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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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 

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层面有效执行《公约》 

确保获得额外投资和与资金机制的关系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全球环境基金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全球环境基金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秘书处的说明 

 概要 

1.  缔约方在第 11/COP.12 号决定中，请《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荒漠化

公约》)秘书处继续与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秘书处合作，根据包括《公约》目

标在内的《公约》文本以及《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二届会议的决定，特别是第

9/COP.12 号决定第 4 段、第 8/COP.12 号决定和第 3/COP.12 号决定，修订谅解

备忘录。 

2.  在该决定中，缔约方还请《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向缔约方会议主席团报告进

展情况，并通过主席团就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案文征求缔约方的意见。 

3.  在该决定中，缔约方又请《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报告该决定的执行情况，并

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三届会议提交谅解备忘录草案，供其审议和作出决定。 

4.  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在 2017 年 6 月 29 日致《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

的信中，根据两个秘书处的协商情况，提交了《<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

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缔约方会议与全球环境基金

理事会关于加强协作的谅解备忘录》修订草案。 

5.  《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和环境基金秘书处商定将谅解备忘录草案提交缔约方

会议审议和作出最后决定。草案载于附件，并按收到的原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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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 

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缔约方会议与 

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关于加强协作的 

谅解备忘录修订草案 

2017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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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

的公约》(下称“《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由执行秘书代表)和全球环境基

金(下称“环境基金”)理事会(由首席执行官/主席代表)， 

 鉴于环境基金与《荒漠化公约》在 2005 年 10 月 28 日订立了谅解备忘录(谅

解备忘录)； 

 鉴于根据《荒漠化公约》第 21 条，“缔约方会议应促进拥有资金机制并应

鼓励这种机制尽量为受影响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非洲此类国家，执行《公

约》获得资金”； 

 鉴于环境基金第四次大会(2010 年 5 月 25 日至 26 日，乌拉圭埃斯特角)的决

定对《环境基金文件》作了修订，以便环境基金可作为《荒漠化公约》的一个资

金机制； 

 鉴于环境基金第二次大会(2002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国北京)决定修订

《关于建立经改组的环境基金的文件》，将土地退化问题，主要是荒漠化和毁林

包括在内，将其作为环境基金六个重点领域之一，并包括进环境基金秘书处的一

项职能，即代表理事会与《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开展协调； 

 鉴于《荒漠化公约》第 6/COP.6 号决定根据《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b)项和

第 21 条，同意环境基金作为《荒漠化公约》的资金机制，并请《荒漠化公约》

秘书处作为其职能的一部分，代表《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与环境基金开展协

调； 

 鉴于《荒漠化公约》第 6/COP.7 号、第 6/COP.8 号、第 10/COP.9 号、第

11/COP.10 号和第 11/COP.11 号决定规定了环境基金秘书处与《荒漠化公约》秘

书处之间的协作； 

 鉴于环境基金理事会第 36 届会议(2009 年 11 月 10 日，华盛顿特区)通过了

关于除透明资源分配系统外，还为扶持活动提供资金的决定； 

 忆及关于全球机制的治理和体制安排的第 6/COP.10 号决定，其中决定将全

球机制的问责和法律代表权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转移到《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忆及《荒漠化公约》关于“十年战略”的第 3/COP.8 号决定，其中请环境基

金在为下个充资阶段进行规划时考虑到“战略”，以便利《公约》的切实执行； 

 忆及经环境基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大会修订的《关于建立经

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 

 鉴于环境基金与《荒漠化公约》2005 年 10 月 28 日订立的谅解备忘录需要

根据《荒漠化公约》第 11/COP.10 号决定和第 11/COP.11 号决定加以修订； 

 鉴于第 11/COP.12 号决定请《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继续与环境基金秘书处合

作，根据包括《公约》目标在内的《公约》文本以及《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二

届会议的决定，特别是第 9/COP.12 号决定第 4 段、第 8/COP.12 号决定和第

3/COP.12 号决定，修订谅解备忘录； 

 商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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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1.  为本谅解备忘录的目的： 

 (a) “大会”系指《关于建立经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第 13 条所界

定的环境基金大会； 

 (b) “缔约方会议”系指《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 /或荒漠化的国

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第 22 条所界定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c) “公约”系指《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公约，特别

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 

 (d) “理事会”系指《关于建立经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第 15 至 20

段所界定的环境基金理事会； 

 (e) “环境基金重点领域”系指《关于建立经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

件》第 2 段所规定的重点领域； 

 (f) “环境基金”系指根据《关于建立经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文件》所

建立的全球环境基金； 

 (g) “环境基金文件”系指经修正的《关于建立经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

文件》； 

 (h) “执行和行政机构”系指《环境基金文件》第 22 段所界定的执行机构

以及应按照理事会决定扩大机会而受益的执行和行政机构； 

 (i) “谅解备忘录”系指本谅解备忘录； 

 (j) “缔约方”系指《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方。 

  《荒漠化公约》与环境基金之间的一致性 

2.  环境基金土地退化重点领域的目的与《公约》及其各项战略的目的之间的一

致性被认为是互利合作的基础。环境基金秘书处和《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将在实

质性问题上开展合作，即在环境基金理事会和《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为

加强这种一致性以及环境基金和《荒漠化公约》之间的协作而继续努力的实质性

问题上开展合作。 

3.  本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将根据(一) 环境基金政策和程序，以及(二) 《荒漠

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决定解释。 

  关于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战略、方案和项目 

4.  在拟订战略、方案和项目时，环境基金将考虑《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的

相关决定。 

  报告 

5.  环境基金将编制一份关于为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方案和项目筹资的报

告，并通过《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提交《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每届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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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该报告除其他外将包括： 

 (a) 在报告所涉期间环境基金理事会核准的关于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

的方案和项目综述，并说明环境基金为这些项目供资和联合供资的情况； 

 (b) 理事会核准的关于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方案和项目清单，并说

明环境基金为此种方案和项目拨出的资金资源总额； 

 (c) 环境基金通过土地退化重点领域和其他重点领域以及各重点领域之间

的协同，为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做法和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开展综合活动的经验

情况； 

 (d) 环境基金补充资金的协定以及在土地退化重点领域项下计划提供资金

的情况； 

 (e) 环境基金的监测和评估活动情况，包括在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项

目方面汲取的教益； 

 (f) 为土地退化重点领域的扶持活动向有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资金的情

况； 

 (g) 与和环境基金协作有关的《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决定的执行情

况。 

7.  缔约方会议每届常会后，《荒漠化公约》将编制一份关于缔约方通过的与环

境基金有关的决定的情况报告，通过环境基金秘书处提交环境基金理事会。报告

将载有缔约方会议上讨论为土地退化相关活动筹资的环境基金活动情况。 

  秘书处之间的合作 

8.  环境基金秘书处和《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将相互沟通合作，并且定期就与环

境基金理事会和《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决定有关的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

进行协商。 

9.  环境基金秘书处和《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将就以下方面相互协商：(一) 有关

土地退化的战略、方案和项目建议；(二) 与环境基金和《荒漠化公约》有关的

文件草案的案文，然后再印发此种文件的案文，供环境基金理事会或《荒漠化公

约》缔约方会议审议。 

  以对等方式出席对方举行的会议 

10.  《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将邀请环境基金秘书处出席缔约方会议举行的会

议，环境基金秘书处也将邀请《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出席环境基金理事会和大会

的会议。 

  监测和评估  

11.  环境基金将向缔约方会议提供环境基金独立评估办公室有关环境基金在土

地退化领域活动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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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端的解决 

12.  如果在本谅解备忘录的解释方面出现意见分歧，《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

和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主席将共同通报缔约方会议和理事会，并将请它们就可

以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提出建议。 

  修订 

13.  本谅解备忘录的修订将由缔约方会议和理事会核准。修订建议由《荒漠化

公约》执行秘书和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主席共同提交，供缔约方会议和理事会

审议并核准。 

  终止 

14.  缔约方会议或理事会可以随时在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后终止本谅解备忘

录。此种终止应自发出退出通知起六个月后生效，并且不应影响那些在此种终止

之前已经开始的活动的有效性和期限。 

15.  尽管有第 14 段的规定，如果在本谅解备忘录终止之时，本谅解备忘录下尚

有未完成的活动，包括环境基金执行和行政机构向第三方承付的环境基金项目，

则本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将继续适用于任何此类未完成的活动，直到这些活动充分

完成。 

  生效 

16.  本谅解备忘录将在本谅解备忘录第一页提及的日期生效，并将取代环境基

金与《荒漠化公约》2005 年 10 月 28 日订立的谅解备忘录。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签署按上文第 16 段所述生效的本谅解备忘录，以

昭信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