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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专题•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国家评估指标的
对比研究及对策建议
戴 蓉*

吴 翼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 210042)

摘要: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爱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大幅减缓全球、区域和国家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速度和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将“爱知目标”框架下制定的国家评估指标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
计划”和“国家报告”是国家层面上履约的重要行动之一。本文以“爱知目标”为框架, 对其关注点进行梳理, 并分析
其间的联系。以每个关注点为对比基础, 以欧盟、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南非、日本和中国为研究对象,
对各国“爱知目标”关注点采取的相关指标及行动进行对比分析, 识别我国现存相关指标的薄弱环节。结果表明:
公众参与(1-2), 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2-1),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2-2), 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
(3-1), 补贴政策(3-2), 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8-2), 连通性(11-4), 《名古屋议定书》的执行(16-1), 传统知识的
保护(18-1)和传统知识拥有者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18-2)和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20-2)等关注点目前缺乏
相关的评估指标。可持续消费(4-2), 生境丧失、退化和破碎化(5-1), 可持续渔业(6-2), 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7-2), 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响(10-1)和管理成效评估(11-3)等关注点暂未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通过分析以
上国家相关指标设定和相关行动的经验以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完善我国评估指标体
系; (2)加快调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 (3)开展传统知识及惠益分享议题的定量化研究; (4)开展公众科学
活动, 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关键词: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关注点; 指标与行动; 对比研究; 对策建议

A comparative study on national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Rong Dai*, Yi Wu
Nanji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njing 210042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ichi Targets”) is conducive to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rate of biodiversity loss at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and address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corporating national indicators se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Aichi Targets into a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ction plan, and national report are important a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Using the Aichi Targets as the framework, this paper teases out the challenges of its targets and analyzes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concerns. By comparing each concern and using European Union, Australia, Germany, India,
Brazil, South Africa, Japan, and China as study area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indicators and
actions relating to concerns of the Aichi Targets, thus identifying and analyzing weak links in China’s existing relevant indica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rns without relevant assessment indicators are as
follows: public participation (1-2), biodiversity valuation (2-1),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2-2), subsidies,
harmful to biodiversity are eliminated or reformed (3-1), subsidy policy (3-2), impacts of pollution on biodiversity (8-2), connectivity (11-4),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goya Protocol (16-1),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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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18-1), traditional knowledge owners’ rights and participation (18-2) and foreign official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20-2). The concerns that there are no enough data to be used to assess the indicators are as follows: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4-2), habitat loss, degradation and fragmentation (5-1), sustainable fisheries (6-2), impacts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on biodiversity (7-2),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coral reefs (10-1)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11-3). By analyzing individual
country experiences of relevant indicators and actions as well as issues in China, we provid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To perfect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in China; (2) To accelerate policy adjustments for those that are not favorable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3)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benefit-sharing issues; and (4)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activities for citizens that
enh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concerns; indicators and actions; comparative study; countermeasures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其发展与

SBSTAA, 2010;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Partnership,

保护关系到经济发展、地方生计、大众健康及未来

2014; 徐海根等, 2016)、对生物多样性价值及丧失

的人类福祉(Bennett et al, 2015; Sandifer et al, 2015;

的趋势进行思考(景兆鹏和马友鑫, 2012)、对生物多

Mckinnon et al, 2016), 也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样性主流化的重要性及内涵进行了探讨(Roe, 2015;

目标”不可或缺的内容(Billé et al, 2012; Chappell et

马克平, 2015; Kupika & Nhamo, 2016)、对生物多样

al, 2013)。但在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下, 生物多样性

性受到的直接压力及其可持续利用议题进行了探

丧失的形势日益严峻(Lazarus et al, 2015; Oliver,

究(Armsworth et al, 2012)、对生态系统、物种及遗

2016)。1992年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

传多样性保护等议题(Diana et al, 2013)及生物多样

称《公约》)作为第一个专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

性带来的惠益分享议题等进行了探讨(徐靖等,

的公约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马克平, 2011;

2013; 薛达元, 2014; Miller, 2015)。

柴立伟等, 2015)。在2002年召开的《公约》第六次

中国是《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一直积极

缔约方大会(COP6)上通过了第一个《生物多样性公

采取措施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对“爱知目标”关注

约战略计划》, 其到2010年的目标是要明显遏制生

点的梳理及不同国家评估指标的对比研究, 对于识

物多样性减少的态势, 但这一目标并未能在全球水

别我国国别指标现存的薄弱环节, 加强我国生物多

平得以实现。

样性保护和更好地履行《公约》义务具有重要的现

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第十次缔约方大

实意义。在此背景下, 本文以“爱知目标”为框架, 选

会(COP10), 回顾了过去十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

取欧盟、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南非、日

效,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

本和中国为研究对象, 对比分析各国在“爱知目标”

样性战略计划》(以下简称《战略计划》), 该计划确

关注点上采用的相关指标及行动, 并根据对比分析

定了其对应的生物多样性目标, 即爱知目标(徐海

结果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履约及第六次国家

根等, 2012)。COP10第X/2号决定敦促各缔约方根据

报告的编写提供基础资料, 并为2020年在中国召

《战略计划》和COP9中的第IX/9号决定, 审查并酌

开《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相关议题提供技术

情更新和修订自己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

支撑。

计划, 并将在“爱知目标”框架下制定的国家指标纳
入各国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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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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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目标”相关指标的评估是调整、修改和确

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 生物多样性利用的现状

定加快目标实现进度的关键。基于其重要性, 国内

与发展趋势也不同。以“爱知目标”作为框架设定国

i
s
r
e
家评估指标,
外很多专家及组织对“爱知目标”指标的内容进行了
v 对“爱知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时,
i
d
探索(McGeoch et al, 2010; 马克平, 2011; 徐海根 io不仅要考虑本国的优先事项和能力以及通过资源
B 调动战略提供资源的情况, 还需要分析其他国家采
等, 2012)、对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的选择及进展进
性 用的相关指标及行动来借鉴经验。
行 了 相关研究(丁晖和秦卫华, 2009; UNEP/CBD/
样
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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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以下标准选择对比研究的国家。其一,
国家或地区水平的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 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其二, 从不同地域范围的角度来选
择(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南美洲); 其三, 通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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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爱知目标”关注点之间的联系
本文对20个爱知目标的39个关注点进行了梳

理。虽然不同目标的关注点不同, 但是关注点与关

过对已提交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报

注点之间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往往一个爱知

告》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进行研

目标关注点的实现有助于推动其他多个爱知目标

读, 挑选出较好呼应“爱知目标”的国家; 其四, 报

的实现。从20个爱知目标来看, 爱知目标1, 11, 19

告语言为英语。综上所述, 本文选取了欧盟、澳大

出现的次数最多, 均为9次, 说明公众意识和公众

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南非、日本和中国。

参与有助于改变个人、组织和政府的行为, 以推动

2

“爱知目标”中关注点的梳理

从根本上消除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 陆地与
水域的保护区建设、管理和一体化及重点区域的保

“爱知目标”作为《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确立

护有助于重要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保护,

了《战略计划》的根本基础。本文参考2016年COP13

以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压力; 履行《公约》

通过的XIII/28决定的内容, 对“爱知目标”中20个目

相关的科技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能有助于更好地做

标的关注点进行了梳理, 共计梳理出39个关注点,

出决策。从战略目标的角度来看, 战略目标A和E中

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关注点的实现更有助于推动其他目标的实现。爱知

战略目标A包括4个爱知目标, 这些目标的实

目标(1, 2, 3, 4)出现的次数较多, 在6次以上, 这可

现对于认识生物多样性价值及其丧失的根本原因

能是由于战略目标A下的爱知目标主要应对的是生

及间接驱动因素, 加强政策行动力, 将生物多样性

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如不能成功解决生物多

主流化纳入各个层级的决策等方面意义重大。爱知

样性丧失问题, 可能会削弱许多正在实施的可持续

目标1–4包括8个关注点, 这些关注点的行动有助于

利用和保护政策的积极行动, 因此政策的连续性以

推动爱知目标5–7, 15, 17, 19的实现。战略目标B包

及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个层级的决策是十分必要

括6个爱知目标, 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减小或消

的, 这对于其他部分的实现意义重大。战略目标E

除生物多样性正在面临的压力和丧失趋势。爱知目

中2个爱知目标(18, 19)出现的次数均在7次以上, 这

标5–10主要包括13个关注点, 这些关注点的行动有
助于推动爱知目标1, 3, 4, 10–15, 18, 19的实现。战
略目标C包括3个爱知目标, 这些目标旨在通过对物
种、生态系统和遗传多样性的保护来应对生物多样
性丧失带来的压力与问题。爱知目标11–13主要包
括8个关注点, 这些关注点的行动有助于推动爱知
目标1–7, 9, 15, 17–19的实现。战略目标D包括3个爱
知目标, 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利于认识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和恢复给人类带来的惠益。爱

可能是因为战略目标E下的爱知目标采用的所有指
标都与回应有关, 包括关于数据和知识可用性, 履
行《公约》相关的科技信息保护资金和发展援助有
关的指标。
3.2

“爱知目标”关注点的国别指标分析
从整体来看, 巴西和德国分别有29个和28个关

注点具有相关评估指标, 分别占总关注点数的74%
和72%; 其次是印度、中国、欧盟、澳大利亚、日
本和南非。其中, 中国虽然在25个关注点上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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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 但是有6个关注点的指标没有足够的数

知目标14–16主要包括4个关注点, 这些关注点的行

据用于评估; 南非最少, 只有17个关注点有相关的

动有助于推动爱知目标2–11, 17–19的实现。战略目

评估指标。

c
S
ty

i
s
r
e
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履约工作,
的关注点集中在公众意识(1-1),
生境丧失、退化和
v
i
d
为其他目标的有效实现创造有利环境。爱知目标 io
破碎化(5-1), 农业、水产养殖业、林业可持续管理
B
17–20主要包括6个关注点, 这些关注点的行动有助
(7-1), 陆地与内陆水域及沿海与海洋保护区建设
性
(11-1), 防止物种濒危和灭绝(12-2), 生态系统复原
于推动其他所有爱知目标的实现。
样
多
物
©生
标E包括4个爱知目标, 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助于通过

从单个关注点来看, 在多个国家都有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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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爱知目标关注点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n concerns of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战略目标
目标 爱知目标关注点
Strategic goal Target Concerns of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A

1

有助于推动其他
目标的实现
Contribute
to other targets

公众意识 Public awareness (1-1)

2, 3, 4, 15, 19

公众参与 Public participation (1-2)
2

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 Biodiversity valuation (2-1)

4, 5, 6, 7, 19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2-2)
3

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 Subsidies, harmful to biodiversity are eliminated or
reformed (3-1)
补贴政策 Subsidy policy (3-2)

2, 4, 6, 7, 17

4

可持续生产 Sustainable production (4-1)

1, 3, 6, 7, 19

可持续消费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4-2)
B

5

生境丧失、退化和破碎化 Habitat loss, degradation and fragmentation (5-1)

1, 3, 4, 11, 18, 19

6

水域生态环境修复 Aquatic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6-1)

3, 5, 10, 11, 12, 18

可持续渔业 Sustainable fisheries (6-2)
耗竭物种的恢复计划 Recovery plans and measures for all depleted species (6-3)
7

农业、水产养殖业、林业可持续管理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quaculture, forestry management (7-1)

1, 4, 5, 8, 13, 14, 15

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Impacts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on biodiversity (7-2)
8

污染物趋势 Pollutants trends (8-1)

5, 7, 11, 14, 15

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Impacts of pollution on biodiversity (8-2)
9

外来入侵物种的趋势 Trends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9-1)

1, 19

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Loss of biodiversity caused by invasive alien species (9-2)
预防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政策或措施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or measures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9-3)
10

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响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coral reefs (10-1)

6, 8, 11, 14

气候变化对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影响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other fragile ecosystems (10-2)
C

11

陆地与内陆水域及沿海与海洋保护区建设 Protected areas on terrestrial and inland water areas,
and coastal and marine areas (11-1)
具有特殊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区域 Especially area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biodiversity
(11-2)

17, 18

管理成效评估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11-3)
连通性 Connectivity (11-4)
12
13

已知濒危物种灭绝的趋势 The extinction of known threatened species (12-1)
防止物种濒危和灭绝 Prevent species endangered and extinction (12-2)

4, 5, 6, 7, 9, 11, 15,
19

物种遗传多样性保护 Genetic diversity protection (13-1)

1, 2, 3, 7, 11, 13

保护遗传多样性的措施 Measures on genetic diversity protection (13-2)
D

E

14

生态系统服务恢复和保障 Ecosystem services recovery and protection (14-1)
顾及生计、贫困及弱势群体 Taking livelihoods, poverty, and vulnerable groups into account (14-2)

2, 3, 5, 6, 7, 8, 9, 10,
11, 15, 18, 19

15

生态系统复原力 Ecosystem resilience (15-1)

2, 3, 5, 7, 11, 1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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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名古屋议定书》的执行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goya Protocol (16-1)

17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17-1)

1, 2, 16, 18

18

传统知识的保护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18-1)

1, 11, 17, 19

si
r
e
iv

c
S
ty

17, 18, 19

传统知识拥有者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 Traditional knowledge owners’ rights and participation
(18-2)

iod

19

与履行《公约》相关的科技信息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BD
(19-1)

20

国内公共支出的财政资源 Domestic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public expenditure (20-1)

性
样
物多

B

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 Foreign official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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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5-1),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

关指标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以保障指标的可评估性,

定和执行(17-1)等方面。而仅在少于3个国家有评估

如采用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监测与报告、环境会计

指标的关注点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2-2), 消

等作为评估指标, 并对澳大利亚1999年颁布的《环

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3-1), 可

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进行了战略评估, 同

持续消费(4-2), 水域生态环境修复(6-1), 外来入侵

时将生物多样性跨部门保护整合在公共和私营部

物种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9-2), 气候变化对珊瑚

门的规划和管理之中, 并根据《大堡礁海洋公园法》

礁的影响(10-1), 管理成效评估(11-3), 连通性(11-4),

的规定, 要求每5年编写1份报告; 印度直接将生物

顾及生计、贫困及弱势群体(14-2), 传统知识拥有者

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研究结果作为指标

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18-2)和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

进行评估。对于目标16的关注点《名古屋议定书》

政资源(20-2)等。

的执行(16-1)来说, 欧盟采用遗传资源的应用专利

针对关注点采取的相关行动来看, 中国和德国

作为评估指标; 日本采用《名古屋议定书》是否能

分别对33和32个关注点采取了相关行动, 分别占总

获得批准作为指标进行评估; 南非采用制定和实施

关注点数的85%和82%; 其次是印度、巴西、欧盟

生物勘探框架和法规为指标进行评估。对于目标18

和日本; 澳大利亚和南非仅对20个关注点采取了行

的关注点传统知识的保护(18-1)和传统知识拥有者

动。其中, 采取相关行动较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

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18-2)来说, 澳大利亚采用增

没有评估指标或者较难定量化评估的关注点, 如生

加当地土著人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中的就业

物多样性价值评估(2-1), 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

和参与度、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增加土地面积等作

物多样性奖励措施(3-1), 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

为指标; 德国通过传统农耕方法的激励制度作为保

影响(7-2), 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护现有植物传统知识的衡量指标; 巴西以土著土地

(9-2), 管理成效评估(11-3), 连通性(11-4), 顾及生

和环境管理计划及可持续利用保护区与管理工具

计、贫困及弱势群体(14-2)等。采取相关行动较多

作为指标; 南非以实施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方案作为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评估指标较多、较容易定量化

指标。

评估、作为生物多样保护较为重要的议题、或是需

(2)爱知目标1、3、8、11、20目前仍有一些关

采取政策或措施进行管制的议题及履约的重点议

注点暂时没有相关评估指标, 如公众参与(1-2), 消

题等方面, 如公众意识(1-1), 可持续生产(4-1), 生

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3-1), 补

境丧失、退化和破碎化(5-1), 农业、水产养殖业、

贴政策(3-2), 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8-2), 连通

林业可持续管理(7-1), 预防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

性(11-4)和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20-2)等

政策或措施(9-3), 气候变化对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

关注点。对于目标1的关注点公众参与(1-2)来说, 澳

影响(10-2), 生态系统服务恢复和保障(14-1), 生态
系统复原力(15-1), 《名古屋议定书》的执行(16-1)

大利亚采用土地保育的方式提高公众的参与; 德国

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和执

行团体之间的对话; 日本采用生物多样性网络中的

行(17-1)等。

城市数量及商业和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中的组织

采用“环保经济活动”作为指标, 定期做调查, 并举

我国现存相关指标的薄弱环节及经验借鉴

数量为指标进行评估; 印度主要采用公众参与科学

通过以上分析, 结合《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

研究的数量(尤其是青年的参与)及自然历史展览

公约〉第五次国家报告》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馆、动物园和植物园的游览趋势等作为评估指标;

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 对我国现存相关

巴西以组织倡议活动等方式来提高国民的参与程

指标的薄弱环节进行了识别分析, 主要包括3种类

度。对于目标3的关注点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

型: 完全缺乏指标的目标、部分缺乏指标的目标及

物多样性奖励措施(3-1)和补贴政策(3-2)来说, 德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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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指标但未有足够数据进行评估的目标。
与澳大利亚有较好的借鉴经验。德国有税收和援助
div
(1)爱知目标2、16和18目前缺乏相关的评估指 io
政策, 以加大生态转移支付。澳大利亚的《环境抵
B 消政策》确定了抵消额的交付框架, 作为《环境保
标。而澳大利亚对目标2的两个关注点生物多样性
性 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下的评估和批准程序的一
价值评估(2-1)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2-2)设置了相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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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对于目标8的关注点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评估指标; 欧盟采用农业

响(8-2)来说, 德国采用的指标非常明确且有利于评

氮平衡作为评估指标。对于目标10的关注点气候变

估, 其要求重金属、富营养化和臭氧的酸化的负荷

化对珊瑚礁的影响(10-1), 德国没有珊瑚礁, 所以

水平要确保对敏感生态系统的保护, 水质要达到至

没有相应可借鉴的指标; 巴西采用保护区、沿海和

少二级的要求; 欧盟采用淡水质量作为指标; 印度

海洋濒危物种的数量作为指标; 欧盟采用气候变化

采用农业化学品生产/使用的趋势为指标; 日本采

对鸟类种群的影响作为评估指标。对于目标11的关

用封闭水中的氮磷浓度和化学需氧量(COD)为指

注点管理成效评估(11-3)来说, 巴西采用保护区管

标。对于目标11的关注点连通性(11-4)来说, 巴西采

理有效性/管理成效作为评估指标。

用景观破碎化与连通性的比例作为评估指标, 澳大
利亚采用分散景观连通性的增加作为评估指标。对

4

对策建议

于目标20的关注点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

为了实现“爱知目标”, 切实保护我国的生物多

(20-2)来说, 目前只有日本采用了官方发展援助的

样性, 其框架下的国别指标研究还需与这些框架一

数量作为指标进行评估。

致的法律或政策措施、社会经济激励手段、公众和

(3)爱知目标4、5、6、7、10和11虽设定了相关

利益攸关方参与等一揽子行动相匹配。我国生物多

评估指标, 但目前有些关注点还未有足够的数据进

样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

行评估。如可持续消费(4-2), 生境丧失、退化和破

度不够, 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

碎化(5-1), 可持续渔业(6-2), 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

施较少, 对于传统知识、可持续消费等方面关注度

性的影响(7-2), 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响(10-1)和

不高, 参与机会和平台相对较少, 公众保护意识有

管理成效评估(11-3)等关注点。对于目标4的关注点

待进一步提高。因此, 建议在“十三五”期间, 在国家

可持续消费(4-2)来说, 巴西直接采用可持续的生产

委员会的指导下, 加强部门协作和上下联动, 深入

与消费的行动计划作为评估指标; 欧盟采用生态足

开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 紧紧围绕

迹作为评估指标; 德国采用税收及环保标准认证等

爱知目标, 共同做好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方式作为评估指标。对于目标5的关注点生境丧失、

4.1

进一步完善我国评估指标体系

退化和破碎化(5-1)来说, 我国有很多这方面的指标

由于爱知目标评估的部分数据难以获得, 或者

和行动, 但对其中的生态退化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

有些目标难以进行定量化评估, 使得我国现有的评

评估, 澳大利亚的经验是将这个关注点的评估指标

估指标在设置上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在公众参与,

进行细化, 分为多个评估指标, 如保护的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消除、

的数量、范围和状况, 受威胁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

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 保护遗传多

护状况、栖息地的范围和状况等等; 德国细化到具

样性的措施, 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名古屋议

体时间及具体评估指标上, 如到2015年物种多样性

定书》的执行、传统知识的保护, 传统知识拥有者

(鸟类)和景观质量达到100%、到2010年濒危栖息地

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和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

类型的下降已经停止; 到2020年典型森林社区的条

资源等关注点上, 存在部分关注点没有设置相关指

件有所改善。对于目标6的关注点可持续渔业(6-2)

标, 或者难以进行定量化评估的问题, 这对于“爱知

来说, 目前我国采取了相关的行动, 包括开展水生

目标”的实现存在一定的影响。又如, 对于物种方面

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和加强海洋牧场建设等方面, 但

的评估来说, 要进行全面评估的体量巨大, 如在已

暂未有足够的相关数据进行评估, 而欧盟采用养殖

知濒危物种灭绝的趋势、外来入侵物种的趋势等方

场的水产养殖污水水质和欧洲商业鱼类种群资源

面的评估难度较大。加上各部门的数据标准不尽相

量作为指标进行评估; 巴西以国家淡水渔业生产量

同, 有的数据不方便公开, 以致数据难以汇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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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和价值作为评估指标; 而日本采用渔民资源管
用于评估。
div基于以上问题, 我们建议采取多种方法对评估
理计划的数量作为指标进行评估。对于目标7的关 io
B 指标进行细化, 将一个难以进行评估的指标拆分为
注点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7-2)来说, 巴西
性 多个指标; 或将指标由整体转为区域, 用典型区域
采用更新优先领域、沿海和海域的生物群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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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数据来表征整体的情况, 或者选择相关性较

书》的缔约方, 应重视传统知识对人类福祉影响的

强的评估指标代替难以获得数据或难以进行定量

研究, 推动传统知识理论、方法和量化模型的研究,

化评估的指标, 以推动评估指标薄弱关注点的发展,

这有利于积极促进我国应对未来谈判, 维护我国国

推动爱知目标的整体评估。并建议在政府层面进行

家利益, 利用国际规则保护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及其

协调, 使得各部门间的相关数据可以共享, 以利于

相关的传统知识, 展示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设置指标。同时, 可借鉴国外的经验, 加强上述薄

4.4

弱环节的研究, 推进其实施进度, 完善我国生物多
样性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开展公众科学活动, 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目前, 我国大部分群众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性认识不够, 包括作为以利用生物多样性为主体

加快调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

的企业与个人, 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不强,

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推进, 我国出台了

追求经济发展往往以牺牲生物多样性为代价。因此,

一系列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激励政策, 如流域生

我们建议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

态保护补偿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公益林补偿制度

育活动, 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 不断提高全民生物

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等。但同时, 过去为

多样性保护意识; 探索建立社会监督生物多样性保

了促进经济发展而发布的很多政策现已过时, 应该

护的机制和政策; 积极发展公众科学, 推动公众参

及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生物

要求。我国已有一些尝试, 如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

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氛围。

4.2

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 力争到2019年, 将国内捕捞
业油价补贴降至2014年补贴水平的40%, 使国内捕
捞渔船数和功率数进一步减少, 捕捞作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 捕捞强度得到有效控制。但相比国外这方
面的进展, 尚差距较大, 应尽快调整各行业不利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 推动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达到生态平衡。
与此同时, 对于目前评估较为薄弱的关注点来
说, 如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外来入侵物
种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连通性, 已知濒危物种
灭绝的趋势等, 之前已有部分相关研究及管理措施,
但由于地区差异大, 研究基础薄弱, 尚未有较大进
展。我们建议针对这些方面整理归纳作为新增行动,
对现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进行补充, 以加强爱知目标评估的完
整性, 同时可为指导下一阶段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管
理指引方向。
4.3

开展传统知识及惠益分享议题的定量化研究
传统知识及惠益分享是《公约》的重要议题之

一, 但我国尚未见相关可用于定量化评估的指标。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物种
特有性高, 遗传资源极其丰富。同时, 各民族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传承了丰富多彩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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