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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会议开幕 

 A. 欢迎仪式 

1.  2011年 10月 10日，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由第九届会议主席拉蒙·库埃瓦
先生阁下(阿根廷)主持开幕。 

 B. 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开幕 

2.  在 2011 年 10 月 10 日会议上，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议事规则第
22条，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主席也做了发言。 

 C. 选举主席 
(议程项目 1) 

3.  在 2011 年 10 月 10 日第 1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以鼓掌方式选举大韩民国
山林厅长官李敦求先生阁下为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主席。 

4.  新任主席做了发言。 

 D. 一般性发言 

5.  在 2011年 10月 10日第1次会议上，《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做了发言。 

6.  在同次会议上，阿根廷(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波兰(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
员国)、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亚洲和太平洋国
家)、哥斯达黎加(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和乌克兰(代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
代表发了言。 

7.  在同次会议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代表做了发言。 

8.  在同次会议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也做了发言。 

 二.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议程项目 2) 

9.  在 2011年 10月 10日第 1次会议上，会议审议了本议程项目。 

10.  阿根廷、牙买加、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国家)的代表做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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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同次会议上，在《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作出澄清之后，缔约方
会议通过了载于 ICCD/COP(10)/1号文件并经口头修订的议程： 

1. 选举主席。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3.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a) 选举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修正议事规则(包括第 22条)； 

(b) 选举副主席； 

(c) 选举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d) 选举《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主席。 

4. 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5. 认可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与会资格，接纳观察员。 

6. 推进执行《公约》的十年战略规划和框架(2008-2018年)： 

(a) 审查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其对缔约方会议的建议； 

(b) 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其对缔约方会议
的建议； 

(c) 促进区域协调执行《公约》的机制； 

(d) 审评在执行综合传播战略方面的进展； 

(e) 修订的关于民间社会组织参加《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会议和
进程的程序； 

(f) 关于未落实的联合检查组建议的后续行动； 

(g) 保持专家名册和必要时设立特设专家小组。 

7. 方案和预算： 

(a) 2012-2013两年期方案和预算； 

(b) 《公约》信托基金财务业绩。 

8. 联合检查组评估全球机制的后续行动： 

(a) 执行第 6/COP.9号决定第 1-3段和第 5-8段； 

(b) 评价全球机制现有和可能的报告、问责和体制安排。 

9. 审议贯彻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相
关的成果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八和第十九届会议的成果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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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决项目： 

(a) 议事规则第 47条； 

(b) 解决执行问题的程序和体制机制； 

(c) 载有仲裁和调解程序的附件。 

11. 联合国荒漠与防治荒漠化十年(2010-2020年)。 

12. 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列入缔约方会议的正式工作方案：公开对话会。 

13. 特别会议：交互式对话会。 

14. 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方案。 

15. 会议报告。 

12.  在同次会议上，在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国家)的代表发言之后，缔约方会议
通过了第十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B. 选举主席团其他成员 
(议程项目 3) 

13.  在 2011年 10月 10日、14日和 21日第 1次、第 2次和第 9次会议上，会
议审议了本议程项目。 

14.  在 2011 年 10 月 10 日和 14 日第 1 次和第 2 次会议上，会议选出如下主席
团成员： 

  副主席： 

Khalifa Abdel Kader先生(阿尔及利亚) 

Bongani Masuku先生(斯威士兰) 

Beij Mohan Singh Rathore先生(印度) 

Ogtay Jafarov先生(阿塞拜疆) 

Peter Molnar先生(匈牙利) 

Pedro Garcia Brito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 

Sonia Gonzales Molina女士(秘鲁) 

Franz Breitwieser先生(奥地利) 

Yve Guinand 先生(瑞士) 

  副主席兼报告员： 

Peter Molnar先生(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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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15.  在 2011 年 10 月 10 日第 1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选举 Antonio Rocha 
Magalhães先生(巴西)为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主席 

16.  在同次会议上，有人提醒缔约方会议，Chencho Norbu 先生(不丹)曾当选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九和第十届会议主席。 

17.  在 2011年 10月 21日第 9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选举Mary Rowen女士(美
利坚合众国)为《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未来第十一和第十二届会议主席。 

 C. 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议程项目 4) 

18.  在 10 月 21 日第 9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审议了 ICCD/COP(10)/30 号文件
所载的全权证书审查报告及其中所载的建议。 

19.  在同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该报告。 

 D. 认可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的与会资格，接纳观察员 
(议程项目 5) 

20.  在 2011年 10月 10日第 1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决定认可 ICCD/COP(10)/28号
文件附件一和其增编中的附件一和二所列组织为观察员。 

 E.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21.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在 Antonio Rocha Malgahaes 先生(巴西)主持
下召开。委员会从 2011年 10月 11日至 13日共举行了 6次会议。 

22.  在 2011年 10月 10日第 1次会议上，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下列人士为第
十届会议副主席：Jean Ndembo Longo 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Nicholas Hanley
先生(欧洲联盟)、Amjad Virk先生(巴基斯坦)、Yury Kolmaz先生(乌克兰)。 

23.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载于 ICCD/COP(10)/CST/1 号文件的议程以及
该文件附件二所载工作安排。 

24.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还商定设立一个联络组。 

25.  在 2011年 10月 12日第 3次会议上，委员会任命副主席 Nicholas Hanley先
生(欧洲联盟)为第十届会议报告员。 

26.  委员会向缔约方会议提出了 9项建议，缔约方会议在 2011年 10月 14日
第三次会议上就这些建议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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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 2011年 10月 14日缔约方会议第 3次会议上，一个缔约方发言提出请求
说，如果要在未来届会上通过科技委的建议，秘书处须确保未安排区域集团的平

行会议，并要确保区域集团在这些会议上的公平代表性。 

28.  该缔约方还说，ICCD/COP(10)/CST/2 号文件所载的所谓“科学同行审查的
核心原则”并未经过联络组内的谈判。 

29.  最后，该缔约方说，有必要摆脱监测和报告指标，转而采取一种更为注重
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具体行动的方针，既要改进南北合作和加强合作，也要

提高透明度并采用成熟的技术。 

 F.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 

30.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在 Chencho Norbu先生(不丹)主持
下举行。委员会在 2011年 10月 11日至 21日共举行了 7次会议。 

31.  在 2011年 10月 19日第 6次会议上，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关于“战略”中期
评价的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情况载于本报告附件六。 

32.  在 2011年 10月 20日第 7次会议上，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下列人士为副
主席：Ambroise Zanga先生(中非共和国)、Hussein Nasrallah先生(黎巴嫩)、Luis 
Estuardo Rios Gonzalez先生(危地马拉)、Uladzimir Sauchanka先生(白俄罗斯)。 

33.  审评委向向缔约方会议提出了 8项建议，缔约方会议在 2011年 10月 21日
第九次会议上就这些建议采取了行动。 

 G. 全体委员会 

34.  在 2011年 10月 10日第 1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决定设立全体委员会，还
决定将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议程

1 第 11 段详述的议程项目交给全体委员会处
理，以及审议议程项目 3 (a)和相应的 ICCD/COP(10)/24 号文件，并将 ICCD/ 
COP(10)/29号文件的审议由议程项目 5下移至议程项目 6 (e)下。 

35.  在同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还指定牙买加 Philbert Brown先生为全体委员会
主席。委员会在 2011年 10月 11、14、19、20、21日共举行了 6次会议。 

3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还设立了两个联络组：(a) 全球机制评估问题联络
组，由 Naser Moghaddas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召集，(b) 预算问题联络组，
由 Thomas Heimgartner先生(瑞士)召集。在 10月 14日第二次会议上，委员会再
设立一个联络组，处理委员会的未决问题。 

37.  委员会向缔约方会议提出了 12 项建议，缔约方会议在 2011 年 10 月 21 日
第九次会议上就这些建议采取了行动。 

  

 1 见 ICCD/COP(10)/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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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特设专家组 

38.  特设专家组(专家组)在 2011年 10月 20日举行了一次会议。 

39.  专家组向缔约方提出了 2 项建议，缔约方会议在 10 月 21 日第 9 次会议上
就这些建议采取了行动。 

40.  特设专家组没有提出总结。 

 I. 出席情况 

41.  《荒漠化公约》下列 156个缔约方代表出席了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 

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古巴 

捷克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欧洲联盟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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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立陶宛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里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蒙古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尼日尔 

尼日利亚 

纽埃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帕劳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泰国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ICCD/COP(10)/31 

GE.11-65319 11 

42.  出席本届会议的还有以下非《公约》缔约方的国家观察员： 

教廷 

43.  巴勒斯坦的观察员也出席了本届会议。 

44.  下列联合国机关、组织和计(规)划署、办事处以及专门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
议： 

新闻部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 

《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公约》)秘书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 

联合国森林论坛(森林论坛)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 

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减灾战略) 

联合国大学 

世界银行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 

45.  21个政府间组织和 51个民间社会组织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J. 文件 

46.  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审议的文件清单载于本报告附件七。 



ICCD/COP(10)/31 

12 GE.11-65319 

 三. 将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列入缔约方会议的正式工作方案： 
公开对话会 
(议程项目 12) 

47.  在本议程项目之下，缔约方会议于 10月 14日和 19日在第 2和第 8次会议
上举行了两场公开对话会。 

48.  在 10 月 14 日第 2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举行了第一场对话会，主题是
“可持续土地管理技术，包括适应和抗御力”，由 Emmanuel Seck 先生(ENDA 
Tiers Monde, 塞内加尔)协调。在会上作陈述的有：韩国民间社会组织网络的
Jaekwang Ko 先生、阿尔及利亚生态运动的 Halima Slimani女士、哥伦比亚生命
绿洲基金会的 Cecilia Leal女士、摩尔多瓦共和国非政府组织 Bios的Maria Bivol 
女士、西班牙促进和支持发展协会基金会的 Celia Barbero 女士、印度 Gramin 
Vicas信任组织的 Subrata Bhattacharya先生。 

49.  在 10 月 19 日第 8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举行的第二场对话会，主题是
“民间社会组织联系昌原倡议在实地执行《荒漠化公约》的动态、挑战和机

会”，由国际行动和实现中心(CARI)的 Patrice Burger 女士协调。在会上作陈述
的有：环境与发展妇女组织(WEDO)的 Rachel Harris 女士、地方环境倡议国际理
事会(ICLEI)的 Seyram Agbemenya 女士、可持续发展中心(CENESTA)的 Khadija 
Razavi 女士、环境监测小组(EMG)的 Noel Oettle先生。 

50.  与会民间社会组织的宣言见附件四。 

 四. 特别会议：交互式对话会 
(议程项目 13) 

51.  在 10月 17日和 18日第 4至第 7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在本议程项目之下
举行了一次特别高级别会议，分为 3场交互式对话会。 

52.  在 10 月 17 日第 4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主席主持高级别会议开幕并做了
发言。 

53.  在同次会议上，《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做了发言。 

54.  在同次会议上，以区域集团名义做部长级发言的有：Rachid Benaissa 先生
阁下；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国家)；Alireza Owrangi 先生阁下，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代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José Amado Castello Gonzalez先生阁下，古巴(代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Janusz Zaleski 先生阁下，波兰(代表欧洲联盟)；Lazar 
Chirica先生阁下，摩尔多瓦共和国(代表中欧和东欧国家区域执行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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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圆桌会议 1 
全球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与粮食安全：为我们的粮食安全保护资源基础 

55.  在 10 月 17 日第 4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举行了第一场交互式对话会，
对话会的联合主席是阿尔及利亚环境和土地管理部长 Rachid Benaissa 先生阁
下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副部长兼森林、牧区和流域管理组织负责人 Alireza 
Owrangi 先生阁下。基调发言人是世界复合农林业中心(农林中心)前任总干事、
《荒漠化公约》“旱地大使”Dennis Garrity博士，发言主持人是《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执行秘书Ahmed Djoghlaf先生。下列专题主讲人做了陈述：布基纳法索环
境和可持续发展部长 Jean Koulidiati先生阁下、格鲁吉亚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David 
Ioseliani先生阁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助理署长 Douglas Gardener先生。 

 B. 圆桌会议 2 
里约+20 背景下的《荒漠化公约》：处理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是绿
色经济的基石 

56.  在 10月 17日和 18日第 5次和第 6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举行了第二场交
互式对话会，联合主席是波兰副国务秘书 Janusz Zaleski 先生阁下和巴巴多斯环
境和排涝部长Denis Lowe先生阁下。基调发言人是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前任主
任 Salvano Briceño 先生，发言主持人是莱索托林业和土地开垦部长 Kabelo Mafura
先生阁下。下列专题主讲人做了陈述：津巴布韦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长 Francis 
Nhema先生阁下、意大利环境部长副国务秘书 Elio Vittorio Belcastro先生阁下、
贝宁环境、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 Blaise Onesiphore Ahanhanzo-Glele 先生阁下。 

 C. 圆桌会议 3 
为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驾驭科学知识：改进之路 

57.  在 10 月 18 日第 6 次和第 7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举行了第三场交互式对
话会，联合主席是中国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女士阁下和摩洛哥水利、森林和防

治荒漠化高级专员 Lhafi Abdeladim 先生阁下。基调发言人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土
壤学教授 Rattan Lal教授，发言主持人是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局国际事务、生命与
生态创新主任 Timo Mäkelä 先生。下列高级别代表做了陈述：加纳环境部长
Sherry Ayittey女士阁下、沙特阿拉伯农业事务副大臣Mohammed A. Alshiha先生
阁下、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ICRISAT)总干事William Dar先生、世界气象
组织秘书长Michel Jarraud先生。 

58.  高级别会议还审议了大韩民国作为东道国提出的“昌原倡议”。缔约国大
都表示支持这项旨在充分发挥《荒漠化公约》执行进程的潜力的倡议。 

59.  缔约方会议主席编写的特别会议及其三场交互式对话会的总结见附件一。 

60.  圆桌会议发言者名单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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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九次议员圆桌会议 

61.  10 月 13 日和 14 日，缔约方会议举行了第九次议员圆桌会议，议题是“通
过有效可持续土地管理实现全球可持续性和执行《荒漠化公约》十年战略”。 

62.  议员宣言见附件三。 

 六.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 

63.  在 10月 21日第 9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通过了 39项决定和 1项决议。 

 A. 按照缔约方会议主席的建议作出的决定 

64.  缔约方会议按照第十届会议主席的建议通过了以下决定： 

32/COP.10 选定《公约》秘书处并为其运作作出安排：行政和支助安排 

34/COP.10 特别会议：交互式对话会 

35/COP.10 第九次议员圆桌会议的报告 

36/COP.10 参加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的民间社会组织宣言 

37/COP.10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宣言 

38/COP.10 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方案 

39/COP.10 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B. 按照主席团的建议作出的决定 

65.  缔约方会议按照第十届会议主席团的建议通过了以下决定： 

33/COP.10 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C. 按照全体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的决定 

66.  缔约方会议按照全体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以下决定： 

2/COP.10 加强和增进行动方案与“战略”的协调进程 

3/COP.10 改善促进区域协调执行《公约》的机制 

4/COP.10 审评在执行综合传播战略方面的进展 

5/COP.10 修订的认可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代表参加缔约方会议资

格及其参加《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会议和进程的程序 

6/COP.10  全球机制的治理和体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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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OP.10 共同筹资战略 

8/COP.10 贯彻可持续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中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相关的内容，关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处

理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的大会高级别会议，以及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议的筹备进程 

9/COP.10 促进和加强与其他有关公约、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10/COP.10 2012-2013两年期方案和预算 

25/COP.10 选举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28/COP.10 《议事规则》第 47条 

31/COP.10 联合国荒漠与防治荒漠化十年  

 D. 按照《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的决定 

67.  缔约方会议按照《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以下决定： 

1/COP.10 《公约》各机构和附属机构的多年期工作计划 

11/COP.10 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 

12/COP.10 推进执行《公约》的十年战略规划和框架中期评价的模式、

标准和职权范围草案 

13/COP.10 对照业绩指标评估《公约》执行情况 

14/COP.10 有关评估执行情况的迭接程序，包括业绩指标和影响指标、

方法和报告程序 

15/COP.10 审议执行《公约》的最佳做法 

16/COP.10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方案 

17/COP.10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E. 按照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的决定 

68.  缔约方会议按照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建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18/COP.10 按照推进执行《公约》的十年战略规划和框架(2008-2018 年)
重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业务活动 

19/COP.10 关于衡量“战略”的战略目标 1、2 和 3 进展情况最佳方法的
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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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OP.10 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能够成为荒漠化/土地退化和缓
解干旱影响领域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全球权威机构的措施：评

估如何组织国际多学科科学咨询意见以支持《公约》进程 

21/COP.10 知识管理系统，包括传统知识、最佳做法和成功案例 

22/COP.1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研究金方案 

23/COP.10 独立专家名册 

24/COP.10 科学和技术联络员的作用和责任 

26/COP.10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的日期、地点和工作方案 

27/COP.10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方案 

 F. 按照特设专家组的建议作出的决定 

69.  缔约方会议按照特设专家组的建议通过了以下决定： 

29/COP.10 解决执行问题的程序和体制机制 

30/COP.10 载有仲裁和调解程序的附件 

 G. 决议 

70.  在 10 月 21 日第 9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还按照印度代表的建议通过了以
下决议： 

1/COP.10 向韩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谢意 

 七. 会议闭幕 

 A. 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议程项目 14) 

71.  在第 9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关于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的日期
和地点的第 39/COP.10号决定。 

 B. 通过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的报告 
(议程项目 15) 

72.  在第 9 次会议上，缔约方会议通过了第十届会议的报告草稿(ICCD/COP(10)/ 
L.18)，并授权报告员在秘书处协助下酌情完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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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主席对高级别会议的总结 

  导言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的高级
别会议于 2011年 10月 17日和 18日在大韩民国昌原举行。 

2.  在高级别会议上，与会部长和代表团负责人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和高级官员进
行了一般性的全体讨论，其形式为三场部长级圆桌会议。政治领导者的讨论安排

如下： 

(a) 圆桌会议 1：全球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与粮食安全：为我们的粮食
安全保护资源基础 

(b) 圆桌会议 2：里约+20 背景下的《荒漠化公约》：处理荒漠化/土地退化
和干旱是绿色经济的基石 

(c) 圆桌会议 3：为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驾驭科学知识：改进之路 

3.  此外，他们还审议了大韩民国政府提出的“昌原倡议”，这是因为韩国山林
厅长官担任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主席而提出的。 

 一. 圆桌会议 1 
全球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与粮食安全：为我们的粮食安全
保护资源基础 

4.  许多与会者都强调了土地退化与粮食安全的联系，认为是许多受荒漠化影响
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瓶颈问题。他们提到严重缺乏粮食安全、缺乏能源，以及水

资源稀缺。一些与会者强调说，目前非洲之角的饥荒表明，需要发展更具有抗旱

能力的生产系统。 

5.  然而，就提高土地生产力而言，部长们的辩论揭示出，尽管生态系统脆弱，
生活条件困难，但是在许多国家，受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影响的生态系统中
的居民，已证明了自己在十分严酷和多变的环境中的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 

6.  与会者提到，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在“绿
化”脆弱生态系统和重振农业生产方面所做的努力。在这方面，一些缔约方提到

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在处理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方面的重要性。妇女赋权被认
为是在农村地区打造可持续的地方解决办法途径之一。关于在改善可持续土地管

理方面投资的政策措施，一些与会者着重提到需要调动适足的资源，包括确保全

球环境基金所提供资源的便捷的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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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圆桌会议 2 
里约+20 背景下的《荒漠化公约》：处理荒漠化/土地退化和
干旱是绿色经济的基石 

7.  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为缔约方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背景，从而交流意见，并探
索如何为《荒漠化公约》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议(里约+20)上获得恰当位
置作出贡献。 

8.  在初步的意见交流中，有人提醒缔约方注意，里约+20 的目标是要重振对可
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评估各次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首脑会议结果的执行方面

迄今已取得的进展和仍然存在的差距，并处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里约+20
将侧重于两个主题：(1) 联系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实现绿色经济；(2) 可持续
发展的体制框架。 

9.  一些缔约方指出，土地本身有潜力应对当今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因此，许多缔约方提出，可通过设立一个土地和土壤问题

政府间专门委员会对《荒漠化公约》的执行进行更好的监测，从而进一步支持该

公约。 

10.  一些缔约方还提出，里约+20可以表示承认一个事实，即土地退化已超出了
《公约》通过时在案文中指出的那些生态系统(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因
此，里约首脑会议可以表示承认《荒漠化公约》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处理土地退化

问题的唯一政府间进程。 

11.  许多缔约方呼吁加强里约三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荒漠化
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尤其是因为要考虑到这些公约通过国家行动方
案、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在国家一级的执行。它

们提出，里约+20必须处理这个联系，而讨论绿色经济则尤需如此。 

12.  长时间讨论的一项内容是绿色增长概念。部长们重申，无论是从他们的意
见来看还是从《荒漠化公约》的观点来看，绿色增长概念都应充分纳入可持续土

地管理、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粮食生产以及水的提供和储存系统，而这些都被

认为是实现《荒漠化公约》目标的关键。部长们认为，这是在准备召开里约+20
之时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最佳平台。 

 三. 圆桌会议 3 
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驾驭科学知识：改进之路 

13.  有人重申，推进执行《公约》的十年战略规划和框架(“战略”)的愿景是，
使《荒漠化公约》成为关于荒漠化/土地退化和缓解干旱影响的科学技术知识的
一个全球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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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级别会议期间政策制订者和科学界人士的对话有助于在与荒漠化/土地退
化和干旱有关的关键问题上协调意见和形成共识。 

15.  对话着眼于更好地设法在科学界和政策制订者之间进行科学知识的传达，
增进对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与其他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联系的认识。所讨论
的问题包括：(1) 《荒漠化公约》如何确立科学与政策的纽带并在受影响生态
系统可持续土地利用做法问题上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2) 应设置哪些政策
激励办法，以奖励土地使用者通过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状况为全球福祉所作出

的贡献？ 

16.  许多缔约方呼吁加强科学基础，以便更好地理解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
它们重申，《荒漠化公约》进程目前已达到一个阶段，需要设立一个关于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的政府间咨询机构，该机构可为政策制订者提供权威的专
家意见，以便有效地开展扭转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政策制订进程，建立对干旱的

防御力，并切断荒漠化与贫困的连带关系。许多缔约方还提出制订一种衡量可量

化指标的统一的方法，以进一步监测《公约》的执行情况。 

17.  与会者们还说，《荒漠化公约》在国家一级的活动应得到科学的补充和滋
养。他们讨论了联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为政策制订者提供科学信息的各种
办法。然而，他们一致认为，科学应启发政策，反之亦然。 

 四. “昌原倡议” 

18.  “昌原倡议”的目标是通过确定指标和巩固有效的伙伴关系对“战略”加
以补充。 

19.  大韩民国政府根据“战略”和缔约方会议的决定提出了重点领域。这些重
点领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 加强《荒漠化公约》的科学进程；(2) 调动额外
的资源和推进伙伴关系安排；(3) 加大吸收私营部门参与的力度并通过发起“土
地生命奖”促进最佳做法。 

20.  在审议“昌原倡议”时，许多缔约方对该倡议表示欢迎，并请缔约方会议
第十届会议主席团在闭会期间追踪其执行情况。 

21.  经过部长们的讨论，高级别会议表示赞赏和感激地注意到“昌原倡议”；
该倡议的案文载于本项总结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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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昌原倡议 

(案文见 ICCD/COP(10)/MISC.5/Rev.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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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nglish only] 

  List of speakers at the special segment： interactive dialogue 
sessions 

  Round table 1： Desertification, 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and food security： 
Preserving the resource base for our food security 

1. Mr. Michel Mordasini,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Head of the Directorate Global 
Cooperation, Swiss Development Agency and Cooperation 

2. H.E. Ms. Rejoice Mabudafhasi (South Africa) Deputy Minister of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3. Mr. Jose Ramon Cueva (Argentina)， Director de Conservacioń del Suelo y 
Lucha la Desertificacion de la Secretaria de Ambiente y Desarrollo Sustenable  

4. H.E. Mr. Pedro García Brito (Dominican Republic)， Vice-Ministro, Ministerio 
de Medio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 

5. H.E. Mr. George Owour, Ambassador,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Kenya, 
Nairobi  

6. Dr. Sohrab Ali (Bangladesh)， Deputy Directo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7. H.E. Sigbjorn Tenfjord, Ambassador of Norway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8. H.E. Ms. Sherry Ayittey (Ghana)，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9. H.E. M. Blaise Ahanhanzo-Glele (Benin)， Ministre de l’environnement, 
l’habitat et de l’urbanisme. 

  Round table 2： The UNCCD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o + 20： Addressing 
Desertification, 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as a cornerstone of the Green Economy 

1. H.E. Mr. José Amado Castello Gonzalez (Cuba)， Ministro de Ciencia, 
Technologia y Medio Ambiente 

2. H.E. Mr. Arefaine Behre (Eritrea)，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3. Ms. Maria Victoria Chiriboga (Ecuador)， Director of Mitigation and Adaption 
of Climate Change 

4. H.E. Mr. Ambroise Zanga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economie sociale 

5. Mr. Agus Sarsito,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stry of 
Indonesia 

6. H.E. Mr. Yb Datuk Sei Noh Bin Haji Omar (Malaysia)，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 

7. H.E. Ms. Rejoice Mabudafhasi (South Africa)， Deputy Minister of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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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E. Mr. Hem Raj Tater (Nepal)， Minister for Environment 

9. H.E. Mr. Ha Young-hyo (Republic of Korea)， Vice-Minister of the Korea 
Forest Service 

10. Mr. Md. Ali Sohrab (Bangladesh)， Deputy Directo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 

11. Mr. Ahmed Saif Al Matri (United Arab Emirates)， Director of Desertification 
Departmen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Water 

12. Sra. Ivy Eliana Beltran Jaun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Funcionaria de la 
Unidad Madre Tierra y Agua,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13. Mr. Paulino Franco Carvalho Neto (Brazil)， Head of Delegation, 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 

14. Mr. Bolat Bekniyaz (Kazakhstan)， national focal poin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15. Ms. Nkareng Mahlompho Mota (Lesotho)， Principal Secretary, Ministry of 
Forestry and Land Reclamation  

16. H.E. Ms. Sherry Ayittey (Ghana)，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17. M. Sandjima Dounia (Chad)， Secrétaire général ， Ministère de 
l’environnement, de l’eau et des resources halieutiques  

18. H.E. M. Henri Djombo (Congo)， Ministr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e 
l’economie forestière et de l’environnement  

19. H.E. Mr. Sigbjorn Tenfjord (Norway)， Ambassador of Norway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 H.E. Mr. Casimiro Huate (Mozambique)， Minister 

21. Mr. B.M.S. Rathore (India)， Joi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Round table 3： Harnessing science knowledge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The path to improvement 

1. Sr. Octavio Pérez Pardo (Argentina)， Punto focal nacional, Director de 
Conservación del Suelo y Lucha contra la Desertificacion  

2. M. Michel P. Sedogo (Burkina Faso)， Correspondant national pour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Directeur de recherché Agro-Eco-Pédologie INERA/CNRST  

3. Mr. Abilio Syanga (Angola)， Consul General, Ms. Sylvia Marasigan 
(Philippines)； Vice-Minister, Ministry of Urbanism and Environment  

4. H.E.Mr. Blaise Louembe (Gabon)， Minister  

5. Mr. Agus Sarsito (Indonesia)， Hea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Forestry 
Ministry 

6. Mr. Nguen Ba Ngai (Vietnam)， Director, Vietnam Forest  

7. Mr. Ibrahim M. Nasr (Egypt)， President of Desert Research Center  

8. Mr. Jeff Herrick (United States)， Research Soil Scientis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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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E. Mr. Mladen Zirojevic (Bosnia and Herzegovina)， Minister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10. Mr. Jesda Kaewkulaya (Thailand)， Senior Expert, National Water Resource 
Committee  

11. H.E. Mr. Kamanzi Stanislas (Rwanda)， Minister of Natural Resources 

12. Ms. Farah Ebraheem (Kuwait)， Director of Coastal Monitoring and 
Desertification  

13. Mr. Ngosi C. Mwihava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Deputy Permane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14. Ms. Maria Victoria Chiriboga (Ecuador)， Undersecretary of Climate Chang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15. Mr. Fundisile Mkeleni (South Africa)，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at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16. Mr. Fasil Reda (Ethiopia)， Research Program Coordinat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17. Mr. Uriel Safriel (Israel)， Professor of Ecology, Center of Environment 
Conventions Blaustein Institute for Deser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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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议员宣言 

  第九次议员圆桌会议 
2011年 10月 13日和 14日，昌原 
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平行举行 

  议员在防治荒漠化努力中的作用：议会对通过有效可持续土
地管理实现全球可持续性和对执行《荒漠化公约》十年战略

的贡献 

 我们，议会议员，应《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荒漠化公约》)秘书处邀
请，在各国议会联盟和大韩民国国会的支持下，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举行的

同时，于 2011年 10月 13日和 14日在昌原(庆尚南道/大韩民国)举行第九次圆桌
会议，讨论可持续土地管理与“十年战略”问题； 

 重申我们的责任，即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促进和加强相互依存、

相互增强的可持续人的发展的各个支柱，同时我们仍然致力于所有人的人权和人

的尊严的不可分割性，致力于民主制度，致力于通过更为有效、更加民主和更负

责任的国家、国际和多边机构实现更好的治理； 

 震惊地注意到更为频发的干旱和水灾以及持续的荒漠化、土壤侵蚀和贫困趋

势，正如大非洲之角地区目前所经历的那样； 

 认识到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以及气候变化，包括海平面上升的不利影响

和生物多样性的不断损失，正在威胁到支撑地球生命和全球生态圈的各种过程； 

 建议执行《荒漠化公约》的进程大大改善与下列各项的联系：气候指标、消

除贫困，以及旨在处理粮食安全、被迫移徙、争夺稀缺资源的冲突的努力和将荒

漠化纳入相关国家政策领域主流； 

 深信《荒漠化公约》的执行进程作为全球土地和土壤问题的框架需要得到加

强，因为它在防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方面具有适应、缓解和抗御的潜力，从而

可以按照“千年发展目标 7”(确保环境可持续性)为全球的可持续性作出贡献； 

 呼吁，鉴于已通过《荒漠化公约》十年战略，为使《公约》成为一个全球性

的科学技术知识权威，可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设立一个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
旱问题政府间专门委员会或平台； 

 鼓励《荒漠化公约》、《气候变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继续在平等

的基础上增强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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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从气候变化和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到经济、金融、粮食和能源危
机，各种挑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采取行动重新制定发展议程，重振

议会的努力； 

 请出席在昌原举行的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的缔约方，考虑到第九次议员圆

桌会议讨论的成果，寻找创新途径重新调动并保持高层次的政治关注并确定未来

方向。 

我们，议会议员，宣告： 

 A. 通过有效可持续土地管理实现全球可持续性 

1.  议员负有保护自然资源和全球可持续性的陈述责任。可持续土地管理是一项
有效的措施，具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区域和全球效益，并有助于全球可持续性。 

2.  通过将可持续土地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具推出的“十年战略”，《公约》缔
约方承诺要为《荒漠化公约》的所有利害关系方创建一种新的、重振活力的共同

基础，以加强《公约》的执行。所有利害关系方都被要求加大努力，弥合言词与

行动的差距。 

3.  各国议会和政府应当尽其所能，通过相关的政策和方案，有效地结合各种防
治荒漠化和减轻自然灾害影响的措施，例如通过土地、水和森林的管理、农业、

农村发展、预警系统、能源、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4.  各国议员应广泛支持一个论断，即：在承认妇女和土著知识的关键作用的同
时逐渐转向可持续农业和可持续土地管理应成为可持续发展办法的一部分。请各

国议员都来做变革的行动者。 

5.  政府应在议会的支持和监督下提供扶持性的政策框架，争取使土地净退化率
达到零。议员们呼吁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议程，
为此要向符合资格标准的受影响国家提供适足的额外资金，以便用于旨在落实

《荒漠化公约》之下各种进程的行动方案。 

6.  鼓励各国议员调动所有行为方，包括地方和区域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伙伴，参与规划和执行可持续土地管理政策。 

7.  应鼓励各国议会和政府宣称环境意识，启迪公众并加强关于荒漠化、可持续
土地管理、减少粮食浪费措施和防治环境退化的协调行动的教育。 

8.  为了创造表率作用和进行鼓励，可以设想在某个具有崇高声望的机构为可持
续土地管理设置全球、国家和/或区域奖项，这种奖项可分为五个层次：政治领
导、公务员、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媒体。 

9.  国际捐助方已经成为非洲和其他区域发展中国家作出了许多承诺，这些承诺
需要兑现――而议会应发回支持作用。各国议会应帮助调动适足的和可预测的资

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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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达国家的议会必须力求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特别是迄今尚未达到 0.7%指
标的国家；该项指标在 2015年之前必须达到。 

11.  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问题应得到更多的全球政治关注。后京都条约中需要处
理土壤生产力损失问题。“全球绿色新政”倡议应当得到各国议会支持，条件

是，可持续土地管理应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就里约+20 而言，成为未
来的气候保护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2.  各国议会可促进各种形式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利改进相互之间
的关系和相关行为方之间的关系，必要时包括议会外交活动。 

13.  可(针对环境基金和区域开发银行)创建议会监督机制。鼓励各国议会与各有
关(次)区域组织或大陆组织进一步协调，努力推动区域行动方案和次区域行动方
案与《荒漠化公约》十年战略和执行取得一致。 

 B. 执行十年战略 

14.  各国议会将通过适当努力支持“十年战略”的实现，特别是其中的 4 项战
略目标：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计；提高受影响人口的生产力；创造全球收益；调

动资源，通过在国家行为方和国际行为方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支持执行

《公约》。 

15.  各国议会可帮助使国家行动方案与“战略”的战略目标和业务目标取得一
致，以确保在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采取适当行动。 

16.  各国议会可承诺颁布授权性立法和标准，并与“战略”的规定取得协调一
致。各国议会可按照可持续的人的发展范式促进对应的土地占有制度法律和规则

和国际土地交易。 

17.  各国议会可确保适足的资金划拨给与“战略”相关的部门；可设想具体的
国家预算项。 

18.  各国议会可确保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来源的外援列入预算并纳入本国发展
计划。它们可要求制订“综合投资框架”――从而优化利用国家、双边和多边资

源，以期根据《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的精神提高干预的质量和影响。 

19.  各国议会可监督行政部门的行动，并检查“战略”是否得到顺利执行――包
括向行政部门提出问题和质询、通过决议、设立专门委员会、举行定期听证会，

以及组织实地访察。发展中国家的议会负有按照《巴黎宣言》所定原则保证援助

充分问责和透明的特殊责任。 

20.  在每个国家的议会内部，应设立关于《荒漠化公约》问题的全国议员网络
和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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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作为人民的代表，议员往往既是所属社会的发展行动者、舆论领袖，又是
良好的信息传播者。他们可以充当信息渠道，通过地方当局和群众、妇女和青

年、工商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学校、学术人士、艺术人士和新闻记

者，将“战略”的愿景及其战略目标转达给公众和基层社区。他们应确保所属政

党将可持续土地管理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列入政纲和其他政策文件。 

 C. 议会――更强有力的承诺和政治意愿 

22.  我们，议会议员，重申致力于尽一切努力加强政治意愿，因为政治意愿对
于全面和成功执行《荒漠化公约》及其“十年战略”至关重要，对于通过地方、

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有效的可持续土地管理实现全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23.  为了在荒漠化压力之下生活的人们，《荒漠化公约》应当取得更大的成
功，应当加强宣传力度，这就需要优化《公约》的形象和机构，使荒漠化问题成

为全球环境治理总体结构的一个基石。 

24.  土地退化、土壤侵蚀和荒漠化问题的政治影响很大，需要在国家、(次)区域
和国际各级提高政治意愿，加强议会在执行《荒漠化公约》及其“十年战略”执

行中的参与。必须更好地利用《荒漠化公约》议会网络。指导委员会应进一步指

导加强 PNoUNCCD, 并设法更好地贯彻圆桌会议的宣言。 

25.  最后，作为议员，我们请《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在各国议会联盟指导委员
会的协助下)： 

(a) 就本次圆桌会议的成果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b) 支持指导委员会主席便利本组织利用每一种相关场合，包括利用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议(里约+20)，将我们的信息转达给决策者和国际社
会； 

(c) 为结合《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组织第十次议员圆桌会议提
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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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民间社会组织宣言 

1.  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之际
在昌原聚会的民间社会组织，谨此感谢负责协调这次会议的韩国主管部门、《公

约》秘书处、特别是韩国民间社会组织网络的努力和支持，它们与其他组织一道

使得这次会议成为可能。 

2.  与会民间社会组织强调应对荒漠化的紧迫性。最近的研究表明，旱地不仅占
全部陆地面积的 41.3%，而且居住着 21 亿人，即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此
外，如今三分之一的耕种作物产自旱地。旱地还支撑着全世界 50%的牲畜，哺育
着丰富的野生生物，承载着全部耕作系统的将近一半。 

3.  历年以来，民间社会组织为改善农村穷人生计、妇女赋权和提高意识大力开
展了各种自然资源管理活动。 

4.  我们关注《荒漠化公约》在基层执行和运作的力度不高，促请所有缔约方进
一步集中注意对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给予应有的优先地位，并开展切实
的活动缓解受荒漠化和干旱影响的社区的苦难。针对干旱，我们呼吁设立应急机

制，应对这一现象造成的灾害。 

5.  性别观点主流化使当前推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国际方针。我们强烈认
为，在国家政府一级，这就要求将性别观点纳入一切政策、计划、方案和项目，

确保对妇女、男子和青年产生同等的影响。 

6.  民间社会组织在《荒漠化公约》进程中的参与程度，与得到认可的民间社会
组织数目相比较，正在逐年减退。我们坚决重申要求民间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

《公约》所体现的进程。民间社会组织正在为知识共享而收集整理得到验证的和

创新的最佳做法。然而，我们民间社会组织却不幸无法再像审评委第九届会议所

建议的那样通过业绩审评和评估制度(PRAIS)直接与缔约方会议分享我们的经验
和专门知识。 

7.  我们强调创建全球耐旱植物清单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民间社会组织可在各
自国内与科学技术界合作，帮助寻找和收集关于这些植物的信息。 

8.  我们民间社会组织还要求《荒漠化公约》特别注意和大力支持土著和社区
保护区(ICCA)。这种保护区提供巨大的养护和生计效益，具有很大的潜力应对
全球变化，包括气候变化、防治荒漠化、养护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系统功

能，并提供跨越地貌的生态联系。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区工作方

案中得到核准的部分，我们认为可为多边环境公约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重要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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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强关于可持续土地管理的科学知识基础是在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
有效决策之必需。因此，我们呼吁在《荒漠化公约》之内设立一个土壤和土地问

题政府间科学专门委员会。该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也将补充里约三公约之间协同关

系圈内的科学和技术投入。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中应包括民间社会组织。 

10.  我们民间社会组织建议《荒漠化公约》率先为其有效执行推进协同关系的
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验证明，不可能完全孤立于其他相关公约而实现

《荒漠化公约》战略的理想成果。 

11.  民间社会组织这次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上主动提出打造本《公约》范
围内的一种联盟，以在所属各界之间发展和建立一个平台，用以交流关于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干旱的经验、技术和最佳做法。这个联盟还要提供一种与《荒漠化
公约》进程的利害关系方建立的有效伙伴关系和对话。 

12.  我们民间社会组织欢迎和支持昌原倡议。为了提高包容性和参与性，我们
要求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 

13.  民间社会组织认为，有些问题迫切需要在《荒漠化公约》进程中的处理。
土地掠夺已在许多地方社区构成对粮食生产、安全和粮食主权的威胁。多国公

司收购大块社区农田，造成了一种直接的竞争关系，一方面是地方社区种植

粮食需要土地，而另一方面则是多国公司种植非食用作物、特别是农业规模的

生物燃料作物种植与之争夺土地。土地掠夺导致社区被剥夺土地这种赖以为生的

资本。 

14.  我们还促请民间社会以及所有其他方面更多地注意毁林和土地退化造成的
极端贫困和社会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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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宣言 

  “庆尚南宣言” 

没有私营部门活跃和不断增加的参与，就不可能解决环境挑战，因为工商企

业在应对复杂的环境挑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此，可以开展主动积极

的企业社会责任方案，以满足当地的关键需求，从而通过现代科学知识、教育、

投资和防治荒漠化保障改善生计活动的盈利，带动经济增长和创新。在这方面，

我们，《荒漠化公约》商务论坛，呼吁各自政府表现出智慧，支持企业界采取主

动行动，缓解气候变化、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防治荒漠化或许不会立即带来投资盈利，因此，各国政府应当将自己的努力

与工商界和民间社会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放眼长远，通过可持续的农业、林业和

土地管理缩小碳足迹，或许能至少带来“土地零退化”。 

随着《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的召开而启动的第一次《荒漠化

公约》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为会议增添了价值，强调了工商界在处理荒漠

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方面的关键作用，而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爱护土地、土地

养育生命”。 

本次论坛于 2011年 10月 17日至 18日在大韩民国庆尚南道昌原会展中心举
行。在开幕会议上致辞的有：《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吕克·尼亚卡贾先生、大

韩民国山林厅长官李敦求博士，以及庆尚南道知事金斗官先生。 

本次论坛研讨了私营部门和国家一级当前为防治荒漠化所作的努力。包括土

地和森林相关组织及学术界代表在内的参加者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挑战，介绍了从

韩国和朝鲜到蒙古、中国、东南亚和非洲的不同案例。本次论坛还讨论了私营部

门参与《气候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期通过建立总部

设在大韩民国的常设《荒漠化公约》商务论坛，为论坛找到在各国之间更好地合

作的途径。 

在我们讨论的基础上，《荒漠化公约》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特此宣告如

下： 

1.  承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已在通过举办
商务论坛吸收私营部门和工商部门参与，而《防治荒漠化公约》尚未作出这样的

努力。 

2.  认识到可持续土地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土地退化造成表土、家园和所有
生物的生境毁损，导致生物多样性退化和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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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本论坛的目标是在私营部门内部提高对土地、森林和表土的重要
性的认识，尤其是提高对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的认识。 

4.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将讨论如何为旨在解决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
旱的有效的公-私营部门合作建立一个框架。 

5.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将参加旨在扭转和预防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
旱的努力。 

6.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谋求成为可持续土地管理方面世界商业领军人
物中最具影响力的网络。 

7.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将敞开大门，世界各地土地、农业、森林、水
资源、生命和环境相关公司之间结成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其他方面与这些公司结成

的全球伙伴关系都可参加，并将促进商界领袖与决策者的联络接触。 

8.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将成为土地、农业、森林、水资源、生命和环
境相关公司的商界领袖的“群英会”。本论坛将鼓励来自工商界的参加者思考以

往的环境影响，考虑如何履行公司社会责任。 

9.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将提供一个各类利害关系方广泛合作的平台。
本论坛将鼓励政府官员在决策中吸收工商界的先进技术和创造力以及民间社会的

民众力量。本论坛将邀请学术界和专家提供关于无害环境技术和可持续商业增长

的咨询意见。此外，本论坛将探索与私营部门和在全世界建立切实伙伴关系的潜

力，并在保护土地哺育生命的生产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10.  本论坛每年将确定现实的、切合实际的指标。我们将相应调动资源，
对防治荒漠化作出贡献。本论坛将制订自己的准则，并鼓励成员自愿执行这些准

则。将请成员根据准则自愿传播所掌握的最佳做法。 

11.  本论坛将在 5年内发展到拥有 1,000个以上成员。将组织定期会议，并
邀请所有成员出席。有 100多位领军人物出席了在大韩民国庆尚南道举行的首次
《荒漠化公约》商务论坛。本论坛对自己的定位是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长期保

持的全球合作网络。 

12.  本论坛应大力支持防治荒漠化国际专门委员会(IPCD)和技术执行委员
会的建立。 

13.  本论坛将鼓励工商领袖关心支持社会及工商企事业的环境工商计划竞
赛和孵化计划以及可持续土地管理优胜奖。 

14.  本论坛呼吁各自政府制订与可持续土地管理有关的新政策和鼓励办
法。 

15.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的总部设在大韩民国首尔，其驻联合国办事
处设在《荒漠化公约》总部所在地德国波恩。 



ICCD/COP(10)/31 

32 GE.11-65319 

16.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将随同 201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问题会议(里约+20峰会)举行第二次论坛。 

17.  可持续土地管理商务论坛将随同 2013 年《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十一届会议举行第三次论坛。 

大韩民国庆尚南道 
昌原会展中心 
2011年 10月 18日 

《荒漠化公约》商务论坛全体成员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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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nglish only] 

  Draft Chairman’s summary of the interactive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mid-term evaluation of the 10-year strategic 
plan and framework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2008–2018) 

  (Fif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Changwon, Republic of Korea, 19 
October 2010) 

1. An interactive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mid-term evaluation of the 10-year strategic 
plan and framework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2008–2018) (The 
Strategy) was held as part of the official programme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CRIC) at its tenth sess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following panellists： 

• Mr. Octavio Perez Pardo 

• Ms. Sina Maïga Damba 

• Mr. Gustavo de Fonseca. 

2. The discussion was moderated by Mr. Matt Walpole. 

3. Three topics were addressed, through brief presentations by the panellists and open 
discussion with the floor： 

(a) Engag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etting targets and defining indicators 
for progress； 

(b) Improving political will and commitment to the Convention and raising 
awareness of desertification/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and of the profile of the 
Convention； 

(c) Building the capacities of affected country Parties to access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funding activities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4. At its meeting on 14 October 2011, the CRIC Bureau agreed to forward the 
Chairman’s summary as documentary input to the entity entrusted with preparation for the 
mid-term 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y. 

 A. Engag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etting targets and defining 
indicators for progress 

5. The panellist encouraged Parties to focus on what they wanted to achieve with the 
mid-term evaluation, requesting them to imagine and anticipate the future beyond 
“institutional” house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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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ational prioritization within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approach is key,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requiring investment. Investment plans could be 
seen as a mechanism for attracting investment from national budgets, as well as from 
bilateral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is can happen only if countries first assess their 
national situation and ensure that national action programmes are aligned with The Strategy. 
Alignment of action programmes will make reporting effective, including measuring 
progress against national targets which each country may wish to set individually bu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 and the commonly-shared 
objectives of The Strategy. 

7. The national report is first and foremost a tool to be used for domestic planning, rather 
than being a communication to Parties and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for global 
review. It should not be perceived as an obligation but should be used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and to monitor progress at country level. Only with a clear 
demonstration that implementation can occur at country level can we expect any significant 
reapportionment of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financing.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be 
seized, but concrete results should be delivered and documented.   

 B. Improving political will and commitment to the Convention, and 
raising awareness of desertification/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and 
the profile of the Convention 
8. The panellist addressed the problem that desertification and land degradation are still 
not perceived as global threats, in spite of the knowledge of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9. Women are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desertification/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DLDD) in rural areas as they fetch water and firewood. As a way forward, mainstreaming 
of gender factors in the UNCCD process should be accelerated, and the mid-term 
evaluation would be a good opportunity to assess progress.  

10. The speaker then went on to highlight the need to operationalize commitments and 
mobilize additional resources. In raising awareness further, a call to other environmental 
multilateral processes should be made, with the aim of inspiring action and changing 
people’s attitudes to desertification. The speaker explored whether we need to simplify the 
messaging and branding. Finally, the speaker addressed the matter of tailoring scientific 
research better to communities’ needs and encouraging country Parties to adopt a 
programmatic approach more aligned with best practices.  

11. The mid-term evaluation needs to emphasize what is being done and the solutions, 
moving away from negative communications and bringing in successful experience. The 
evaluation should document th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generated by 
The Strategy, and be used to turn The Strategy into a protocol for implementation. National 
awards and incentives should be developed； there is a requirement to tailo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ctual community needs；  best practices on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used to make national policies more effective. Investment at community level has 
been successful； funding should be targeted and rationed, and a move from institutional 
matters to implementation of concrete action is required. Reporting should be enhanced and 
more effective,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recurrent drought should be further 
highl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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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uilding the capacities of affected country Parties to access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funding activities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12. The panellist outlined critical elements that were lacking in accessing resources, 
notably a global/local needs assessment including gaps and structures.  Most of the 
opportunities are at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level but will not be accessed unless we can 
strengthen capacity for needs assessment.  

13. Building capacity in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needs synergy and real results. 
There are several options available in innovative financing, which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expanded. Th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should be aiming for a triple win.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ill be 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the private sector and national trust funds with adequat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assets. 
There is also scope for The Strategy to address issues of perverse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put in place a response that redirects existing resources.  

14. The mid-term evaluation should aim to deliver transformative and up-scaling of 
activity to deliver results to the maximum number of beneficiaries for each dollar invested. 
Results matter. The evaluation might review the results-based management framework to 
ensure alignment of needs with funding but also to ensure that the process is in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Paris Declaration. The entire system needs to be more harmonized so 
that the approach does not fracture the funding lines.  

15. It is important to stress the extent of the alignment of action programmes and the 
validity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the last reporting and review process. Measurable 
indicators need to be established at country level, and to be coherent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governmental review process. Programme tools are needed, and these need to be 
mainstreamed in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lan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se tools 
at local level needs to be examined with The Strategy, taking account of decentralization, 
local-level train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The evaluation needs to take account of the 
availability of national funding and the access of key stakeholders to these resources or to 
local development funds.  The mid-term evaluation should propose appropriate 
mechanisms for enhancing delivery.  Pooling of efforts is important, but above all the 
reconciliation of financing and results is a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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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nglish only] 

  Documents before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tenth 
session 

Document symbol Title 

ICCD/COP(10)/1 Provisional agenda and annot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 Review of progress 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3 Implementation of paragraphs 1 to 3 and 5 to 8 of decision 
6/COP.9.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4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6/COP.9 - 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Report by the Bureau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ninth session 

ICCD/COP(10)/5 Revised procedure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meetings and proces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6 Consideration of the follow-up to the outcome of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eva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outcome of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sessions of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7 Programme and budget for the biennium 2012–201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8 The costed draft two-year work programmes for the 
secretariat,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201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9/Rev.1 The costed draft two-year work programme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2012–201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10 Financial performance for the Convention trust fund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11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work 
programme of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lobal Mechanism 
(2010–2011).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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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symbol Title 

ICCD/COP(10)/12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sted two-year work 
programme of the secretariat (2010–2011).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13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sted two-year work 
programme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2010–2011).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14/Rev.1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sted two-year work 
programme of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2011).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15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sted two-year work 
programme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2010–2011)  

ICCD/COP(10)/16 Un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Convention trust 
funds for the biennium 2010–2011 as at 31 December 2010.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17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Convention trust funds 
for the biennium ended 31 December 2009,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Board of Auditors 

ICCD/COP(10)/18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vention 
trust funds for the biennium 2010–2011.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19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Convention trust funds 
for the biennium ended 31 December 2009, including the 
audit report of Pricewaterhouse-Coopers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0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Convention trust funds 
for the biennium 2010–2011, including the audit report of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as at 31 December 2010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ICCD/COP(10)/21 Mechanisms to facilitate 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2 Report on progress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oster of 
independent expert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3 Rule 47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4 Amendment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cluding rule 22).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5 Procedures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the resolution 
of questions on implement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6 Annexes containing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procedur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7 Report on activities supporting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Deserts and the Fight against Desertification (2010–
2020).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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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D/COP(10)/28 Accredit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dmission of observer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28/Add.1 Accredit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dmission of observer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ddendum 

ICCD/COP(10)/29 Revised procedures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30 Credentials of delegations. Report of the Bureau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ICCD/COP(10)/INF.1 Information for participant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INF.2 Consultants’ report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to the Bureau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ninth session  

ICCD/COP(10)/INF.3 The Global Mechanism cas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CD/COP(10)/INF.4 Statement by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n the consultants’ report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ICCD/COP(10)/INF.5 The response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CCD/COP(10)/INF.6 The management response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ICCD/COP(10)/INF.7 The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office space 
availability and eventual costs 

ICCD/COP(10)/INF.8 Background document on the high-level segment during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tenth session 

ICCD/COP(10)/INF.9 Revised glossary for the performance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INF.10 List of participants 

ICCD/COP(10)/MISC.1 Report on the review of the host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xisting UNCCD Regional Coordination Units 

ICCD/COP(10)/MISC.2 Comparative matrix. 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ICCD/COP(10)/MISC.3 The management response of the Global Mechanism 

ICCD/COP(10)/MISC.4 Overview of expertise per discipline by country on the 
roster of expert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MISC.5/Rev.4 The Changwon Initiative 

ICCD/COP(10)/MISC.6 Provisional list of participants 

ICCD/COP(10)/CRP.1 Global Mechanism Satisfaction Survey on the Integrated 
Financ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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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D/CRIC(10)/1 Provisional agenda and annot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Corr.1 Provisional agenda and annot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Corrigendum 

ICCD/CRIC(10)/2 Comprehensive multi-year workplan for the Convention 
(2012–2015).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2/Corr.1 Comprehensive multi-year workplan for the Convention 
(2012–2015).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Corrigendum 

ICCD/CRIC(10)/3 Draft multi-year workplan for the secretariat (2012–2015).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4 Draft joint work programme of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lobal Mechanism (2012-201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5 Draft multi-year workplan for the Global Mechanism 
(2012–2015).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6 Draft multi-year workplan for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2012–
2015).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7 - 
ICCD/COP(10)/CST/10 

Draft multi-year workplan for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2015).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8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reports 
from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9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reports 
from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Global Mechanism.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0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report 
from the secretariat on the operational objectives of The 
Strategy.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1 The iterative process： refinement of the set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nd associated methodolog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2 How best to measure progress on strategic objective 4 of 
the 10-year strategic plan and framework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2008–2018).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3 Format and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by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2012–201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4 - 
ICCD/CRIC(10)/14 

Guidelines for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reports from Parties and other reporting entit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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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D/CRIC(10)/15 Iterative process： refinement of methodologies for the 
review and compilation of best practices, including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s for best practices on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dapt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6 Draft format and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on best practices on funding and resources mobiliz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7 Draft modalities, criteria, and terms of reference for the mid-
term 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y.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8 Progress mad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8/COP.9.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19 Draft advocacy policy framework on climate chang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20 Draft advocacy policy framework on gender.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20/Corr.1 Draft advocacy policy framework on gender.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Corrigendum 

ICCD/CRIC(10)/21 Draft advocacy policy framework on food security.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22 Synergies in reporting under the Rio conven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22/Corr.1 Synergies in reporting under the Rio conven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Corrigendum 

ICCD/CRIC(10)/23 Report by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on its 
strategies,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for financing the 
agreed incremental costs of activities concerning 
desertification  

ICCD/CRIC(10)/24 Facilitating access to funding under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land degradation focal area 
allocations and set aside. Needs assessment for the 
alignment of national action programmes and the 2012–
2013 reporting and review proces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24/Corr.1 Facilitating access to funding under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land degradation focal area allocations and set aside. 
Needs assessment for the alignment of national action 
programmes and the 2012–2013 reporting and review 
proces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Corrigendum 

ICCD/CRIC(10)/INF.1 Global Drylands Report： a United Nations system-wide 
response 

ICCD/CRIC(10)/CRP.1 Link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Land 
Degradation Focal Area Strategy and the UNCCD Ten-
year Strategy to Streamline Investments in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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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D/COP(10)/CST/1 Provisional agenda and annot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2 Report on the refinement of the set of impact indicators 
on strategic objectives 1, 2 and 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3 Template and reporting guidelines on strategic objectives 
1, 2 and 3 for affected country Part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4 -  
ICCD/CRIC(10)/14 

Guidelines for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reports from Parties and other reporting 
entiti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5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UNCCD 2nd 
Scientific Conference and report on the organization of 
sess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predominantl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ference-style 
forma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5/Corr.1 Progress report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UNCCD 2nd 
Scientific Conference and report on the organization of 
sess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predominantl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ference-style 
forma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Corrigendum 

ICCD/COP(10)/CST/6 Report on the assessment of how to organize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advice to support the Convention 
proces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7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ent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8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fellowship programm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9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as outlined in article 16 (g) of the Convention 
text, best practices and success stories on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issu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RIC(10)/7 -
ICCD/COP(10)/CST/10 

Draft multi-year workplan for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2015).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INF.1 Report on the scientific peer review for the refinement of 
the set of impact indicators on strategic objectives 1, 2 
and 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INF.2 Report on the pilot tracking exercises for the refinement 
of the set of impact indicators on strategic objectives 1, 2 
and 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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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D/COP(10)/CST/INF.3 Assess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UNCCD 1st 
Scientific Conference： final report.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INF.4 Lis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ent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INF.5 Enhance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exchange 
between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subsidiary bod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dvisory Panel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nd relevant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INF.5/Corr.1 Enhance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exchange 
between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subsidiary bod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dvisory Panel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nd relevant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Corrigendum 

ICCD/COP(10)/CST/INF.6 Methodological guide on the use of impact indicators to 
measure progress against strategic objectives 1, 2 and 3.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OP(10)/CST/MISC.1 Key findings of the e-survey on how to organize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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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ICCD/COP(5)/11/Add.1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fifth session： 
action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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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D/COP(3)/20/Add.1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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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D/CRIC(9)/INF.9 Options to increase synergies in monitoring the Rio 
conven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ICCD/CST(S-2)/9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its 
second special s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