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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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会议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8 日，吉隆坡
临时议程项目 5(b)
平台的工作方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情景设想与
模型：方法评估和关于进一步开发工具和方法的提案

关于进一步开发与情景设想和模型有关的工具和方法的提案
（交付品 3 (c)）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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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 20142018 年期间工作方案的 IPBES-2/5 号决定中，批准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的情景设想分析与建模开展一次方法评估，供全体会议第四届会议审议。
2.
该决定的附件一指出：“情景设想和模型，包括基于参与方法的情景设想
和模型，已被确定为政策支持工具和方法，能够帮助决策者确定对人类福祉有
不利风险和影响的发展途径，以及设想能够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目标的替代途径”，并且“根据方法评估得出的结论，该交付品将成为一份不断
发展演进的指导意见，随后按全体会议的指示采取措施推广不同类型知识的使
用方法，并推动开发数据库、地理空间数据以及情景设想分析与建模的工具和
方法。”
3.
按照开展后续工作的要求，秘书处与多学科专家小组及主席团合作编写
了本说明，本说明附件中列明进一步开发与情景设想和模型有关的工具和方法
的职权范围，包括体制安排、活动时间表及成本。与全体会议在第三届会议上
审议的 2016-2018 年指示性预算相比，并未提议增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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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说明提议，围绕两项活动设计关于情景设想的后续工作： (a) 就原有模
型和情景设想的使用提出专家意见，以满足平台的需要（包括不断发展演进的
指导意见）；(b) 推动广大科学界开发情景设想及相关的模型。

二、

建议全体会议采取的行动
5.

全体会议不妨采取以下行动：

(a) 请多学科专家小组依据本说明附件包含的职权范围，督导关于情景
设想与模型的进一步工作，并委任一个专家小组依据经批准的议事规则和职权
范围开展此项工作；
(b)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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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进一步开发与情景设想和模型有关的工具和方法的职权范围
A.

原理和目标
1.
对情景设想与模型的评估是一项方法评估。这是平台在情景设想与模型
方面的第一阶段工作（IPBES-2/5号决定，附件六）。启动此项工作的目的是就
“此类方法在平台之下的所有工作中的使用”提出专家意见，“以确保其交付品的
政策相关性”（IPBES-2/5号决定，附件一）。这是平台的首批产品之一，因为
其为各情景设想与模型在区域及全球专题评估，以及平台未来所有工作中的使
用奠定基础。
2.
应全体会议的要求，现需要启动后续阶段工作，为所有专家团队、尤其
是从事专题、区域及全球评估工作的专家团队提供关于使用情景设想的建议，
并推动进一步开发情景设想与模型。

B.

拟议的工作
3.

在情景设想与模型方面的进一步工作将包括下述活动：

(a) 活动 1：向平台的相关专家小组、尤其是目前从事评估工作的专家
小组就现有模型和情景设想的使用提供专家意见以满足平台目前的需要；
(b)
的工作。

活动 2：推动广大科学界开发情景设想及相关模型，用于平台未来

4.
在情景设想与模型方面的进一步工作对于平台的所有评估工作至关重
要，其将于平台全体会议第四届会议之后立刻开始，持续至2018年首个工作方
案结束。
活动 1：就现有模型和情景设想的使用提供专家意见以满足平台目前的需要
5.
平台的所有评估工作包括为相关区域或专题对其各自在情景设想与模型
方面的现有工作进行评估，以便提出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未来的
深入见解。
6.
为完成此项工作必须开展四项子活动： (a) 便利查阅关于情景设想与模型
的相关文献； (b) 便利查阅相关情景设想工作成果；(c) 协调各情景设想与模型
的使用以便能在各项区域、全球及专题评估之间进行比较；(d) 进一步制定关
于情景设想与模型使用的不断发展演进的指导意见。
(a) 便利查阅相关文献：建立和维护一个现有情景设想与模型文献的数
据库，为按地方、国家、次区域及区域尺度开展的专题、区域及全球评估过程
中的综合分析提供资料来源。该数据库将包括同行审查文件和公开报告，还将
鼓励从业者和专家分享尚未发表或难以查阅的报告，包括关于土著和地方知识
的报告，语言不限。建立数据库时将与知识与数据问题工作队密切协作；
(b) 便利查阅相关情景设想工作成果：鼓励科学界将其工作成果，如地
图和数据库，提供给平台的专家。利用平台内正在开发的机制，如政策支持工
具与方法目录（交付品(4c)）或知识与数据库（交付品 (1d)）作为建立一个基
于网络的情景设想与模型工作成果平台的潜在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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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协调各情景设想与模型的使用：这项工作将通过几场实体和虚拟研
讨会（与能力建设问题工作队密切合作组织）完成，包括请专家为进行中的各
项评估的相关章节开展情景设想方面的工作；
(d) 进一步制定关于情景设想与模型使用的不断发展演进的指导意见：
编订和维护一份与时俱进的指导意见，与政策支持工具与方法目录（交付品
(4c)）密切配合，并借鉴平台关于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交付品(2a)）第 6 章
（关于在评估及决策支持中使用情景设想与模型），以及对情景设想与模型的
方法评估（交付品 3 (c)）。
活动 2：推动广大科学界开发情景设想及相关模型。
7.
平台进行中及未来的活动将会发现情景设想与模型中的缺口。需要填补
这些缺口以便在多个级别发展关于该领域的知识，从而扩大知识体量，用于平
台未来的评估工作。此外，需要科学界开发满足平台具体需要的新情景设想。
平台不会生成此类新知识，但将推动其产生：
(a) 推动填补情景设想与模型知识缺口：需要向科学界传达在情景设想
与模型评估报告中发现的缺口，以及通过平台的工作在未来发现的缺口，以便
问题得到解决；
(b) 推动开发直接和间接动因的新情景设想供平台未来使用：如情景设
想与模型评估报告中着重指出，现有情景假设想无法完全满足平台的需要。平
台将推动上述新情景设想的产生。
8.
将与知识与数据问题工作队（交付品1(d)）密切合作开展上述两项活动，
并将与该工作队举行对话以推动新知识形成及在不同知识体系之间搭建桥梁。
C.

开展情景设想与模型工作的体制安排
9.
此项工作将由一个专家小组实施，该小组由20至25名成员组成，从目前
的情景设想评估专家小组的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和主要作者中，以及从
入选从事区域或专题评估的情景设想专家中选拔。专家小组的最终构成将依据
经批准的议事规则决定，并由多学科专家小组批准。该安排将确保情景设想专
家小组工作的连续性，并能够即时为进行中的各项评估及即将开展的全球评估
提供重要支持。经全体会议第四届会议批准，将利用填补缺口程序填补专长缺
口。该专家小组将与能力建设、土著和地方知识体系，以及数据与知识工作队
充分合作。
10. 设于荷兰环境评估署的技术支持小组为情景设想与模型的方法评估报告
制作提供支持，其工作将持续到2018年首个工作方案结束。

D.

工作安排
11.

此项工作安排如下：

时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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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和体制安排
第一季度

多学科专家小组遴选专家小组

第二季度

启动活动 1(a)：开发数据库和制定计划，为查阅情景设想与模型的相
关文献提供便利；在 2016-2018 年更新和维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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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活动 1(b)：利用平台内现有机制，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的情景设想
与模型工作成果平台，为查阅工作成果提供便利；在 2016-2018 年更
新和维护平台
启动活动 1(c)：通过若干虚拟研讨会协调各情景设想与模型在平台内
的使用；在 2016-2018 年持续进行

2016 年

第三季度
第一季度
全体会议
第五届会
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E.

启动活动 1(d)：举行专家小组会议，与负责开发政策支持工具与方法
目录的专家小组密切协作，进一步制定关于情景设想与模型使用的不
断发展演进的指导意见
活动 2(a)和(b)：举行首次专家小组研讨会，推动填补情景设想与模型
方面的知识缺口，及开发直接和间接动因的新情景设想供平台使用
活动 1 和 2 进展报告：编制文献数据库、基于网络的工作成果平台、
情景设想问题跨方案协调工作、起草不断发展演进的指导意见；以及
首次填补缺口问题研讨会的成果

全年

活动 1 (a)、(b)、(c)和(d)贯穿全年

第二季度

活动 2(a)和(b)：举行第二次专家小组研讨会，推动填补情景设想与模
型方面的知识缺口，及开发直接和间接动因的新情景设想供平台使用

第一季度
全体会议
第六届会
议
全年
全体会议
第七届会
议

在全体会议第六届会议上介绍专家小组的工作

所有活动贯穿全年
专家小组关于所有活动的最终报告

成本
12. 下表显示进一步开发关于情景假设与模型的方法的估算成本。该成本与
全体会议第三届会议审议的2016-2018年示意性预算中包含的成本相似，预计不
会对信托基金造成超额成本。
13. 方法评估技术支持小组的东道机构荷兰环境评估署表示愿意提供2016年
技术成本的60%，以及2017和2018年的75%（原计划是50%），作为对平台的
实物供资。此外，各伙伴组织将在信托基金供资之外提供补充供资以支助与会
者的差旅费用。
估计成本

年度

成本项目
活动 1(d)：举行专家小组会议以
进一步制定不断发展演进的指导
意见:

2016
年

活动 2(a)和(b)：首次关于填补缺
口及推动开发新情景设想问题研
讨会，专家小组及另外 8 名与会
者出席
技术支持

假设
会场成本 (1 周，20 位与会者)
(25%为实物形式)
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支助 75%的
与会者(15 x 3 750 美元)
会场成本 (1 周，50 位与会者)
(25%为实物形式)

（美元）
7 500
56 250
11 250

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支助 50%的
与会者(25 x 3 750 美元)

93 750

1 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 (60%为实物
形式)

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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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成本
年度

成本项目

假设
会场成本 (1 周，60 位与会者)
(25%为实物形式)

2017
年

活动 2(a)和(b)：第二次关于填补
缺口及推动开发新情景设想问题
研讨会，专家小组及另外 8 名与
会者出席

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支助 50%的
与会者 (30 x 3 750 美元)

112 500

技术支持

1 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 (75%为实物
形式)

37 500

技术支持

1 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 (75%为实物
形式)

37 500

2018
年
合计

注：成本计算基于的假设是有 75%的与会者需要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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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11 250

427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