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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会议开幕 

 A. 开幕致辞 

1. 2021 年 3 月 15 日，《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审评委)主席安德鲁·毕

肖普先生(圭亚那)宣布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开幕并作了开幕致辞。 

2. 根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4 条，主席指定审评委第十九届会议副主席、

土耳其的艾哈迈德·塞尼亚兹先生担任本届会议代理审评委主席。 

3. 审评委代理主席致开幕词。 

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也发了言。 

 B. 一般性发言 

5. 以下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摩洛哥(代表非洲集团)、乌兹别克斯坦(代表亚洲－

太平洋集团)、尼加拉瓜(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匈牙利(代表地中海

北部区域执行附件(附件四))和白俄罗斯(代表中欧和东欧区域执行附件(附件

五))。 

6. 葡萄牙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也发了言。 

7. 沙特阿拉伯代表(代表阿拉伯集团)作了进一步发言。 

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代表和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代表发了言。 

9. 阿塞拜疆公众思想协会代表以民间社会组织的名义发了言。 

 C. 区域执行附件会议 

10. 为筹备审评委第十九次会议而举行了如下区域执行附件会议： 

• 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5 日：非洲区域执行附件 

• 2021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亚洲区域执行附件 

• 2021 年 2 月 16 日至 17 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执行附件 

•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 日：地中海北部区域执行附件(附件四) 

• 2021 年 3 月 4 日至 5 日：中欧和东欧区域执行附件(附件五) 

 二. 程序事项 

 A.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11. 在 2021 年 3 月 15 日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 ICCD/CRIC(19)/1 号文件

所载临时议程。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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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通过议程和工作日程 

 (b) 任命委员会报告员； 

3.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层面有效执行《公约》： 

 (a) 通报执行土地退化零增长自愿目标和相关执行工作的最新情况； 

 (b) 通报土地退化零增长基金运转的最新情况； 

 (c) 通报执行干旱倡议和相关执行工作的最新情况； 

4. 根据《公约》解决干旱问题的有效政策和执行措施政府间工作组的临时

报告； 

5. 通过审评委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6. 会议闭幕。 

12. 在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会还核准了 ICCD/CRIC(19)/1 号文件附件所载本届会

议的工作日程。 

 B. 任命《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报告员 

13. 在 2021 年 3 月 15 日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会任命侯赛因·纳萨尔先生(黎巴

嫩)为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会议报告员。 

 C. 出席情况 

14. 下列《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的代表出席了审评委第十九届会议： 

[待补] 

15. 来自___国家和___组织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 

16. 下列联合国组织、机关和专门机构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待补] 

17. ___政府间组织和___民间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也出席了会议。 

[待补] 

 D. 文件 

18. 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文件列于本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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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讨论情况概要 

 A.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层面有效执行《公约》 

 (a) 通报执行土地退化零增长自愿目标和相关执行工作的最新情况 

19. 以下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摩洛哥(代表非洲集团)、乌兹别克斯坦(代表亚洲－

太平洋集团)、阿根廷(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乌克兰(代表中欧和东

欧区域执行附件(附件五))。 

20. 葡萄牙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也发了言。 

21. 沙特阿拉伯代表(代表阿拉伯集团)作了进一步发言。 

22.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埃及、安提瓜和巴布达、哥伦比亚、土耳其、瑞士、

匈牙利、墨西哥、大韩民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代表

中亚)、乌克兰、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巴勒斯坦、阿根

廷、斯威士兰、俄罗斯联邦、加纳、苏丹、安哥拉、智利、印度、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 

23. 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撒哈拉和萨赫勒观察站、粮农组织和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的代表也发了言。 

24. 法国 CAI 协会代表民间社会组织发了言。 

25. 考虑以书面发言代替下列代表的发言：_ 

[待补] 

 (b) 通报土地退化零增长基金运转的最新情况 

26. 以下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摩洛哥(代表非洲集团)、不丹(代表亚洲－太平洋集

团)、巴拿马(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格鲁吉亚(代表中欧和东欧区域

执行附件(附件五))。 

27. 葡萄牙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还作了进一步发言。 

28. 沙特阿拉伯代表(代表阿拉伯集团)作了进一步发言。 

29.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中国、墨西哥、哥伦比亚、日本、巴西、加拿大、瑞

士、菲律宾、加纳的代表发了言。 

30. 粮农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31.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中心代表以民间社会组织的名义作了进一步发言。 

32. 考虑以书面发言代替下列代表的发言：_ 

[待补] 

 (c) 通报执行干旱倡议和相关执行工作的最新情况； 

33. 以下国家的代表发了言：贝宁、加纳和纳米比亚(代表非洲集团)、黎巴嫩(代

表亚洲－太平洋集团)、巴西(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俄罗斯联邦(代

表中欧和东欧区域执行附件(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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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欧盟委员会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也发了言。 

35. 沙特阿拉伯代表(代表阿拉伯集团)作了进一步发言。 

36.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中国、乌克兰、墨西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斯威士兰、瑞士、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_____ 

[待补] 

 B. 根据《公约》解决干旱问题的有效政策和执行措施政府间工作组的临

时报告； 

[待补] 

 四. 会议闭幕 

 A. 通过《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待补] 

 B. 会议闭幕。 

[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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