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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  

2000 年 12 月 11 日至 22 日 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9(a) 1 

全 球 机 制 

(a) 根据 公约 第 22 条第 2 款(d)项 审查全球机制有关 

政策 业务模式和活动的报告 并向其提供指导  

增   编  

秘书处的说明  

关于全球机制促进委员会从事的活动 作出的决定和  

执行决定取得的结果的报告  2 

 1.  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全球机制的政策 业务模式和活动的第

一次审查的第 9/COP.3 号决定 其中  

(a) 建议全球机制业务主任向缔约方会议报告促进委员会从事的活动 作

出的决定和执行决定取得的结果  

                                                 
1  ICCD/COP(4)/1  
2  转载全球机制收到的报告,未经 公约 秘书处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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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业务主任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报告全球机制的活动 包括执行

本决定取得的进展  

 2.  本文件附有提交缔约方会议审议的全球机制促进委员会报告 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主席提交第四届缔约方会议的报告见 ICCD/COP(4)/4 号文件 关于全球机

制业务战略的报告见 ICCD/COP(4)/4/Add.1 号文件

世  界  银  行  

以全球机制促进委员会现任主席的名义提交  

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四届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背   景  

 全球机制促进委员会在巴西累西腓举行的第三届缔约方会议(1999 年 11 月 15

日至 26 日)之后举行过一次常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于 2000 年 5 月 27 日举行 由

环境署和世界银行联席主持 环境署的肯尼亚内罗毕总部为会议地点  

 促进委员会的十个成员机构  1 中有七个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促进委员会的与

会者确认 委员会对于支持全球机制和推动委员会的成员机构积极参与执行 公

约 确实有着重要作用 委员会成员机构重申 继续致力于与全球机构协作以完

成任务  

该案动态  

1.  业务计划  

 为了进一步使全球机制与委员会成员机构之间的合作制度化 商定拟就一份

业务计划 作为合作的基础 业务计划 构想的三大支柱是 全球机制的目

标 促进委员会相对于全球机制的目标和促进委员会本身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

按以下方针定出 业务计划 的目标  

                                                 
1 非洲开发银行 GEFSEC 全球机制 农发基金 公约 开发署 环境署和

世行  



   ICCD/COP(4)/4/Add.2 
   page 3 

1. 促委会的成员机构确认 全球机制需要得到它们个别和集体的支持以便促

成 公约 的有效执行  

2. 业务计划 应提出和勾画目前和未来的捐助方介入行动 尤其是促委会

成员机构的介入 在这一基础上查明差距 定出优先任务 弄清应在哪些方面拟

订具体的介入行动作为流动业务计划的一部分  

3.  对 业务计划 不应狭义地理解为改善各国获得款项的机会 而应看作是

如下所述的一种战略工具  

• 强化专门机构和捐助组织的参与 通过最有效地利用促委会及其成员

机构改进成员国防治荒漠化的能力  

• 改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捐助组织在国家一级的协调和协作  

• 便利和鼓励借助有利于可比性的标准定义和工具使用经过检测的模式

和方法 并使各国能够监测自己在防治荒漠化中取得的进展  

• 提供一种战略工具 使全球机制有效地介入所有成员国的行动 同时

避免力不从心  

首先注重的国家 应内含一个或多个促委会成员机构 在全球机制的启动支助

下能提供实际支持 最有可能得到供资  

在这些条件下 随着对各国展开支助 将有可能补充修订 业务计划 并决

定全球机制和促委会的新介入行动 这样 就应把 业务计划 看作是将定期修

订和审查的一种滚动计划  

 目前仍在拟定业务计划 将会考虑到迄今取得的经验和第四届缔约方会议上的

讨论 不过 目前正在全球机制开展业务的一些国家探讨业务计划的意向  

2.  关于筹资方法的区域和次区域研讨会  

 第 9/COP.3 号决定第 11 段请全球机制与秘书处协作组办关于筹资方法的区域

和次区域研讨会 在这一年的时间中 组织了四次此种研讨会 计划 2001 年初将

再组织一次(西部和中部非洲) 促委会成员为计划和落实这些研讨会开展了积极协

作 促委会成员的参与清楚地向 公约 缔约方表明 它们支持 公约 和全球

机制 在这些会议上还可明显看出 只要按有关组织的政策和程序办事 就能够

得到执行 公约 的经费 研讨会还是一次机会 促委会成员可借以强调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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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与一些其他有广泛基础的行动之间已有的和可加利用的关联 这方面的例子

包括世行和粮农组织的土壤增肥计划和世行 开发署 环境署 环境基金发起的

综合水土计划  

3. 支持行动方案  

 全球机制和促委会成员在支持行动方案方面进行合作 在这一年里已更加系统

化 由于全球机制和促委会成员的支持做法正逐渐变得更加有系统 因而也促进

了计划的制定 统一而有效地对缔约方给予支持 虽然全球机制的业务计划尚未

最后确定 但允许今年边学边干 这个过程在最后完成计划上将成为宝贵的资

产 与世界银行 粮农组织和该组织投资中心的合作 在解决 荒漠化公约 执

行方面的技术问题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全球机制与粮农组织在这些问题上的合

作 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标准 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与基金执行机构之间的合作

也在为如何筹集全环基金的资金用于执行 荒漠化公约 提供一个模式 与亚洲

开发银行达成的支持该地区一些国家的合作协议 希望可成为与其他区域开发银

行的促委会成员寻求合作的一个样板 目前正在计划中的一项工作 是为马里

突尼斯 摩洛哥和中国等国的国家行动方案争取广泛的支持 这项工作最终将找

到如何调动所有促委会成员的办法 协调在国家一级的支持 一些成员已经在那

些国家与全球机制开展合作 如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农发基金 开发署 环境

署 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  

4. 支持增强能力的活动和战略计划  

 全球机制和促委会成员的首要优先事项 是支持制定和执行行动计划 主要是

在国家一级 然而 以能力建设 政策制定和为执行 荒漠化公约 筹集新的资

源为目的的增强能力活动和战略计划 也是全球机制和促委会议程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年里 全球机制与设在罗马的三个联合国机构  农发基金 粮农组织和粮

食署合作 将所谓千年计划减免的意大利债务用于与 荒漠化公约 有关的项目

和方案 这项工作在厄瓜多尔进展的程度最高 但在埃及也发展迅速 希望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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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政府建立起来的这个样板 也可能引起其他债权国的兴趣 全球机制正与上

述三个机构密切合作 跟踪情况的发展  

 一些促委会成员与全球机制一道 为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个区域项目提供技术和

财政支持 协调对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有重要影响的政策 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成为

其他区域和组织的一个样板 中亚地区目前正在制定次区域行动方案 已确定政

策协调是它的一个优先事项  

 各区域和大部分次区域都已确定对荒漠化的监测和有关问题 在它们各自的行

动方案中是一个高度优先的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和其他一些因素 环境署一全环

基金决定拨给 旱地土地退化评估 项目一笔 PDF-A 赠款 全球机制也将为项目

提供资金 粮农组织将作为执行机构 对受影响的国家土地退化的状况和过程需

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过去二十年里曾不断提出这个问题 而这个计划恰是整体和

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 该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是有可能衡量土地管理

和变化的趋势 以此为基础 最终得以评估 荒漠化公约 的成功与否  

5. 政策制定  

 根据第 9/COP.3 号决定第 13 段 公约 缔约国要求全球机制起草一份业务

计划的文件 该文件已经完成 在提交秘书处和缔约方会议之前先提交所有促委

会成员发表意见  

 鉴于世界银行在 1999 年 5 月组织的 高级圆桌会议 十分成功 已同美洲开

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探讨了与这些组织组织类似会议的问题 目标是制定这些

组织在 荒漠化公约 方面的计划  

6. 全球机制的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  

 全球机制的一个主要任务 是建立一个数据库 帮助解决资金的供需问题 该

套信息系统还应完成很多其他工作 因此重要的是设计一套既灵活又能在今后加

以发展的系统 全球机制与设在粮农组织的世界农业信息中心(农信中心)合作 建

立了这套信息系统 借助了农信中心已有的各种软硬件设施和开发的功能 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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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农信中心与农发基金/全球机制之间现正在制定一项开发和管理数据库/信息系

统的正式协议  

7. 行政和财务问题  

 促委会感谢世界银行在世行 2000/2001 财政年度为全球机制拨款 125 万美元

下一个财政年度还将给予同样数额的拨款  

 促委会还欢迎一些双边捐助人支持全球机制的承诺 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

展 是使全球机制能够全面开展活动 完成其任务的重要因素  

 促委会在本年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 讨论了促委会会议次数和促委会成员人数

的问题 会议商定并确认 促委会的会议应根据需要举行 会议的组织应与大部

分促委会成员需要出席的其他会议衔接起来 另外还商定 会议主席应由促委会

的创始成员(开发署 农发基金和世行 )轮流担任 会议也可由其他成员组织主办

如第七次会议的情况 目前促委会的成员不应继续增加 但促委会可以并应该鼓

励担任主席的组织邀请其他组织参加促委会的会议 讨论它们如何能够与全球机

制和促委会合作 支持 荒漠化公约 的执行 在这方面 农业研究协商组系统

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还有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在这方面 促委会认为 促委会的成员与全球机制之间的互动在这一年里有了

迅速发展 尽管只举行了一次会议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