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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10 日至 21 日，大韩民国，昌原 
临时议程项目 7(b) 
方案和预算 

《公约》信托基金财务业绩 

  秘书处计算成本的两年期工作方案执行情况报告(2010-2011 年)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按照推进执行《公约》的十年战略规划和框架(2008-2018 年)，秘书处采用

四年期工作计划和计算成本的两年期工作方案规划和执行其工作并监测工作进展

情况。这些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采用成果管理制方针，其内容都经缔约方会议核

准。根据要求，秘书处应在每个两年期期末提交一份与执行其工作计划相关的业

绩报告供缔约方会议审议。本文件是秘书处在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的 2010-
2011 两年期的业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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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3/COP.8 号决定通过的推进执行《公约》的十年战略规划

和框架(2008-2018 年)(“战略”)，秘书处、全球机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科技

委)以及《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审评委)采用四年期工作计划和计算成本的

两年期工作方案规划和执行各自的工作并监测工作进展情况。这些工作计划和工

作方案采用成果管理制方针，其内容已获得缔约方会议核准。上述《公约》机构

和附属机构依照《联合国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

条例和细则》1 并遵循成果管理制方针，分别在每个两年期期末提交一份与执行

其工作计划相关的业绩报告，供缔约方会议审议。本文件是秘书处的业绩报告。 

2.  鉴于秘书处与科技委、审评委和全球机制的工作计划及工作方案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联系，本文件应结合《公约》其他机构和附属机构的业绩报告一并阅读。
2  

 二. 秘书处的业绩报告 

3.  “战略”指定秘书处在实现业务目标 1(倡导、提高认识和教育)以及就业务

目标 2 (政策框架)和业务目标 3 (科学、技术和知识)取得具体成果方面发挥牵头

作用，还指定它在实现其他业务目标的工作中发挥支助作用。 

4.  在 2010-2011 两年期内，秘书处的优先任务是加强向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

构提供实质性服务，增强其分析和调配知识的职能。秘书处力求增强宣传和提高

认识的职能，鼓励在各级建立联盟关系并开展全系统合作，以求促进发展区域协

商、协调和合作，并协助各国使它们的行动方案与“战略”相符。 

5.  按照第 3/COP.8 号决定，秘书处将履行职能的计划载于其 2010-2013 年工作

计划和 2010-2011 年工作方案之中，制定该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时采用了成果管

理制方针，并按照“战略”的业务目标安排各项内容。对执行工作计划进展情况

的分析为本业绩报告提供了依据。 

 A. �����

6.  表 1 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根据缔约方

会议第 9/COP.9 号决定核准的前 8 项批款项目
3 开�的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的

支出情况。�用本两年期现时的 71%的理�预算执行�为�准，大��支出用�

都	
在计划���之内，����和���例�，这些�用与科技委和审评

  

 1 ST/SGB/2000/8�  

 2 ICCD/COP(10)/10� ICCD/COP(10)/11� ICCD/COP(10)/13� ICCD/COP(10)/14 �
ICCD/COP(10)/15�  

 3 � ICCD/COP(10)/1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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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会议�用部分相关。预计在�年��的�个月内，用于��、用�和��以

及联合行政�用的支出将会� 增加，!为"时将开#执行采$计划，并支%�

&年的'(服务�用。 

表 1 
�� 2011 � 5 � 31 ����	
������  
()*) 

支出用途 
2010-2011 年

核定预算
截至2011年5月
31日的支出情况

支出占预算 
的百分比 

���	�
��	�  6 336 700 4 559 496 72.0 

��  602 000 542 039 90.0 

�����  563 700 610 761 108.3 

��  255 000 35 288 13.8 

���  19 000 25 202 132.6 

�����  770 000 494 982 64.3 

����  984 000 138 472 14.1 

�� !�  
("#$%& /'()$%& ) 1 135 000 535 645 47.2 

 ��  10 665 400 6 941 886 65.1 

  *+,"#$%&  = ��-"#$%&�'()$%&  = ��-'()$%&�  

7.  表 2 是定期任用工作+员员,配-概况。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防治荒漠

化公约秘书处. 47/工作+员获任0�员,，1.两/工作+员为临时任用+员。 

表 2 
�� 2011 � 5 � 31 ���������������������  

核心 补充 波恩基金 方案支助费用 共计 

 已核准 已填补 a 已核准 已填补 已核准 已填补 已核准 已填补 已核准 已填补

ASG 1 1 1 1

D-1 1 0 1 0

P-5 6 6 3 3 9 9

P-4 6.25 6 1 1 7.25 7
P-3 3 5 4 4 7 9

P-2 3 0 1 1 1 1 1 1 6 3

 ��  20.25 18 5 5 1 1 5 5 31.25 29

GS 11 11 3 2 5 5 19 18

 ��  31.25 29 5 5 4 3 10 10 50.25 47

  a ./012 P-3 ���	3456 P-3 7	89:;<=>?@7	8�AB�  

  *+, ASG = CDEFG: D = HI: P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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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表 3 �出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任用的2业及2业以上职3工作+员的4域

分配和性别情况。 

表 3 
�� 2011 � 5 � 31 ��	 !" !#$%&'()�*+,-�./��  

职等 非洲 亚洲 拉加 中东欧 WEOG 男 女 已填补 

ASG 1 0 0 0 0 1 0 1 

D-1 0 0 0 0 0 0 0 0 

P-5 3 1 1 0 4 7 2 9 

P-4 2 2 1 0 2 4 3 7 

P-3 1 1 2 0 5 6 3 9 

P-2 0 1 0 1 1 2 1 3 

 ��  7 5 4 1 12 20 9 29 

 �����	
  24.1 17.2 13.8 3.4 41.4 69.0 31.0 100.0 

  *+, ASG = CDEFG: D = HI: P = J�:KL  = KMNO�LPQ:  
RST  = RT�ST: WEOG = UT�
�-VWX�  

 B. 秘书处 2010-2011 年期间的主要成就：按次级方案开列的业绩 

  次级方案 1――倡导、提高认识和教育 

9.  根据次级方案 1, 秘书处的工作56于三个方面：(1) 提高认识和宣传7(2) 
通过高级别8表和区域8表宣传《防治荒漠化公约》7(3) 支助民间9会:;<

与工作。 

10.  秘书处根据次级方案 1 开展工作的结果表明，秘书处已成=4促进了对荒

漠化/>4?化和@ABC的认识，以D作为应对全球6要E战的一FG决H

法。提供相关�I的工作.JKL，分发相关�I的级别.J提高，对DF�I

的M求日N增加，O约公约展PQRS>4日3TUV动�目W�，《防治荒漠

化公约》XY的使用�.J提高，Z体对《公约》[发关5，这些都是DF动\

的明]。 

11.  ^于开展了._的宣传V动，使民W认识`《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处理荒

漠化/>4?化和@ABC的规性<a文件，b是相关的全球cdJ在，《防

治荒漠化公约》已在e�国f进程中g.� 的4h，联合国大会ij关于在

2011 年 9 月kH一次荒漠化/>4?化和@ABC高级别会议的决议就是lm的

实例。执行秘书应n在e�6要会议上发言，这进一o表明了+们日[认识`

《防治荒漠化公约》以及应对荒漠化/>4?化和@ABC的6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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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于采用了p在开展公q和r明的st进程以及民间9会:;8表公q<

与的标准，促进民间9会:;<与的机制.JKL，uv促进了通过.针对性的

<与对这一进程作出6大的wx。�yz成为BC的是�助民间9会:;<与的

经�.{。审评委第|"会议的工作安排}次~�了kH一次民间9会:;8表

间的�动对�，这为民间9会:;表�其��和关切BC开�了一条6要的��

�。按照审评委主��的��，这些�论的6d应该是.关�
�>4管理技

术、~��应技术的i��法。 

13.  在本两年期内，秘书处通过���件及《公约》XY的2�X�与民间9

会:;�
联系。�过，与民间9会的联系��及缔约方会议认�的:;的三分

之一��。与民间9会:;联系的1一F方�将是为经《防治荒漠化公约》认�

的民间9会:;建立一个在�X�Q实�9区。该q�将提高联系的成本_[，

并为交 ¡¢和��提供�动论£。 

14.  区域协调¤具.¥大的¦力，�._4在各区域推§和提供.关荒漠化/>
4?化和@ABC的¡¢，它们还了G<加¨些会议和进程�取得i�的成果。

zv，区域协调¤在 2010-2011 两年期内�动用的��十分.{，以©ª«了它

们¬分发挥¦力。它们<与会议的方�主要是<加在它们J在®Q¯j的4方

kH的会议，Q是以提供¡¢°I的方�±8²³与会，�这F方��会´µ与

²³与会(¶._的结果。2012-2013 年预算将·出¸�的款项�助区域协调

¤，据以G决这一BC。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1.0  EF&YZ[\ ]
^_�`a_.bcde
fg(hYijk�lm
no�pq7��rst
 ]^�  

]^_7uvwxyEF&z
jk�lmno�pql{7
|}~•�  

EF&€]^_•‚ƒ„v…†y‡ˆ‰�
�Š‹Œ•
lŽ7Yi��rs 1 7~•:•†•y‘’�“”�•
“”–—˜™�]šyŠ‹7Œ›œ•žŸ ‰¡‰¢7
�£�¤>Ÿ¥¦§¨©]^_•‚ƒ„vlŽyª«˜
™�‰¡~•:•©“”„v�yAi7¬®Š�EF
&¯C°‡ˆ‰.]^_•‚ƒ„v±²•³´µ.“”
� /¶·¸WX„v±²]v¹��rs�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1.1  º»¼ /½¾¿¼�ÀÁ�£Ÿ =Â³ /ÃÄÅÆÇ¼
�ÈÉÊËœÌÍ7¯Î�:.-Ï�-V�¾‰ÐÑ
7H´Ò•Ó•RÔÕÖŒ×Ø�  

‡ˆ‰[\EF&zº»¼ /½¾¿¼�ÀÁ�£Ÿ Ai
¯Î�ÙÚ×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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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1.1.1  LÛhº»¼ /½
¾¿¼�ÀÁ�£7y
Ä:ŸÜ�€³h‘’Ý
´Þc7�ßÄà$¡�  

á•Šâ�;ãäå�79
æ�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  
EF&lmno��ì×Øíî7ïðñ‘¢7ò®c
d�EF&7åóôõö$y÷ˆ 30 •Úø�íî:h
ùúló7û 80 üýþãä �•7´µ�óy �³:•
��¶� �yìÊ7×Ø� ��Š�s �� �	�t y
÷ˆ 50 •YEF& 
��=7 ��
�7á•Šâí
î: 2010 é:EF& ��y 50 ± �½¾ ���®�:•
��� 2011 é ��9æA �7Ü �®��  

I �yÐ2bÁ¾÷;e 4 �� lm-Ï �„h½¾¿
¼�¿¼ ���  !Äà$¡7no:•ö$y 3 •b½
¾'eíî�® " 5 •“” #î„v � 2010 é #îy
bº»= $%º»¼ &ée� 5 EF& '(¯ )yº»=
$%º»¼ &é *+²�� ,7���Üù -ö$y1•
.ˆ�ˆÚ /íî: 0Ú /ñ 20 ß 127��×Ø 3

4�  

�$%º»¼�ˆ �567ê 78š 9æ: 2009 é7 2
;• <LÕ 2010 é7 2.4;•� $%º»¼�ˆEF&7
5=>?Y @AB:• Cy D7EF&so� EF�¤
>Ý D� �y �$%º»¼�ˆ �56: Géé H34;
 D7 I¹�  

“”¯ )JKL�=lmno7íî: MNO± PW°“
”7ãä �• (QYá• RS7 TUV¡�íîŠâ ):•
= W.7“” 12t � X: Yþ��ÙÚlmno7í
î�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1.2  º»¼ /½¾¿¼�ÀÁ�£.Ai-Ï 34RÔÕ Z

3:ª« 34Z3ôõ [å� \]�Â³ÅÆÇ¼�ÈÉÊ
ËœÌÍ�  \ ^·� [_�Ú�  \ ^�Ú 5 `a�
£�  

‡ˆ‰ -Ÿ
� .ˆ�ˆ‡ˆ‰Ÿ Ai-Ï *+•	7
b˜: KL[\•t�— cd�$%º»¼�ˆ �7�
�I��rs-Ï 34ef4º»¼ /½¾¿¼�ÀÁ�£
gh
 Z3� /¶à O�  

 

  

 4 ªÐ2bÁ¾÷;eñ ijkú lmno„H p�÷ qr-3÷; Kwon Byong-Hyon sÈ�
Utuv’ wî	 Carlos MarchenasÈ� xyz{|}|~ Deborah Fraser���  

 5 KMNO�LPQ‘’�“” #î„v � 2010 é 8 ê 16 '. �Uz���ö �yO#î
„v � 2010 é 8 ê 16 '. ���( ��ö ��O  �7�#î„v � 2010 é 10 ê 12 '
.÷ qr- ��ö ��N#î„v � 2010 é 11 ê 11 è 12 '.N-` �KÊö �TO
#î„v � 2010 é 12 ê 16 '.�� �- ��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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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1.2.1  EF&t YZ×
Ø:jk4 �$%º»¼
�ˆ � �€º»¼ /½¾
¿¼�ÀÁ�£7 �fœ
��§¨Ÿ  ‘ ’ � �

��  

• <L ��EF&H\mÑ �

í î¶ . í îR ��7•
9�  

• EF& �= ��7��-„
v�“”�•“”t �7 �
3�Äà‰ �RlÕ �$%

º»¼�ˆ �( �7•9�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  
÷„ 2010 é 12 ê• 65/160�àvà O.÷„•  & ƒ
„v��œ ¡33 � 2011 é 9 ê 20 ' ¢Ù�•mÑ �„
v:H£ñb.  \ ^�Ú� £¤`¥|} ¦&Dº»
¼�½¾¿¼�ÀÁ�£e� 0„v4ñ. §mÑà ¨©

ªt «Œ�$%º»¼�ˆ �7Ý´ *¬�  

©EF& �ó7=„ ��F79rdY <L: 2009 é€
193 ü: 2010 é€ 201 ü� 6 EF& �Ly 25 •mÑ �„
v:ôõ• ƒ §®�¯-V„v:]š «Œ°é �Úr
stÚ¬7„v:��-ÅÆÇ¼ ±²�ˆ‡ˆ‰„v
³GÑ ³˜:Ÿ ÈÉÊËœ�ˆ‡ˆ‰„v ³GÑ ³˜
aa�.
Rû ´7„v =: µ EF�yH£ ��¶Ÿ
J£ Z3¶Ò•	7 b˜=„�.EF&=„7 25 •m
Ñ�„vR:Y 19 •„v.
 �3�àvRlÕy �$

%º»¼�ˆ �¶º»¼ /½¾¿¼�ÀÁ�£�  

“”¯ )J.�«•“”¶“”„v�t �R×Ø ��
ˆ �: ·¸¹º��~ �: MNi!�»÷Ê97=„ �

�� ®":“”¯ )Jh
� ¼½7 34�Ž ¾%¿�ó
y KLÀÁ:•³´µl{Yi ��ˆ �7ãä �•�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1.3  �‰� x‰7 r² �„Ò Â ` Ãú ÄjÄÊ¾�€
·¸ Åi‰ �= ��ˆ �t �:.
×Øjk�lmno�
pqíîR Z3º»¼ /½¾¿¼�ÀÁ�£�  

-V‡ˆ‰ Æn�[\ r² �„Ò Â�ÇKL�Ý´7�
� �$%º»¼�ˆ �� y! ÈÒÂQ�Œ É� ÊtH
´jv7 *+!Ë�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1.3.1  i �r² �„Ò Â

7 �=ÔÕLÛ: »ÌC
7 r² �„Ò ÂÙÚ ÍÊ
7lmnoö Î:€ r²
�„Ò Â�=„vl{7
Ï�Y @<L�  

• € r² �„Ò Â�L �$%
º»¼�ˆ �‡ˆ‰„v{
~79æ�  

• �»ÌC7 r² �„Ò ÂÙ
Ú7lmnoö Î79æ�  

• ‡ˆ‰„v�]^_7Š‹
Rghr² �„Ò Âf� Ð
h7 �Ñ�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  
¤> ÒÓ• 5/COP.9 �à Ou Ôy 7Õr² �„Ò Â�=�
�7 *�:•> Ï€]^_•‚ƒ„vŒ ÉyÜ �*�� 40
2 r² �„Ò Â7 Ö�ó py]̂ _•‚ƒ„v:
R 18 �
®"$%º»¼�ˆEF&�
� 127 ×CØÔy~C�
ö • &ƒ‡ˆ‰„v34 Ù• ¢ÙÚÛ¶Ò„v�  

¤y Üt r² �„ �= �$%º»¼�ˆ �7¥¦„v
ù:EF& -Ÿ®Šv �¿r� �Ý�£Ÿ ö$ (�„
v a‰¦:¯C r² �„Ò Â�=]^_•‚ƒ„v�`
a_• Þƒ ß�„v7Œ›œ (����è �• &ƒ‡ˆ
‰„v:r3¥. (�ö Ai7®Š„v:•> àOq

-7�ß r² �„Ò Â5�[Cö$�• (�„v�  

®"áâã¨Ÿ ä§�¡§�U tu§© r² �„Ò Â�

åO±®Š �•�  

  

 6 æôõŸ¥¦ ã¨ çå• èé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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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ñ÷ qr-Yi.• &ƒ‡ˆ‰„v±² #î  \
^½¾ êDë� 34¿r7�� 12� 034Ëµ Ü; ì
í³îHê�	 �= Z3=  \ ^½¾ êD�³hº»¼ /
½¾¿¼�ÀÁ�£Ai7% ¿�  

“”¯ )JŸ �$%º»¼�ˆ ��£“”� �Rï7 b
˜© r² �„Ò Âl{ ð�� MN-. ñß“”7 r² �
„Ò ÂR×Ø ��ˆ ��  

1.3.2  ©ÃÈ� òéX•
l{7i �º»¼ /½¾
¿¼�ÀÁ�£7pq �

•'¸ÔÕ� N7;�  

Ãó�÷ Ã4º»¼ /½¾¿¼
�ÀÁ�£Ai~• �p Ã
r77 �Ñ�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  
EF&©ôõ÷ ÃÈ� òéùŽ�	� òéX• a° �ô
ì�y 19 õYiº»¼ /½¾¿¼�ÀÁ�£7 ö÷�
�$%º»¼�ˆ �56øèypq �•�  

 

  次级方案 2――政策框架 

15.  次级方案 2 �及秘书处支助调¹和制定国º、次区域和区域行动方案、与

相关国f:;的合作、促进 3 项O约公约间的协(作用、以及开展.关荒漠化/
>4?化和@ABC与»、¼½安全、¾¿、两性q3、ÀÁ和ÂÃ3BC之间

的相�关联的分析工作和宣传工作。 

16.  在本两年期内，秘书处加强了支助ÄÅÆ国º使它们的国º行动方案符合

“战略”要求的工作，vÇ就全球v言，这项工作的进展ÈÉÊ在日N加Ë。�

Ì果要在 2014 年时实现第 13/COP.9 号决定提出的目标，还ÍÎ加强这一进程。 

17.  为了支助开展使区域行动方案和次区域行动方案符合“战略”要求的工

作，秘书处为审评委第|"会议ÏÐ了.关这些方案的实ÑÒ况以及Ó�已为调

¹这些方案J采取行动的全面分析报告。这项分析报告以及在审评委第|"会议

期间Ô`的ÕÖ��将用以指导在这方面开展进一o的工作。 

18.  秘书处促进了主要的�×合作:;和方案Ø大程Ù4<与调¹和执行各项

行动方案的工作，uv加强了对ÄÅÆ国º缔约方的支助。《全球A4：联合国

全系统应对H法报告》ÚÛ是联合国 20 �个:;p在对应对>4面临的E战作

出协调一©wx的联合kÜ，这是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Þ出的一o。 

19.  秘书处ßà推动了进一o理G《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工作与应对áâ

ã化、µä�¶性、»��åæ、Á业，两性q3BC和ÂÃ之间的相�关联。

�
�>4管理和应对荒漠化/>4?化和@ABC的6要性在�及上述主C的

报告和决定中g.[发� 的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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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2.0  EF&YZ[\]^
_.bcde7fg(hY
i! ¨±²7��rst 
]^�  

]^_7uvwxEF&z
! ¨±²l{7|}~•�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  
EF&€]^_•‚ƒ„v…†y‡ˆ‰�
�Š‹Œ•
lŽ7Yi��rs 2 7~•:•†•y‘’�“”�•
“”7–—˜™Š‹�EF&]šy° ¿Š‹7Œ›•
ž: -]šy @‰¡7°ß ùú�ª«˜™Š‹� û 
‰¡7~•Ÿ¥¦§¨7 >¦lŽ]^_•‚ƒ„v:•
.“”„v�yAi®Š�EF&¯C°‡ˆ‰.]^_
•‚ƒ„v±²•³´µ.“”� /¶·¸WX„v±²]
vª ¿��rs�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2.1  ^ üº»¼ /½¾¿¼7! ¨� *+�~ o� �„ Ïýþ
î ¸�    \ ^½¾ êD7 �� :ló £¤ª« �� 7 � �
ÎÉ�  

‡ˆ‰ ef[\hº»¼ /½¾¿¼�ÀÁ�£7 þî ¸�
Ÿ   \ ^½¾ êD7 �� t ^ ü�•ló £¤ª« �
� 7 ÎÉ�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2.1.1  ' ¸ � A“ ”  
î‰ �:;<=bcde
A� � �  

> Ï=bcde7 µ ¯ )A�
� 7“” î‰ ��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EF&€]^_•‚ƒ„v†•yYi“”�•“”Œ É

�$%º»¼�ˆ � î‰ �µ ¬Ÿ  � G€;ª«
‰�B�bcde � > Cþ7 î7‘¢˜™Š‹�ð à

ó:¥.Œ É¶ )	 7 î‰ �€9 ®Ê�  


 ]^_•‚ƒ„vŸ j:“”¯ )J� 
.[C°Ai
“”7-VŽ ¾Yi G� =Œ É“”�•“” î‰ �A
i7° �ÎÉ�ª«‰ �ñ Í� ¾Z3“”¯ )�£7
�ß ©¢: ¸Ü: 2011 é 9 ê7“”„v4t�— � Ÿ Z
3�  

2.1.2  ÍU¾no µ  
�$%º»¼�ˆ �˜
�=Äà � ~ � � ¹ �
m � �œ � �£� � �
<²7(. i X :Ÿ 
A i 7 � ³î% D �
£�  

.i �� ~ �� ¹� m��œ �

� �� aÝ÷íî7Š‹�àv
RlÕ �$%º»¼�ˆ ��º
»¼ /½¾¿¼�ÀÁ  /¶  \
^½¾ êD7¬9æ�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  
EF&.=° 12�� ¦�Oyi �� �1œ 7a=º»
¼ /½¾¿¼�ÀÁ�ÅÆÇ¼�.º»¼ /½¾¿¼�ÀÁ
7|} ¦� `(Ÿó IÉ ���� 7 &� � �€ïð )�½
¾ �� (lm)� ��� ‘ a�£7×Ø! ¨±²� ±²�
�7 � « ³˜ ÏÎ *�t y]v:• (¶ )® "�$%
º»¼�ˆ �56�Ù/µ f��EF&4.]^_• &

ƒ„v /• &ƒ‡ˆ‰„v � 0¿! ¨±²�  

EF& �=y��- � %„v:• �=y ¦ƒ kú � 34
7 (����ª«„v7•ž§¨lÕy.º»R /½¾¿
¼�ÀÁ|} ¦7 � �! ¹�£�EF& -h " À•mÑ
�íî� Z3��� ‘� � `� lmêD�ÈÉÊËœ #
Í�ÅÆÇ¼ a�£7„v�óy ÀÁ�ª«„v�íî
7•ž§¨÷ÊlÕyº»¼ /½¾¿¼�ÀÁ�£¶ �$

%º»¼�ˆ �� 7  

  

 7 ��i �$ ±• % 1.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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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Ï 
&   
& ~ �ÌÍ� ' (- 
& ÌÍ�
' )�� ¦:.]^_•‚ƒ„v±²ö$y�•. �$%

º»¼�ˆ �|} ¦Z31œ 7a�£7 ÷( t� ÷( t
7•ž>† hœ�! ¨±²� ��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2.2  »)* -V‡ˆ‰ � A-V î‰ �:4
Ç•ÔÕÈ
ÉÉD� �„ Ïýn+ ãä[\7cd§¨:•4Ü �§¨
gh, � Ð~ ±²�  

2.3  »)* -V‡ˆ‰4
-V î‰ ��  \ ^½¾ êD
 ½¾¿¼�£ gh�Ú���Ai7 ³î= Ð~ ���!
¨�  

»)* -V‡ˆ‰ ÄjÄÊ¾4-V î‰ �gh-Vc
d ��±²�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2.3.1  =Ù � - � � :
lmZ . :[\-V¯
)' � -V î‰ �•
4
 ghH¾�  

.EF& / C¦=bcde¯ )

� � 7-V î‰ �9æ�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y[\¯ )-V î‰ �7��:EF&=‘’ *��
�†•y¯ )-V î‰ �7a 0 � 12 §¨:ðŸ¯C
-V¯ )R ï.Œ É-V î ��7t �R �Ç34 �
�EF& �Oy� ¿ i �¯ )-V î ��7��‰
�:
R $ ±4=û 20 ß »)* -VÙÚ��:•® ".
]^_•‚ƒ„v±²71• 56 „v #îŒ É0¿‰
��  

EF&. 789 �-� : ¾ ; K� �'· �ö$y 3 •Y
iu�Œ É-V î ��!Ë7“” ÷( t� 2011 é 6 ê
4. < .=> � ?@A ö$ ¼B 7 ÷( t� ÷( t7H£
ôõ¯ )-V î ��7$¡:[C ØÔ‘ ùno7~
C� C 
ñ€ÙÚ � \íî ØÔÜ �~C:;-V î �

�H ¾¼:•=-VÈÉÊËœcd� î ��åÈ¯Î
Z³�  

. 2011 é 5 êö 7• ƒ §®�¯-V„v±²ö$y
�•Yi ÒÓÐ ¿�.ˆ�ˆ ��O7 î‰ �²¯ÎZ
³�£7„ù DE íî�  

[C¯ )-V î ��7íîÊ9ñ=‘’ *�9 ÎÙÚ
7:t�—7Aiãä  � �����‰ �µ ¬Š‹� 8 

2.3.2  H´7Ê F � �
Ò Â �‰ � t �—[\
»)* -V4-V î
‰� �  \ ^½¾ êD
�½¾¿¼�£ gh�

Ú �� �Ai7 ³î �
Ð~ ���! ¨�  

�ð $%º»¼�ˆEF& Ðh

7 f�:wx-V î‰ ��  
\ ^½¾ êDŸ Á¾½¾¿¼
�£7 � [ÒÂ�Ù �- � ùG
- 7! ¨�‰ H �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  
. 2011 é 2 ê]^_•‚ƒ„v±²lóy �‘’Á¾,
��-‘ X'³h$¡Š‹ ��I � 0Š‹ñ��- 20 Ê
ßÒ Â7��jv:
r7ñš c��- X' C J «
$¡€³h½¾¢ K 7Þc�ó¯ )� � 7 ÀÁ� 0Š‹
ñ.Ÿ ùG- €Hk7 ùGêD¶Ò7fg( L O7�  

  

 8 ICCD/CO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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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Ù �- � ùG- ���-pq�` Ã §¼Ò Â

(p`§Ò Â)Ÿ Å ?ÒÂ��ö$y� M „:ª«� M
„ Ü• �Oy " À ¿���� ��:ª« ��N Ý �>š
cY O9 Î·¸7 P ”���×Øíî�ó IÉñ @Y �
�7Ò• ³˜�Ù �- 7Ý �ñ[C-V µ ��: ùG
- 7Ý �ñ QR �^ ü:p`§Ò Â7Ý �ñ � %�p
q:Å ?ÒÂ7Ý �ñÀÁ� )*QR �> O� 2011 é 6
ê= 
& ÌÍ� '9 Îö$�•A³7� M „: ¸€EF
& ß�Ëµ Ü; 
& ÌÍ� ' �= H h  \ ^½¾ êD7
!Ëu��  

EF& S ^Îb TU G V jveŸ b yO½¾ î �

�et ���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2.5  º»¼ /½¾¿¼ î‰ �RA WLÛ7 ÎÉŸ ÌÍ
ÊËœ�ÃÄ=Â³ÅÆÇ¼7 V¡ÔÕ C¶LÛ:Ÿ X
<LÀ $  î7Zž�  


��ˆ efÙÚ��:• KLËµåÈ¯ÎZ³:
R
ô Y û Á¾º»¼ /½¾¿¼�ÀÁ�£7 �$%º»¼
�ˆ �v ���£�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2.5.1  ÍU¾yÄº»
¼ /½¾¿¼�ÀÁŸ 
 \ ^½¾ êD.Äà
ÅÆÇ¼�ÈÉÊËœ
�£‰¢7Ý´œ�  

�ð $%º»¼�ˆEF& Ðh

7 f�:.i �ÅÆÇ¼�ÈÉ
ÊËœ„v7Š‹�àvRlÕ
º»¼ /½¾¿¼�ÀÁ�£Ÿ
   \ ^½¾ êD79æ�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2010 é:EF& �LyÐ ¿�.ˆ�ˆ ���� �¶Ò•
10 •„v: 0•„v Z Oyt�—��7( �� 2011 é 4
ê:EF&H\ ¢Ùy��� �¶Ò• 11 •„v: 0•„
v �OyYi Cþ�� î� C 
ñ. .ˆ 20 [ é„vŸ
  G� °•‡ˆ‰„v7|} ¦Cþ�� î a�£7 Z
O\] �  

EF&=ÈÉÊËœ�ˆEF& Z3yYiö$�•��
÷( t7% ^ : 0÷( t7r7ñ ÒÓ° ¿ÈÉÊËœ à

s:4 �$%º»¼�ˆ �-V î‰ �7¯ )t �=
bcdeŸ -VÈÉÊËœcd7 �_ t �A `a � b
� 2011 é~ �Y c : ��4. 2012 éö$ª« ÷( t�
ÅÆÇ¼ ±²�ˆEF&>� d Y ef �L
R7�« ÷

( t�  

EF&= 
& ÌÍ� ' Ÿ ÈÉÊËœ�ˆEF&�ÅÆ
Ç¼ ±²�ˆEF&��ö$y�• ÷( t:r7ñ.Ð
¿�.ˆ�ˆ ��‘ ùno7 ±²( ªtYi1œ 7a�
£7������ �¶Ò• 11 •„v–— Z Oy4.ª‰
¢ Cþ7�� î�  

2010 é:EF& �Ly.'¹2 gh ö 7ÈÉÊËœ�
ˆ‡ˆ‰„vŸ . i U jkl ö 7ÅÆÇ¼ ±²�ˆ
‡ˆ‰„v�ª1•„v m € Üt.³hÅÆÇ¼�ÈÉ
ÊËœ‰¢=  \ ^½¾ êDíîåÈ¯Î�l{y *

„:EF& -=ÈÉÊËœ�ˆEF&�ÅÆÇ¼ ±²�
ˆEF&Ÿ  n �«�� 129 Îö$y " À•Ü �í
î:ôõ�«„ù DE íî� �.ˆ�ˆ �Ú/í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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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ÉÊËœ�ˆ‡ˆ‰„v�ÅÆÇ¼ ±²�ˆ‡ˆ‰„
v mZ3yº»¼ /½¾¿¼�ÀÁ�£�ÈÉÊËœ�ˆ
‡ˆ‰„và O7�£ôõ ªîÙÚ ÜtÁ¾ÈÉÊËœ
7¯� î��€ � ^ î:ÈÉÊËœ�ˆEF&� $

%º»¼�ˆEF&¥. ÍD
����‰ �:Ÿ X wx
‡ˆ‰„v7° ¿à O�  

ÅÆÇ¼ ±²�ˆ‡ˆ‰„v® "y o ¿�kl ¯v �:
ª«¯v€4½¾�½ p �£ ghG� 7ÅÆÇ¼ �q •
ž<Rl{y° �*„�Ü �•ž  !û ° ���‰¦
Ÿ . r �[�½ p � � � m� aDP ”RŒ ÉÂ³�5
Ã‰ �7 *��  

2.5.2  �$%º»¼�
ˆ �< ¦7 î‰ �R
@wx7ÃÄÀÁ )*
7¬�  

»)* -V‡ˆ‰. î‰ �R
ghÃÄÀÁ )* ÎÉ79æ�  

çè 2011 é 5 ê 31 '7ë,  
EF& �Ly1•i �ÀÁ�ÀÁ st êD7„v�Å ?

ÒÂEF&� $%º»¼�ˆEF&��†•y×Ø-V
ÀÁ! ¨7‘’jv 12 §¨�Å ?ÒÂ÷„.
 2011 é
5 ê7„v =?@y 0¿jv:• ��®"-VÀÁ! ¨

mÑ �„v. 2012 é � Ÿ #î�  

EF&=�."#7 :%ÀÁ QR � $u X'��7°�
�-Ò Â9 Î #îyAi7��íî� �O“”¯ )Jñ
�O  �7�Ïý�„_	„ P kŒ É7 QR � $ $ÀÁ
� vwx “”��jv7 KL�� 12�  

EF& -Ÿ àk_	„•	7 b˜:h.S xT� Ô“”
ÀÁ êDR ï7���óy ÀÁ�  

  次级方案 3―― 科学、技术和知识 

20.  次级方案 3 规定，秘书处的工作6d是促进开展根据业绩和ÅÆ指标Ï制

报告，并支助科技委的工作。 

21.  2010-2011 两年期内，《公约》开#采用�于指标的ÏÐ.关实现“战略”

业务目标的业绩报告的�法。这F业绩审评和评ç系统(PRAIS)规定要对取得的

进展进行�è¸的审é和评ç，uv得以切实ê定应采取ëF进一o的行动。

2012-2013 年期间，业绩审评和评ç系统还将~�根据“战略”的各项战略目标

进行ÅÆ监测。2010-2011 年期间，制定ÅÆ指标和相关��的工作已取得了ì

í进展。 

22.  2009 年k行的}"《防治荒漠化公约》科学会议的议C�及î求科学ï提

供�§ð的��，据以支
科技委开展监测和评ç工作。为了�� 会议�� ，

秘书处对�� 科学会议的会议成果及安排进行了� 与性评� ，这些评� 的结果将

	
 于� 将� 行的各次会议。将于 2012 年� 行的第二次科学大会的� 工作进

展�� 。 

23.  秘书处已开��� 知识管理的工作，以求��� 应对《防治荒漠化公约》

进程对�� 的� 求，并提高其各项职能的成本�
 。这项工作的� 成部分之一将

是建立一个科学知识调配系统，这一系统� 能� 及���� 交 的!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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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秘书处已$ 制了	 关在《防治荒漠化公约》进程中%& 安排采用国' 性(

学科科学)*+, 的-. 评� 报告。将在 2011年 7、8月间通过/ 上调01 缔约

方和其他�
2 关方对这项评� 工作提出+, 。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3.0  秘书处有效支持审评会
和科技委在“战略”的范围

内对有关科学、技术和知识

的业务目标进行审评。 

审评委的建议反映秘书处提

供关于实现有关科学、技术

和知识的业务目标的背景信

息的程度。 

秘书处为审评委第九届会议汇编了缔约方和其他报告实体

提交的有关业务目标 3 的资料，并编写了全球、区域和次
区域的初步分析报告。审查了各项报告的实质成果，还审

查了所用方法的各个环节。这些分析报告和涉及方法的资

料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交审评委第九届会议，并在区域会

议作了相关通报。秘书处协助各缔约方在审评委第九届会

议期间并应要求在区域和/或利益集团会议期间审议这项业
务目标。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3.1  受影响国家关于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趋势的国家监测和
脆弱性评估得到支持。 

受影响国家愿意编写并能够编写评估和案例研究报告，并

向《防治荒漠化公约》提供。 

3.2  基于有关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趋势的现有最可靠数据的
基线得到确定，相关的科学方法逐步得到统一。 

参与的缔约方愿意为普遍接受的基线格式协调分歧意见。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3.1.1  缔约方和其他主要利
益攸关方采用共同的做法监

测和审评“战略”执行进展

情况。 

缔约方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

方的报告中所载信息具有可

比性、与监测业务目标现状

紧密相关性的程度。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秘书处同环境署和全球机制共同制定了由全环基金资助的

全球援助方案，以此作为 2010-2011 年的报告和审查框
架，该方案的内容包括方法准则和报告工具、培训和提供

技术援助，以及建立一个网基在线门户。除了这项全环基

金方案外，秘书处还为报告和报告复核工作提供了催化经

费，并辅以其他来源提供的资源。 

建立了区域参考资料中心系统，参加这一系统的有区域和

次区域伙伴组织，其目的是协助各国利用上述方案设计的

方法和技术工具。对培训员进行了培训，接着又举办了培

训来自 5 个国家联络中心和区域执行附件机构人员的区域
和次区域讲习班。 

如上段所述，区域协调股在促进各区域的报告进程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并负责对这些报告所载的数据进行初步分

析，还为区域和次区域报告作初步分析。 

到截止日期时，已有 89 个受影响国家缔约方和 12 个发达
国家缔约方将其国家报告上载到了业绩审查和执行情况评

估系统门户网站以及全环基金和全球机制的网站。有 11
个民间社会组织也上载了它们关于可持续土地管理技术、

包括适应技术的最佳做法的报告。 

秘书处为审评委第九届会议汇编和分析了这些报告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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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根据报告所载资料审查了业绩指标和相关方法的使

用情况，以期考虑对这些业绩指标和方法作必要的修订。

此外还草拟了“战略”任务范围中期审评报告。 

秘书处为审评委第九届会议编写了民间社会组织在即将开

始的报告进程中应采用的报告准则。 

秘书处与从事制定涉及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以及可持续
土地管理的监测工具的相关组织建立了联系，还为审评委

第九届会议编写了关于各项《里约公约》间协同效应的报

告。 

开始了 2012-2013 年影响指标报告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
的目标是在 2011 年年底前完成模板草稿以及编写报告准
则、分析框架和词汇表。在科技委第十届会议期间将提交

一份进度报告。 

3.1.2  秘书处有效支持为制
定经修订的一套次级综合效

果指标而开展的迭接进程和

试点影响指标追踪工作。 

秘书处关于迭接进程和试点

影响指标追踪工作的背景资

料反映在科技委建议中。 

3.1.3  秘书处有效支持科技
委协调一套次级综合效果指

标使用方法的工作。 

科技委的建议反映秘书处提

供有关一套次级综合效果指

标使用方法的背景信息的程

度。 

3.2.1  秘书处的建议日益反
映在科技委拟定统一的科学

方法以制定基线和目标的工

作之中。 

科技委的建议反映秘书处提

供有关统一科学方法制订基

线和目标的背景信息的程

度。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为了支助科技委制定影响指标，秘书处委托相关人员进行

了以下两项研究：(1) 有效利用两项影响指标子集的方法
和数据需求；(2) 编写一份相关的词汇表。这些报告以秘
书处于 2010 年 6 月举办的一次会议的成果为依据，与会
方是能够提供落实影响指标子集所需信息的机构和机关。

这些指标通过电子论坛刊登在《防治荒漠化公约》网站

上，供公众在 2010年 10月至 12月期间予以审视。 

秘书处在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5 月期间进行一次参与性
科学同行审议工作，有 100 多名技术专家提供了意见，审
议的目的是评估另 9 项影响指标的相关性、准确性和成本
效益。该项工作包括拟定一份白皮书、进行专家初步审

查、举办一次技术讲习班、以及修订一份白皮书。该白皮

书可通过另一个电子论坛供公众在 2011 年 2 月至 5 月期
间予以审视。 

秘书处支助了在国家一级安排跟踪影响指标实施情况的试

点工作。这些试点工作的目的是就制定和报告国家影响指

标事宜提出证据、实例和建议。这将包括这项工作的技术

和科学层面以及制定指标的组织或能力层面。试点工作将

通过一次多国讲习班于 2011 年 7 月正式启动，该讲习班
将力求促进对《防治荒漠化公约》基于指标的影响监测和

报告进程产生共同的理解，并建立一个来自试点参与国专

业人员的非正式网络，据以在试点工作中相互支助。在第

十届缔约方会议的会外配套活动中将提出这些工作的结论

和建议。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3.3  有关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在受影响地区的相互
作用的知识增加，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决策。 

受影响国家能够改进国家报告中的信息和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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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3.3.1  基础广泛的科学界
意见因秘书处有效支持科

技委的重点专题工作而踊

跃提出。 

科学界对科技委的重点专题审

议工作提供具有广泛基础的意

见投入的数量。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第九届缔约方会议后，秘书处委托相关人员深入评估了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一次科学会议的组织情况，并对其

成果进行了实质性审查。这些评估将用于支助即将举行的

各次科学会议的筹备工作。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二次科学会议将于 2012 年举行。
秘书处支助其筹备工作，提供了科技委主席团可据以就会

议安排的运作方式作出决定的资料，同时呼吁并支持科技

委主席团选定一个牵头机构。按照科技委第二届特别会议

所作的建议并遵循科技委主席团的指导，秘书处设立了指

导委员会并举办了若干次会议来指导开展筹备工作。现已

计划由牵头机构设立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 

为了协助区域协调机制，区域协调股将通过在区域一级促

使科学家参与的方式支助会议的筹备工作。 

秘书处是全球评估土地退化经济学倡议的合作伙伴。该倡

议迄今已促成开展一项说明评估土地退化经济学的现有研

究和方法的“元研究”。9 2010 年 12 月举行的一次伙伴
关系会议对这项研究进行了审议。该次会议期间，众多的

组织、机构和国家表示愿意成为该倡议的合作伙伴。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3.4  有关受影响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缓解干旱状况及恢复退
化土地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知识增加，从而能够开发有助于决

策的工具。 

关于气候变化适应进程的独立性质将不是一个限制这类工

具开发的因素。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3.4.1  秘书处有效支持科
技委确立与《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

公约》科学附属机构的合

作模式。 

科技委的建议反映秘书处提供

的有关背景信息，说明科技委

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科学附属机

构的合作模式。 

3.4.2  秘书处有效支持科
技委处理科技委议程与其

他组织和机构关于适应气

候变化、减缓干旱状况及

恢复退化土地之间的相互

作用的议程之间的相互联

系问题。 

科技委的建议反映秘书处提供

的有关背景信息，说明科技委

议程与其他组织和机构与适应

气候变化、减缓干旱状况及恢

复退化土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有

关的议程的相互联系。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科技委尚未充分处理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

样性公约》各科学附属机构合作的事宜，也尚未充分处理

适应气候变化、缓解干旱状况和恢复退化土地之间的相互

作用问题。不过，科技委主席团会议讨论过相关事项。 

秘书处探讨了科学附属机构之间开展合作或交流信息的各

种可能采用的方式，并在 2011 年 4 月联合联络小组第 11
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秘书处将为科技委第十届会议编写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信

息文件。 

  

 9 该项研究由德国政府提供资助，由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德国发展研究中心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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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3.5  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四级建立切实有效的知识
共享系统，包括传统知识共享系统，10 以便为决策者和终端
用户提供支持，具体做法包括找出并交流最佳做法和成功事

例。 

受影响国家愿意使用和建立知识分享系统。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3.5.1  与《防治荒漠化公
约》、荒漠化/土地退化和
干旱和可持续土地管理有

关的问题的信息和知识，

包括最佳做法和成功事

例，得到有关的科学家和

其他专家的采用。 

《防治荒漠化公约》综合知识

管理中一个在地理和专题上完

善的要素得到使用。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秘书处开始了建立《防治荒漠化公约》综合知识管理系统

的工作，对相关的需求和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秘书处编写了一份总体概念和设计文件，其中包括外

部和内部模块以及一项科技数据管理逻辑框架。在科技委

第二届特别会议期间举办了一次交流秘书处计划信息的会

外配套活动，这次活动促成设立了一个非正式支助小组。 

秘书处将继续发展知识管理系统和相关技术基础设施以及

培训程序，目的是在 2012 年年初将第一批内部组件安装
到位。 

秘书处在科技委主席团指导下开始发展科学知识调配系

统，使之成为总体知识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对知识需求

和资产的评估结果强调了切实、互动地管理和交流知识的

必要性。秘书处目前正在据此探讨可采用哪些不同的办法，

以成本效益高的方式提供此种服务。 

秘书处是联合国多边环境协定信息门户网站的参与机构。

该网站是环境署主导的举措，其目的是在同一个网站上提

供近 20 项多边环境协定和文书的相关基本信息，并鼓励
协调统一这些多边环境协定使用的词汇和术语。多边环境

协定信息门户网站将于 2011年 6月启用。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3.6  与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有关的科学技术网络和机
构参与支持《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 

科学界愿意积极支持《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进程。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3.6.1  有关科学和机构参
与的规定得到改进。 

科学和机构加大对科技委工作

的参与。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缔约方第九届会议请科技委评估可如何在考虑到必须确保

透明度和地域平衡的情况下安排采用国际性多学科科学咨

询意见。会议还请科技委考虑可采用哪些不同的办法，据

以确定在《公约》进程中审议此种咨询意见的商定途径。 

 

  

 10 不包括遗传资源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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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委主席团指导下，秘书处委托相关人员对上述问题

进行了初步分析。科技委主席团在审查了初步分析后，指

示秘书处就这一问题开展一次在线调查，以便收集各缔约

方、科学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纳入

评估进程。这项调查将于 2011 年 8 月在网上进行，并请
接受调查者考虑 4 项备选方案或建议采用其他的备选方
案。这 4项备选方案是： 

 1.  利用现有的科学网络； 

 2.  建立注重于特定主题的新的科学网络； 

 3.  利用现有的政府间科学咨询机制； 

 4.  设立一个新的土地和土壤问题政府间科学小组。

秘书处进行了关于科学和技术通信人员作用问题的两次在

线调查。调查结果报告将提交科技委第十届会议。秘书处

一直在定期更新科学和技术联络员名单。 

为了对第 21/COP.9 号决定作出回应，秘书处编写了改进
独立专家名册的建议，并将提交第十届缔约方会议。秘书

处一直在定期更新专家名册。 

区域协调股与科学和技术通信人员进行联系，并支助重要

的科技委问题区域协商会议，据此支持科学界切实参与

《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工作。 

   

  次级方案 4――能力建设 

25.  秘书处的能力建34 动大( 是作为一些5 定进程的� 成部分开展的，6 值

得7+ 的89 进程是支助方案调: 、根据业绩指标$ 制报告、以及促进获得全球

环境; 金(全环; 金)的< 助，这些4 动的情况是分别在次级方案 2、3 和 5 项=

报告的。 

26.  秘书处按照次级方案 4 建立了一个能力建3/> ，据以提供与《防治荒漠

化公约》相关的能力建3 照? 以及能力建3 机会的相关�� 。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4.0  秘书处有效支持
审评委在“战略”的范

围内对有关能力建设的

业务目标进行审评。 

审评委的建议反映秘书

处提供的有关能力建设

的背景信息的程度。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秘书处为审评委第九届会议汇编了缔约方和其他报告实体提交的有

关业务目标 4 的资料，并编写了全球、区域和次区域的初步分析报
告。秘书处审查了各项报告的实质成果，还审查了所用方法的各个

环节。这些分析报告和涉及方法的资料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交审评

委第九届会议，并在区域会议作了相关通报。秘书处协助各缔约方

在审评委第九届会议期间并应要求在区域和/或利益集团会议期间审
议这项业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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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4.1  已经开展了国家能力自我评估(国家能力自评)
的国家执行随后制定的行动计划，即进行个体、机

构和系统层面的能力建设，从而能够在国家和地方

两级应对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 

4.2  先前没有开展能力需求评估的国家开展有关评
估工作，以确定在国家和地方级别处理荒漠化/土地
退化和干旱问题的能力需求。 

各组织和机构愿意支持开展与《防治荒漠化公约》有关的能力建

设。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4.1  在《防治荒漠化
公约》下开展有针对性

能力建设的机会增多。 

《防治荒漠化公约》缔

约方参与一项科学能力

建设方案。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秘书处已开始创建一个网页，使之成为收集、储存和共享与《防治

荒漠化公约》相关的能力建设信息的平台。秘书处计划将这一平台

发展成为能力建设相关事项的类似“一站式商店”的综合信息中

心，该网页涉及的事项主要是网上培训、网上学习、扩大能力建设

机会、以及增强与其他相关公约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协同效应。 

秘书处宣传推广“非洲特别倡议”，目的是发展具有协同效应的投

资项目。 

  次级方案 5―― 供资和技术转让 

27.  按照次级方案 5, 秘书处的4 动@A 是向国' 金融机构、6 主要的是向全环

; 金宣传《公约》。 

28.  在 2010 年 5 月全环; 金大会决定修订关于使全环; 金BC 成为《防治荒漠

化公约》的金融机制后，秘书处加强了与全环; 金秘书处的合作，以求增强在

《防治荒漠化公约》进程中采用的各9 手段与全环; 金的业务及要求之间的一D

性。这9 合作EF 已促成向各国提供了	 关%& 获得全环; 金< 金的协调一D的

建议，并开展了�� 项联合4 动。 

29.  秘书处与全球机制GH 开展了I 一些� 及供< 的4 动、JK	 关报告和审

0 业务目标 5 相关<? 的准� 工作(这是联合工作方案的� 成部分)，并提交了这
方面的相关报告。

11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5.3  缔约方作出更大努力，从包括全环基金在内的国
际金融机构、融资机制和基金筹集资金，具体做法是

在这些机构的管理机构内倡导《防治荒漠化公约》/可
持续土地管理议程。 

国际金融机构、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以及其它融资机制和基金愿

意更加优先考虑可持续土地管理问题。 

  

 11 联合工作方案实施状况报告载于 ICCD/COP(10)/1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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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5.3.1  全环基金、农发
基金和世界银行进一步

理解荒漠化/土地退化和
干旱问题和可持续土地

管理的重要性。 

全环基金、农发基金和世

界银行的战略、报告和决

定在考虑到《防治荒漠化

公约》提供的资料后提到

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和
可持续土地管理问题的数

量。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2011 年 1 月举办了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全环基金
工作人员务虚会，目的是共同讨论并澄清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政

策和方案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因为它们关系到支助受影响国家缔

约方实施《公约》的工作。务虚会的成果是制定了一项联合行动

计划，其中载有若干项有针对性的行动和产出。迄今已采取的此

种行动包括向相关国家提供有关获得全环基金资助扶持行动的信

息，联合举办了关于“绿色长城倡议”的专家会议和部长级会

议，为《防治荒漠化公约》国家协调中心举办了一次有关全环基

金第五次充资的联合宣传活动。与全环基金秘书处的合作还包括

关于对土地退化重点领域采取扶持行动的协商工作，(这些行动
涉及今后对 2012-2013年的报告和审查进程提供所需的支助)，以
及制定行动方案并使之符合“战略”的要求。在这方面，目前正

在与环境署和全球机制协商下制定一项全球援助方案，以便在

2011年提交审评委第十届会议和全环基金理事会。 

在与农发基金及世界银行的合作方面，秘书处已经就荒漠化/土
地退化和干旱问题及相关行动与它们在高级管理层进行了若干次

交流。秘书处还参加了农发基金理事会会议和世界银行土地政策

和管理问题年度会议。 

成果领域 风险/设想 

5.4  为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缓解干旱影响找到新型
资金来源和供资机制，包括借助私营部门、市场机

制、行业、基金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及其他供资机制开

展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及减轻饥饿和贫困状况行动。 

能够查明和利用创新的资金和筹资机制来源。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5.4.1  缔约方进一步理
解支持私营部门参与可

持续土地管理的因素。 

缔约方会议制定有关私营

部门参与可持续土地管理

的决定。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秘书处是第十届缔约方会议东道国大韩民国有关在第十届缔约方

会议期间启动可持续土地管理企业论坛的项目合作伙伴。该论坛

力求促使私营部门主管人员参与讨论与可持续土地管理和应对荒

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相关的事项。 

  次级方案 6―― 管理工作支持战略的执行 

30.  次级方案 6 载	 秘书处工作的三个关键领域，� 行政领导和管理、会议服

务以及行政和财务服务。 

31.  秘书处在本两年期内力求用以= 的方C 开展实L 《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政

府间进程，这9 方C� 以提供支助缔约方决策M� 的优质�� ，7@ 于实现明N

和切实� 行的目标，并使本《公约》与各9 全球性O化及趋势相挂钩。秘书处为

区域合作提供了安排	 序的支助，JK 统 协调� 协助促进国P 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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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Q于采取了成果管理制方针，使M	 的<R 都与缔约方会议商定的成绩挂

钩，《公约》各机关和机构的S 责制得T 了加强。尽管� 动用的<R 与� 求尚U

相称，V 各项工作计划在相当大的程W上已按照第X�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要求得

T 了实L 。12 在Y( 情况= ，秘书处作出了Z[ 的努力\ 弥补U] 的<R ，这

+ 味着秘书处Y( 工作^ 员担负了沉@的个^ 负担。 

33.  秘书处在 2011 年 2 月�_ 了审评委闭会期间会议和科技委第二�5 别会

议。这些� 会原定于 2010年 11月� 行，V`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四个报告周

期	M 延误a 推迟� 行，ba 大大减少了预留给秘书处$c 和处理分析性文件的

时间。缔约方会议主de 只是在会议开� 前 4个月才6 终决定会议的�A 。尽管

遇T 了上述f 战，V 秘书处gh 及时�_ 了这些会议，M	 的服务都i 分B 常�

运作，总体文件提交jkT 87%，十分lm 于联合国规定的 90%的; 准。 

34.  2010 年年- 开� 与第十� 缔约方会议东n 国大韩民国进行协商，东n 国协

定在 2011年 5月已处于后期阶段。 

35.  秘书处为审计委员会在两个UH 场合审0 账目的工作以及内部监督事务厅

审0 秘书处的实质性方案提供了便� 条件，据8 继o 努力提高行政和财务管理的

� 能和p 明W。在�� 和通� 技术方面，秘书处对_ 公软件和操作系统进行了升

级，创建了q 动_ 公环境，并开� 将/rst 纳入秘书处的st/r 系统。 

 (a) 行政领导和管理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6.1  《防治荒漠化公
约》进程的完整性和一

致性。 

缔约方表示满意。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按照第九届缔约方会议提供的指导意见，秘书处在两年期内规划

并开展了有关《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政府间进程。秘书处作出了

各次届会和会议的时间安排，确定了实质性要求和关键的伙伴关

系需求，并为各单位分配了相关的工作任务。 

秘书处筹备了缔约方会议 5 次主席团会议并为这些会议提供了服
务，包括与主席团落实第 6/COP.9 号决定的工作相关的具体任务
和资源调动。第十届缔约方会议高级别部分和议员圆桌会议将再

次在缔约方会议期间举行，这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在顺利进

行。 

秘书处 2010-2011 年工作方案的实施状况得到了定期监测。据报
告，截至 5 月 31 日，三分之二的工作方案进展顺利。下一个两年
期将开始实施定期内部评价，其重点将是秘书处工作的质量和效

益。 

秘书处按照成果管理制方针制定了 2012-2015 年工作计划和 2012-
2013 年工作方案，并与全球机制合作制定了 2012-2013 年联合工
作方案。 

  

 12 与秘书处受到耽误、实施数量低于计划数或根本没有开始实施的任务相关的信息载于
ICCD/COP(10)/1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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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按计划完成了各项法律任务，并启用了质量控制工具。 

秘书处按照第 3/COP.9 号决定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的区域协调股调派了核心预算干事。秘书处继续在就设立支助中

欧和东欧国家区域协调股的事宜及其职能模式进行协商，为该区

域征聘一名干事的工作已处于最后阶段。秘书处审查了有关区域

协调股的现行东道安排，并为今后的东道安排确定了备选方案。

这些事项已编成一份文件供第十届缔约方会议审议。 

2011 年 9 月将举行第十届缔约方会议包括其科学部分的区域筹备
会议。 

6.2  资源管理的情况使
缔约方满意。 

秘书处的各项一揽子工

作中有效使用资源的程

度。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为了根据缔约方的要求加强其资源调动的职能，秘书处在 2011 年
3月征聘了一名高级顾问。 

秘书处为 2010-2011 两年期调动了总额约为 230 万欧元的现金。
加上伙伴关系和受助工作人员的估计财务价值

13 ，秘书处已获得
了大约 80%的预算外资源需求。 

 (b) 会议服务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6.3  缔约方对于改进缔
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

一级做出知情决定的条

件表示满意。 

缔约方对举办缔约方会议

及其附属机构届会的安排

表示不满的数量。 

正式文件及时和有效地提

交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

构会议供缔约方审议的数

量。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审评委第九届会议/科技委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以拟定会议
服务和设施的安排计划为开端。由于会议不是由某一个国家主

办，秘书处与各服务提供方谈判达成了各项协议。此外还与安全

和安保部、日内瓦办事处以及经社理事会
14 签订了关于提供保安

服务、笔译和口译以及程序性支助的协议。秘书处处理了 35 份会
前文件、9 份会期文件和 2 份会后文件。秘书处向与会者发出邀
请书，并处理了相关的旅行支助请求包括签证相关问题，秘书处

与东道国一起解决了这些问题。 

审评委第九届会议/科技委第二届特别会议期间，秘书处为所有的
会议、包括举行的各种区域协商会议以及联络小组会议提供了服

务。秘书处还为利益集团和其他非正式会议提供了便利条件。秘

书处在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合作下及时印发了《日刊》。届会结
束后，秘书处为审评委第九届会议和科技委第二届特别会议整理

和处理了各种报告，并完成了与会者名单的编制工作。 

秘书处正在为安排将于 2011 年 10 月举行的第十届缔约方会议、科
技委第十届会议和审评委第十届会议开展与上述行动类似的行动，

不过这些筹备工作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要处理的文件将达 80 余份，
与会者人数将至少为 2 月份届会的 3 倍，部长级会议将要求作出进
一步的安全安排，而这里提到的仅仅是少数几点不同之处。 

缔约方会议、审评委和科技委 3 个主席团在这些正式会议之外举
办了 12 次会议。这些会议涉及后勤和旅行安排、翻译服务和文件
处理。 

  

 13 详见 ICCD/COP(10)/10号文件。 

 14 联合国安全和保安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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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有效地促进缔约方
代表、科技专家和(或)其
他主要利益攸关方相互

间开展交流。 

要求举办的会议、讲习班

和研讨会得以迅速召开，

所涉费用控制在预算拨款

范围内的程度。 

要求提供的出版物、文件

和信息材料得以迅速处

理，所涉费用控制在预算

拨款范围内的程度。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秘书处为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或程序管理机构会议之外与

《防治荒漠化公约》相关的会议作出了安排并提供了服务，这些

会议包括秘书处为全环基金秘书处有偿举办的适应基金董事会会

议。 

秘书处编辑、翻译和(或)复制了 40 余份出版物、信息/教育材料和
秘书处的其他文件材料。 

 (c) 行政、财务和人力资源 

预期成绩 
(2010–2013 年) 

业绩指标 
(2010–2013 年) 

业绩相关数据， 
包括主要产出 

6.5  提高行政和财务管
理效率，增强透明度。 

收到外部审计员的积极

反馈。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2010 年年底，秘书处编制了临时财务报表供 2011 年 4 月到访秘
书处的审计委员会审议。秘书处处理了审计委员会有关账目、成

果预算编制/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产清单和会议服务等方面的
问题。秘书处实施了新的资产管理制度，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登记

了秘书处所有的消耗性和非消耗性财产。因此，审计员对秘书处

控制资产的状况没有负面意见。 

秘书处通过以下做法定期整理账目：认证和核定财务报表，处理

付款，及时编写捐助报告，每月进行对账，以及按联合国官方汇

率以美元和欧元更新捐款状况。 

秘书处继续按月向缔约方提供有关捐款状况的信息并确认已收到

捐款。科技委第二届特别会议和审评委第九届会议要求秘书处完

成若干项困难的任务，包括为获得资助的与会者作出旅行安排并

向他们支付每日生活津贴。 

6.6  秘书处的信息和通
信技术服务得到改进。 

工作人员和其他使用者

对服务的满意度。 
截至 2011年 5月 31日的状况： 
秘书处确保了随时提供所有关键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同时为

制定诸如业绩审查和执行情况评估系统(PRAIS)门户网站项目等专
门解决方案提供支助。秘书处为每名工作人员配备一台便携式笔

记本电脑，从而建成移动办公基础设施，使工作人员可在世界任

何地方工作。这项工作还辅之以实施一项网络电话方案，从而将

最终降低电话通信的费用。 

 三. 结论和建议 

36.  缔约方会议不妨注意本报告，并按照审评委的建议，为秘书处 2012-2015年
工作计划和 2012-2013年工作方案的战略方向提供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