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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以下简称《公约》)

COP12 (2014年10月, 韩国平昌)重新确认了

于1992年5月22日获得通过, 并于1993年12月29日

COP11关于将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效, 目前有196个缔约方。《公约》旨在促进生物

资金翻倍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一揽子决定, 统称

多样性的保护、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因

为“平昌路线图”, 包括资源调动、能力建设、结合

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目前

生物多样性与减贫的科学与技术合作、监测

《公约》框架下通过了3个议定书:《卡塔赫纳生物

《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履行以及实

安全议定书》
、
《名古屋-吉隆坡关于责任与赔偿的补

现“爱知目标”。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传统方式可

充议定书》和《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

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计划; 决定使用“土著

古屋议定书》
。
《公约》还通过了一系列的工作计划、

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术语; 在整合《公约》与下辖议

准则、指南、倡议等规范性文件, 如《2011–2020

定书的工作方式方面取得共识, 包括同期举行《公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括“爱知目标”)为全球生

约》和议定书会议、建立履约附属机构(SBI), 以服

物多样性规划了蓝图。目前《公约》下运行的附属

务于《公约》下的所有3个议定书。

机构有: 科学、技术和技艺咨询附属机构(SBSTTA,

COP13 (2016年12月, 墨西哥坎昆)的主题是

以下简称科咨机构); 第8(j)(传统知识)及相关条款

“为人类福祉而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大会审

工作组; 履约附属机构(SBI)。

议了实施《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实

《公约》的最高决策机制是《公约》缔约方大

现“爱知目标”的进展, 以及履约的相关途径; 考虑

会(COP)及其通过的决定。自1993年生效至今, 《公

了提升实施战略计划以及“爱知目标”的战略行动,

约》已经召开了13届缔约方大会, 通过了400多项决

包括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及将生物多样性整合到

定。2011年以来, 履约进入新的时期, 重点是执行

相关部门内和跨部门的活动中。大会还审议了《公

《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括“爱知目

约》与议定书相关的议题, 包括《公约》与其各议

标”), 3次缔约方大会主题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精神。

定书之间的整合; 能力建设和技术与科学合作; 与

COP11 (2012年10月, 印度海德拉巴)通过的决

其他公约及国际组织的合作; 资源调动; 资金机制

定包括以下内容: 关于生态系统恢复、海洋和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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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一个两年期预算等。

生物多样性, 传统的可持续利用方式, 关注国家以

科咨机构是讨论《公约》缔约方大会主题的重

及地方层级的履约。大会还通过了一项“截至2015

要平台, 为《公约》前进方向和履约决策提供科学

年, 将投入在生物多样性相关领域的国际资金资源

技术支持。将于2017年12月11–14日在加拿大蒙特

c
S
ty

i
s
r
e
翻倍, 至少到2020年维持这个数字”的中期目标,
利尔召开的科咨机构第21次会议将讨论COP14和
div
以确保《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括“爱 ioCOP15的会议议题,
重点为以下方面:
B
知目标”)的实施。
(1) 205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目标与现有相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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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目标之间的联系。保持生物多样性战略目标与行

政策措施的成效。《公约》第26条要求各缔约方以

动的连贯性和持续性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持

国家报告的形式评估其履约的措施及成效。COP13

续利用以及促进全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第XIII/27号决定通过了第六次国家报告模板, 要求

要。梳理和研究生物多样性相关战略目标与指标的

各缔约方报告其为实现国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

特征, 寻求互补、协同增效, 以及承上启下做好衔

行动计划, 并对成效进行评估。第XIII/1号决定要求

接, 可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长效保护。目前国际上与

各缔约方对执行《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战略目标有两个: 一是

所采取措施的成效做出评估, 并通过第六次国家报

《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目标”,

告和信息交换所机制提交关于成效评估的方法及

“爱知目标”共5类20项, 每项目标下都设定了具体

经验教训。此项成效评估有利于调整未来工作思路,

指标; 二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将

指导履约资源的调配, 但目前需要就系统的成效评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作为提高人类福

估手段开展相关研究。

祉的重要指标。而国际社会正在考虑建立的“2050

(6)正在出现的新问题。全球范围内利用生物资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目标”, 需要与现有的战略

源的技术和产业迅速发展,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可

目标相衔接。

持续利用及惠益共享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这要

(2)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COP13提出, 就生

求履约工作要紧跟技术革新的脚步, 做到与时俱进,

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议题召集机构间联络小组会

及时分析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在影响。例如:

议, 由《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牵头, 要求

与合成生物学相关联的基因启动子技术为履约带

政府及相关部门增加对于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

来新的挑战。经过基因工程处理的基因启动子可以

相互关系的关注, 在实施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及

强化某个基因的遗传特性, 增加其在某个种群中的

编制“爱知目标”后续目标时, 要将保护生物多样性

普遍适应性, 确保某个特定性状能够在未来世代中

与促进人类健康联系起来。

遗传下去。这种技术能够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

(3)可持续的野生生物管理。随着人口的增加、

达到空前程度, 同时也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负面影

猎获技术的提高以及野生动物相关产业和贸易的

响。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技术的使用为生物勘探

发展, 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活动日益加剧, 导致野

的管理和《名古屋议定书》惠益分享义务的实施带

生生物种群急剧减少, 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来挑战。由于该项技术可根据数字信息人工合成所

并降低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如种子扩散等)。科

需的生物化合物, 这就能绕开对于遗传资源的直接

咨机构希望在《公约》下建立一个野生生物可持续

实物获取, 对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界定带来困难。

利用管理指南, 指导各缔约方规范野生动物相关产

COP14 将于2018 年在埃及召开, COP15 将于

(4)生物多样性在生产部门的主流化。主流化是

2020年在中国举行, 特别是COP15将审议并通过生
物多样性2050愿景战略目标和《2021–2030生物多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 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到主

样性战略计划》。随着《公约》履行进入新的时期, 将

要生产部门可缓解这些部门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

建立新的目标, 并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业和贸易。

负面影响。COP13通过了“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到农
业、林业、渔业、旅游业的决定”(第XIII/3号决定)。

2篇是关于《公约》下《名古屋议定书》的履约, 包

在该决定的第109段中, 提出在COP14上审议“将生

括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制度进展、国家制

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到能源和采矿、基础设施、制造

度的构建与重点问题讨论; 1篇通过国别对比分析

和加工业及卫生部门, 使之成为这些部门的主流化

了各国对“爱知目标”各项目标的关注程度; 1篇基于

工作。”这将大大促进生产领域中生物多样性效益

中国主办2020年COP15会议提出我国在生物多样

本期“《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专题”共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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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的环境外交战略;
还有1篇是关于推动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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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估执行《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io多样性保护中的女性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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