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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cting in his capacity as depositary,
communicates the following:
By 17 April 2012, the date on which the period specified for the notification of objection
to the proposed corrections expired, no objection had been notifi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Consequently, the Secretary-General has effected the required corrections to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Protocol (Chinese version) and to the certified true copies that were circulated by depositary notification
C.N.783.2010.TREATIES-2 of 14 December 2010 (reissued on 30 March 2011) and corrected by
Procès-verbaux of 17 June 2011 and 31 January 2012.
…..

The Procès-verbal of rectification is transmitted herewith.

18 Apr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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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 to depositary notification C.N.825.2011.TREATIES-78 of 18 January 2012 (Proposal
of corrections to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Protocol (Chinese version) and to the certified true copies).

Attention: Treaty Services of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are issued in electronic format only.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ar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ermanent Missions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on the Internet at
http://treaties.un.org, under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CNs)". In addition, the Permanent Missions, as well
as other interested individuals, can subscribe to receive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by e-mail through the Treaty
Section's "Automated Subscription Services", which is also available at http://treaties.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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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 11 款，第 5 条第 1、2 和 5 款，第 6 条第 3
（e）和（g）款，第 7 条，第 12 条第 3（b）款；
第 13 条第 1（a）和（b）及第 2 款，第 14 条第 2
（c）款，第 16 条第 1 款，第 17 条第 1（a）
（一）（二）款，第 17 条第 3 款和第 4（g）
款，第 18 条标题和第 1、2 款，第 19 条第 1 款，
第 22 条第 4（b）款和第 5（b）款中的“共同商
定的条件”
第 2 条第（c）款,，第 6 条第 3（f）款，第 17 条
第 1(a)（一）款和第 4（i）款，第 18 条第 1 款，
第 20 条标题和第 1、2 款，第 21 条第（e）款,，
第 22 条第 5（j）款中的“和/或”
第 18 条第 1（b）款的“和/或”
第 6 条第 2 款，第 7 条，第 8 条，第 13 条第 4
款，第 14 条第 2 款；第 16 条第 1、2 款，第 17
条第 1 款，第 18 条第 2、3 款，第 20 条第 1 款，
第 21 条中的“缔约方”
第 19 条第 1 款，第 29 条中的“每一缔约方”
第 6 条第 1 款，第 6 条第 3（a）款，第 8 条，第
15 条标题和第 1、3 款中的“管制”
第 6 条第 3 (d)款、第 17 条第 1（c）款中的“高
成本效益”
序言第 27 段，第 6 条第 3（g）(三)款，第 12 条
第 3（b）款，第 13 条第 1（b）款，第 14 条第 2
（b）和 3（c）款，第 17 条第 1（b）和第 4
（h）款，第 18 条第 3（a）款, 第 21 条第（e）和
（h）款,第 22 条第 4（c）和 5（i）款,，第 26 条
第 4（e）款中的“以及”
第 12 条第 1 款，第 12 条第 3（a）款和第 21 条
（i）款中的“社区议定书”
序言第 3 段中的“并认识到《议定书》致力于在
《公约》内落实这一目标，”
序言第 4 段中的“重申根据《公约》的规定，国
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
序言第 6 段中的“认识到为根据《公约》第 16 和
第 19 条通过技术转让与合作建立研究和创新的能
力增加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的价值对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贡献，”
序言第 7 段中的“主要激励因素”
序言第 10 段中的“法律上的确定性”
序言第 11 段中的“又认识到促进遗传资源的提供
者和使用者之间谈判共同商定的条件时公平与平
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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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商定条件

和（或）

删除 [Deleted. See item 8 below.]
各缔约方

各缔约方
监管
成本效益高
删 除 [Deleted. Use of "and" between
penultimate and final items of a list is not
necessary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

社区规约
并认识到本议定书致力于在《公约》内实
施这一目标
重申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并根据
《公约》相关条款，
认识到根据《公约》第 16 和第 19 条，通
过技术转让与合作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增加
的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的价值所产生的对
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关键性激励因素
法律确定性
进一步认识到促进遗传资源的提供者和使
用者就共同商定条件进行公平与公正谈判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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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 12 段中的“并申明必须让妇女全面参与所
有级别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策和执行，”
序言第 13 段中的“支持有效执行《公约》的获取
和惠益分享规定，”
序言第 14 段中的“需要采取一种创新的办法，以
便处理跨界情况下发生或无法给予或征得事先知
情同意的情况下，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
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
益，”
序言第 16 段中的“独有特征和需要独特解决方案
的问题，”
序言第 17 段中的“且遗传资源对于实现世界粮食
安全以及可持续性的农业发展在减贫和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特殊性质和重要性，”
序言第 18 段中的“（2005 年）《国际卫生条
例》以及”
序言第 18 段中的“公众卫生防范”
序言第 20 段中的“在与《公约》相协调情况下制
定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获取和惠
益分享多边制度，”
序言第 21 段中的“本议定书和同本议定书相关的
其他国际协定应该相互支持，”
序言第 22 段中的“《公约》第 8(j)条对于同遗传
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以及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此
种知识所产生惠益的重要性”
序言第 23 段中的“其与土著和地方社区密不可分
的性质，”
序言第 24 段中的“存在着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
知识为土著和地方社区持有或拥有的多种多样的
情况，”
序言第 25 段中的“土著和地方社区有权在自己社
区内查清其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正当持
有者，”
序言第 26 段中的“序言第 25 段中的“又认识到
存在着一些国家自己拥有口头形式或有文献记录
的传统知识的独特情况，这种传统知识反映了同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联的丰富的
文化遗产，”
序言第 28 段中的“申明”
第 1 条中的“为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
源，包括通过适当获取遗传资源和适当转让相关
的技术，所产生的惠益，”
第 2 条中的标题“术语”
第 2 条第 1 款中的“界定”
第 2 条 c 款中的“遗传和生物化学组成”

并确认让妇女全面参与所有层次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必要性，
支持《公约》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条款的
有效执行，
需要采取创新性方法，以便处理在跨界情
况下或无法给予或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情
况下，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
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
的问题，
其独有特点和需要区别性解决方案的问
题，
以及在减贫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遗传资
源对于实现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和
为了公共健康防范
与《公约》协调一致制定的《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下的获取和惠益
分享多边制度，
与获取和惠益分享相关的国际文书应该相
互支持，以期实现《公约》的目标，
《公约》第 8(j)条与同遗传资源相关的传
统知识以及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此种知识
所产生惠益的关联性，
其对土著和地方社区具有的密不可分的性
质，
土著和地方社区持有或拥有与遗传资源相
关的传统知识的情况的多样性，
在其社区内查明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
识的正当持有者是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权
利，
进一步认识到 在一些国家与遗传资源相关
的传统知识持有的特殊情况，这种知识以
口头、文献记录或其他形式存在，这反映
了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丰富文化遗产，
确认
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
惠益，包括通过适当获取遗传资源和适当
转让相关的技术，
用语
定义
遗传和（或）生物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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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c 款中的“使用《公约》第 2 条界定的生
物技术”
第 2 条 d 款中的“界定”
第 2 条 d 款中的“生物体”
第 2 条 e 款中的“遗传表现形式”
第 2 条 e 款中的“遗传的功能单元”
第 3 条中的“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以及利用
此种知识所产生的惠益”
第 4 条第 1 款中的“不妨碍”
第 4 条第 1 款中的“《议定书》”
第 4 条第 2 款中的“不妨碍”
第 4 条第 2 款中的“包括其他专门性获取和惠益
分享协定”
第 4 条第 3 款中的“同其他相关国际文书”
第 4 条第 3 款中的“应支持而不应违背
第 4 条第 4 款中的“的获取和惠益分享规定的文
书”
第 4 条第 4 款中的“专门性国际获取和惠益分享
文书”
第 4 条第 4 款中的“适用符合”
第 4 条第 4 款中的“所适用的”
第 4 条第 4 款中的“某一个或多个”
第 5 条第 1 款中的“（此种资源的来源国或根据
《公约》已获得遗传资源的缔约方）”
第 5 条第 1 款中的“分享”
第 5 条第 2 款中的“关于土著和地方社区”
第 5 条第 2 款中的“由土著和地方社区持有”
第 6 条第 1 款中的“并在符合国内获取和惠益分
享的立法或管制要求的情况下”
第 6 条第 1 款中的“应经过作为此种资源来源国
的提供缔约方或是根据《公约》已获得遗传资源
的缔约方的事先知情同意”
第 6 条第 2 款中的“以期确保在获取土著和地方
社区拥有既定的准予获取的权利的遗传资源时，
得到了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的事先知情同意或批准
和参与”
第 6 条第 3（e）款中的“许可证获取证书”
第 6 条第 3（e）款中的“给与”
第 6 条第 3（f）款中的“酌情并在遵照国内立法
的情况下，就获得土著和地方社区对获取遗传资
源的事先知情同意或批准和参与，制定标准和/或
程序；以及”

应用《公约》第 2 条定义的生物技术
定义
活生物体
遗传表达
遗传功能单元
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和利用此种知
识所产生的惠益
不应妨碍
本议定书
不应妨碍
包括其他获取和惠益分享的专门性协定
同其他与本议定书相关的国际文书
支持并且不违背
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条款的文书
获取和惠益分享专门性的国际文书
符合
所涵盖的
缔约方
——此种资源的原产国或根据《公约》已
获得遗传资源的缔约方
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分享
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
由其持有
并在符合获取和惠益分享国内立法或监管
要求的情况下
应经过提供此种资源的缔约方——此种资
源的原产国或根据《公约》已获得遗传资
源的缔约方的事先知情同意
以期确保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对遗传资源拥
有准予获取的既定权利的情况下，获取此
种遗传资源得到了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
知情同意或核准和参与
获取许可证书
给予
在适用的情况下并遵照国内立法，制定标
准和（或）程序，以便在获取遗传资源时
获得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或核
准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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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第 3（g）款中的“就要求和订立共同商定
的条件一事订出明确的规则和程序。这些条件应
以书面形式订出，除其他外，内容包括：
(一) 解决争议的条款；
(二) 关于惠益分享，包括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
(三) 关于嗣后第三方使用的条款（如果有第三方
的话）；以及
(四) 适用情况下关于改变意向的条款；”

63
64

第 7 条中的“批准及参与”
第 8 条（a）款中的“创造条件以促进和鼓励有助
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采取非商业性研究目的的获
取的简化措施，同时考虑到有必要解决研究意向
改变的问题；”
第 8 条（b）款中的“国家和国际法所确定的”
第 8 条（b）款中的“迅速获得遗传资源以及公正
和公平分享利用此种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第 9 条中的“考虑将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引导至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的组成部分的方面”
第 10 条中的“缔约方应考虑有必要制定一种全球
性多边惠益分享机制并考虑这一机制的模式，以
便解决公正和公平分享从跨界的情况下发生或无
法准予或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利用遗传资源和与
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中获得的惠益。遗传资
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使用者通过这
一机制所分享的惠益，应该用于支持在全世界保
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

就要求和订立共同商定条件制定明确的规
则和程序。这些条件应以书面形式拟定，
除其他外，内容可包括：
(i) 争端解决条款；
(ii) 关于惠益分享的条件，包括涉及知识产
权；
(iii) 关于嗣后第三方使用的条件（如果有
第三方的话）；
(iv) 在适用情况下关于改变意向的条件。
核准和参与
创造条件，包括简化出于非商业性研究目
的的获取措施，促进和鼓励有助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同时考虑到有必要对上述研
究意向的改变予以处理；
各国或国际上确定的
迅速获取遗传资源以及迅速公正和公平分
享利用此种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将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用于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

65
66
67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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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第 11 条第 1 款中的“发现”
第 11 条第 1 款中的“尽力给予合作，以期在有关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下，执行本议定书。”
第 11 条第 2 款中的“在相同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
传统知识由几个缔约方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土著和
地方社区分享时，这些缔约方应酌情努力在有关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下进行合作，以便执行本
议定书的目的。”
第 12 条第 1 款中的“考虑到土著和地方社区在与
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方面适用的习惯法、社区
议定书和程序。”
第 12 条第 2 款中的“相关”

缔约方应考虑制定全球性多边惠益分享机
制的必要性及相关的模式，以便处理在跨
境的情况下或无法准予或获得事先知情同
意的情况下由利用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
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的公正和公
平的分享。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
传统知识的使用者通过这一机制所分享的
惠益，应该用于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
就地发现
尽力合作，在适用的情况下由有关土著和
地方社区的参与，以期执行本议定书。
在与遗传资源相关的同一传统知识由几个
缔约方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土著和地方社区
共同拥有时，这些缔约方应酌情尽力在有
关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参与下进行合作，以
期落实本议定书的目标。
，在适用的情况下，考虑土著和地方社区
在与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方面的习惯
法、社区规约和程序。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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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第 2 款中的“制定机制向与遗传资源相关
的传统知识的潜在使用者通报其获取以及公正和
公平分享利用此种知识所产生惠益的义务，包括
通过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提供的措施。”

75
76
77
78
79
80

第 12 条第 3 款中的“努力”
第 12 条第 3（c）款中的“利用”
第 12 条第 4 款中的“及其社区之间对”
第 13 条第 1（a）和（b）款中的“对”
第 13 条第 1（a）和（b）款中的“申请人”
第 13 条第 1（a）款中的“提供关于获得事先知
情同意和制定共同商定的条件包括惠益分享的程
序的信息”
第 13 条第 1（b）款中的“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关
于获得事先知情同意或土著和地方社区酌情核准
和参与以及制定共同商定的条件包括惠益分享的
程序的信息；以及”
第 13 条第 2 款中的“负责批准获取或酌情颁发获
取规定已经符合的书面证明
第 13 条第 2 款中的“适用程序和规定”
第 13 条第 4 款中的“应将此通知秘书处，同时并
应通报关于这些主管当局各自责任的相关信息。
在可行时，此种信息至少应详细说明哪一主管当
局负责所要求获得的遗传资源。缔约方应毫不拖
延地将国家联络点的指定或关于其国家主管当局
的联络信息或责任的任何变化通知秘书处。”

建立机制向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
潜在使用者通报其义务，包括通过获取和
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提供的关于获取以及
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此种知识所产生惠益
的措施。
尽力
由利用
及土著和地方社区之间对
向
申请者
提供关于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信息和
制定包括惠益分享的共同商定条件的程序
信息
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关于酌情获得土著和
地方社区事先知情同意或核准和参与以及
关于制定包括惠益分享的共同商定条件的
程序信息；
负责准予获取或在适用的情况下颁发获取
要求已经满足的书面证明，
适用程序和要求
应将此信息通知秘书处，并应通报关于这
些主管当局各自责任的相关信息。在适用
的情况下，此种信息至少应详细说明哪一
主管当局负责哪种遗传资源的获取。各缔
约方应及时将国家联络点指定或国家主管
当局的联络信息、职责的变更通知秘书
处。
删除 [=deleted]
删除 [=deleted]
用于证明准予事先知情同意的决定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第 14 条第 2 款中的“根据”
第 14 条第 2（a）和（b）款中的“关于”
第 14 条第 2(c)款中的“用于证明准予事先知情同
意”
第 14 条第 4 款中的“进行定期审查”
第 15 条标题“遵守有关获取和获益分享的国家立
法和管制要求”
第 15 条第 1 款中的“使其管辖范围内利用的遗传
资源依照已经确定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的
条件获取，以符合其他缔约方的国内获取和惠益
分享立法规定或管制要求。
第 15 条第 3 款中的“缔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就据
控违反本条第 1 款所指国内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立
法规定或管制要求的情事给予合作。”
第 16 条的标题：“遵守有关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
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家立法或管制要求”

进行审查
遵守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内立法或监管要
求
规定在其管辖范围内利用的遗传资源是按
照事先知情同意获取的并订立了共同商定
条件，以符合另一缔约方的获取和惠益分
享国内立法或监管要求。
缔约方应尽可能酌情合作处理被控违反本
条第一款所指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内立法
或监管要求的情事。
遵守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获取和
惠益分享的国内立法或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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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第 1 款中的“以便规定，其管辖范围内所
利用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须尊照土著
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或批准和在其参与下
予以获取，同时规定，须依照此种土著和地方社
区所在其他缔约方的国内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或
管制要求订立共同商定的条件。”
第 16 条第 3 款中的“缔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就据
控违反本条第 1 款所指国内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立
法规定或管制要求的情事给予合作。”
第 17 条第 1 款中的“为支持遵守，缔约方应酌情
采取措施，以监测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和加强这
种利用的透明度。”
第 17 条第 1（a）(一)款中的条款序号和“收集或
酌情接收”
第 17 条第 1（a）(一)款中的条款序号和“和/或酌
情包括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信息”

规定其管辖范围内所利用的与遗传资源相
关的传统知识是得到事先知情同意或核准
并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参与下获取的，并订
立了共同商定条件，以符合该土著和地方
社区所在的另一缔约方的获取和惠益分享
国内立法或监管要求。
缔约方应尽可能酌情合作处理被控违反本
条第 1 款所指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内立法
或监管要求的情事。
为支持遵约，各缔约方应酌情采取措施，
监测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并提高遗传资源
利用的透明度。
条款序号改为“(a) (i) ”
酌情收集或接收
条款序号改为“(a) (i) ”
和（或）酌情关于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信
息
条款序号改为“(a) (ii) ”
遗传资源的使用者
条款序号改为“(a) (ii) ”
各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有效和适度的措施
处理不遵约情事
条款序号改为“(a) (iii) ”
此种信息，包括来自国际公认的遵守证
书——如果有的情况下，应在不妨碍保护
机密信息的情况下，提供给有关的国家部
门
条款序号改为“(a) (iv) ”
检查点必须有效，并应具有与实施本条 a
款相关的职能。检查点应与遗传资源的利
用或与信息的收集有关，特别是在研究、
开发、创新、商业化前或商业化的任何阶
款的相关信息。
在共同商定条件中列入有关条款，以分享
执行这些条件的信息，包括通过报告的规
定；
依照第 6 条第 3 款(e)项的规定颁发并提供
给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的许可证或
等同文件
遵守证书
国际公认的遵守证书应可资证明，其所涵
盖的遗传资源是按照事先知情同意获得并
订立了共同商定条件，以符合提供事先知
情同意的缔约方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内立
法或监管要求。

第 17 条第 1（a）(二)款中的条款序号和“遗传资
源的提供者”
第 17 条第 1（a）(二)款中的条款序号和“。各缔
约方应酌情采取有效和适度的措施解决不履约情
事”
第 17 条第 1（a）(三)款中的条款序号和“此种信
息，包括来自国际公认的适用的遵守证书，应在
不妨碍保护机密信息的情况下，提交给相关国家
当局”

100

第 17 条第 1（a）（四)款中的条款序号和“检查
点必须有效，并应具有与执行本项(a)目相关的职
能。检查点应同遗传资源的利用或同在研究、开
发、创新、商业化前和商业化等的任何阶款收集
有关信息相关联。

101

第 17 条第 1（b）款中的“在共同商定的条件中
列入关于分享执行这些条件的信息，包括通过汇
报的规定；”
第 17 条第 2 款中的“依照第 6 条第 3 款(e)项的规
定提供给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的许可证或
等同文件”
第 17 条第 2 款中的“遵守证明书”
第 17 条第 3 款中的“国际公认的符合规定证明书
应作为证明，说明其所述遗传资源系依照事先知
情同意获得，并依照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方的获
取和惠益分享国家立法或管制规定订立了共同商
定的条件。”

102

1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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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条第 4 款中的“国际公认的符合规定证明书
在不涉及机密时至少应包括下列信息”
第 17 条第 4（a）款中的“颁发证书的当局”
第 17 条第 4（g）和(h)款中的“确认
第 18 条第 1 款中的“在执行第 6 条第 3 款第
(g)(一)项和第 7 条时，缔约方应鼓励遗传资源和/
或相关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和使
用者在共同商定的条件中酌情写入涵盖解决争议
的规定”
第 18 条第 1（a）款中的“争议解决程序提交的
司法管辖权”
第 18 条第 1（c）款中的“变通性解决争议的选
择办法”
第 18 条第 2 款中的“缔约方应确保在共同商定的
条件引起争议时，能够根据适用的管辖权规定，
拥有根据其法律制度进行追索的机会。”
第 18 条第 3 款中的“以下情况采取有效措施”
第 18 条第 3(b)款中的“促进利用相互承认和执行
外国的判决和仲裁裁决提供便利的机制
第 19 条第 1 款中的“每一缔约方应酌情鼓励制
定、更新和使用共同商定条件的部门和跨部门性
示范合同条款”
第 21 条（a）款中的“及其目标”
第 21 条（b）款中的“组织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会议”
第 21 条（c）款中的“管理”
第 21 条（d）款中的“国家一级的信息交换所”
第 21 条（f）款中的“宣传国内、区域和国际的
经验交流”
第 22 条第 1 款中的“进行能力建设、发展能力和
加强人力资源和体制能力”
第 22 条第 1 款中的“包括通过现有的全球、区
域、次区域和国家机构和组织”
第 22 条第 1 款中的“在这方面，缔约方应为主要
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的相关利益攸关方
的参与提供便利。”
第 22 条第 2 款中的“依照《公约》的有关规定产
生的资金需要”
第 22 条第 3 款中的“作为采取适当措施执行本议
定书的依据”
第 22 条第 3 款中的“国家能力建设需要”
第 22 条第 4 款中的“能力建设和开发”
第 22 条第 4（b）款中的“谈判达成共同商定的
条件的能力”

国际公认的遵守证书，在不涉密时，至少
应包括下列信息
证书颁发当局
证实
在执行第 6 条第 3 款第(g) (i)项和第 7 条
时，各缔约方应鼓励遗传资源和（或）与
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和使用
者在共同商定条件中写入酌情涵盖争端解
决的条款
争端解决程序提交的管辖权
可选择的其他争端解决方法
各缔约方在共同商定条件出现争端时，应
确保在其法律制度下，根据适用的司法规
定，存在追索的机会。
采取有效措施，关于
利用相互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判决和仲裁裁
决的机制
各缔约方应酌情鼓励就共同商定条件制
定、更新和使用部门和跨部门示范合同条
款
，包括其目标
组织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
会议
维护
国家信息交换所
促进国内、区域和国际的经验交流
进行能力建设和能力发展，加强人力资源
和机构能力建设
包括通过现有的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
家机构和组织进行合作
在这方面，缔约方应为土著和地方社区以
及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
营部门的参与提供便利。
依照《公约》的有关条款对财政资源的需
要
作为采取适当措施执行本议定书的基础
国家能力需要
能力建设和发展
谈判共同商定条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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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条第 4（c）款中的“制定和实施关于获取
和惠益分享的国内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的能力”
第 22 条第 4（d）款中的“各国建立其内生研究
能力以期增加其自身遗传资源的价值的能力”
第 22 条第 5（d）款中的“最佳可得交流手款”
第 22 条第 5（i）款中的“利益攸关方”
第 22 条第 6 款中的“根据本条第 1 至 5 款采取的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能力建设和发展倡议的
信息”
第 23 条标题“技术转让/协作与合作”
第 23 条中的“技术及科学研究和发展”
第 23 条中的“缔约方承诺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公司
和机构提供奖励，促进和鼓励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获取技术和向它们转让
技术，以使其能够建立和加强健全和可行的技术
和科学基础，从而实现《公约》及本议定书的各
项目标。在可能情况下，这种协作活动应酌情在
提供遗传资源的一个或多个来源国缔约方或根据
《公约》已获得遗传资源的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
国内并同该缔约方一起进行。”

制定、实施和执行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
国内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的能力
各国加强其自身研究能力以增加本国遗传
资源价值的能力
现有最佳通讯工具
相关利益攸关方
根据本条第一至五款采取的国家、区域和
国际层面的能力建设和发展倡议的信息

第 25 条的标题“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
第 25 条第 3 款中的“的资金需要，”
第 25 条第 5 款中的“有关决定关于对《公约》财
务机制的指导”
第 26 条第 2 款中的“在缔约方大会作为本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行使职能时，本议定书之下的决定仅
应由本身是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做
出。”
第 26 条第 3 款中的“在缔约方大会作为本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行使职能时”
第 26 条第 3 款中的“另一成员替换”
第 26 条第 4 款中的“做出为促进本议定书有效执
行所必要的决定。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
约方大会应履行本议定书赋予的职能，”
第 26 条第 4（d）款中的“并审议此种信息和任
何附属机构提交的报告”
第 26 条第 4（e）款中的“据认为执行本议定书
所必要的对本议定书及其补充附件的修正案以及
本议定书的任何补充附件”
第 26 条第 8 款中的“以及这些机构中本身不是
《公约》缔约方的成员国或观察员”
第 27 条第 2 款中的“可作为观察员出席附属机构
的任何会议”

技术转让，协作与合作
技术及科学研究和开发
缔约方承诺促进和鼓励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获取技术
和向它们转让技术，以使其能够建立和加
强健全和可行的技术和科学基础，从而实
现《公约》及本议定书的各项目标。在可
能和适当的情况下，这种协作活动应在提
供遗传资源的一个或多个缔约方——该种
资源的原产国或根据《公约》已获得遗传
资源的缔约方的国内并同该缔约方一起进
行。
财务机制和资源
对财政资源的需求
有关决定对《公约》财务机制的指导
在缔约方大会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时，本议定书下的决定仅应由其缔约方作
出。
在缔约方大会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时
一名成员替换
做出促进本议定书有效执行的必要决定。
它应履行本议定书为其指派的任务，
并审议任何附属机构提交的此种信息和报
告
其认为执行本议定书所必要的本议定书及
其附件的修正案以及本议定书的任何新增
附件
以及这些机构中本身不是《公约》缔约方
的任何成员国或观察员
可作为观察员出席附属机构的任何届会的
议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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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条第 2 款中的“由作为本议定书的缔约方做
出”
第 27 条第 3 款中的“另一成员予以替代”
第 29 条标题中的“报告”
第 29 条中的“每一缔约方应对本议定书为其规定
的各项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测”
第 29 条中的“提出报告”
第 30 条中的“争议解决”
第 31 条的标题“评估与审查”
第 31 条中的“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
大会应在本议定书生效后四年对其有效性进行评
价，随后并将根据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
约方大会所确定的时间间隔进行评价”

由本议定书的缔约方作出

154
155
156
157

第 33 条第 1 款中的“本补充议定书”
第 36 条中的“均同为作准文本”
2010 年 10 月 29 日订于名古屋。
附件第 1 款中的“(a) 获取费/对每一收集的或用其
他方法获得的样本收费；
(b) 首期付费；
(d) 支付使用费；
(e) 对商业化收取的许可费；
(h) 提供科研经费；
(j) 有关知识产权的联合拥有权。

一名成员替换
汇报
各缔约方应对履行其在本议定书下的各项
义务的情况进行监测
做出汇报
争端解决
评价与审查
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应
在本议定书生效后四年对其有效性进行评
估，随后并将根据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的缔约方大会所确定的时间间隔进行评
估
本议定书
均同等作准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订于名古屋
（a）获取费/对收集的或用其他方法获得
的每一样本收费；
（b）预付费；
（d）版权费；
（e）对商业化收取的许可证费；
（h）研究资助；
（j）相关知识产权的共同所有权。

158
159

附件第 2 款中的“非货币惠益”
附件第 2 款中的“(b) 尽可能在遗传资源提供国的
科研和开发方案中，特别在生物技术研究活动中
进行协调、合作和提供捐助；
(e) 允许利用移地遗传资源收集设施和数据库；
(f) 根据公正和最有利的条件转让知识和技术，包
括根据商定的减让和优惠条件向遗传资源提供
者，特别转让利用遗传资源的知识和技术，包括
生物技术，或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有
关的知识和技术；
(g) 加强技术转让技术的能力。
(i) 提供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便加强负责管理和执
行遗传资源获取条例的人员的能力；
(j) 由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充分参与的同遗传资源
有关的培训，并应尽可能在这些缔约方国内举办
培训；
(k) 获得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包括生
物资源清单和生物分类研究有关的科学信息；
(m) 考虑到遗传资源在提供国国内的用途，针对
重点需要，例如健康和粮食安全，进行的科研活

非货币性惠益
（b）在科研和开发项目，特别是在生物技
术研究活动中进行协调、合作和提供捐
助，可能的情况下在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
方国内开展；
（e）允许利用遗传资源移地设施和数据
库；
（f）根据公正和最有利的条件，包括按照
商定的减让和优惠条件向遗传资源的提供
者转让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利用遗传资源
的知识和技术，包括生物技术，或同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知识和技
术；
（g）加强技术转让的能力。
（i）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加强获取规章的
管理和执行能力；
（j）由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充分参与的同
遗传资源有关的培训，在可能的情况下在
这些国家国内举办培训；
（k）获得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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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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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n) 可以通过获取和惠益分享协定以及随后的合作
活动建立的机构和专业关系；
(p) 社会的认可；
(q) 共同拥有相关的知识产权。“

性，包括生物名录和分类研究有关的科学
信息；
（m）针对优先需要开展研究，如健康和
粮食安全，考虑到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方
国内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
（n）可以通过获取和惠益分享协定以及随
后的合作活动建立的机构和业务关系；
（p）社会认可；
（q）相关知识产权的共同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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