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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 

第五届会议 

2017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德国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6 (d)、(e)和(f) 

平台的工作方案：自然及其惠益所具多重价值

之多元概念化的方法评估；外来入侵物种的专

题评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专题评估 

与开展两项专题评估和一项方法评估有关的考量（交付品

3(b) (ii)、3 (b) (iii)和 3 (d)） 

  秘书处的说明 

  导言 

1. 在第 IPBES-4/1 号决定中，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全体会议批准了该决定附件三所载的外来入侵物种及其控制专题评估的范围

界定报告和该决定附件四所载的自然及其惠益所具多重价值之多元概念化方法

评估的范围界定报告，并决定在其第五届会议上审议这些评估的开展情况。 

2. 在同一决定中，全体会议请多学科专家小组与主席团磋商后按照平台交

付品编写程序开展对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专题评估的进一步范围界定工作。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专题评估的范围界定增订报告（IPBES/5/7）将供全体会

议批准，该报告将便于全体会议审议评估的开展情况。 

3. 全体会议将在其第五届会议上应邀审议上述三项评估的开展情况。本说

明提供了关于这三项评估的期限、时间安排和启动顺序的背景信息以及财政考

量。 

 一. 关于评估的期限、时间安排和启动顺序的考量 

4. 主席团建议在三年而不是最初设想的两年时间内开展自然及其惠益所具

多重价值之多元概念化方法评估。这项建议依据的是从两项已完成评估中得出

的经验教训，其目的是为开展必要的工作提供充足时间。根据这一改变，接受

审议的三项评估都将在三年内进行。 

                                                                 

*IPBES/5/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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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决定在 2017 年或 2018 年启动不止一项新评估，那么全体会议在决

定是否开展任何新评估时，不妨注意到可能需要在秘书处额外配备一名工作人

员（见 IPBES/5/10）。 

6. 关于这三项评估的时间安排，全体会议不妨考虑错开启动时间并（或）

将其中一些或全部评估移至下一份工作方案。即便假定能够获得资金，在相近

的时间里开启三项新评估也无疑将在今后几年为所有参与方带来无法接受的工

作负担，其中包括超出政府的承担能力，导致政府无法在继续推动正在进行的

六项评估的同时，在全体会议今后的几届会议上针对这些评估提名专家、提供

评论意见和开展审议；超出专家团的承担能力，导致专家团无法就全体会议的

要求作出回应和开展必要工作；多学科专家小组与主席团的成员在监督和指导

生物多样性平台的工作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7. 生物多样性平台第一份工作方案中的方法评估计划在该方案执行的早期

阶段启动，以便为该平台的其他评估和工作提供信息和支持。因此，全体会议

不妨考虑首先启动自然及其惠益所具多重价值之多元概念化方法评估。这项评

估将受益于专家组就根据第 IPBES-4/1 号决定确定的各项价值开展的工作。为

向专家组提供支持，已经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生态系统和可持续性研究所

设立了技术支持股，该研究所也能够为方法评估提供支持，从而确保其快速、

高效启动。 

8. 如果全体会议决定不在 2017 年或 2018 年启动任何新评估，则其不妨在

制定第二份工作方案时讨论上述三项评估。 

 二. 财政考量 

9. 这三项评估的费用相差无几。 

10. 全体会议在其第四届会议上注意到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拟议预算，其中

包括用于价值评估和外来入侵物种评估的指示性数额，每项评估为 800 000 美

元，没有包含用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评估的资金。按照这一数额，只有 50

位专家能够参与（或者每个章节约 6 位专家参与），人数过少，而且下文第 11

段(b)分段所述的具有充分包容性的第二次作者会议也将因此无法召开。 

11. 根据汲取的经验教训，主席团建议将其中每项评估的预算增至 997 000 美

元，原因如下： 

(a) 经考虑，每个章节至少应有 8 位专家，以充分体现各章节的专门知

识和观点的多样性，并由专家们分担沉重的工作负担； 

(b) 召开三次而不仅是两次具有充分包容性并且有主要作者参与的作者

会议被视为一项关键的成功标准，以便确保主要作者在这个三年进程期间充分

融入和参与； 

(c) 确保技术支持股在全体会议第五届会议闭幕后继续工作至少三个月，

而不是按照当前的预算，工作至第五届会议闭幕，这也是一个关键，旨在确保

最终完成评估报告并在生物多样性平台网站上上传评论意见、协调相关出版物

的起草和提交，以及开展其他宣传和外联活动。 

12. 下表提供了一份适用于这三项评估中任意一项的一般性预算。该一般性

预算的依据是上述考量和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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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项评估都将在三年时间内开展； 

(b) 每项评估都将包括三次具有充分包容性的作者会议，并且主要作者

将参与每次会议； 

(c) 每项评估共有 62 位专家（2 位共同主席、12 位主要作者协调人、

36 位主要作者和 12 位编审）或者每个章节大约有 8 位专家参与，将由信托基

金提供 75%的资金。 

 三. 全体会议建议采取的行动 

13. 全体会议不妨审议： 

(a) 两项专题评估和一项方法评估的期限和预算（交付品 3 (b)（ii）、 

3 (b)（iii）和 3 (d)）； 

(b) 三项评估各自的启动时间安排，包括能否在制定生物多样性平台第

二份工作方案期间审议这些评估。 

估计的评估费用 

年份 费用项目 假设 

估计费用 

（以美元计） 

第 1 年 评估管理会议（共同主席、秘书

处、技术支持股以及多学科专家

小组和主席团成员与会） 

会场费用（1/2 周，6 位与会者，地点

波恩） 

0 

差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4 ×3750美

元） 

15000 

第一次作者会议（与会者：2 位

共同主席、12 位主要作者协调

人、36 位主要作者和 6 位多学科

专家小组和主席团专门成员） 

会场费用（相当于 75%，辅以 25%的

实物）；56 位与会者（42 位获得支

助） 

18750 

差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42×3750 美

元） 

157500 

技术支持 1 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差旅费和间

接费用（通过提供等值实物进行匹

配） 

75000 

 

 

 第 1 年共计：  266 250 

第 2 年 第二次作者会议（与会者：2 位

共同主席、12 位主要作者协调

人、36 位主要作者、12 位编审

和 6 位多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

专门成员） 

会场费用（相当于 75%，辅以 25%的

实物）；68 位与会者（51 位获得支

助） 

20000 

差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51×3750 美

元） 

191250 

技术支持 1 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差旅费和间

接费用（通过提供等值实物进行匹

配） 

75000 

 

 

 第 2 年共计：  286 250 

第 3 年 第三次作者会议（与会者：2 位

共同主席、12 位主要作者协调

人、36 位主要作者、12 位编审

和 6 位多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

专门成员） 

会场费用（相当于 75%，辅以 25%的

实物）；68 位与会者（51 位获得支

助）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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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费用项目 假设 

估计费用 

（以美元计） 

差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51×3750 美

元） 

191250 

技术支持 1 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差旅费和间

接费用（通过提供等值实物进行匹

配） 

75000 

宣传和外联  50000 

 第 3 年共计：  336 250 

第 4 年（评

估启动和启

动后活动） 

包括 2 位共同主席和 6 位主要作

者协调人或主要作者在内的 8 位

专家参与全体会议第八届会议 

8 位与会者（6 位获得支助） 

差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6×3750 美

元） 

22500 

技术支持（在全体会议上提交评

估报告之后的 3 个月） 

 

 

宣传和外联 

1 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差旅费和间

接费用（通过提供等值实物进行匹

配） 

18750 

 

 

 

67000 

 第 4 年共计：  108 250 

共计   99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