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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9 月 6 日至 16 日，中国鄂尔多斯 

临时议程项目 3(d) 

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层面有效执行《公约》 

促进和加强与其他有关公约、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倡导性政策框架草案：性别、干旱和沙尘暴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缔约方会议第 9/COP.10 号决定请执行秘书与国家联络点协商，考虑采取顾

及性别特征的方针，制定关于干旱专题的补充倡导性政策框架；就新出现的问题

和需要倡导性政策框架的战略方针提供意见；制定倡导性政策框架草案时与其他

相关机构合作；并与缔约国开展倡导活动。 

 缔约方会议第 9/COP.11 号决定敦促秘书处加大力度开展政策宣传，以便确

保专题倡导性政策框架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目标和原则和谐统一、相

辅相成，促进性别平等主流化。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件提出了一项在执行今后的战略框架(2018-2030 年)过

程中支持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性别问题行动计划。这是一项关于干旱问题的订正倡

导性政策框架，另提出了一项关于新出现的沙尘暴问题的倡导性政策框架。报告

最后提出了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三届会议审议的行动建议。 

 

 

  

  
联 合 国 ICCD/COP(13)/19 

   

防治荒漠化公约  
Distr.: General 

3 July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ICCD/COP(13)/19 

2 GE.17-11042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背景 ...................................................................................................................  1-5 3 

 二. 性别问题行动计划 ...........................................................................................  6-21 3 

  A. 背景 ..........................................................................................................  6-9 3 

  B. 依据 ..........................................................................................................  10-13 4 

  C. 潜在的干预措施 .......................................................................................  14-16 6 

  D. 优先行动...................................................................................................  17 6 

  E. 执行机制...................................................................................................  18-21 8 

 三. 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 ...................................................................  22-32 9 

  A. 序言 ..........................................................................................................  22-24 9 

  B. 依据 ..........................................................................................................  25 9 

  C. 潜在的干预措施 .......................................................................................  26-28 10 

  D. 优先行动...................................................................................................  29-32 12 

 四. 关于沙尘暴问题的政策框架 ...........................................................................  33-65 13 

  A. 序言 ..........................................................................................................  33-36 13 

  B. 依据 ..........................................................................................................  37-41 14 

  C. 潜在的干预措施 .......................................................................................  42-47 14 

  D. 优先行动...................................................................................................  48-65 16 

 五. 结论和建议 .......................................................................................................  66 18 

  



ICCD/COP(13)/19 

GE.17-11042 3 

 一. 背景 

1.  缔约方会议在第 8/COP.9 号决定中请秘书处就专题问题制定倡导性政策框

架，以便处理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不利影响，并定期向受影响国家和其他

关键的利害关系方通报可能有助于实施行动方案的这类程序。 

2.  缔约方会议在第 9/COP.10 号决定中请秘书处：(一) 与缔约方开展倡导活

动，以增强旱地生态系统的复原力，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同时指出制定

框架是一个迭接进程；(二) 制定确保倡导性政策框架一致性的标准方法和程

序；(三) 就新出现的其他任何问题和需要倡导性政策框架的战略方针提供意

见；(四) 在制定倡导性政策框架草案时与其他相关机构密切合作。 

3.  缔约方会议在第 9/COP.11 号决定中欢迎拟议制定未来倡导性政策框架的程

序和关于干旱(包括水资源短缺)专题的倡导性政策框架，并鼓励秘书处：(一) 与

缔约方协商，在具备资源的前提下，酌情确定和制定其他倡导性政策框架；(二) 

加大力度开展政策宣传，并确保专题倡导性政策框架与《联合国荒漠化公约》的

目标和原则和谐统一、相辅相成；(三) 促进各利害关系方开展对话。 

4.  缔约方会议在第 9/COP.12 号决定中请秘书处在《公约》的任务和范围内，

参与加强应对水灾和沙尘暴能力的伙伴关系，并请秘书处继续加强促进为国家防

旱规划、干旱早期预警、风险和脆弱性评估以及进一步降低干旱风险开展能力建

设的伙伴关系。 

5.  本报告在这些行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内容：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关于性

别问题的倡导性政策框架执行工作的内容；关于干旱问题的倡导性政策框架的内

容；以及关于新出现的沙尘暴问题的倡导性政策框架的内容。秘书处建议参照以

下情况审议政策框架：(一) 计划通过的新的 2018-2030 年战略计划；(二) 缔约

方对《2030 年议程》所作的集体承诺。 

 二. 性别问题行动计划 

 A. 背景 

6.  《公约》承认妇女在《公约》执行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列出了妇女参与的几

个关键领域：(一) 提高认识，参与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工作；(二) 男女为在地方

上参与区域和国家行动方案的制定、实施和审查工作而采用的决策进程；(三) 

能力建设、教育和公众意识，特别是通过支持地方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 

7.  自 1998 年以来，《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和利害关系方已就性别问题采

取行动。缔约方一直要求改善独立专家名册中和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方面的性别比

例。2013 年的倡导性政策框架主要着重于政策进程。缔约方则主要着重于针对

实地妇女的活动，这反映在涉及性别问题的 335 份报告中的 80 份报告中。1 但

是，要求在执行《公约》时实行性别平等主流化和对妇女赋权的呼声从未间断。2 

  

 1 关于本周期性别平等主流化问题的详细报告见 ICCD/COP(13)/CRP.1 号文件。 

 2 见各国议员、民间社会组织和部长在各届缔约方会议上发表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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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过制定一项今后的战略框架(2018-2030 年)来执行《公约》，这是一个解决

性别问题倡导性政策框架中的不足之处的好机会。制定一项着重于妇女赋权的行

动计划，通过性别平等主流化(第 9/COP.11 号决定)来对性别问题倡导性政策框

架(第 9/COP.10 号决定)进行补充，以解决极大地影响妇女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在

《公约》执行工作中的作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将推动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

标。3 

9.  这些提案参考了：(一) 受影响的缔约方开展活动的经验教训；(二) 对相关文

献的评审；4 (三) 在拟定《生物多样性公约》性别计划和拟定《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四) 与性别问题专家的磋商。5 提议的性别

问题行动计划吸取了 7 个缔约方、3 个国际组织和 2 个民间社会组织的实质性反

馈意见。 

 B. 依据 

10.  妇女是战略性的变革推动者，6 她们在使用和养护土地资源，特别是在依赖

土地的社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妇女依赖土地资源取得家庭所需的食物、水和能

源，这使她们比男子更加依赖自然资源；但大多数妇女对这些资源既没有所有

权，也没有控制权。全世界土地拥有者中女性不到 20%，7 而对农业用地作出重

大决定的土地使用者中只有 13%是女性。8 另一方面，妇女是一支重要的劳动

力，也是土地使用方面的宝贵的传统和当地知识的守护者。9 但是，这些优势并

不能让她们受益。从全球来看，妇女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为 43%。10 在许多穷

国，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有 95%以上从事农业工作。11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

  

 3 见 UNEP/CBD/COP/12/17 号文件。 

 4 Nelson, V., L. Forsythe 和 J. Morton, 专题文件 1、2 和 3 及综述，Women’s empowerment in 

drylands 丛书 (Natural Resourc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Chatham, UK, 2015 年)。

Atieno Samandari, Working Paper on Gender-Responsive Land Degradation Neutrality (2016 年)。 

 5 妇女署，全球环境基金性别平等伙伴关系和开发署生态系统复原力全球政策中心。 

 6 Orr, B.J 等合著，《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科学概念框架》(2017 年)，第 52 页。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及农业状况》《农业中的女性：填性别鸿沟，促农业发展》

(2011 年)。 

 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性别和土地权统计：粮农组织性别和土地权数据库的最新情况》

(2015 年)。 

 9 Atieno Samandari (2016 年)，cited. V. Nelson, L Forsythe and J. Morton,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Chatham (2015 年)，cited. 

 1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及农业状况》《农业中的女性：填性别鸿沟，促农业发展》

(2011 年)，第 5 页。 

 11 国际移民组织，《尼泊尔妇女获取和拥有土地和财产的障碍》(2016 年)。<www.iom.int/sites/ 

default/files/our_work/DOE/LPR/Barriers-to-Womens-Land-Property-Access-Ownership-in-Nepal.pdf>, 

2016 年 12 月 21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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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地区，妇女持有的信贷额占小农信贷总额的 10%。12 同样，女农只接受了所

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 5%，而只有 15%的农业技术推广官员是女性。13 

11.  隐含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规范和实践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限制

了妇女的能动性，损害了《公约》的有效执行。采用集中而系统的办法来弥合与

女性的土地使用和管理有关的性别不平等，可以改善妇女和女童及其家庭的生

活，改善满足这些需求的生态系统的状况，并提高她们的抗旱能力。她们日益面

临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不可预测的降雨等，从而暴露了她们的脆弱性，因

此不得不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受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影响的依

赖土地社区的妇女需要得到特别关注，以便她们获取所需的资源来满足家庭需

要，增强社区的抗御能力和稳定性。14 

12.  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科学概念框架指出，土地退化的主因并非不带性别色

彩，贫穷既是土地退化的根源，也是其后果，而性别不平等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加重了对妇女的影响。防治荒漠化公约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建议将性

别考虑因素纳入《公约》的执行工作，包括土地退化零增长的规划和执行、决

策、利害关系方参与和初步评估工作。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特别指出，在分析对

土地退化零增长活动的初步评估数据时排除性别因素将导致不完整或似是而非的

结论。15 

13.  证据表明，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以及妇女充分、平等地参与和领导经

济，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幅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率至关重要。16 例

如，如能消除性别差距，到 2025 年便能增加 2.4 亿个工作岗位，增加 28 万亿美

元(26%)的全球年度增长(GDP)。17 2030 年全球议程18 重新点燃了争取实现性别

平等、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政治热情。第 3/COP.12 号决定确认，《公约》缔

约方已承诺实现这些目标，有责任维护和支持实现这些目标的工作，因此必须确

定和商定减少性别不平等的政策和行动，提供《公约》执行工作的效率和效力。

随着性别平等成为发展融资的一项核心目标，包括在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

金等环境气候变化公共融资机制中的一项核心目标，一项明确的行动计划将提供

准确评估执行《公约》的行动对性别问题的敏感度的手段。 

  

 12 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以及农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饥饿、谋求发展和

应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用》(2012 年)，引自第 9 页。 

 1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农业支助系统》(日期不详)。<www.fao.org/docrep/005/y3969e/ 

y3969e05.htm>。 

 14 Nelson, V., L. Forsythe and J. Morton, Achieving Dryland Women’s Empowerment: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mperatives (2015 年)。 

 15 Orr, B.J 等合著，《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科学概念框架》(2017 年)。<www2.unccd.int/sites/default/ 

files/documents/LDN%20Scientific%20Conceptual%20Framework_FINAL.pdf>. 

 16 联合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6-7 页(2014 年)。 

 17 McKinsey and Company, The Power of Parity: How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can add $12 

trillion to global growth (2015 年)。 

 18 包括《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RES/69/313)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

目标(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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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潜在干预措施 

 1. 目标 

14.  性别问题行动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向缔约方和其他行为方提供将性别平等

主流化、实现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政策和措施方面的指导，使《公

约》和未来的战略框架的执行工作顾及性别问题并具有变革性，从而提高其效

力、效率和成功率。 

 2. 目的 

15.  目的是： 

(a) 通过处理妇女所面临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增强妇女作为变革的推动者

的作用； 

(b) 建立妇女和女童获取改善生活、可持续地管理土地和抗御干旱的能

力； 

(c) 在各级建立荒漠化公约利害关系方(包括在地退化零增长干预行动中)设

计和执行顾及性别问题的计划和方案的能力； 

(d) 确定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中的性别问题的基线，监测、报告并定期审查

执行和达到目的方面的进展情况； 

(e) 为达到这些目的调集充足的资源。 

 3. 原则 

16.  指导实地行动所需的主要原则如下： 

(a) 干预措施必须减少、而不是增加妇女的负担； 

(b) 妇女不仅是干预措施的推动者，也是其受益人。 

 D. 优先行动 

17.  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女童都面临与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有关的

一些主要障碍，对此可以采取集中行动。虽然优先行动可能因国家和区域而异，

但预期结果必须是一致的。消除性别差距的优先专题领域有： 

(a) 参与为执行《防治荒漠化公约》而采取的措施的设计、规划、执行和

评价过程中的决策工作。妇女对大多数依赖土地的谋生体系有极大的影响力。妇

女参与管理自然资源的地方机构对于可持续的土地、水和森林的管理至关重

要。19 缔约方将寻求增加和加强妇女对各级决策和当地执行《防治荒漠化公

  

 19 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审查和评价《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

议成果文件的执行情况，英文本第 85 页(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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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工作(包括干旱管理与沙尘暴和土地退化零增长干预行动)的参与并让其发挥

领导作用，争取到 2030 年达到男女比例相等的目标；20 

(b) 将妇女经济赋权工作纳入《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活动，以消除妇女

极端贫穷现象。将近 40%的土地退化发生在高度贫困地区，21 其原因往往是长

期存在结构性制约因素、收入有限、缺乏社会安全网，这使土地承担了巨大的压

力以满足当地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22 妇女的极端贫穷现象与多种因素有关，

其中包括：土地权没有保障，缺乏资金和技术，市场条件不利，以及劳动报酬低

下或无报酬劳动等社会习俗。23 缔约方将争取通过破除与性别有关的障碍、为

参与执行活动的农村妇女创造高质量的创收机会，促进妇女的经济赋权。24 

(c) 加强妇女的土地权及获得资源的机会。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受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干旱影响地区的妇女生产了发展中国家 60-80%的粮食。25 但非洲和

中东的大多数妇女没有至关重要的土地权，26 因为：(一) 她们分配到的家用土

地比较贫瘠；(二) 她们不是所用的土地的主要决策者；(三) 她们不拥有自己使

用的土地。27 为了管理土地、可持续地取得土地退化零增长并满足家庭需求，

妇女拥有土地非常重要，但对土地权的保障却至关重要。28 缔约方将通过各种

创新办法，到 2030 年增加妇女的土地权；29 

(d) 增加妇女获取与切实执行《防治荒漠化公约》有关的先进知识和技术

的机会。土著妇女和农村妇女拥有增加粮食生产所需的宝贵知识，但能够利用由

这种知识发展出来的技术的女性远远少于男性。研究表明，通过妇女培训妇女活

动可以推动自给性生产，而且，通过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使用推广服务的妇女

增加了 600%。30 缔约方将寻求在指定开展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地区建设女性土地

  

 20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5: 确保妇女在各级的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中全面有效参与决

策，并享有进入领导层的平等机会。例如，南非有一个法案将男女比例的目标定为 50%。一

个缔约方建议，将妇女参与率定为 40%。一些国家，如乌干达，现要求所有与国家行动方案

有关的干预行动的参与率为 50%(个人谈话)。 

 21 日期不详的简报。《关于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问题简报》。<www.fao.org/fileadmin/ 

user_upload/GSP/docs/ITPS/Annex2.pdf>, 2016 年 12 月 21 日查阅。 

 22 Nelson, V., L. Forsythe 和 J. Morton, Empowering Dryland Women, cited (2015 年)。 

 23 麦肯锡公司，The Power of Parity (2015 年)，第 10 页。 

 24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1: 到 2030 年时，在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极端贫穷目

前是指每人每日生活费不到 1.25 美元。 

 2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ESA 工作文件 No. 11-02, 2011 年 3 月。The Role of Women in 

Agriculture (2011 年)，第 11 页。 

 26 世界银行，《妇女、工商业与法律》(2015 年)。 

 27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Gender Inequalities in Land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Land in Africa. 

Myths versus reality, IFPRI Discussion Paper 01308 (2013 年)。 

 28 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审查和评价〈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

会议成果文件的执行情况》，cited, p. 83 (2015 年)。后称为《北京+20 报告》。www.un.org/ga/ 

search/view_doc.asp?symbol=E/CN.6/2015/3。 

 29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a: 根据国家法律实行改革，让妇女享有获取经济资源的平等权

利，并能拥有和控制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获取金融服务，获得遗产和自然资源。 

 30 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转引第 10 页(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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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知识能力，提供适当的技术资源，31 包括信息技术、可持续土地管

理、32 培训、推广服务及女童教育。 

 E. 执行机制 

 1. 与妇女组织合作和通过妇女组织开展活动 

18.  妇女组织(协会、合作社、自助团体等)是纠正性别不平等的有力机制。这些

组织是可持续的，而且能使妇女直接受益。其成员往往还包括作为变革的盟友的

男性。33 缔约方在执行《公约》时将寻求与当地妇女组织合作并开展能力建设

工作。 

 2. 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支持执行工作 

19.  为造福于当地居民而开展的干预活动主要通过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

与它们的伙伴关系对于调动基层妇女至关重要。负责制定和设计政策的与国家和

区域政府的伙伴关系也同样重要。缔约方将寻求与专家、发展伙伴和相关政府部

门和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以帮助妇女和女童取得资源。 

 3. 调动所需财政资源，在执行《防治荒漠化公约》时处理性别不平等问题，包

括国家行动方案和土地退化零增长 

20.  各国政府同意在预算编制进程中提高透明度和平等参与，提倡促进性别平

等的预算编制方法，特别是跟踪和报告用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资源分配

情况。34 特意为妇女参与执行工作提供资金的《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已报

告取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35 缔约方将寻求调拨资源用于支持性别平等方面的

倡议，并确保其干预行动中的预算支出促进性别平等和(或)妇女赋权。36 

 4. 监测和报告 

21.  定期报告缔约方的干预行动以评估取得的进展、存在的差距和面临的挑

战，总结经验教训，这将确保干预行动切实取得符合妇女的需要和优先关切、对

妇女有意义的结果，促进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并且不加剧性别不平等或增加妇女

  

 31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4.7: 到 2030 年时，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来促

进可持续发展。 

 32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5.b: 更多地使用能增强能力的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

增强妇女权能。 

 33 世界银行，Gend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Kenya.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men (2007 年)。 

 34 联合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14 页，<www.un.org/esa/ffd/wp-content/uploads/2015/ 

08/AAAA_Outcome.pdf>(2015 年)。 

 35 摩洛哥和印度的个案研究。见防治荒漠化公约和世界银行，Land for Life: Create Wealth, 

Transform Life (2016 年)。 

 36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0.4: 采取政策，特别是财政、薪资和社会保护政策，逐步增强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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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担。37 缔约方在提交国家报告时，将列入为在执行《防治荒漠化公约》时

处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所作的努力已经吸取的经验教训。 

 三. 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38 

 A. 序言 

22.  《公约》强调，减缓干旱影响的目标包括一项长期的综合战略，特别是重

点恢复、养护并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土地和水资源，从而改善特别是社区一级的

生活条件。39 受影响缔约方必须处理造成荒漠化的根本原因，40 国家行动方案

可包括以下内容：(一) 酌情建立和(或)加强预警系统和援助因环境原因流离失所

者的机制；(二) 加强考虑到季节和年度气候预测的防旱抗旱工作，包括紧急抗

旱计划；(三) 制订可以为易发生干旱地区创收的另谋生计项目。 

23.  最近的一些国际和区域倡议改变了人们对干旱的看法和管理方法。其中包

括：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会议要求从“被动的”办法转向“积极的”办法

(2013 年 3 月)；联合国水机制支持各国制定国家抗旱政策的协作倡议(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5 月)；《2015-2030 年仙台降低灾害风险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 年 9 月)；以及非洲抗旱会议的成果(2016 年 8 月)。 

24.  下文内提出的政策框架草案所依据的便是这些动向、提交审评委员会第十

一届会议的“关于干旱(包括水资源短缺)专题的倡导性政策框架”41 以及与缔约

方的磋商和与有关组织，包括与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粮农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协作。 

 B. 依据 

25.  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根据第 8/COP.9、第 9/COP.10、第 9/COP.11、第

3/COP.12 和第 9/COP.12 号决定中的最新发展、新办法和任务规定，提出了干旱

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供缔约方用作防止和减缓干旱影响的工具。秘书处

根据关于推动和加强与其他有关公约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的第 4/COP.8、第

8/COP.9 和第 9/COP.12 号决定，正在与气象组织、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外空厅)等联合国组织密切合作。 

  

 37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北京+20 的报告，第 66 页。至少 105 个国家在监测和收集国家性别统计数

据，其中大约 60 个国家正在努力使用 52 个两性平等指标(2015 年)。 

 38 本文件是在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外聘专家 Neville Crossman 的协助下编写的，并送交所有防治

荒漠化公约国家联络点和一些联合国机构(气象组织、粮农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传阅。本文

件吸收了一些缔约国的相关评论。 

 39 第 2 条。 

 40 第 5 条。 

 41 ICCD/CRIC(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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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潜在的干预措施 

 1. 目标 

26.  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采用综合、多管齐下的办法，在国家和地

方各级减少干旱的风险和影响。政策框架的目标是将降低干旱风险、增强抗御能

力的各种潜在办法和行动作逻辑归类。该框架承认干旱影响和风险在土地、水、

能源、环境和农业等多个部门相互交织的一体性。 

 2. 目的 

27.  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的各项目的并不互相冲突。许多管理和适

应干旱的行动适用于多项目的。有些目的(d-f)还可以充当达到这些目的的战略： 

(a) 减少受干旱影响的可能性：减少潜在的生命、生计、生态系统服务和

资源、基础设施和可能受干旱不利影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产损失。例如：30

年前实行的作物多样化从单一粮食作物系统转向耐旱的土豆和玉米等混合粮食作

物系统，减少了中国内蒙古地区因旱灾多发而可能造成的农业损失；42 

(b) 减少面对干旱的脆弱性：减少易受干旱不利影响的倾向。例如：农民

如果更有经验、教育水平更高、土地保有权更可靠、更能用得到电、更了解气候

风险，就更有能力适应干旱；43 

(c) 增加抗御干旱风险的能力：通过保存、恢复或改善自然资本等办法，

加强各社区、生态系统和经济体及时而有效率地预计、承受、承担干旱影响并从

中恢复的能力。例如：养护农业能增加土壤的生物多样性和碳储量，调节氧气和

养分循环，使土壤和作物在干旱时更能抵御极端高温和干燥；44 

(d) 变革：改变以下体系的基本特征：社会、经济和生态体系，包括价值

体系；监管、立法或官僚制度；金融机构；技术活生物体系。例如：让当地社区

主导抗旱决策进程、政策设计和规划工作，因为干旱的社会影响取决于人们在干

旱期间减少用水的能力和他们的适应意愿和适应能力；45 

(e) 防旱、抗旱和旱后恢复：这是为降低干旱风险而采取的管理和规划办

法的核心，其中包括开发全面的干旱监测和预警系统。例如：全面的干旱监测和

  

 42 Lei, Y., H. Zhang, F. Chen and L. Zhang, How rural land use management facilitates drought risk 

adaptation in a changing climate – A case study in arid northern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550:192–199 (2016 年)。 

 43 Alam, K., Farmers’ adaptation to water scarcity in drought-prone environments: A case study of 

Rajshahi District, Bangladesh.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148:196–206 (2015 年)。 

 44 Lal, R.,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Geoderma 123:1–22 (2004). Lipper, L., 

P. Thornton, B. M. Campbell, T. Baedeker, A. Braimoh, M. Bwalya, P. Caron, A. Cattaneo, D. 

Garrity, K. Henry, R. Hottle, L. Jackson, A. Jarvis, F. Kossam, W. Mann, N. McCarthy, A. Meybeck, 

H. Neufeldt, T. Remington, P. T. Sen, R. Sessa, R. Shula, A. Tibu, and E. F. Torquebiau, 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 for food security. Nature Climate Change 4:1068–1072 (2014 年)。 

 45 Logar, I., and J. C. J. M. van den Bergh, Methods to Assess Costs of Drought Damages and Policies 

for Drought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7:1707–1720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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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系统(综合气候、土壤、水和社会经济多层面指标)、46 决策工具和实时干旱

评估手段，47 这些工具能提供关键而及时的信息帮助决策； 

(f) 转移和共同承担干旱风险：在社会更广范围内分散风险，以涵盖所有

能够从强有力的干旱风险管控直接或间接获益的人群。例如：设计和执行智能降

风险融资战略，为救济、重建和生计恢复工作提供资金，如小额保险、保险、再

保险以及国家、区域和全球风险库。其中一个例子是气象指数保险和安全网。48 

 3. 原则 

28.  主要原则应指导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目标和战略的执行工作，

以确保在制定抗旱政策和计划时前后一致、思路清晰。下列原则依据的是《仙台

框架》、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和后来的联合国水机制的各次区域能

力建设讲习班、新的非洲抗旱防旱战略框架以及其他相关来源(新西兰初级产业

部49、维多利亚州农业局50)。指导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的主要原则

是： 

(a) 每个国家都负有防止和减缓干旱影响、降低干旱风险的主要责任。这

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各级政府、个人、当地社区、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害关

系方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协调与合作； 

(b) 管理干旱风险的目的是保护人员、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资产； 

(c) 处理潜在的干旱风险因素比灾后危机管理成本效益更高； 

(d) 必须增强当地社区和当局、在社会和文化上属于少数的群体以及传统

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妇女、穷人、残疾人、少儿和老人)降低干旱风险的能力； 

(e) 教育、传播信息、沟通和提高对干旱风险的认识对于降低风险都是必

不可少的； 

(f) 顺应自然是降低干旱风险的关键手段； 

(g) 降低干旱风险对可持续发展、土地退化零增长、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

工作、粮食和用水安全、人体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养护都至关重要； 

(h) 应向作出合理努力降低风险的人群优先提供旱后恢复和扶持，援助的

基础是恢复社区自救能力，确保以最佳速度开展恢复工作； 

  

 46 国际减灾战略，《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015 年)。 

 47 防治荒漠化公约、粮农组织和气象组织，国家干旱政策高级别会议，Science Document: Best 

Practices on National Drought Management Policy. UNCCD, FAO, WMO, 日内瓦(2013 年)。

Tadesse, T.,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Drought Management and Enhancing Resilience in Africa. 

Draft White Paper. National Drought Mitigation Center,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2016 年)。 

 48 Shiferaw, B., K. Tesfaye, M. Kassie, T. Abate, B.M. Prasanna and A. Menkir, Managing 

vulnerability to drought and enhanc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options. Weather and Climate Extremes 3:67–79 (2014 年)。 

 49 <www.mpi.govt.nz/document-vault/14623>。 

 50 <http://agriculture.vic.gov.au/agriculture/farm-management/drought-preparedness/victorias-drought-

preparedness-and-response-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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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干旱恢复和复原工作应针对减少今后干旱风险的机制； 

(j) 脆弱国家应制定和执行干旱适应和管理计划，采用经过实践证明的办

法，以求：(一) 改善对干旱风险管控工作的管理；(二) 建立更好的综合干旱监

测和预警系统；(三) 进行协调一致、前后统一的干旱脆弱性和影响评估；(四) 

减旱、防旱、抗旱；(五) 提高认识，分享干旱知识；(六) 减少潜在的干旱风险

因素。 

 D. 优先行动 

29.  为指导各国执行干旱政策和管理计划的实际行动而设计的降低干旱风险的

主要支柱如下。 

 1. 为防旱实行全面的监测和预警系统 

30.  这包括：(一) 监测降水、温度、土壤湿度、植被状况、河道流量、积雪和

地下水等关键指标和指数；(二) 作出可靠的季节预报，并为受影响的部门制定

适当的决策支助工具；(三) 监测干旱的后果，特别是对农业等脆弱部门的影

响；(四) 传播可靠的警告信息，妥善、及时地应对风险。有助于执行预警系统

的具体行动领域有： 

(a) 设计参与性、针对性和综合性干旱监测和预警系统(通过收集时空分辨

率高的气候、土壤、水的供需状况和社会经济指标的基线数据)、决策支助工具

以及及时提供关键信息支持决策的实时干旱评估手段； 

(b) 绘制可靠的干旱风险评估图，编制影响和损失数据，并向公众免费提

供这种数据； 

(c) 利用未来气候变化模拟数据支持反映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预计变革的长

期战略； 

(d) 收集和传播更好的干旱指标，包括关于影响、破坏、损失和脆弱性的

指标。至少计算出标准化降水指数和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等通用干旱指标； 

(e) 尽可能利用对于干旱特点、影响和风险的当地知识和土著知识。 

 2. 评估干旱脆弱性和风险 

31.  这包括：(一) 查明干旱对耕种和畜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能源、旅

游业和卫生等脆弱的经济部门的影响；(二) 评估旱灾之前、期间和之后不久当

地社区所承受的物质、社会、经济和环境压力，以查明面临风险的人与物及造成

风险的原因；(三) 评估提高或降低抗旱能力的条件或情况，以及受旱灾影响的

社区的应对能力；(四) 评估发生旱灾时可能造成的破坏或损失规模。具体行动

领域有： 

(a) 在易发生干旱地区鼓励在用水效率、管理和评价、种植和放牧系统、

土地使用和土地覆被方面进行创新； 

(b) 在易发生干旱地区增加谋生办法，使其更加多样化； 

(c) 在易发生干旱地区鼓励种植耐旱物种和品种，以在干旱期间提高粮食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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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减少易受旱灾影响人口在财富和教育水平、残疾和健康状况以及性

别、年龄、阶级及其他社会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不平等； 

(e) 减少获取自然资源方面特别是农业用水的不平等。 

 3. 执行减缓干旱风险的措施 

32.  这包括在旱灾发生之前、期间或之后马上采取的干预行动。减缓旱灾行动

包括：为限制旱灾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任何结构性措施和物理措施(如适当的作

物、水坝、工程项目)和非结构性措施(如政策、宣传、知识发展、公共投入、法

律框架和运作方式)51 这也可以包括拟定吸引民间慈善投资和资金的新办法，如

类似于防治荒漠化公约土地退化零增长基金的模式。具体行动领域可包括： 

(a) 制定可持续的作物和家畜灌溉计划，监测并衡量供水和用水情况； 

(b) 推动水和废水的回收和回用； 

(c) 探索种植耐旱作物的可能性； 

(d) 扩大作物保险计划； 

(e) 制订可以为易发生干旱地区创收的另谋生计项目。 

 四. 关于沙尘暴问题的政策框架 

 A. 序言 

33.  第 8/COP.9 号决定请秘书处制定处理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不利影响的倡

导性政策框架，同时铭记国土治理和性别敏感办法的潜力，并定期向受影响国家

和其他关键的利害相关方通报可能有助于实施行动方案的这类程序。 

34.  联合国大会 2015 年和 2016 年通过的关于“防治沙尘暴”的决议

(A/RES/70/195 和 A/RES/71/219)承认，沙尘暴对受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这些

国家人民的福祉构成严重障碍。大会决议强调有必要加强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国际

合作减缓和控制沙尘暴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应联合国大会 A/RES/70/195 号

决议的要求，防治荒漠化公约与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合作提出

了一份《全球沙尘暴评估》。 

35.  秘书处根据第 9/COP.10、第 9/COP.11 和第 9/COP.12 号决定，与环境署和

气象组织合作拟定了防治沙尘暴政策框架草案如下。 

36.  防治沙尘暴政策框架草案曾发给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国家联络点传阅，请它

们提出意见。 

  

 51 Tsegai, D., J. Liebe 和 R. Ardakanian, Capacity Development to Support National Drought 

Management Policies: Synthesis, UNW-DPC: 德国波恩(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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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依据 

37.  大约有 151 个缔约国(77%)直接受沙尘暴影响，有 45 个缔约方(23%)被列为

沙尘暴来源地区。52 许多沙尘暴来源于旱地、半旱地和半湿地区，但由于尘土

的长距离传送，沙尘暴的影响往往延伸到干地以外。 

38.  沙尘暴并非是一个新的现象，许多地区的社会长期以来都面临着沙尘暴危

险，引起了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关切。但这方面的关切日增是因为最近一些地

区的沙尘暴频率和强度都有所增加，而且由于来源地区的土地利用方面的变化和

气候变化，沙尘暴的频率和强度今后可能还会增加。 

39.  未来发生风蚀和沙尘暴的重要潜在因素有：荒漠化、土地退化和气候变

化，特别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利用、更加极端的风灾、一

些地区干旱更加严重、旱灾变得更加频繁、严重，且持续时间更长。旱灾一般与

植被下降和土壤变干有关，常常造成更多的沙尘暴活动。植被稀少，加上干燥和

易碎的干地土壤和沉积物，这为沙尘暴活动创造了条件。 

40.  除了这些造成沙尘暴活动的自然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情况是，对人类活动

的管理不当加剧了沙尘暴来源的活动，而另有一些情况是，由于不可持续的资源

利用，出现了新的沙尘暴来源。尚不清楚自然来源与土地利用和管理办法加剧风

蚀的情况两者相对哪个更重要，但对两者进行区别非常重要。当沙尘暴来源地区

内人类活动是造成沙尘暴的一个因素时，应对沙尘暴危险的活动应集中在通过可

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等办法减少尘土排放。当沙尘暴来源地区是自然排出大量

尘土时，集中力量对付沙尘暴在传送和沉降过程中的危险影响可能更为妥当。 

41.  有许多沙尘暴事件超越边界，这意味着有必要在国际和区域范围内协调国

家沙尘暴政策。政策框架可以指导各国，并有助于促进共同开展可持续地管理土

地的努力与防治沙尘暴的努力。 

 C. 潜在的关键性政策干预措施 

 1. 沙尘暴的定义 

42.  大气微粒物质有许多来源，但在本政策框架草案中，沙尘暴是指源自地面

的矿物沙(粒径 63 微米至 2 毫米)和尘土(粒径<1-63 微米)。 

43.  沙尘暴发生在强力旋风吹过植被稀疏或没有植被覆盖的干燥、松散、微粒

地面物质时。大多数地点在低纬度干地，但当条件成熟时，沙尘暴来源可以发生

在几乎任何环境里，而且往往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这包括因社会用水而干涸的湖

床、收割和(或)耕作后裸露的农田、密集型放牧、伐木、用火、车辆在未铺砌公

路上行驶、为城市开发清理场地等。 

44.  沙尘暴事件的空间范围差异极大。在地方层面的影响来自沙暴、飞沙和沙

丘侵蚀。尘粒可以被传送到离发源地很远的地方，常常跨越国际边界，把尘霾带

到遥远的地点。大规模的尘霾事件影响所涉地区以几万、有时是几十万平方公里

  

 52 Middleton, N.和 U. Kang, Sand and dust storms: impact mitigation. Sustainability 9, 1053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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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这类面积并非固定不变，因为尘土会在大气中移动，但某些地区一般容易达

到危险的尘土浓度，因为沙尘暴相对频繁，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沙尘暴事件的

持续时间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其强度通常以尘粒的大气浓度和由此造成的

能见度降低来表示。 

 2. 目标 

45.  最终目标是，通过减缓风蚀和沙尘暴的影响，降低社会遭受这一经常性危

险的可能性。53 政策倡导工作将着重于以下三方面的努力：(一) 灾后危机管理

(应急程序)；(二) 灾前治理，以加强复原力，降低脆弱性，尽量减少影响(减缓

行动)；(三) 备灾计划和政策。 

 3. 目的 

46.  目的是： 

(a) 根据降低风险的理念制定国家沙尘暴政策，包括立法和文书安排，并

制定提高抗御力和防灾能力的降风险战略； 

(b) 增强沙尘暴管理和预警以及来源地减缓行动方面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

作； 

(c) 增加沙尘暴预警系统和风险信息与通信和评估的普及度和可靠性； 

(d) 减少受沙尘暴影响的人数； 

(e) 减少沙尘暴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破坏； 

(f) 加强抗御力，减少沙尘暴对交通运输等基本服务的影响； 

(g) 在土地退化零增长的背景下减少土壤流失和人类活动造成的沙尘暴来

源地区的范围； 

(h) 提高对沙尘暴的科学认识，特别是在影响和监测领域； 

(i) 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参与沙尘暴行动的利害关系方之间的协调

与合作，以增强协同作用； 

(j) 增加沙尘暴全面预警和来源地减缓行动方面的融资机会。 

 4. 原则 

47.  防治沙尘暴政策框架将提出制定和执行更为积极的防治沙尘暴政策原则，

特别是建设抗御力和减缓沙尘暴来源方面的政策原则。沙尘暴政策应： 

(a) 确立一套明确的原则或业务指南，规范对干旱及其影响的管理。这项

政策应争取通过提高人们对沙尘暴危险及造成社会影响的根源的认识和了解来降

低风险，同时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采取积极办法和一整套防灾措施如何能提高社会

的抗御能力； 

  

 53 请注意，“减缓”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往往有不同的用法。在自然灾害领域，减缓措施往往是

指在沙尘暴之前为减轻下次沙尘暴事件的影响而提前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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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所有区域、人口群体(考虑到性别因素)和经济部门一视同仁、公平对

待，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成功的防治沙尘暴政策可以增进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目标，包括目标 1、2、6、7、9、13 和 15。同样，取得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规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帮助减少受影响地区的沙尘暴发生频率和影响； 

(c) 解决在各种环境中，包括在干地、农田、沿海地区和高纬度地区发生

的尘土源的问题。此外，由于许多沙尘暴事件的跨界性质，应在国际和区域范围

内协调各国的防治沙尘暴政策； 

(d) 由预防驱动，而不是由危机驱动。减少沙尘暴的影响需要一项政策框

架，也需要根据《2015-2030 年仙台降低灾害风险框架》在实地采取行动。 

 D. 优先行动 

48.  防治沙尘暴政策框架提出了在以下各个相互关联的主要行动领域应对沙尘

暴的不利影响的积极办法：(一) 监测、预测和预警；(二) 减缓影响、脆弱性和

抗御力；(三) 来源地减缓行动。要采用这种办法，就需要采取贯穿各领域的行

动和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1. 监测、预测、预警和防灾 

49.  查明和识别易受沙尘暴影响的人口，以提供预警，包括健康咨询意见。识

别脆弱人口和基础设施，梳理未来的趋势预测，对于加强社会经济抗御能力至关

重要。要增强预警工作，就需要收集和汇编关于沙尘暴路经之地、受影响地区、

沙尘暴强度、频率、当地点源、尘土的矿物构成等方面的信息。 

50.  在国家/区域各级实行全面的预警系统。预警是减轻沙尘暴影响工作的关键

一步，应能提高各国及时提供高质量的沙尘暴预测、观察、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需要研究和业务部门联合监测沙尘暴，以协助预警工作，同时考虑到需统一各利

害关系方的观察系统和数据，包括实地气象网、空气质量监测站和卫星数据的使

用。 

 2. 减缓影响、脆弱性和抗御力 

51.  查明和推广在受影响地区实际保护包括基础设施和农业在内的资产免遭沙

尘暴之害的最佳做法。许多(事前和事后)减少沙尘暴不利影响的适当手段在国家

和区域层面已经存在并得到采用。有必要收集和汇编有关做法和手段的知识，并

向《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传播这种知识，特别是酌情由世界水土保持方法和

技术纵览组织和防治荒漠化公约综合知识中心协助开展这项工作。 

52.  查明和推广最佳战略，以尽量减轻沙尘暴对关键部门和包括妇女在内的各

种人群的影响。已经存在许多减轻沙尘暴不利影响的适当战略(被动战略和积极

战略)并得到执行。其中包括减缓当地气溶胶浓度的行动(如为可持续景观管理在

城区和近郊区种植林田以固存尘粒、安置空气过滤系统等)和紧急措施(如关闭机

场、发放口罩等)。 

53.  根据系统影响/脆弱性识别/评估在各部门确立并执行协调一致的应急措施和

战略。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需要有明确的应急程序。为此，首先必须识别脆弱人口

并梳理关于未来的预测，评估沙尘暴的经济影响，包括预防行动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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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来源地减缓行动 

54.  查明和监测沙尘暴来源地区。来源地区减缓战略必须立足于关于来源地区

特点的最新科学知识，特别是现有的关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的最新科

学知识。此类信息对于在尘土预报模型中适当甄别尘土源的性质及空间和时间分

布形态尤其重要。 

55.  查明和推广沙尘暴来源地减缓行动的最佳做法。许多适当手段在国家和区

域层面已经存在，并作为可持续土地管理办法(如减少耕作的做法、稳定沙丘计

划等)和景观方面(如为防止潜在来源地区的不利的水文改变而采取)的土地和水资

源综合管理办法得到采用。为避免重复历史上“失败的权宜之计”，还必须了解

对于在地方层面广泛采用良好做法奖励措施(与同样重要的障碍)。 

56.  突出《里约三公约》及相关机制和制定沙尘暴来源地区减缓战略的各项行

动之间的协同作用。考虑到未来的防治荒漠化公约战略框架(2018-2030 年)，在

土地退化零增长和相关决定的背景下，采取可持续的土地/水资源管理和综合景

观管理措施、恢复行动和气候变化缓解办法都能有助于缓解人类活动造成的沙尘

暴来源活动。具体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恢复生态系统的决定的爱知目标 15。

气候变化公约为讨论与沙尘暴有关的问题提供了机会，包括农业、林业及其他土

地利用框架和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为处理沙尘暴的驱动

因素而需采取的行动必须与建议为实施《里约三公约》和联合国其他承诺而采取

的行动相一致。 

57.  将沙尘暴来源地区减缓措施纳入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5.3

“土地退化零增长”的国家努力。沙尘暴来源地减缓行动可以与制定土地退化零

增长目标相联系，列为来源国的一项自愿分目标。 

 4. 贯穿各领域的综合行动 

58.  查明区域/国家/地方范围内的最佳政策选项和政策失误。在国家和区域层面

有许多与沙尘暴相关的政策，但可以对其作更好的记录和分享。 

59.  查明沙尘暴方面的主要知识空白，以便作重点研究。我们对沙尘暴进程和

影响的许多具体知识尚待充分了解。有必要查清与成功的政策选项相关的知识空

白(例如，可收集数据，模拟沙尘暴来源地区的性质和范围，或进行影响分析/评

估等)。 

60.  将防治沙尘暴工作纳入降低灾害风险的范围。应将沙尘暴问题充分纳入各

级和各部门的多种灾害防灾计划。 

61.  建设协调和统一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制定和执行沙尘暴政策的体制能

力。防治沙尘暴政策是由不同级别的不同机构执行的。要在国家一级成功开展综

合、一致的行动，各机构和各部门之间必须相互协调。 

62.  探讨创新型融资机会及防治沙尘暴行动所需的其他资源。要支持国家和区

域各级执行防治沙尘暴政策，需要有适当的资金，包括由全球环境基金和全球合

作框架等现有供资机制和机会提供的资金。将沙尘暴来源地减缓行动纳入目前的

气候适应和减轻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降低灾害风险和土地退化零增长工作方

案和项目，将凸显共同效益，加强综合景观管理的执行工作，增加《里约三公

约》之间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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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立一个联合国相关组织间的协调机制和伙伴关系，负责协调沙尘暴方面

的全球政策，以加强国际层面的协同作用与合作。可以在防治荒漠化公约、环境

署、气象组织、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卫生组织、外空厅、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等现有文书间建立一个对话框架，负责

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共同战略直接应对沙尘暴问题，审议各相关组织的具体授权

和责任，增进《里约三公约》在执行沙尘暴政策方面的协同作用。 

64.  建立一个国际平台，供传播关键数据和交流经验。建立一个采用由世卫组

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有关国家和组织运作的沙尘暴预警和评估体系的全球沙尘

暴知识虚拟中心将支持全球执行工作，中心可包括：(一) 一项全球科学倡议，

(二) 一个预警和复原平台，(三) 一个全球政策对话与协调平台。 

65.  加强区域和分区域合作。区域合作的优先事项有：信息分享、联合研究、

技术转让和开展联合项目。 

 五. 结论和建议 

66.  根据第 8/COP.9、第 9/COP.10、第 9/COP.11、第 3/COP.12 和第 9/COP.12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缔约方会议第十三届会议不妨考虑： 

(a) 关于性别问题行动计划： 

(一) 通过拟议的性别问题行动计划，支持在实地执行未来的战略框架

(2018-2030 年)，以加强关于性别问题的倡导性政策框架的执行工作； 

(二) 鼓励缔约方和其他利害关系方将性别问题纳入其下一个两年期的《公

约》执行活动，以对行动计划作实地测试，使其更加完善； 

(三) 请秘书处和各国际伙伴支持缔约国实地测试行动计划； 

(四) 请缔约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观察员、专家、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

和其他利害关系方通过各种会议和论坛，在实地经验的基础上对性别问题行动计

划的效力进行探讨，并将其反馈意见送交秘书处，以便协助完成性别问题订正行

动计划的定稿； 

(五) 请秘书处完成性别问题订正行动计划的定稿，供在第十四届缔约方会

议通过； 

(b) 关于干旱和沙尘暴政策框架： 

(一) 通过政策框架草案； 

(二) 鼓励受干旱/沙尘暴影响的国家在建设抗御能力的过程中推动包容性

的议程，将最没有能力抵御干旱和沙尘暴的脆弱群体作为潜在的改革推动者放在

优先地位，着重于预警、脆弱性评估和减缓措施等关键优先行动； 

(三) 促请缔约方对干旱问题采取积极的办法，在国家干旱政策以下“三大

支柱”的基础上制定国家抗旱政策：(1) 建立综合干旱监测和预警系统；(2) 对

易受干旱影响的部门、人口和地区进行全面脆弱性评估；(3) 执行干旱风险减缓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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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认沙尘暴是荒漠化和土地管理不当的后果，突出人类活动造成的沙

尘暴来源减缓行动和抗御沙尘暴能力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以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5.3)和降低灾害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1)。

在设定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时把人类活动造成的沙尘暴来源减缓行动放在优先地

位； 

(五) 核准防治荒漠化公约关于参与全球协调机制对方沙尘暴的承诺，以便

把沙尘暴当作一个多面现象，需要采取综合办法，并得到全球各利害关系方更多

的政策协调的支持，同时铭记区域合作对于解决沙尘暴影响所涉的跨界问题至关

重要； 

(六) 请秘书处和全球机考虑到各项政策框架，制协助缔约方执行关于干旱

和沙尘暴的国家政策； 

(七) 请秘书处与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和专门组织协作，协助缔约方执行关

于干旱和沙尘暴的政策框架； 

(八) 请联合国有关机构、专门组织和计(规)划署及其他相关方与防治荒漠

化公约协作，协助缔约国制定和执行关于干旱和沙尘暴的国家政策； 

(c) 请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作为其 2018-2019 年工作方案的一部分审议关于

干旱、沙尘暴和性别问题的技术指导； 

(d) 请秘书处就新出现的问题酌情提出更多的倡导性政策框架，以处理荒

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不利影响，并定期通报受影响国家和其他关键利害关系

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