由

秘书处保管的公共登记册中；1 

 6.  请选择提交适应信息通报的缔约方按时提交，以丰富每一次的全球总

结； 

 7.  请缔约方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能力，在适应信息通报中提供附件(a)至(d)分

段中所列要素的信息，并酌情提供附件(e)至(I)分段所列要素的补充信息； 

 8.  还请缔约方酌情根据附件中所列各项要素，在适应信息通报中收入事前

信息； 

 9.  确认缔约方在提交适应信息通报时，考虑到具体的信息通报或使用的文

件，可对所提供的信息作出调整； 

 10.  鼓励缔约方清楚地标出，根据第七条第 11 款，选择的信息通报或文件

中哪一部分是适应信息通报，并对适应信息通报作序列编号； 

  

 1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4 下提出的题为“《巴黎协定》第七条第 12 款所指公共

登记册的运作和使用模式和程序”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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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还鼓励选择将适应信息通报作为国家自主贡献的一部分或与国家自主

贡献一并提交的缔约方，酌情使用本决定所载的指导意见； 

 12.  请选择使用第四条第 7 款所述国家自主贡献的缔约方，根据以上第 11

段，提供附件(f)段所要求的信息； 

 13.  确认选择作为国家信息通报或国家适应计划一部分提交适应信息通报

的缔约方，可参考文件 FCCC/CP/1999/7 中的指南和第 17/CP.8 号和第 5/CP.17

号决定提供信息； 

 14.  还确认适应信息通报和其他相关信息，将根据第-/CMA.1 号决定第

23(b)段加以综合，2 用于审查在实现全球适应目标方面取得的总体进展； 

 15.  请适应委员会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工作组的参与下，酌

情以现有的相关指导意见为起点，在 2022 年 6 月之前，拟订补充指导意见，供

缔约方根据附件所载各项要素在信息通报中自愿使用，补充指导意见将提交两个

附属机构第五十七届会议(2022 年 11 月)，在审议适应委员会的报告时审议； 

 16.  决定在第八届会议(2025 年)上，考虑到下文第 17 段讲到的提交材料和

下文第 18 段讲到的综合报告，评估本决定所载的指导意见，必要时加以修订； 

 17.  请缔约方在 2025 年 2 月之前通过提交门户，3 提交他们在使用本决定

所载指导意见方面相关经验的信息； 

 18.  请秘书处编写一份上文第 16 段所指提交材料的综合报告，供附属履行

机构第六十二届会议(2025 年 5 月)审议； 

 19.  敦促发达国家缔约方，并请自愿提供资源的其他缔约方、联合国组

织、专门机构和其他相关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机构，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开展的适应活动提供支持； 

 20.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现有任务授权范围内，考虑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

供编制和提交适应信息通报方面的支持，可作为其他信息通报或文件的一部分，

或与那些通报或文件一并提交，包括国家适应计划、《巴黎协定》第四条第 2 款

所指的国家自主贡献，和/或其他国家信息通报； 

 21.  鼓励绿色气候基金、全球环境基金、适应基金、气候技术中心和网

络，以及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在各自现有任务和相关文书范围内，继续根据发

展中国家缔约方在适应信息通报中提出的优先事项和需要，为其实施适应计划和

行动提供支持； 

 22.  注意到秘书处开展上文第 18 段所述活动，所涉的估计预算数额； 

 23.  请秘书处在可支配的财政资源范围内开展本决定所要求的行动。 

  

  

 2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4 下提出的题为“与《巴黎协定》第十四条所述全球总

结有关的事项”决定草案。 

 3 https://unfccc.int/submissions_and_statements. 

https://unfccc.int/submissions_and_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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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Elements of an adaptation communication 

[English only]* 

 

An adaptation communication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 National circumstanc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legal frameworks; 

(b) Impacts, risks and vulnerabilities, as appropriate; 

(c) National adaptation priorities, strategies, policies, plans, goals and actions; 

(d) Implementation and support needs of, and provision of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e) Implementation of adaptation actions and plans, including:  

(i) Progress and results achieved; 

(ii) Adaptation effor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recognition; 

(iii) Cooperation on enhancing adaptation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as appropriate; 

(iv) Barriers, challenges and gap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aptation; 

(v) Good practices, lessons learned and information-sharing; 

(v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f) Adaptation actions and/or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plans, including those that 

result in mitigation co-benefits;  

(g) Information on how adaptation actions contribute to other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and/or conventions; 

(h) Information on gender-responsive adaptation action and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knowledge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knowledge systems 

related to adaptation, where appropriate; 

(i)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daptation. 

     

  

 * This annex will be made available in all six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e report on the s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