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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
第四届会议
2004 年 5 月 3 日至 14 日
*

临时议程 项目 5(e)
每届会议的共同议题：闭会期间的工作

为审议并就制定关于所有森林类型的法律框架的任务规定
要素提出建议的特设专家组会议做准备的进展情况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本文件说明了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秘书处在为审议并就制定关于所有森林类
型的法律框架的任务规定要素提出建议的特设专家组会议筹备方面取得的进展。
秘书处正在编写文件，以协助专家们完成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299 号决定赋
予的任务，其中理事会还决定论坛第四届会议不会就此说明进行讨论或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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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3/299 号决定中设立了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审

议并就制定关于所有森林类型的法律框架的任务规定要素提出建议的特设专家
组并决定论坛第四届会议将收到一份关于为专家组会议准备文件的进展情况说
明。其中还决定论坛第四届会议不会就该说明进行讨论或谈判。

二. 审议并就制定关于所有森林类型的法律框架的任务规定要素
提出建议的特设专家组
2.

设立该特设专家小组的目的是为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提供科技咨询，以利审

议并就制定关于所有森林类型的法律框架的任务规定要素提出建议的工作。
3.

特设专家组在会上将通过一份报告，提交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第五届会议。

报告将具体说明专家组的主要工作成果，包括供论坛进一步审议的提案和建议。
4.

特设专家组成员的提名截至日期是 2004 年 3 月 31 日。在专家组会议上，将

从专家中选出两人担任共同主席，一名从发展中国家选出，另一名从发达国家选
出。

A．

任务
5.

根据经社理事会的要求，特设专家组将执行下列具体任务：
(a) 评估现有的关于森林的区域和国际约束性和非约束性文书；除其他外，

应包括分析其互补性、差距和重叠情况，并考虑到论坛审查关于森林问题国际安
1

排问题效率的具体标准的第 2/3 号决议；

(b) 审议各国的报告、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组织和联合国森林问题论
坛秘书处编写的报告以及论坛各届会议的成果；
(c) 审议森林问题国际安排的其他成果，特别包括各国执行政府间森林问题
小组（森林小组）/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森林论坛）行动建议的工作、其他专
家组、论坛以国家和组织为主导的行动及以往有关的行动、以及森林问题合作伙
伴关系成员组织所开展与森林有关的工作；
(d) 审查与森林有关的现有组织和协定的相关经验，包括多边环境协定以及
区域公约和进程的有关经验，并以互补性、差距和重叠等问题为重点；
(e) 为论坛第五届会议提供关于审议并就制定关于所有森林类型的法律框
架的任务规定要素提出建议的一整套均衡的备选方案，供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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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设专家组会议
6.

依照 2003 年 12 月 19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315 号决定，将于 2004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在纽约举行特设专家组会议。

C.

各国和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组织的观点
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3/299 号决定中，邀请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成

员国和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组织在 2004 年 1 月 31 日前就特设专家组会议
的下列筹备工作提交有关意见和资料：
(a) 提供事实和技术资料，包括现有的与森林有关的区域和国际约束性和非
约束性文书及进程的最新资料以及其他有关组织和协定、包括多边环境协定和区
域性公约和进程的最新资料；
(b) 编纂资料，说明成员国和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组织在执行森林小
组和森林论坛行动建议以及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各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决议方
面取得的进展、得到的推动因素以及遇到的阻碍；
(c) 介绍和详细说明各方面选择方案，包括其法律、财政和体制办法。
8.

理事会还请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秘书处由此应将成员国和森林问题合作伙

伴关系成员组织提交的意见和资讯汇编成册，以此为特设专家组会议作准备；
9.

按照第 2003/299 号决定，除了让各成员国了解为特设专家组准备文件方面

的进展情况外，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主席团将与成员国协商，在论坛第四届会议
之前、主席团会议之后立即在纽约举行一天的非正式会议。

三. 为特设专家组会议准备文件方面的进展
10. 在编写本说明之时，成员国和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组织只向秘书处提
交了数量有限的看法和信息。上文第 9 段提到的非正式协商尚未举行。然而秘书
处考虑到迄今收到的看法，计划着手为特设专家组会议至少准备 3 份文件，详情
见以下各节。秘书处将尽最大可能利用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内部现有的专才，
为特设专家组会议编制文件。预计提交文件的时间大约在 2004 年 6 月底。届时，
文件将作为未经编辑的文本刊载在秘书处网站上。可向秘书处索要复印件。

A.

提出技术资料和事实材料
11. 提出技术资料和事实材料的文件意在协助特设专家组完成上文第 5(a)和(d)
段概述的任务。将更新为支助森林小组和森林论坛的工作而编制的文件所载现有
资料，以及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所作工作，因为其工作关系到各森林组织、文
书和进程的技术和事实资料。文件将尤其注意最近与森林有关的文书和进程方面
的发展。这份文件的字数可能会超出法定的文件只能有 8 500 字的限度，将作为
背景文件印发并仅提供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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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执行的进展情况
12. 关于执行进展的文件是协助特设专家组完成上文第 5(c)段概述的任务。提交
的一些意见载有对执行进展的评估。各国也向论坛会议提交了与某次特定会议重
点专题的报告。论坛秘书处将利用这些资料准备把执行森林小组/森林论坛行动
建议以及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的决定和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推动因素以及遇到
的阻碍汇编成文。
13. 这份文件与论坛关于“审查森林问题国际安排效率的具体标准”的第 2/3 号
决议

1

有 关执行森林小组/森林论坛行动建议的第 4(a)段有紧密的关联。

E/CN.18/2004/12 号文件载有这一审查进程的建议，论坛第四届会议将予以审议。
由于要等到第四届会议才能决定审查的进程，论坛秘书处将确保将特设专家组开
会时准备好的任何关于“执行进展”的资料提供给专家们审议。

C.

选择的范围
14. 关于选择范围的文件的目的是协助特设专家组完成上文第 5(b)和(e)段概述
的任务。迄今提交的数据详细说明了各种选择方案，包括其法律、财政和机构办
法。秘书处将以逐字记录的方式，用原文加以汇编，并提供给特设专家组。

D.

其他文件
15. 特设专家组将收到会议附带说明的临时议程。秘书处还将以非正式文件的形
式编写一份临时工作安排。
1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299 号决定还明确指出该决议设立的另外两个特
设专家组，监测、评价和报告方式及机制问题特设专家组以及财政和无害环境技
术转让问题特设专家组的报告将作为对特设专家组工作的投入。这两个特设专家
组会议分别于 2003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日和 15 日至 19 日在日内瓦举行。其报告
分别载于 E/CN.18/2004/2 号和 E/CN.18/2004/5 号文件。这些报告将在论坛第四
届会议时讨论，并与会议审议的成果文件一道提供给特设专家组。
17. 迄今收到的一些意见就背景材料和文件提出了建议，专家们可能会发现会前
查阅是有益处的。在特设专家组会议召开之前，秘书处将和对待另外两个专家组
的情况一样，在秘书处的网址(www.un.org/esa/forests)上提供查找有用的背景
资料的链接。
注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 年，补编第 22 号》
（E/2003/42）,第二章，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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