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 

 

 
Distr. 
GENERAL 
 

ICCD/COP(8)/CST/2 
18 July 200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GE. 07-62717 (C) 070807 100807 
 

 

缔约方会议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第八届会议  

2007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马德里  

临时议程项目 3(a) 

提高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效率和效力  

专家组最后报告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专家组第五次会议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 

概   要  

 2007 年 4 月 23 日和 24 日，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科技委)主席团在德国波恩联合国办

公区与专家组举行了会议，《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也列席了会议。按照经缔约方会议第

15/COP.6 号决定核可的专家组工作方案，专家组成员提出了工作报告，听取了对报告

提出的评论和建议，而这些评论和建议又进一步丰富了文件的内容。所作的评论涵盖了

方法、形式、内容、范围和方向等等问题。一致同意通过经修改后的文件最后草案，并

送请科技委第八届会议审议。专家组协调员及各任务小组负责人将在缔约方会议第八届

会议期间的科技委会议上介绍这些文件。  

 

                                                 

*  本文件迟交是由于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与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

议的间隔时间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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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2007 年 4 月 23 日和 24 日，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科技委)主席团在德国波恩

与专家组举行了会议。与会者名单见附件。  

 2.  在开幕会议上，一名秘书处代表感谢与会者为会议文件草案的编写所付出

的努力，并指出将在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期间根据相关的缔约方会议决定向科技

委提出最后报告。  

 3.  科技委主席指出，在科技委和专家组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方面，存在着一些

挑战。新任命的专家组协调人表示，须就会议的一些议题，包括专家组改组问题，

作出重要的决定。他提出了会议议程和工作计划草案，草案得到通过。  

 4.  专家组前任协调人介绍了专家组最近的工作。他指出，半数以上现任专家

组成员列席并积极参加了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这受到了广泛赞赏，使整个专家

组――当然也使科技委――受到了好评。他还说，一些成员在 2006 年参加了国际荒

漠年的一些纪念活动。相当多的专家组成员还参加了与国际荒漠年没有正式关系的

其他一些活动。  

 5.  前任协调人报告说，专家组对缔约国提交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五届

会议的国别报告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提交给该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6.  最后，前任协调人表示，专家组成员在同行审评的期刊和其他期刊上发表

了大量文章。虽然他们通常只代表其本人和所属机构，但成员们往往提到了《公约》

和科技委，使科技委受到了人们注意。他最后说，专家组成员有很不错的表现，尽

管能利用的资源很少，仍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二、提出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团及专家组的工作方案 

 7.  秘书处提出了在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的基础上拟订的并准备提交给缔约

方会议第八届会议的工作方案，其中提到了交付给科技委的所有任务以及每项任务

的执行程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的成果导致科技委及专家组的工作量增加，缔

约方会议交付给这两个机构的任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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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请科技委推进监测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方面系统与数据和信息的标准化

进程，并协助确立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化格式，以便在编

写国别概况时使用(第 8/COP.7 号决定)；  

(b) 为提高科技委的效率和效力，将专家组的任期延长至缔约方会议第八

届会议，并请专家组继续开展其工作方案中所列的优先活动 (第

15/COP.7 号决定)；  

(c) 请科技委主席团审查专家组的职能和工作并向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

提出报告，为续延专家组成员任期制订订正程序供缔约方会议第八届

会议审议(第 15/COP.7 号决定)；  

(d) 请科技委审议《荒漠化公约》奖学金方案的性质和建立该方案的必要

性(第 15/COP.7 号决定)；  

(e) 请秘书处便利传播和制订区域或国家专门基准和指标(第 17/COP.7 号

决定)；  

(f) 请专家组制订关于编制国别报告过程中使用基准和指标的指南，并就

基准和指标纳入国别概况提供指导意见(第 17/COP.7 号决定)；  

(g) 请专家组考虑到所有相关基准和指标行动；特别重视以参与性和综合

方式对待基准和指标系统，以便监测和评估荒漠化所涉社会经济和生

物物理方面，并向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报告工作情况(第 17/COP.7

号决定)；  

(h) 请专家组落实其早期预警系统工作方案，纳入相关的基准和指标以及

监测和评估组成部分(第 18/COP.7 号决定)；  

(i) 关于科技委工作方案，科技委下届会议优先讨论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对土地退化的影响。请所有缔约方和经核准的组织编写关于

这个主题的报告，并至迟于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之前六个月转交秘

书处。请科技委主席团挑选出三份报告提交给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

讨论(第 20/COP.7 号决定)；  

(j) 请秘书处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举办一次国际气候与土地退化研

讨会(第 20/COP.7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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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关于基准和指标的工作是下一个两年期内科技委最为紧迫的活动 (第

20/COP.7 号决定)；  

(l) 请科技委特别注意满足非洲国家缔约方的知识需要，包括当地社区的

这种需要，以防治荒漠化和消灭贫困，可持续地管理土地，采用的方

法应把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包括信息技术结合起来(第 1/COP.7 号决

定)；  

(m) 请科技委与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的科技咨询专家组及履行和执行

机构协商，为编拟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基准方法概要的过程中保证连贯

一致性提供便利；支持《荒漠化公约》相关基准的标准化；加强下放

到并协助非洲国家缔约方监测《公约》执行情况的相关信息系统和程

序(第 1/COP.7 号决定)；  

(n) 请科技委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继续努力推广基准和指标，由此应当产

生与长期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相关的量化的、有时间范围和经过成

本计算的指标(第 4/COP.7 号决定)；  

(o) 请秘书处建立一个电子邮件网络，以便适时向独立专家名册上的专家

发送关于科技委和专家组活动、国际荒漠年以及执行《公约》进展情

况等方面的信息(第 13/COP.7 号决定)。  

三、提出文件草案 

 8.  专家组和科技委主席团成员提出了他们根据工作方案编写的文件草案。他

们提出并讨论了下列文件。  

(a) 提高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效率和效力：  

(一) 专家组最后报告(ICCD/COP(8)/CST/2)；  

(二) 基准和指标(ICCD/COP(8)/CST/2/Add.1)；  

(三) 传播战略：制订一个机制，以设立互动的和主题性的数据/元数据

网络(主题数据/元数据网络) (ICCD/COP(8)/CST/2/Add.2)；  

(四) 贫困与土地退化的综合评估方法(ICCD/COP(8)/CST/2/Add.3)；  

(五) 养护和恢复退化土地的个案研究 –印度 (ICCD/COP(8)/CST/2/ 

Ad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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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全球、区域和地方三级评估荒漠化的有效方法，以便与进行中

的其他有关努力协商和互动，共同执行《公约》 (ICCD/COP(8)/ 

CST/2/Add.6)；  

(七) 生物物理、社会经济及文化知识和防治荒漠化之间的外在差距

(ICCD/COP(8)/CST/2/Add.7)；  

(八) 防止荒漠化的早期预警系统(ICCD/COP(8)/CST/2/Add.8)；  

(九) 关于评估荒漠化世界分布图更新指南的报告和建议  (ICCD/ 

COP(8)/CST/2/Add.9)；  

(十) 专家组关于缔约方提交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报

告的分析(ICCD/COP(8)/CST/3)。  

(b)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一) 科技委主席团在闭会期间的活动概述  (ICCD/COP(8)/CST/4)；  

(二) 参照国家能力自评报告和目前已有的研究金方案确定建立研究金

方案的必要性(ICCD/COP(8)/CST/5)；  

(三) 审查专家组的职能和工作以及专家组成员任期续延程序  (ICCD/ 

COP(8)/CST/6)。  

(c)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2006-2007 两年期优先讨论的主题：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土地退

化的影响：评估、实地经验以及缓解和适应做法相结合以改善生计

(ICCD/COP(8)/CST/7 和 ICCD/COP(8)/CST/MISC.1)。  

(d) 旱地土地退化评估项目进度报告：  

旱地土地退化评估项目进度报告(ICCD/COP(8)/CST/9)。  

 9.  文件提出者听取了评论和建议，而这些评论和建议又进一步丰富了文件的

内容。所作的评论涵盖了方法、形式、内容、范围和方向等等问题。一致同意通过

经修改后的文件最后草案，并送请科技委第八届会议审议。这些文件应符合联合国

编辑指南的规定。  

四、其他事项和会议闭幕 

 10.  播放了摩洛哥荒漠化情况录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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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还简短介绍了欧洲空间局荒漠监测项目，说明了意大利、葡萄牙和土耳其

利用遥感和模型制定区域一级和国家一级指标的方法和结果。  

 12.  此外，还介绍了正在为《荒漠化公约》制订长期战略的政府间闭会期间工

作组和报告问题特设工作组正在开展的工作。会议获悉，按照缔约方会议有关决定

的规定，科技委主席积极参与了这两个工作组的工作。他指出，两个工作组的工作

结果将提交给缔约方会议。  

 13.  秘书处汇报了科技委工作方案所包括的其他一些事项的情况，提到了：科

技委应优先讨论的主题以及科技委主席团应挑选出三份具有代表性的报告一事；气

象组织和《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于 2006 年 12 月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市举

办的国际气候与土地退化研讨会；与其他公约的协调配合；以及旱地土地退化评估

项目的进展情况。  

 14.  科技委主席、专家组协调人和《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一名代表作了闭幕发

言。  

五、建  议 

 15.  科技委不妨在审查所提交的各项报告以及特设工作组和政府间闭会期间

工作组工作结果的基础上，就专家组的工作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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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与   会   者  

Mr. Blujdea, Viorel (Chair of the CST) (Romania) 
Professor Dr. Badraoui, Mohamed (Vice-Chair) (Morocco) 
Mr. Norbu, Chencho (Vice-Chair) (Bhutan) 
Dr. Townley-Smith, Lawrence (Vice-Chair) (Canada) 
Ms. Vargas, Nara Mirei (Vice-Chair/Rapporteur) (Republic de Panama) 

 
Professor Dr. Abraham, Elena Maria (Argentina) 
Professor Akpagana, Koffi (Togo) 
Professor Dr. Castillo, Victor M. (Spain) 
Dr. Gustavo J.， Febles Pérez (Cuba) 
Professor Dr. Hjort af Ornas, Anders (Sweden) 
Professor León, Alejandro (Chile) 
Dr. Mouat, David 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r. Sciortino, Maurizio (Italy) 
Dr. Singh, Harish P. (India) 
Professor Dr. Sokolovska, Maria (Bulgaria) 
Professor Dr. Takeuchi, Kazuhiko (Japan) 
Professor Dr. Vermes, Laszlo (Hungary) 
Professor Dr. Wang, Lixian (China) 
Professor Dr. Yatsukhno, Valentin (Belarus)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