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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6(h) 

平台的工作方案：交流、利益攸关方

参与及战略伙伴关系 

交流、利益攸关方参与及战略伙伴关系（交付品 4(d)） 

  秘书处的说明 

  导言 

1. 本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以载于 IPBES-3/4 号决定附件一且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生物多样性平台）全体会议在该决定中注意

到的平台经核准的交流与外联战略，以及全体会议在同一决定中欢迎的利益攸

关方参与战略修正草案（附件二）中包含的各项任务为前提。本说明还考虑到

秘书处关于交流及利益攸关方参与战略的说明(IPBES/4/INF/15)，其中提供了关

于执行以下文件的最新情况：交流与外联战略草案、秘书处题为“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利益攸关方网络：在组织和构建具有包

容性的不限成员名额利益攸关方网络方面的最新进展”的说明(IPBES/4/INF/16)

及 IPBES-4/4 号决定（全体会议在其中注意到全体会议第三届会议以来，在建

立不限成员名额利益攸关方网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2. 除了概述已完成和计划中的交流、外联及利益攸关方参与活动之外，本

说明还向全体会议提供关于主席团在第八次会议上作出的相关决定及发布的指

导意见的信息。 

3. 在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全体会议在 IPBES-4/4 号决定第三节中请执行秘

书完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各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与生物多样性平

台秘书处之间逐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并向全体会议第五届会议汇报与其他相

关国际机构开展外联与合作的情况。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其他合作安排的

总体指导意见载于 IPBES-3/4 号决定附件三。 

                                                           

* IPBES/5/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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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流与外联战略 

 A. 日常交流工作 

4. 需求分析。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的实物支助下，秘书

处完成了一次详细的利益攸关方需求分析调查，其结果（包括对于交流与利益

攸关方参与的意义）归纳于 IPBES/5/INF/16 号文件。 

5. 品牌战略。在利益攸关方需求分析调查（其中包括品牌审计要素）结果

的基础上，秘书处将在一家专业品牌推广机构的支持下，于 2017 年底之前向

主席团提交生物多样性平台品牌战略草案。 

6. 网站。将于 2017 年底之前对生物多样性平台的网站开展全面审计，以审

查其结构和功能，并确定下一阶段网站开发的必要工作范围。 

7. 徽标使用政策。主席团澄清了生物多样性平台徽标使用政策并决定，在

生物多样性平台未来所有的实物出版物的封面上仅显示生物多样性平台的徽标，

而四家联合国合作伙伴的徽标在封底显示，附带文字说明生物多样性平台与这

些合作伙伴之间的机制关系。此外，政策的适用范围已延伸至第三方在其名称

中使用生物多样性平台首字母缩略词(IPBES)的授权请求。此类使用均须获得

秘书处的书面核准，在生物多样性平台对于徽标的具体用途及其出现的场合的

控制力有限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将拒绝批准。 

8. 生物多样性平台的首字母缩略词(IPBES)。主席团商定，根据秘书处的提

案，出于品牌统一和品牌知名度目的，对生物多样性平台的首字母缩略词采用

统一的读音。遵循普遍的语言学惯例，缩略词的正式读音是“ip-bes”——“ip”的

读法同“hip”，而“bes”的读法同“best”。 

9. 视觉风格指南。生物多样性平台视觉风格指南已完成并经主席团核准

（见 IPBES/5/INF/15）。 

10. 营销附属品。根据生物多样性平台风格指南，秘书处将于 2017 年进行一

系列新的组织和营销附属品的专业设计和制作。其中将包括演示文稿模板、简

报和新闻稿模板、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平台电子学习界面、资料小册子，以及活

动材料和品牌显示设备。 

11. 视频。将于 2017 年底之前完成一系列生物多样性平台外联视频的专业概

念设计、脚本起草及录制工作，每段视频的长度为 5 至 7 分钟，以用于生物多

样性平台的网站、各社交媒体平台及重要的全球和区域活动，以及用于利益攸

关方外联和资源调动等用途。 

12. 社交媒体。生物多样性平台 2017 年社交媒体外联将主要侧重于推特，并

将包括：推特付费服务；大幅增加音频和视频内容；扩大社交媒体伙伴关系；

更多地使用策略性推特名单管理；一个专业的管理账号。虽然生物多样性平台

的脸书网页将继续每周更新，但这不再是社交媒体工作的主要优先事项，2017

年侧重点的转变还包括显著增加生物多样性平台在以下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

LinkedIn（扩大利益攸关方外联范围，特别是在专家和专业人员界别）；

YouTube （投放生物多样性平台的视频材料）；Soundcloud （投放生物多样性

平台的音频材料）；及 Medium（投放生物多样性平台的文章和其他书面材

料）。将开展社交媒体审计，为制定和实施为期 12 个月的综合数字化交流与

外联计划提供依据，从而用规划的资源调动战略统领，交流活动与吸引利益攸

关方参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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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传统媒体。将在 2017 年中期之前整合、维护和扩大所有现有的生物多样

性平台媒体联系人，形成基于云技术的中央媒体数据库。将扩大生物多样性平

台各类伙伴实体的宣传部门之间的协作，其中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

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开发署）、联合国波恩共同新闻股、联合国布鲁塞尔区域新闻中心、自

然保护联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目标

是扩大生物多样性平台的媒体网络，并建立互惠协定，以便交叉发布关键的媒

体新闻稿和公告。将制定和实施为期 12 个月的媒体外联计划，整合来源于品

牌战略、社交媒体行动计划以及交流与利益攸关方参与战略的各种要素，以改

善生物多样性平台交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科学政策界的“顶级”媒体单位和舆

论引导者中的影响力。将获取每日、每周和“突发新闻”媒体监测服务，以提供

关于生物多样性平台的媒体“点击量”、提及次数及影响力的基准及持续数据，

并就与生物多样性平台工作方案有关的重大事态新闻向秘书处发出提醒。 

14. 观点文章。主席团已批准一项提案，由秘书处在生物多样性平台专家的

协助下，确定生物多样性平台可以作出宝贵贡献的关键全球议题和讨论进程，

具体方式是发表有针对性的观点文章，以提高生物多样性平台的形象和公信力，

以及扩大其工作方案产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以生物多样性平台主席、执行

秘书、主席团成员及部分生物多样性平台专家的名义写作此类文章。 

15. 志愿人员。将确定和辅导生物多样性平台区域交流与外联志愿合作伙伴，

以扩大生物多样性平台交流工作的渗透面，更广泛地传播到各区域、各次区域

和各语种。该倡议已经启动，在拉丁美洲区域用西班牙语开展外联活动。 

 B. 发布 2018 和 2019 年评估报告的筹备工作 

16. 全体会议将在 2018 年第六届会议上完成四项区域评估及土地退化与恢复

评估，并预计在 2019 年第七届会议上完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

估，秘书处意识到从 2016 年发布的前两项评估中总结的经验教训——特别是

必须及早规划和筹备，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媒体和利益攸关方外联工作的影响力。 

17. 将就所有六项评估开展有针对性的外联活动，通过进程简报、作者会议

最新情况通报以及媒体能力讲习班等途径，提高主要媒体单位、“顶级”记者和

生物多样性平台社交媒体联系人对于上述产出的重要性的敏感度。 

18. 还计划由已完成的评估的共同主席、多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成员及部

分撰稿专家，以及生物多样性平台区域交流与外联志愿合作伙伴，为全体会议

届会之后的一系列发布及区域一级的“巡回讲座”作出贡献，以及为生物多样性

相关多边环境协定重要的全球峰会及大会的会外活动作出贡献。 

19. 秘书处将采购专业的媒体和公共关系服务，从 2017 年的规划阶段开始并

持续到 2018 年和 2019 年，以确保最大程度地提高与六项评估报告发布有关的

交流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20. 秘书处还将与其伙伴组织及实体合作，为 2017-2019 年期间类似或相关

报告的发布制定交流战略。 

二、 利益攸关方参与战略的分阶段实施 

21. 利益攸关方参与战略的首阶段实施工作现已完成，该工作涉及确定现有

的生物多样性平台利益攸关方并进行摸底，以更好地了解其专长、优先事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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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以及查明生物多样性平台利益攸关方构成中的重大欠缺。该摸底工作的

结果载于 IPBES/5/INF/16 号文件。 

22. 第二阶段实施工作包括对生物多样性平台利益攸关方需求分析调查的答

复进行分类和深入分析、秘书处就收到的答复的关键要素进行初步跟进——特

别是关于更直接地为生物多样性平台的工作作出贡献的意向表达——以及对全

球及联合国五大区域中无人代表和代表程度明显不足的利益攸关方类别给予优

先考虑，以便为秘书处 2017 年的交流与外联工作提供依据。IPBES/5/INF/16 号

文件介绍了确定优先顺序的工作。 

23. 2017 年展开的第三阶段实施工作将涉及具体的外联活动，重点是无人代

表和代表程度不足的优先利益攸关方类别，以及将电子和传统交流与多学科专

家小组和主席团成员以及部分专家的“路演”部分相结合，并在具备资源的情况

下，由五大区域的技术支持小组、生物多样性平台区域交流志愿合作伙伴及生

物多样性平台利益攸关方网络提供支持。第三阶段还将包括编制、分发和推广

操作指南和翻译文稿，以及其他有针对性的外联材料。将于 2017 年 10 月开展

一次跟进调查。 

三、 多年期交流与利益攸关方参与活动 

24. 主席团核准了秘书处的一项提案，构想一项或多项更广泛的多年期交流

活动并调查可行性，从而将生物多样性平台的专题、方法及组织信息传播工作

合并成为更加连贯一致的整体。此类活动旨在借助生物多样性平台所有各项评

估的信息传播和外联工作，将生物多样性平台工作方案交付品的进展情况与更

广泛的全球进程、目标、优先事项和活动直接联系起来。 

四、 战略伙伴关系 

25. 全体会议在 IPBES-3/4 号决定中，邀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

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视情况与主席团合作，参照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之间

的现有战略伙伴关系安排，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根据该决定，已将生物多样性

相关公约联络小组成员与生物多样性平台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备忘录草案提交给

全体会议第四届会议审议（IPBES/4/18，附件一）。全体会议在该届会议上审

议此事项时，得出的明显结论是，有必要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多

边环境协定秘书处逐一单独达成协定，取代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小组成

员之间的合作备忘录。作为第四届会议讨论结果，全体会议在 IPBES-4/4 号决

定中请执行秘书完成此类合作备忘录。 

26. 生物多样性平台秘书处将于全体会议第五届会议之前与养护野生动物移

栖物种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缔结合作备忘录。关于

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已表达与

生物多样性平台秘书处开展合作的强烈兴趣，并有望于 2017 年就此缔结合作

备忘录。 

27. 在与其他战略伙伴合作方面，已经与从事全球环境变化和全球可持续性

研究的“未来地球”倡议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将在主席团的指导下，为支持生物

多样性平台的特定工作队，制定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制、地球观测组织生

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美洲全球变化研究所和联合国

大学高等研究所之间的标准化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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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将继续就与开发署的合作开展讨论，尤其是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网络倡议，在此方面已取得进展，进一步澄清了该网络与生物多样性平台

之间在网络门户网站及各项能力建设活动等方面的接合。秘书处还在与开发署

进行讨论，以探讨与开发署的其他倡议和项目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尤其是“赤

道倡议”，该倡议有可能支持生物多样性平台在土著和地方知识方面的工作。 

五、 建议采取的行动 

29. 全体会议不妨注意到迄今取得的进展、主席团提出的指导意见，以及交

流、利益攸关方参与及战略伙伴关系工作的进一步实施计划。还邀请全体会议

就上述事项提供评论和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