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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中国通过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和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地等方式, 使各种类型的保护地达到约12,000个,

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8%以上, 使90%以上的生态系统类型和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如IUCN已将大熊猫从濒危等

级降为易危, 亚洲象、东北虎、扬子鳄、金丝猴、藏野驴、朱鹮等许多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显著扩大; 通过人工种群野外归

化, 重建了麋鹿的野生种群; 还通过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使香禾糯等大批农家优良品种得以保存和发展。封面展示了上述

多个物种的图片。(感谢以下专家提供封面照片(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加德、侯元同、黄云峰、蒋志刚、李欣海、覃海宁、王

伟、席辉辉、薛达元、Yathin S Krishnappa、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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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进入新时代 
薛达元*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as entered a 
new era 
Dayuan Xue*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薛达元 (2021)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进入新时代. 生物多样性, 29, 131–132. doi: 10.17520/biods.2021053. 
Xue DY (2021)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as entered a new era.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131–132. doi: 
10.17520/biods.2021053.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于1988年开始起草谈判, 1992年5月22日《公约》文

本获得通过, 随后,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

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和公开签署, 并
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之后, 又针对转基因生物

越境转移的环境影响和遗传资源获取与公平惠益

分享问题, 分别于1999年和2010年通过了《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名古屋议定书》。目前《公

约》已有196个缔约方, 成为世界上各国最为广泛参

与的联合国多边环境保护协定之一。中国是《公约》

及其两个议定书的缔约方。 
《公约》自生效以来, 已召开了14次缔约方大

会和1次特别大会, 通过了439项决定, 这些决定不

仅对缔约方履约义务提出了具体要求, 也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指明了方向。特别是2010年在日本名

古屋召开的《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具有里程碑

意义。大会不仅通过了《名古屋议定书》, 还通过

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爱知

目标》, 为2011–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

战略框架和行动指南。然而, 10年已经过去, 这些目

标是否已经实现? 2019年出版的第五版《全球生物

多样性展望》给出了评估答案: 在全球层面, 20个目

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 仅有6个部分实现; 60个具体

要素中, 只有7个实现, 38个有进展。这是一个令人

沮丧的结果。而2020年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凸

显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提醒我们, 生物多

样性的持续丧失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会给人类自身

福祉和生存带来严重后果。 
《爱知目标》的实现尽管在全球层面整体进展

有限, 但从国家层面看 , 则有许多令人鼓舞的进

展。国家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的不同, 导致履约

进展差异很大。纵观中国过去10年的履约进展, 在
实施《爱知目标》方面已取得很大成效, 特别是在

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进入一个

新时代。对照《爱知目标》5个战略领域的20项目

标, 中国除《名古屋议定书》尚未由国家专门立法

真正实施(第16目标)、沿海与海洋保护面积未达

10% (第11目标)外, 其他目标已经实现或大部分实

现。中国应该是世界上实施《爱知目标》最有成效

的国家之一, 可从以下5个战略领域进一步分析: 
(1)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中国政府已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十三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规划纲要, 并实施了生物多样性重大工程, 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得到全社会的广泛

认识。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的意见》, 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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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 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等

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

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 2019年在10个省实施了

《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同时, 中国通过实施

生态移民和生态减贫等重大工程以及各种生态措

施和补助政策, 使生物多样性优先区、生态功能区

和生态脆弱区得到切实保护。 
(2)在减少生物多样性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续

发展方面。中国通过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退耕还湿等工程的实施, 大幅度地降低

了森林、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丧失和破碎化程度;
通过禁渔、休渔期和限制捕捞等制度的实施, 使中

国绝大部分的江河湖泊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 水生

生物的栖息环境得到改善。通过控制面源污染和减

少农药化肥施用, 降低了富营养化程度和水体污染, 
并使农业和水产养殖业得到可持续管理。同时, 通
过对外来入侵生物的预警和防治措施, 有效地控制

了大部分外来入侵生物的蔓延速度。 
(3)在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方面。

中国通过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海洋公园等)和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地等方式, 使各种类型的保护地达到约12,000个, 
占国土总面积的18%以上, 使90%以上的生态系统

类型和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得到有效保护。随着生态

红线保护制度的实施, 严格保护的面积将增加到国

土总面积的25%以上。许多濒危物种种群明显增长, 
如IUCN已将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从濒

危等级降为易危。据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于

2013年和2015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高等植物卷和脊椎动物卷）》, 通过对34,450
种高等植物和4,357种脊椎动物的系统评估, 表明

10.9%的高等植物物种和21.4%的脊椎动物物种处

于受威胁状态(http://www.chinacses.org/xw/sthjbfb/ 
201805/t20180523_635275.shtml), 物种受威胁状态

好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实施的迁地保护工程, 使
东北虎 (Panthera tigris altaica)、扬子鳄 (Alligator 
sinensis)等许多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扩大, 还通过

人 工 种 群 野 外 放 归 , 重 建 了 麋 鹿 (Elaphurus 
davidianus)的野生种群。至2020年底, 中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库已保存了53万多份种质资源材料, 并为

39个野生近缘植物建立了205个原生境保护地。 
 

(4)在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惠益方面。中

国通过生态移民、减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使
贫困地区经济得到发展, 当地居民生计得到保障, 
同时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特别是在边远的

少数民族地区, 政府通过开发生态旅游和扩大地理

标志农产品生产, 使这些地区在2020年全部达到脱

贫标准。中国近年在全国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综合

整治计划, 通过系统规划和生态重建, 增强了生态

系统的复原力和保护区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

人工造林, 不仅恢复了大量退化的生态系统, 防治

了荒漠化, 还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了巨大的碳汇。 
(5)在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方面。

《爱知目标》的主要内容已体现在《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 并得到

有效实施。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保存着丰

富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

知识, 这些传统知识的调查和评估已被列为生态环

境部实施的县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的重要内容。

中国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大大增加, 资金来

源呈现多元化, 企业参与更为广泛。通过宣传教育

与技术培训, 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层机构和人员的管

护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回顾过去10年, 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在

实施《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方面已

做出巨大努力, 也取得了阶段性成就, 但生物多样

性保护任务仍然艰巨, 任重道远。当前, 国际社会

和中国正满怀希望地迎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新

的里程碑时刻的到来, 即2021年将在中国昆明召开

的《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这次大会将在评估

已有成果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制定2020后的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框架和2030年目标。为配

合大会召开, 《生物多样性》期刊专门组织了本期

COP15专辑, 征集并录用论文14篇。这些论文主要

包括: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农业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成果; 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

和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实施; 影响《公约》及其议

定书实施的技术问题研究。希望通过此专辑的出版, 
向世界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和成功经验,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案例。 
                          
 

(责任编辑: 时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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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与展望 
王伟 1,2, 李俊生1,2* 
1.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区域生态过程与功能评估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12; 2.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北
京 100012 

摘要: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是指通过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与管理, 结合自然保护地以外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

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从而实现物种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以及保障和提升

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就地保护是实现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本文从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

代表性、有效性, 以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等方面, 整理和综述了国内外近年来的相关报道。总体来看, 我国基本

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与管理体系, 实施了各项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措施,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自

然保护地的面积和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 已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18%, 对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取得了一

定成效。正在建设的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提升了部分重点物种的保护连通性。自然保护区总体管理状况相对较好, 保护了

90%以上的哺乳动物和97%的兰科植物。此外,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亦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间力量。

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对“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各项要求, 
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然保护地整体保护能力仍有

待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仍然存在保护空缺; 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有待提升; 缺乏公共协商机制; 自然保护地以外

的其他就地保护工作仍在探索阶段等。在此基础上, 对将来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提出了进一步建议与展望: (1)制定更为

具体和量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 (2)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 特别是受关注较少的物种; (3)以保障和提升生态

系统服务为目标, 提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4)加强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5)完善长期监

测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本文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特别是就地保护目标的制

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 爱知目标; 代表性;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修复; 生态系统服务; 自然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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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Advances and prospects 
Wei Wang 1,2, Junsheng Li1,2* 
1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Eco-process and Function Assessment,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2 Biod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Summary: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refer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combined with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The goals of in-situ conservation are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species populations and their habita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situ 
conservation is one of the best measures for achieving the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arget. Here, we 
summarize relevant reports in the past decade that highlights issues such as the number and area of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and OECMs (e.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s, mini 
natural reserves, sacred mountains, and civil protected areas).  
Advances: Overall,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by implementing an in-situ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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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various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measures. The total area and number of areas protected by China has 
increased (covering 18 percent of land area), which has been relatively effective for conserving several ecosystems and 
key protected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Ten national parks pilot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connectivity of some key wild 
animals were developed. Nature reserves, with relatively good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had represented more than 
90% species of mammals and 97% of Orchidaceae. Additionally, the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made non-governmental contributions to in-situ conservation of China’s biodiversity.  
Weak point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some weak points in China’s current in-situ conservation plan based on the 
major requirements in “Strengthening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1–2030)”. The weak points in China’s current in-situ conservation include: 
(1)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overall conservation efficiency of protected areas; (2) conservation gaps in som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iority areas; (3)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management quality of nature reserves, and the 
lack of public consultation; (4) the initial phase of OECMs.  
Prospects: We then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researchers need to: (1) identify more specific and measurable 
conservation targets; (2) enhance efforts to reduce species threa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least concern); (3) promote the 
systematics and integrity of OECMs with the goal of ensuring and improving ecosystem services; (4) develop more 
OECMs to facilitate an effective in-situ conservation network; (5) improve the long-term monitoring system and keep 
providing scientific data to sustain periodic assessment of the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We hope these suggestions 
can help with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situ conservation goals beyond 2020. 
Key words: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representativenes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cosystem services; protected areas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密

不可分(Pecl et al, 2017; Xu et al, 2020)。地球上的各

种生命系统, 包括生态系统、物种以及它们所生存

的环境, 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1992年6月, 为了地

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个共同目

标, 15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并
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中国作为世界上生物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 于1992年6月11
日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最早签署和批准《生

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2010年在日本召开

的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全球《2011–2020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及“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

目标”(简称“爱知目标”)。2021年, 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将在我国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此次大会将对

“爱知目标”的执行和进展情况进行评估, 并制定

2021–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及2030年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以进一步推动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Gao, 2019; 耿
宜佳等, 2020)。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八条对各个缔约方在生

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如建立

自然保护地体系、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促进受威

胁物种的保护与种群恢复、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等, 
并将就地保护(in-situ conservation)为主、迁地保护

(ex-situ conservation)为辅的方式作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要手段。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是指通过建立

自然保护地等手段, 在原来的生境中对生态系统和

自然生境实施保护行动, 从而维持和恢复物种在其

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马建章等, 2012; 夏欣

等, 2018)。就地保护在维持生物的繁衍与进化、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维系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适

应气候变化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作用(Greenwood 
et al, 2016; Pecl et al, 2017)。“爱知目标”对生物多样

性就地保护设定了多项指标, 如在战略目标C “保
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提升生物多样性”
以及战略目标D “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给所有人带来的惠益”等方面, 均提出了到2020年
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方面期望达到的具体目标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4)。 

然而, 近期的众多研究结果表明, 2020年“爱知

目标”中的大部分目标尚未实现, 降低生物多样性

损失率的全球目标很可能无法达成(Johnson et al, 
2017; IPBES, 2019)。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情况最为严

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的项目与措施, 例如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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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天然林保护工程及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

(Li, 2004; Lu et al, 2018), 在改善关键生态系统服

务、恢复退化生态环境的同时, 亦为推动农村生计

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Sun et al, 2018; Wu et al, 
2019)。这些就地保护的成功案例表明, 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趋势是可以阻止的, 甚至有希望扭转。为此,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研究

与实践中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从自然保护地数量与

面积、代表性、有效性, 以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

保护措施等方面, 整理和综述了国内外近年来的相

关报道 , 并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 , 以期为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特别是就地保护目

标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 对

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

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

护的陆域或海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2019)。按照 2020年全球“爱知目标”对自然保护地建

设与管理的要求(目标11), 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的指标: (1)从面积指标来看, 保护至少17%的陆地

和内陆水域以及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2)从
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指标来看, 保护生物多样

性重要区域以及重要生态系统及物种; (3)从有效性

(effectiveness)指标来看, 实现公平有效地管理自然

保护地, 并形成有效的自然保护地网络(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4)。 
1.1  数量与面积 

我国一直重视自然保护地的建设, 近十年来, 
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和数量均呈现上升趋

势, 其中陆地自然保护地面积百分比已超过“爱知

目标” 17%的目标, 但海洋保护区面积百分比距离

10%的全球保护目标尚有一定差距。自1956年建立

第一个自然保护地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至今, 我国已

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超过1.18万个, 保护面积

覆盖我国陆域面积的18%、管辖海域面积的4.1%, 
在 维 护 国 家 生 态 安 全 中 居 于 首 要 地 位

(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据统

计,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前, 中国先后建立了包

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含海洋公园)等10余类

自然保护地(图1), 分属于环保、国土、农业、住建、

林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管理(彭福伟等, 2019)。其

中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 截至

2018年底, 全国已建立2,750处自然保护区, 约占陆

地国土面积的14.8%, 占所有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80%以上(高吉喜等, 2019)。2015年以来, 我国启动

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至
今已分别设立了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等10处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唐芳林等, 2019)。此外, 我国的

一些自然保护地也得到国际认可加入了国际保护

网络。截至2019年底, 我国已有18处世界自然遗产

(含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是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国

家之一, 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王伟等, 2019); 同时, 我国有34个自然保护地加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有39个世

界地质公园, 57处国际重要湿地。另外, 2014年11月, 
6处自然保护地列入了首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 为推动我国自然保护

地实现更加公平、有效的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张琰

等, 2015)。 
然而, 过去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建立, 通常是各

部门分头设立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缺乏顶层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设计和统一管理(Li et al, 2016)。这

使得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

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日益积累, 制约了我国

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政

府自2018年3月以来开始进行机构改革, 旨在建立

统一、规范和有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Xu et al, 
2019b)。在此基础上, 2019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办

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
497.htm), 要求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逐
步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

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随后,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启动部署了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 以更好地实现维护自然生态系

统健康稳定、可持续地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

目标(唐小平等, 2020)。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标志着

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1  自然保护地建设及保护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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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主要自然保护地的面积(a)与数量(b)占比。相关数据引自唐小平和栾晓峰(2017); Huang YZ等(2019)。 
Fig. 1  Area (a) and number (b) (%) of major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Related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ang & Luan, 2017; 
Huang YZ et al, 2019. 

 
1.2  代表性 

代表性指标可以反映已建自然保护地是否覆

盖了足够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以及重要生态系

统和重要物种。从自然保护地类型来看, 我国对于

自然保护区的相关研究比较全面, 环保、林业等部

门也先后组织开展了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的

编制, 不断推动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的优化完善。

国内相关学者通过空缺分析(Lü et al, 2017; Guo et 
al, 2019)、保护热点(Chi et al, 2017; Xu et al, 2018)、
系统保护规划(Wu et al, 2014; Zhang YB et al, 2017)
等技术方法, 分别探索了我国自然保护地特别是自

然保护区对于不同类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

务的覆盖程度, 即代表性。总体来看, 我国已建的

自然保护区保护了超过80%的自然植被群落以及

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Cao et al, 2015)。其中, 自然

保护区对兰科植物和哺乳动物的覆盖程度较好, 相
关研究显示我国自然保护区保护了大约97%的兰科

植物(Zhang et al, 2015), 以及534种(占评估总数的

90.36%)哺乳动物(夏欣等, 2018)。当前阶段正在建

设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 将通过整合81个各级各

类自然保护地 , 覆盖 87.5%的已知野生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种群以及70.25%的大熊猫

栖息地, 并同时实现对至少3,446种已知植物和641
种脊椎动物的保护(Huang et al, 2020)。 

然而, 我国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仍不足以满足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 我国

32个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 自然保护地

覆盖的比例不足30%的有25个, 且多位于人口较多

的区域(李俊生等, 2016; Tian et al, 2019)。通过与全

国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保护状况叠加分析, 
发现我国自然保护区在东部和南部地区还存在空

缺(Guo & Cui, 2015)。从物种类群来看, 我国已建的

自然保护区对于濒危植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

栖息地保护不足(Li & Pimm, 2016; Xu et al, 2017b)。
例如, 基于中国濒危药用植物分布热点的保护空缺

分析表明, 有30个濒危药用植物分布热点县域尚未

建设自然保护区(Chi et al, 2017)。已知有17种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未受到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覆

盖(张则瑾等, 2018)。从生态系统服务来看, 四类关

键生态系统服务(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

碳汇)的重要区域还存在较大的保护空缺(Xu et al, 
2017b)。相对来说, 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对于生物

多样性的代表性研究相对较少(Zhang LB et al, 
2017)。 
1.3  有效性 

自然保护地只有在有效管理的前提下才能发

挥其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有效性主

要通过管理有效性、保护成效、连通性三个方面, 来
判断自然保护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当初预期的

保护目标。从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性来看, 无论

是管理有效性, 还是保护成效以及连通性等方面, 
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3.1  管理有效性 

管理有效性评估被认为是提升自然保护地管

理质量的重要机制, 以及保障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工作健康发展的前提(Stoll-Kleemann, 2010)。我国

相关部门及学者围绕评估指标及方法均开展了较

为系统的研究, 包括自然保护地管理快速评估和优

先性确定 (rapid assessment and prioritization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RAPPAM)方法(栾晓峰

等, 2009)、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和世界自然基

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WWF)发布的管理有效性©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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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工具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ETT)等方法(Quan et al, 2011), 以及原环境保护

部发布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 (HJ 
913–2017)、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自然保护区有效

管理评价技术规范》(LY/T 1726–2008)等标准规范。

在此基础上, 相关主管部门对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

有效性开展了广泛评估, 推动了自然保护地管理质

量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例如, 2003–2005年, 原
国家林业局参照IUCN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框架, 
对634个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管理有效性

评价。自2007年以来, 原环境保护部会同原国土资

源部、水利部、原农业部、原国家林业局、中国科

学院、原国家海洋局等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简称

“七部委”)共同开展评估工作, 至2016年已完成394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估(李俊生等, 2015; 王伟, 
2018); 2017–2018年, 原环境保护部等七部委再次

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共120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了管理评估, 系统梳理了保护区管理现状、工

作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结果表明120处保护区平均

得分为81.41分 , 其中46.3%的保护区评分等级为

“优”, 44.7%的保护区为“良”, 7.3%的保护区为“中”, 
1.7%的保护区为“差” (冯春婷等, 2020)。此外 , 一些

自然保护区也通过自评估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 开
展了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 例如山东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He et al, 2012)、云南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林建勇, 2017)等。从上述这些评估结

果来看,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有效性整体较好, 
特别是级别较高、建立时间较长以及位于社会经济

发展较好省份的自然保护区, 其管理状况评分相对

更高(李俊生等, 2015)。 
除自然保护区外, 我国也针对风景名胜区开展

了相关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或案例研究。例如, 为
指导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工作,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2015年印发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

和监督检查办法》, 包括规划编制与实施、保护措

施及效果、配套管理制度、信息系统、违法违规行

为等评估内容, 并组织开展了年度评估和定期评估; 
2017年, 我国还发布了《风景名胜区管理通用标准》

(GB/T 34335–2017)。一些省份也制定了本省的相关

办法并组织开展了管理评估工作, 如浙江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2017年印发了《浙江省风景名胜区管理

评价办法》等, 一些学者也在杭州西湖(李宁汀等, 

2018)、宁波东钱湖(高黑和张秀珍, 2018)等风景名

胜区开展了案例研究。相对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来说, 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如湿地公园(吴后

建等, 2015)、海洋特别保护区(Wu et al, 2017)等仍以

个案研究为主, 尚缺乏系统性的管理有效性评估方

法与规范, 也未能形成常态化的管理评估机制。 
1.3.2  保护成效 

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主要依赖文献调

研以及专家根据自然保护区管理者的描述并结合

自己的经验给出定性判断, 往往缺乏生物多样性动

态变化的量化数据支持。因此,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

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成

效, 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政府及学者关注的热点

(王伟等, 2016)。我国相关部门也愈发重视自然保护

地的保护效果, 并相继开展了一系列保护成效评估

项目。 
近年来的一些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自然保护地在保护一些重要生

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总体来看保护成效仍有待提升(王伟等 , 2016; 
Huang YZ et al, 2019)。在自然生态系统方面, 我国

多数自然保护地对减缓森林丧失(Ren et al, 2015; 
Zhao et al, 2019)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例如, Yang
等 (2019)基于2000–2015年全球森林观察 (Global 
Forest Watch)数据分析了我国472个自然保护地对

减缓森林丧失的效果, 发现71%的自然保护地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而我国自然保护地对于湿地生态系

统的保护则有待提升, 虽然在一些保护地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 如青海三江源(Huang L, 2019)、内蒙古

辉河(靳勇超等, 2015)等自然保护区, 但多数自然保

护地对于湿地的保护效果均不理想(Lu et al, 2016)。
相对来说, 我国自然保护地对草地、荒漠、海洋等

生态系统的保护成效研究较少, 全国层面的整体情

况仍有待进一步加强(Fan et al, 2013; 宋瑞玲等, 
2018)。 

与此同时, 我国自然保护地对部分重点保护物

种种群数量或栖息地面积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蒋志刚, 2019), 特别是大熊猫(Wei et al, 2018)、朱

鹮(Nipponia nippon) (Sun et al, 2016)、川金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e) (王翠玲等, 2017)、普氏原

羚(Procapra przewalskii) (平晓鸽等, 2018)等受到较

多关注的旗舰种。例如, 1980–2010年来以大熊猫为©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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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增加了3.5倍(Wei 
et al, 2018), 在保护大熊猫的同时, 也保护了许多

与大熊猫同域分布的重点保护物种(Li & Pimm, 
2016), 并为当地提供调节、供给、文化等多种生态

系统服务(Wei et al, 2018); 自然保护区内的大熊猫

栖息地面积比例从1976年的3.7%增加到2013年的

33.3%, 但大熊猫仍然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的风险

(Xu et al, 2017a)。朱鹮的分布范围从陕西汉中朱鹮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逐渐向周边区域扩散(张海斌等, 
2016), 种群数量从1981年最初发现的7只个体增加

到当前的大约2,600只, 但同时也存在近亲繁殖严

重、遗传多样性较低等问题(Feng et al, 2019)。此外 , 
除这些受关注较多的物种以外, 许多物种都面临数

据本底资料不足等问题, 其数量、分布、受威胁程

度及保护成效仍有待进一步查明。 
1.3.3  连通性 

由于单一的自然保护地难以有足够大的面积

来维持和保护所有的生物多样性, 所以需要通过合

适的廊道将这些自然保护地连接成为大的自然保

护地网络, 从而实现全国或区域尺度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统筹实施与协调管理。因此, 提升自然保护地

之间的连通性是进一步实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Saura et al, 2017)。近年来, 我
国为推动全国及不同地理区域尺度的自然保护地

网络建设, 开展了多项研究与尝试, 特别是针对自

然保护区已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的生物多样性就

地保护网络。2013年, 原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全

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编制工作,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域”以及连接核心区域

之间的“廊道”两个基本要素(Biondi et al, 2012), 提
出了自然保护区网络布局规划方案①

                                                        
① 环境保护部 (2015) 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2015–2025年) (报批

稿). 

。原国家林业

局也发布了《陆生野生动物廊道设计技术规程》

(LY/T 2016–2012), 并通过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试

点(Huang et al, 2020)、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Qi et 
al, 2020)的方式, 不断提升重点物种保护的连通性。

一些学者也就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地的连通性开

展了大量研究, 如Liang等(2018)基于保护优先区域

和最小成本廊道的网络分析方法, 提出了我国的自

然保护地网络框架建议; Su等(2019)应用Linkage 

Mapper 廊道模拟工具 , 提出了建设滇金丝猴

(Rhinopithecus bieti)潜在保护廊道的建议, 以期提

升5个滇金丝猴自然保护区(芒康、白马雪山、云岭、

哈巴雪山、云龙天池)之间的连通性。不过总体来看, 
由于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仍在进行中, 全
国层面的自然保护地网络布局(陆域及海域)仍有待

进一步完善(Cao et al, 2015; Li & Fluharty, 2017; 马
童慧等, 2019)。 

 
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的要求, 目

标11不仅包括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及保护管理, 同时

还包括在自然保护地之外的区域开展持续有效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从而维持和改善生物多样性

及生态系统服务(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4)。近年来我国也一直在推

动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的实施, 在2010年
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中, 就将“加强自然保护区外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列为一项优先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部, 2010)。这些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

施, 包括开展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建立生态保

护红线体系, 以及自然保护小区、风水林、神山圣

湖、社会公益保护地等其他就地保护区域。 
2.1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近几十年来, 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减少土

地退化、降低空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 我
国政府逐步推行实施了各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Lu 
et al, 2018; Wen & Théau, 2020)。在森林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方面, 我国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

草等六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Hua et al, 2016; 
Viña et al, 2016)。与此同时, 我国政府还提倡通过改

变当地社区的收入结构, 从直接依赖土地的收入转

变为非农收入, 逐步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直接依赖

(Viña et al, 2016)。基于卫星的观测数据也证实我国

大多数地区正在“变绿”的趋势(Chen et al, 2019)。在

草原生态系统方面, 我国政府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

理、退耕还草、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等措施(Hu ZM et 
al, 2019; Zhao et al, 2020)。在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方面, 自1998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规模洪灾之后, 
我国启动了多个大型湿地保护恢复计划, 包括2000
年 发 布 实 施 的 《 中 国 湿 地 保 护 行 动 计 划

2  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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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0)》, 2003年发布实施的《全国湿地保护

工程规划(2002–2030)》等(Jiang & Xu, 2019; Xu et al, 
2019a)。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湿地保护

修复制度方案》(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 
2016-12/12/content_5146928.htm), 以确保湿地面积

不减少、湿地生态功能不断增强、湿地生物多样性

不断增加为目标, 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

原国家海洋局2017年也发布了《关于加强滨海湿地

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xi 
nwen/2016-12/24/content_5152456.htm), 目标是到

2020年恢复/修复不少于8,500 ha的滨海湿地。 
随着这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不断实施, 许多

学者也围绕这些措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保障生

态系统服务两大主要目标方面的生态效益开展了

大量研究。总体来看, 我国已实施的生态工程在增

加植被覆盖、增强固碳、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增加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提升防风固沙能力等方面均产

生了积极的效果。例如, 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2007–2017年黄土高原的总体森林面积每年平均增

加约600 km2 (Zhou et al, 2019)。在我国西南喀斯特

地区, 生态工程的实施降低了石漠化土地退化的风

险, 2001–2012年间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植被

地上生物量固碳能力增加了约9% (Tong et al, 
2018)。与未实施相关工程的蒙古国相比, 我国内蒙

古自治区通过一系列政策及项目的实施, 在草原面

积恢复和净初级生产力的提升方面均为草原生态

系统带来了更为积极的效果(Zhang YZ et al, 2020)。
Li等(2019)以大型底栖动物遗传多样性、物种分类

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为指标构建了淡水湿地恢复

效果评估的框架体系, 并在山东黄河三角洲进行了

案例研究, 结果表明恢复措施对改善生物多样性起

到了积极作用。 
2.2  生态保护红线 

2011年, 我国启动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 
通过综合评估区域生物多样性、关键的生态系统服

务(如授粉和土壤保持)、对侵蚀的敏感性、以及对

自然灾害的恢复能力,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

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高吉

喜, 2015)。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重要补充, 在涵盖我国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同时, 实现对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珍稀濒危物种及其

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极为重要的区域以及生态环

境极为敏感脆弱区域的保护目的(Gao et al, 2020)。
自2014年以来, 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和谐平衡,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国家战略得到进一步

巩固和应用(Xu XB et al, 2019), 为国土空间规划框

架提供了重要经验(Schmidt-Traub et al, 2020)。到目

前为止, 我国已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生

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其他省份也计划于2020年底完

成(Jiang et al, 2019)。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 预计将

以接近30%的国土面积, 来实现98%以上的国家重

点保护物种、90%以上的优良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

三级以上河流源头区等重要区域的保护(高吉喜等, 
2019)。 

目前许多学者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评估的

过程中, 研究探索了多种不同的技术方法, 其中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通常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础。

例如, Bai等(2018)在上海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研究

中, 以保障固碳、水质净化、水土保持等生态系统

服务为目标, 建议将上海陆地总面积的16%作为生

态保护红线。Xu XB等(2019)基于5个关键生态系统

服务指标(水资源保护、土壤保持能力、固碳能力、

生物多样性保护、湖泊蓄滞洪区)结合2个生态脆弱

性指标(地质灾害易感性、石漠化), 提出了长江经济

带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并建议将55.5%的空间

划为生态保护红线。此外, 为进一步探索生态保护

红线的成效, 侯鹏等(2018)对海南和广东两省的生

态保护红线成效进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这两个省的

生态保护红线在保障自然生态系统面积、改善区域

生态系统质量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 均
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不过,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红线

主要还处于划定阶段, 在后续保护成效评估方面仍

存在诸多挑战, 如划定不科学、数据缺乏、监测评

估指标体系不完善等(江波等, 2019)。个别生态保护

红线在划定之时, 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将部分

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等区域划入了红

线, 为解决上述矛盾, 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共

同部署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 以期通过生

态保护红线的优化调整, 实现“生态功能不降低、面

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目标(徐樑等, 2020)。 
2.3  其他就地保护区域 

除了政府主导的就地保护措施, 我国还有一些

民间的保护形式, 如自然保护小区、风水林/神山圣

湖和社会公益保护地等, 这些区域均可算作是“爱©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140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1, 29 (2): 133–149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知目标”所提倡的“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

施”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OECMs通常由当地社区自发组织或一些

社会组织通过与政府或当地社区合作等方式, 以保

护自然保护地外重要的生态系统、栖息地和野生动

物廊道(IUCN-WCPA Task Force on OECMs, 2019)。 
自然保护小区是指主要由县级以下(含县级)人

民政府设立的面积较小的保护区(点), 面积一般不

超过1,000 ha, 管理目标为保护国家或地方重点保

护的野生动植物群落及栖息地, 珍贵植物的原生地, 
有保存价值的原始森林、原始次生林和水源涵养林

等(崔国发, 2013)。据统计, 我国大约有50,000个自

然保护小区, 总面积约为150万ha (唐小平和栾晓峰, 
2017)。这些自然保护小区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补

充,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 云南西双版纳的兰

科植物中虽有142种位于自然保护地之外, 但其中

有44种位于青石寨自然保护小区内(面积约9 ha), 
有42种位于银厂自然保护小区内(面积约588 ha) 
(Liu et al, 2015)。 

风水林/神山圣湖通常是我国一个区域内的民

族世世代代通过传统的土地利用和文化习俗所形

成的自然景观, 主要依靠宗教信仰、狩猎禁忌和“圣
地”保护等本土知识或乡规民约的约束力量, 对于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往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Grumbine & Xu, 2011; 陈涵子和吴承照, 2019)。例

如, Shen等(2015)将西藏神山与自然保护区在保护

森林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在森林

覆盖率和减缓森林丧失两个方面, 神山对于森林的

保护成效更加显著。Zhang JQ等(2020)通过走访西

双版纳的社区, 分析当地天然林片段(natural forest 
fragments)得以保留的原因, 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超
过96%)认为是由于圣山、风水林或其他文化传统的

保护效果。 
近年来, 我国逐渐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就地保护

形式——社会公益保护地 (civil protected areas, 
CPAs), 这是由我国民间机构、社区或个人治理或管

理的保护区域 , 以促进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IUCN, 2019)。社会公益保护地建议选择目前还没

有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区域开展保护工作; 对于

已建自然保护地, 在取得当地政府及自然保护地主

管部门的许可后, 也可以开展社会公益保护地建设

(IUCN, 2019)。四川老河沟作为我国第一个社会公

益保护地, 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来此开展

研究, 2011–2014年的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发现该区

域有兽类24种, 其中包括大熊猫、川金丝猴等9种国

家重点保护物种(李晟等, 2016); Fang等(2018)还发

现该区域川金丝猴种群密度约为10.6只/km2, 高于

陕西和湖北相关自然保护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密

度。可以看出, 社会公益保护地为多元化社会参与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间力量。 

 
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近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

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各项成效。总

体来看, 我国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

性就地保护与管理体系, 实施了各项生物多样性保

护恢复措施,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表1)。随着生

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变化成为了生

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三大前沿领域 (李文华 , 
2000), 我国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也为

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Sun et al, 2018; Xu et al, 2020)。尽管如此, 我国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

衡的情况, 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如湿地等还存在不同

程度的破坏和丧失(Xu et al, 2019a), 某些类群(如两

栖类物种, 蒋志刚, 2016)的受威胁比例仍然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未来发展的关键之

年, 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的东道主, 有责任向全球贡献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中国智慧。为此, 本文对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优先领域四“加
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各项要求(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部, 2010), 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生物多

样性就地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并在此基础

上, 对将来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提出了进一步

建议与展望。 
3.1  问题与不足 
3.1.1  自然保护地整体保护能力仍有待提升 

自然保护区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 
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网络。通

过一系列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的统筹实施, 对重要

生态系统、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特别是针对旗舰物种的保护方面, 一些物种种群数

量或栖息地面积得到了逐步恢复(蒋志刚, 2019)。此 

3  问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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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阶段性进展与不足 
Table 1  Progress and weak points of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主要进展 
Major progress 

主要不足 
Major weak points 

1. 自然保护地建设及保护管理成效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1.1 数量与面积  
Numbers and areas 

我国已建立约1.18万个自然保护地, 保护面积覆盖我

国陆域面积的18%、管辖海域面积的4.1%。China h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11,800 protected areas covering 18 
percent of its land area and 4.1 percent of its sea area. 

海洋自然保护地的面积比例不足。The area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s still lacking. 

1.2 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 

我国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保护了超过80%的自然植被群

落以及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 对兰科植物、哺乳动

物的覆盖程度较好。 More than 80% of natural 
vegetation communities and 85% of wild animals & 
plants have been represented in current nature reserves. 
Especially, the species of Orchidaceae and mammals are 
well-represented. 

自然保护地仍不足以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系生态

系统服务的需求, 存在保护空缺。而且自然保护区以外

的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研究相对较少。There are still 
conservation gaps of current protected areas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cosystem 
services maintenance. Less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n 
other protected areas except for nature reserves. 

1.3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管理有效性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有效性整体较好, 特别是级别

较高、建立时间较长以及位于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省份

的自然保护区 , 其管理状况相对较好。 In general,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are relatively good, especially those with higher 
management level, longer period from establishment, or 
in better economic provinces. 

自然保护区还普遍存在范围边界与土地权属不清、管理

机构不健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资金投入不足、动态

监测不足、开发建设活动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其他类型

自然保护地研究相对较少。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such as the lacking 
information of boundaries and land tenures, the poorly 
organized institution, the lacking of staff, funding, and 
monitoring, and the impacts of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Less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n other protected areas except 
for nature reserves. 

保护成效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自然保护地对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的保

护取得了一定成效。There are some achievements of 
protected areas in conserving some ecosystems and key 
protected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除受关注较多的物种以外, 许多物种其数量、分布、受

威胁程度及保护成效仍不清楚。Except for those species 
with more attention, the information (number, distribution, 
threatened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most 
species is still not clear. 

连通性 
Connectivity 

许多研究均提出了潜在的保护廊道建议, 正在建设的

国家公园试点提升了部分重点物种 ( 如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
的保护连通性。Potential conservation corridors have 
been proposed by many studies. The well-connected 
national park pilots to improve the connectivity of some 
key wild animals (such as Ailuropoda melanoleuca and 
Panthera tigris altaica) have been developing. 

廊道建设及自然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性均有待加强, 全国

层面的自然保护地网络布局仍有待进一步完善。The 
establishments of corridors to improve the connectivity of 
protected area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ed 
areas network of the whole country is still incomplete. 

2. 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 Other in-situ conservation measures 
2.1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增加植被覆盖、增强固碳、提升

水土保持功能、增加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提升防风固

沙能力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效果。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have ob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such as the increasing of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water and soil retentio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sand fixation functions. 

早期的生态保护修复通常以要素为对象, 割裂了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 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如湿地、草地等仍存在

不同程度的退化。Previou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usually treated the single element as 
the object, ignoring the integrity of ecosystem. Some 
important ecosystems, such as the grassland and wetland, 
are still facing the risk of degradation. 

2.2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 (ECR) 

已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The ECR delimitation had been finished in 15 
provinces. 

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存在, 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成效

仍有待进一步评估。There are still some historical issues 
inside the ECRs. The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ECRs 
needs to be further assessed. 

2.3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 
的保护措施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我国OECMs (如自然保护小区、风水林/神山圣湖、社

会公益保护地等),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

间力量。The OECMs, such as the mini natural reserves, 
the sacred mountains and lakes, and the civil protected 
areas, have made non-govern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我国OECMs的责任主体、位置边界及其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的效果等情况仍然不清。The responsibility 
body, boundaries and locations, and the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OECMs are still unclear. 

 
外, 还在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中蒙俄跨界保护区网

络建设、西南地区与东盟各国(如老挝、缅甸等)之
间的跨国界保护区及跨界保护廊道建设、西北地区

中俄哈蒙四国跨界保护规划等方面, 不断加强跨界

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王伟等, 2014)。然而, 从总体

来看, 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仍然存在空间布局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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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交叉重叠等问题, 同时一些重要区域仍然存在

保护空缺(唐小平等, 2020)。很多自然保护地内大型

食肉动物如豹(Panthera pardus)、狼(Canis lupus)、
豺(Cuon alpinus)等, 分布范围仍不断退缩, 种群未

得到有效维持(Li et al, 2020)。 
3.1.2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仍然存在保护空

缺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按照生态系统类型的代表性、特有

程度、特殊生态功能, 以及物种的丰富程度、珍稀

濒危程度、特有性等因素, 划定了35个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 包括32个内陆陆地及水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域, 以及3个海洋与海岸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李俊生等, 2016)。虽然当前正在建设

的所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均位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优先区域范围内, 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

仍然存在大量保护空缺, 32个内陆陆地及水域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 仅有7个区域内的自然保

护地面积占比超过30%; 其余保护比例较低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则大多位于人口较多的区域

(Tian et al, 2019)。 
3.1.3  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有待提升, 缺乏公共协

商机制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Li 

et al, 2016)。从2007–2016年七部委联合完成的394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工作的结果来看, 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普遍存在范围边界与土地权属

不清、管理机构不健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资金

投入不足等问题(李俊生等, 2015)。2017–2018年长

江经济带11省(市) 120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评

估结果同样表明, 自然保护区在机构设置与人员配

置、专业技术能力、动态监测、开发建设活动影响

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仍有待提升(冯春婷等, 2020)。此

外, 一些自然保护区在管理工作中忽略了社区居民

的主体性, 只是把社区居民当成管控对象, 并没有

充分调研社区居民的意见和想法, 公众协商机制的

缺乏, 使得社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与自然保护区保护

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3.1.4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其他就地保护工作仍在

探索阶段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其他就地保护区域(OECMs)

作为各国逐渐认同的一种就地保护措施, 尽管有时

并不是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最初设立的首要目

标, 不过OECMs往往对于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代表性与连通性, 以及维系生态系统服务与功

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hola et al, 2020)。我国

近年来虽然逐步推动和引导OECMs的建设, 然而

目前我国OECMs的责任主体和位置边界等本底情

况, 及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效果等信息, 均
有待进一步掌握。此外, OECMs的形式多样, 除政

府主导以外, 往往还有很多是民间自发组织设立的, 
关于我国OECMs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的研究仍

然存在不足。 
3.2  建议与展望 
3.2.1  制定更为具体的、可衡量的生物多样性就地

保护目标 
从“爱知目标”的实现情况来看, 我国自然保护

地在面积方面虽已超过保护至少17%陆域国土面积

的目标, 但在代表性、有效性、连通性方面仍有待

进一步加强。一些学者也发现, 如果制定更为具体

和量化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如17%的明确数字要求), 
并且措辞容易理解, 则有利于目标的实现(Green et 
al, 2019)。如关于2030年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

积的比例, 全球自然协议(A Global Deal for Nature, 
GDN)发现30%的目标可以实现全球67%的陆地生

态区(terrestrial ecoregions)的保护(Dinerstein et al, 
2019)。因此 , 建议我国应制定更为具体和量化的生

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 确保措辞清楚明确, 以便

将目标转化为可在国家和各省层面成功实施的政

策措施。 
3.2.2  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 特别是受关

注较少的物种 
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 实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

护的目标(目标11), 是否能够有效减少物种的灭绝

(目标12)和恢复与保障生态系统服务 (目标14) 
(Baillie & Zhang, 2018)? 从我国物种保护情况来看, 
尽管对于大熊猫、朱鹮等旗舰物种的保护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成效, 然而许多受威胁物种的生存状况却

变得更为严峻, 甚至出现了一些物种灭绝的报道, 
如白鲟(Psephurus gladius) (Zhang H et al, 2020)等。

物种致危因素中, 自然生境的破坏和/或碎片化是

导致许多物种受威胁程度增加甚至灭绝的最重要

原因(Volis, 2016; 蒋志刚, 2016; 覃海宁和赵莉娜, 
2017)。此外,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我国分布范围©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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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窄的物种正在被广泛分布的物种取代(Xu WB et 
al, 2019)。一些学者发现建立自然保护地、加大保

护资金投入, 以及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科学研究特

别是与我国生态保护相关的研究, 对推动受威胁物

种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Hu YS et al, 2019), 并建

议增加跨学科保护研究项目资助力度, 加快培养高

质量的研究人员, 不断提升我国受威胁物种特别是

脊椎动物保护的研究力度(Fan et al, 2020)。因此我

们建议, 在加大保护和科研资金投入、增设自然保

护地的过程中, 以过去受关注较少的物种特别是受

威胁物种为重点, 同时改善物种栖息地质量并建设

生物廊道, 以实现物种迁移和扩散的需求。 
3.2.3  以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 提升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从生态系统来看, 我国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仍

不足以实现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Xu et al, 
2017b), 一些重要生态系统仍然存在退化的风险, 
如湿地(Xu et al, 2019a)、草地(Chen et al, 2020)等。

由于我国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往往与经济发展落

后的地区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水污染、水资源稀缺

和土地退化等环境问题对我国的可持续性仍存在

较大威胁(Xu et al, 2020)。相关研究表明, 基于水资

源供给服务的模型预测, 可以为我国未来不同土地

利用变化和气候情景下的水资源规划提供建议

(Zheng et al, 2019)。为此, 很多学者也提出建立以保

障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He et al, 2018; Jiang & Xu, 2019), 并在综合考虑生

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自然景观和自然遗迹的

基础上, 编制统一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Ma et al, 
2019; Xu et al, 2019b)。我们也建议, 在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过程中, 要注重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联, 
以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理念(彭建等, 2019)进行统筹

实施。此外, 加强海洋等生态系统的就地保护。在

此基础上, 进一步利用好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的优

质生态资源, 转变当地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 维持

好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 用好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 
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 
3.2.4  加强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勘界工作即将完

成, 生态保护红线涵盖了我国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地, 
但位于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其作

用仍有待进一步评估。此外, 我国对于OECMs的情

况和特征往往了解较少, 这些OECMs对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效果仍有待探索。建议下一步以政府引

导的形式, 以保护自然保护地外重要的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以及极小种群野生物种等为

目标, 采用政府主导、私人主导、或与当地社区合

作等不同治理方式, 推动OECMs的建设与管理。

OECMs同时也可以成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有益补

充, 或作为廊道以实现自然保护地之间的连接, 从
而推动形成更为有效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网络。 
3.2.5  完善长期监测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此外,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实现与否, 往

往需要对生物多样性要素的变化规律进行长期监

测(Turner, 2014)。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森林生

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中国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

网络等,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研究提供了基础平

台, 然而, 中国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网络及

数据平台系统性相对不足, 缺乏统一规划协调(马
克平等, 2018)。因此, 亟需进一步围绕不同尺度生

物多样性长期动态变化的趋势, 以保护成效评判为

目标, 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和数据共享机制, 从而

为定期量化评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提供科

学有效的数据支撑。 

ORCID 

王伟  https://orcid.org/0000-0002-3864-4931 

参考文献 

Bai Y, Wong CP, Jiang B, Hughes AC, Wang M, Wang Q 
(2018) Developing China’s Ecological Redline Policy using 
ecosystem services assessments for land use plann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3034. 

Baillie J, Zhang YP (2018) Space for nature. Science, 361, 
1051. 

Bhola N, Klimmek H, Kingston N, Burgess ND, van 
Soesbergen A, Corrigan C, Harrison J, Kok MTJ (2020) 
Perspectives on area-based conservation and its meaning for 
future biodiversity policy. Conservation Biology, 
doi:10.1111/cobi.13509. 

Biondi E, Casavecchia S, Pesaresi S, Zivkovic L (2012) Natura 
2000 and the Pan-European Ecological Network: A new 
methodology for data integration.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1, 1741–1754. 

Cao MT, Peng L, Liu SQ (2015)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based on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144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1, 29 (2): 133–149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Current status, issues and integration. Sustainability, 7, 
15617–15631. 

Chen C, Park T, Wang XH, Piao SL, Xu BD, Chaturvedi RK, 
Fuchs R, Brovkin V, Ciais P, Fensholt R, Tømmervik H, 
Bala G, Zhu ZC, Nemani RR, Myneni RB (2019) China and 
India lead in green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land-use 
management. Nature Sustainability, 2, 122–129. 

Chen HZ, Wu CZ (2019) From fengshui forests to national 
parks: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stakeholders.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13(5), 18–2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陈涵子, 吴承照 (2019) 从风水林到国家公园

——利益相关者集体行动的逻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13(5), 18–24.] 
Chen Y, Wang W, Guan Y, Liu FZ, Zhang YB, Du JH, Feng 

CT, Zhou Y (2020)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risk 
assessment of rangeland degradation: A case study in Burqin 
County, Xinjiang,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113, 
106203. 

Chi XL, Zhang ZJ, Xu XT, Zhang XB, Zhao ZP, Liu YN, 
Wang QG, Wang H, Li Y, Yang G, Guo LP, Tang ZY, 
Huang LQ (2017) Threatened medicinal plants in China: 
Distributions and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10, 89–95. 

Cui GF (2013) Dictionary of Nature Conservology.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崔国发 
(2013) 自然保护区学词典.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 

Dinerstein E, Vynne C, Sala E, Joshi AR, Fernando S, Lovejoy 
TE, Mayorga J, Olson D, Asner GP, Baillie JEM, Burgess 
ND, Burkart K, Noss RF, Zhang YP, Baccini A, Birch T, 
Hahn N, Joppa LN, Wikramanayake E (2019) A Global 
Deal for Nature: Guiding principles, milestones, and targets. 
Science Advances, 5, eaaw2869. 

Fan PF, Yang L, Liu Y, Lee TM (2020) Build up conservation 
research capacity in China for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4, 1162–1167. 

Fan ZM, Zhang X, Li J, Yue TX, Liu JY, Xiang B, Kuang WH 
(2013) Land-cover changes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3, 258–270. 

Fang G, Li M, Liu XJ, Guo WJ, Jiang YT, Huang ZP, Tang 
SY, Li DY, Yu J, Jin T, Liu XG, Wang JM, Li S, Qi XG, Li 
BG (2018) Preliminary report on Sichuan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 (Rhinopithecus roxellana roxellana) at 
Laohegou Nature Reserve, Sichua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8, 16183. 

Feng CT, Luo JW, Liu FZ, Zhou Y, Zhang LB, Du JH, Wang 
W (2020) Evaluation of management status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33, 709–71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冯春婷, 罗建武, 刘方正, 
周越, 张立博, 杜金鸿, 王伟 (2020)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评价. 环境科学研究, 33, 709–717.] 
Feng SH, Fang Q, Barnett R, Li C, Han SJ, Kuhlwilm M, Zhou 

L, Pan HL, Deng Y, Chen GJ, Gamauf A, Woog F, 
Prys-Jones R, Marques-Bonet T, Gilbert MTP, Zhang GJ 
(2019) The genomic footprints of the fall and recovery of 
the crested ibis. Current Biology, 29, 340–349. 

Gao H, Zhang XZ (2018) Assessment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of scenic area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34(8), 136–13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高黑, 张秀珍 (2018) 
浙江省风景名胜区规划实施评估导则研究. 中国园林, 
34(8), 136–139.] 

Gao JX (2015) Exploring the deline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3, 705–707. (in Chinese) [高吉喜 (2015) 探索我

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监管. 生物多样性, 23, 705–707.] 
Gao JX (2019) How China will protect one-quarter of its land. 

Nature, 569, 457. 
Gao JX, Xu MJ, Zou CX (2019)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of 

natural conservation in 70 years of new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1(4), 25–2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高吉喜, 徐梦佳, 邹长新 
(2019) 中国自然保护地70年发展历程与成效. 中国环境

管理, 11(4), 25–29.] 
Gao JX, Wang Y, Zou CX, Xu DL, Lin NF, Wang LX, Zhang 

K (2020) China’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A 
solution for future nature conservation. Ambio, 49, 
1519–1529. 

Geng YJ, Tian Y, Li JS, Xu J (2020)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Biodiversity 
Science, 28, 238–24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耿
宜佳, 田瑜, 李俊生, 徐靖 (2020)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进展及展望. 生物多样性, 28, 238–243.] 
Green EJ, Buchanan GM, Butchart SHM, Chandler GM, 

Burgess ND, Hill SLL, Gregory RD (2019) Rel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biodiversity targets to reported 
progress. Conservation Biology, 33, 1360–1369. 

Greenwood O, Mossman HL, Suggitt AJ, Curtis RJ, Maclean 
IMD (2016) Using in situ management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under climate chang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53, 885–894. 

Grumbine RE, Xu JC (2011) Creating a ‘Conser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44, 
1347–1355. 

Guo ZL, Cui GF (2015) Establishment of nature reserves in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mainland China. PLoS ONE, 10, 
e0119650. 

Guo ZL, Cui GF, Zhang MY, Li XY (2019)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to conser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wetland reserve network in China based on wildlife 
diversity.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 e00684. 

He SY, Su Y, Wang L, Gallagher L, Cheng HG (2018) Taking 
an ecosystem services approach for a new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137, 136–144.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王伟和李俊生: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与展望 145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He WJ, Cui BS, Hua YY, Fan XY (2012) Assessment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for t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13, 2362–2373. 

Hou P, Wang Q, Yang M, Li J, Zhai J, Cai MY (2018) Chin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method of protection effect. Geographical Research, 37, 
1927–193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侯鹏, 王桥, 
杨旻, 李静, 翟俊, 蔡明勇 (2018) 生态保护红线成效评

估框架与指标方法. 地理研究, 37, 1927–1937.] 
Hu YS, Luo ZH, Chapman CA, Pimm SL, Turvey ST, Lawes 

MJ, Peres CA, Lee TM, Fan PF (2019) Reg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benefits threatened-species conservation.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6, 1076–1079. 

Hu ZM, Zhao Z, Zhang Y, Jing HC, Gao SQ, Fang JY (2019) 
Does ‘Forage-Livestock Balance’ policy impact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grasslands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7, 343–349. 

Hua FY, Wang XY, Zheng XL, Fisher B, Wang L, Zhu JG, 
Tang Y, Yu DW, Wilcove DS (2016) Opportunities for 
biodiversity gains under the world’s largest reforestation 
programme.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12717. 

Huang L, Shao QQ, Liu JY (2019) Assessing the conservation 
effects of nature reserve networks under climate variability 
over the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Ecological Indicators, 
96, 163–173. 

Huang QY, Fei YX, Yang HB, Gu XD, Songer M (2020)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a step towards streamlining protected 
areas and cohesiv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 China.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2, e00947. 

Huang YZ, Fu J, Wang WR, Li J (2019)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ure reserves over the past 60 years: An overview. 
Land Use Policy, 80, 224–232. 

IPBES (2019)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of the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Secretariat, 
Bonn, Germany. 

IUCN-WCPA Task Force on OECMs (2019) Recognising and 
Reporting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IUCN, Gland, Switzerland. 

IUCN (2019) Guidelines for Civil Protected Areas. IUCN, 
Beijing. (in Chinese) [IUCN (2019) 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

指南. IUCN, 北京.] 
Jiang B, Bai Y, Wong CP, Xu XB, Alatalo JM (2019)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gram—Implementing ecological 
redline policy. Land Use Policy, 81, 111–114. 

Jiang B, Wang XY, Yang MF, Cai JZ (2019) 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research on a protec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dline policy. Acta Ecologica 
Sinica, 39, 3365–337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江波, 王晓媛, 杨梦斐, 蔡金洲 (2019) 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在生态红线政策保护成效评估中的应用. 生态学报, 

39, 3365–3371.] 
Jiang B, Xu XB (2019) China needs to incorporate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wetland conservation policies. Ecosystem 
Services, 37, 100941. 

Jiang ZG (2016) Assessing the surviving status of vertebrates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4, 495–499. (in Chinese) 
[蒋志刚 (2016) 中国脊椎动物生存现状研究. 生物多样

性, 24, 495–499.] 
Jiang ZG (2019) China’s key protected species lists, their 

criteria and management. Biodiversity Science, 27, 
698–70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蒋志刚 (2019) 
中国重点保护物种名录、标准与管理. 生物多样性, 27, 
698–703.] 

Jin YC, Luo JW, Zhu YP, Xin LJ, Diao ZY, Chen B, Wang W 
(2015) Assessment of effectiveness of wetland conservation 
in Hui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Inner Mongolia.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8, 1424–142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靳勇超, 罗建武, 朱彦鹏, 
辛利娟, 刁兆岩, 陈冰, 王伟 (2015) 内蒙古辉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成效 . 环境科学研究 , 28, 
1424–1429.] 

Johnson CN, Balmford A, Brook BW, Buettel JC, Galetti M, 
Lei GC, Wilmshurst JM (2017) Biodiversity losses and 
conservation responses in the Anthropocene. Science, 356, 
270–275. 

Li BV, Pimm SL (2016) China’s endemic vertebrates sheltering 
under the protective umbrella of the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Biology, 30, 329–339. 

Li JS, Jin YC, Wang W, Zhao ZP, Wu XP (2016) Terrestrial 
Priorit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as in China. Science 
Press, Beijing. (in Chinese) [李俊生, 靳勇超, 王伟, 赵志

平, 吴晓莆 (2016) 中国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科学出版社, 北京.] 

Li JS, Luo JW, Wang W, Zhu YP, Luo ZL (2015) Green Book 
of China’s Nature Reserves: A Progress Report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China Environmental Press, Beijing. (in 
Chinese) [李俊生, 罗建武, 王伟, 朱彦鹏, 罗遵兰 (2015) 
中国自然保护区绿皮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展报告. 
中国环境出版社, 北京.] 

Li JS, Wang W, Axmacher JC, Zhang YY, Zhu YP (2016) 
Streamlining China’s protected areas. Science, 351, 1160. 

Li NT, Shi CH, Song F, Wang XH (2018)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plan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of scenic areas: 
Exemplified by Hangzhou West Lake.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5(6), 55–6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李
宁汀, 石春晖, 宋峰, 王晓辉 (2018)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实施评估研究——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为例. 城市

发展研究, 25(6), 55–63.] 
Li S, McShea WJ, Wang DJ, Gu XD, Zhang XF, Zhang L, 

Shen XL (2020) Retreat of large carnivores across the giant 
panda distribution range.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4, 
1327–1331. 

Li S, Wang DJ, Bu HL, Liu XG, Jin T (2016) Camera-trapping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146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1, 29 (2): 133–149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survey on the mammal diversity of the Laohegou Nature 
Reserve, Sichuan Province.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36, 
282–29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李晟, 王大军, 
卜红亮, 刘小庚, 靳彤 (2016) 四川省老河沟自然保护区

兽类多样性红外相机调查. 兽类学报, 36, 282–291.] 
Li WH (2000) Ecological though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ichuan Teachers College (Natural Science), 21, 
215–22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李文华 (2000)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思考.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 21, 215–220.] 
Li WH (2004) Degrad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orest ecosystems 

in China.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01, 33–41. 
Li XX, Yang W, Sun T, Su LY (2019) Framework of 

multidimensional macrobenthos biodiversity to evaluat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wetland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4, 054003. 

Li YZ, Fluharty DL (2017) Marine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Marine Policy, 85, 8–16. 

Liang J, He XY, Zeng GM, Zhong MZ, Gao X, Li X, Li XD, 
Wu HP, Feng CT, Xing WL, Fang YL, Mo D (2018) 
Integrating priority areas and ecological corridors into 
national network for conservation planning in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26, 22–29. 

Lin JY (2017) Current situation apprais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Xishuangbanna Nature 
Reserve in Yunnan. China Forestry Economics, 143, 83–8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林建勇 (2017) 云南西

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的现状评价与对策. 中国

林业经济, 143, 83–84.] 
Liu Q, Chen J, Corlett RT, Fan XL, Yu DL, Yang HP, Gao JY 

(2015) Orchid conservation in the biodiversity hotspot of 
southwestern China. Conservation Biology, 29, 1563–1572. 

Lu CY, Wang ZM, Li L, Wu PZ, Mao DH, Jia MM, Dong ZY 
(2016) Assessing the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wetland 
protected areas in Northeast China. Wetlands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4, 381–398. 

Lu F, Hu HF, Sun WJ, Zhu JJ, Liu GB, Zhou WM, Zhang QF, 
Shi PL, Liu XP, Wu X, Zhang L, Wei XH, Dai LM, Zhang 
KR, Sun YR, Xue S, Zhang WJ, Xiong DP, Deng L, Liu BJ, 
Zhou L, Zhang C, Zheng X, Cao JS, Huang Y, He NP, Zhou 
GY, Bai YF, Xie ZQ, Tang ZY, Wu BF, Fang JY, Liu GH, 
Yu GR (2018) Effects of nation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5, 4039–4044. 

Lü YH, Zhang LW, Zeng Y, Fu BJ, Whitham C, Liu SG, Wu 
BF (2017) Representation of critical natural capital in China. 
Conservation Biology, 31, 894–902. 

Luan XF, Zhou JH, Zhou N, Wu B, Li DQ (2009)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n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 
in Northeast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4, 
567–57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栾晓峰, 周建

华, 周楠, 吴波, 李迪强 (2009) 东北林区自然保护区管

理有效性初步评估. 自然资源学报, 24, 567–576.] 
Ma JZ, Rong K, Cheng K (2012)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biodiversity in situ conservation in China: Progress and 
prospect. Biodiversity Science, 20, 551–55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马建章, 戎可, 程鲲 (2012) 中国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生物多样性, 20, 
551–558.] 

Ma KP, Zhu M, Ji LQ, Ma JC, Guo QH, Ouyang ZY, Zhu L 
(2018) Establishing China infrastructure for big biodiversity 
dat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3, 
838–84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马克平, 朱敏, 
纪力强, 马俊才, 郭庆华, 欧阳志云, 朱丽 (2018) 中国

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建设 . 中国科学院院刊 , 33, 
838–845.] 

Ma TH, Lü C, Lei GC (2019) The spatial overlapping analysis 
for China’s natural protected area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rotected area system. 
Biodiversity Science, 27, 758–77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马童慧, 吕偲, 雷光春 (2019) 中国自然保护地

空间重叠分析与保护地体系优化整合对策. 生物多样性, 
27, 758–771.] 

Ma ZJ, Chen Y, Melville DS, Fan J, Liu JG, Dong JW, Tan K, 
Cheng XF, Fuller RA, Xiao XM, Li B (2019) Changes in 
area and number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Conservation 
Biology, 33, 1066–1075.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China 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1–2030).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Beijing. (in Chinese) [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0)《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北
京.] 

Pecl GT, Araújo MB, Bell JD, Blanchard J, Bonebrake TC, 
Chen IC, Clark TD, Colwell RK, Danielsen F, Evengård B, 
Falconi L, Ferrier S, Frusher S, Garcia RA, Griffis RB, 
Hobday AJ, Janion-Scheepers C, Jarzyna MA, Jennings S, 
Lenoir J, Linnetved HI, Martin VY, McCormack PC, 
McDonald J, Mitchell NJ, Mustonen T, Pandolfi JM, 
Pettorelli N, Popova E, Robinson SA, Scheffers BR, Shaw 
JD, Sorte CJB, Strugnell JM, Sunday JM, Tuanmu MN, 
Vergés A, Villanueva C, Wernberg T, Wapstra E, Williams 
SE (2017) Biodiversity redistribut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cience, 355, 
eaai9214. 

Peng FW, Li JS, Yuan H, Zhu YP, Li BY (2019) Research on 
Overall Scheme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Park System. 
China Environment Publishing Group, Beijing. (in Chinese) 
[彭福伟, 李俊生, 袁淏, 朱彦鹏, 李博炎 (2019) 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研究.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北京.] 
Peng J, Lü DN, Zhang T, Liu QY, Lin J (2019) Systematic 

cogni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untains-riv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lands. Acta 
Ecologica Sinica, 39, 8755–876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王伟和李俊生: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与展望 147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abstract) [彭建, 吕丹娜, 张甜, 刘前媛, 林坚 (2019) 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系统性认知. 生态学报, 39, 
8755–8762.] 

Ping XG, Li CW, Li CL, Tang SH, Fang HX, Cui SP, Chen J, 
Wang EG, He YB, Cai P, Zhang Y, Wu YL, Jiang ZG 
(2018) The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Przewalski’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 Biodiversity 
Science, 26, 177–18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平
晓鸽, 李春旺, 李春林, 汤宋华, 方红霞, 崔绍朋, 陈静, 
王恩光, 何玉邦, 蔡平, 张毓, 吴永林, 蒋志刚 (2018) 
普氏原羚分布、种群和保护现状 . 生物多样性 , 26, 
177–184.] 

Qi JZ, Holyoak M, Ning Y, Jiang GS (2020) Ecological 
thresholds and large carnivores conserv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Amur tiger and leopard in China.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1, e00837. 

Qin HN, Zhao LN (2017) Evaluating the threat status of higher 
plants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5, 689–69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覃海宁, 赵莉娜 (2017) 中
国高等植物濒危状况评估. 生物多样性, 25, 689–695.] 

Quan J, Ouyang ZY, Xu WH, Miao H (2011)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in China.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0, 779–792. 

Ren GP, Young SS, Wang L, Wang W, Long YC, Wu RD, Li 
JS, Zhu JG, Yu DW (2015)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National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 and nature reserves. 
Conservation Biology, 29, 1368–1377. 

Saura S, Bastin L, Battistella L, Mandrici A, Dubois G (2017) 
Protected areas in the world’s ecoregions: How well 
connected are they? Ecological Indicators, 76, 144–158. 

Schmidt-Traub G, Locke H, Gao JX, Ouyang ZY, Adams J, Li 
L, Sala E, Shaw MR, Troëng S, Xu J, Zhu CQ, Zou CX, Ma 
TX, Wei FW (2020) Integrating climate,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land-use strategies: Innovations from China.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waa139, https://doi.org/10.1093/ 
nsr/nwaa139.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4)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4.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ontréal, Canada. 

Shen XL, Li S, Wang DJ, Lü Z (2015) Viable contribution of 
Tibetan sacred mountains in southwestern China to forest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29, 1518–1526. 

Song RL, Yao JX, Wu KY, Zhang XC, Lü Z, Zhu ZG, Yin LJ 
(2018)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ethodologies and progress. Biodiversity Science, 
26, 286–29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宋瑞玲, 
姚锦仙, 吴恺悦, 张晓川, 吕植, 朱争光, 殷丽洁 (2018) 
海洋保护区管理与保护成效评估的方法与进展. 生物多

样性, 26, 286–294.] 
Stoll-Kleemann S (2010) Evaluation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protected areas: Methodologies and results.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11, 377–382. 

Su XK, Han WY, Liu GH (2019) Potential priority areas and 

protection network for Yunnan snub-nosed monkey 
(Rhinopithecus bieti) in Southwest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9, 1211–1227. 

Sun XF, Gao L, Ren H, Ye YQ, Li A, Stafford-Smith M, 
Connor JD, Wu JG, Bryan BA (2018) China’s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andscape Ecology, 33, 1647–1653. 

Sun YW, Wang TJ, Skidmore AK, Palmer SCF, Ye XP, Ding 
CQ, Wang Q (2016) Predicting and understanding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species recovery: Implications 
for Asian crested ibis Nipponia nippon conservation in 
China.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22, 893–904. 

Tang FL, Yan Y, Liu WG (2019) Construction progress of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7, 
123–12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唐芳林, 闫颜, 
刘文国 (2019)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进展. 生物多样

性, 27, 123–127.] 
Tang XP, Liu ZL, Ma W (2020) A study on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rules and paths for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1), 1–1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唐小平, 刘增力, 马炜 
(2020) 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规则与路径研究. 林业

资源管理, (1), 1–10.] 
Tang XP, Luan XF (2017) Developing a nature protected area 

system composed mainly of national parks.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6), 1–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唐小平, 栾晓峰 (2017)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林业资源管理, (6), 1–8.] 
Tian DX, Xie Y, Barnosky AD, Wei FW (2019) Defining the 

balance point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servation Biology, 33, 231–238. 

Tong XW, Brandt M, Yue YM, Horion S, Wang KL, 
Keersmaecker WD, Tian F, Schurgers G, Xiao XM, Luo 
YQ, Chen C, Myneni R, Shi Z, Chen HS, Fensholt R (2018) 
Increased vegetation growth and carbon stock in China karst 
via ecological engineering. Nature Sustainability, 1, 44–50. 

Turner W (2014) Sensing biodiversity. Science, 346, 301–302. 
Viña A, Mcconnell WJ, Yang HB, Xu ZC, Liu JG (2016) 

Effects of conservation policy on China’s forest recovery. 
Science Advances, 2, e1500965. 

Volis S (2016) How to conserve threatened Chinese plant 
speci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s? Plant Diversity, 
38, 45–52. 

Wang CL, Zang ZH, Qiu Y, Deng SY, Feng ZY, Xie ZQ, Xu 
WT, Liu L, Chen QS, Shen GZ (2017) The effectiveness of 
Shennongji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conserving forests 
and habitat of Sichuan snub-nosed monkey. Biodiversity 
Science, 25, 504–51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王
翠玲, 臧振华, 邱月, 邓舒雨, 冯朝阳, 谢宗强, 徐文婷, 
刘蕾, 陈全胜, 申国珍 (2017) 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森林和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保护成效. 生物多样性, 
25, 504–512.] 

Wang W (2018) Assessment practices of nature reserves. Man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148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1, 29 (2): 133–149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and the Biosphere, (5), 62–63. (in Chinese) [王伟 (2018) 
自然保护区评估实践. 人与生物圈, (5), 62–63.] 

Wang W, Liu FZ, Zhang DS (2019)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Status and research issues.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35(9), 58–6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王伟, 刘
方正, 张德顺 (2019)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管理现状与研究方向. 中国园林, 35(9), 58–61.] 
Wang W, Tian Y, Chang M, Li JS (2014) A review of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s network establishment. Acta 
Ecologica Sinica, 34, 1391–140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王伟, 田瑜, 常明, 李俊生 (2014) 跨界保护区

网络构建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34, 1391–1400.] 
Wang W, Xin LJ, Du JH, Chen B, Liu FZ, Zhang LB, Li JS 

(2016) Evaluating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Advances and new perspectives. Biodiversity Science, 
24, 1177–118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王伟, 
辛利娟, 杜金鸿, 陈冰, 刘方正, 张立博, 李俊生 (2016)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 进展与展望. 生物多样性, 24, 
1177–1188.] 

Wei FW, Costanza R, Dai Q, Stoeckl N, Gu XD, Farber S, Nie 
YG, Kubiszewski I, Hu YB, Swaisgood R, Yang XY, 
Bruford M, Chen YP, Voinov A, Qi DW, Owen M, Yan L, 
Kenny DC, Zhang ZJ, Hou R, Jiang SW, Liu HB, Zhan XJ, 
Zhang L, Yang B, Zhao LJ, Zheng XG, Zhou WL, Wen YL, 
Gao HR, Zhang W (2018)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giant panda reserves. Current Biology, 28, 2174–2180. 

Wen X, Théau J (2020) Assess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restoration programs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mbio, 
49, 584–592. 

Wu HJ, Dan XQ, Shu Y, Liu SH, Huang Y, Cao H (2015) 
Indicator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 assessment of national wetland park. Wetland 
Science, 13, 495–50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吴
后建, 但新球, 舒勇, 刘世好, 黄琰, 曹虹 (2015) 国家

湿地公园有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应用. 湿地科学, 
13, 495–502.] 

Wu RD, Long YC, Malanson GP, Garber PA, Zhang S, Li DQ, 
Zhao P, Wang LZ, Duo HR (2014) Optimized spatial 
prioriti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A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perspective. PLoS ONE, 
9, e103783. 

Wu RD, Possingham HP, Yu GZ, Jin T, Wang JJ, Yang FL, 
Liu SL, Ma JZ, Liu X, Zhao HW (2019) Strengthening 
China’s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to attain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ervation Letters, 12, e12660. 

Wu W, Yan SQ, Feng RY, Song DH, Chen XX (2017) 
Development of a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 
framework to evaluat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for 
Jiaozhou Bay Coastal Wetland Speci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Qingdao, China.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142, 
71–89. 

Xia X, Zhang HN, Guo C, Qian ZD, Gao J, Xu WG, Zhou DQ, 

Jiang MK (2018) Evaluation of in-situ conservation of 
mammals in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38, 3712–371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夏欣, 张昊楠, 郭辰, 
钱者东, 高军, 徐网谷, 周大庆, 蒋明康 (2018) 我国哺

乳动物就地保护状况评估. 生态学报, 38, 3712–3717.] 
Xu HG, Wu Y, Cao Y, Cao MC, Tong WJ, Le ZF, Lu XQ, Li 

JQ, Ma FZ, Liu L, Hu FL, Chen MM, Li YM (2018) Low 
overlaps between hotspots and complementary sets of 
vertebrate and plant species in China.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7, 2713–2727. 

Xu L, Sang J, Peng MX, Sui YT, Tang YF, Wang YK, Li ZY, 
Guo SL (2020)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red line assessment and adjustmen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1), 48–57, 7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徐樑, 桑劲, 彭敏学, 隋玉亭, 唐尧峰, 王煜坤, 
李志远, 郭世龙 (2020) 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过程中

的现实问题与优化建议. 城乡规划, (1), 48–57, 78.] 
Xu WB, Svenning JC, Chen GK, Zhang MG, Huang JH, Chen 

B, Ordonez A, Ma KP (2019) Human activities have 
opposing effects on distributions of narrow-ranged and 
widespread plant speci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6, 26674–26681. 

Xu WH, Fan XY, Ma JG, Pimm SL, Kong LQ, Zeng Y, Li XS, 
Xiao Y, Zheng H, Liu JG, Wu BF, An L, Zhang L, Wang 
XK, Ouyang ZY (2019a) Hidden loss of wetlands in China. 
Current Biology, 29, 3065–3071. 

Xu WH, Pimm SL, Du A, Su Y, Fan XY, An L, Liu JG, 
Ouyang ZY (2019b) Transform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in China.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34, 
762–766. 

Xu WH, Viña A, Kong LQ, Pimm SL, Zhang JJ, Yang W, Xiao 
Y, Zhang L, Chen XD, Liu JG, Ouyang ZY (2017a) 
Reassessing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he giant panda using 
remote sensing.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1, 1635–1638. 

Xu WH, Xiao Y, Zhang JJ, Yang W, Zhang L, Hull V, Wang 
Z, Zheng H, Liu JG, Polasky S, Jiang L, Xiao Y, Shi XW, 
Rao EM, Lu F, Wang XK, Daily GC, Ouyang ZY (2017b) 
Strengthening protected areas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4, 1601–1606. 

Xu XB, Yang GS, Tan Y (2019) Identifying ecological red 
lines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 regional 
approach. Ecological Indicators, 96, 635–646. 

Xu ZC, Chau SN, Chen XZ, Zhang J, Li YJ, Dietz T, Wang JY, 
Winkler JA, Fan F, Huang BR, Li SX, Wu SH, Herzberger 
A, Tang Y, Hong DQ, Li YK, Liu JG (2020) Assessing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 space and 
time. Nature, 577, 74–78. 

Yang HB, Viña A, Winkler JA, Chung MG, Dou Y, Wang F, 
Zhang JD, Tang Y, Connor T, Zhao ZQ, Liu JG (2019)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rotected areas in reducing 
deforesta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6, 18651–18661.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王伟和李俊生: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与展望 149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Zhang H, Jarić I, Roberts DL, He YF, Du H, Wu JM, Wang 
CY, Wei QW (2020) Extinction of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reshwater fishes: Lessons for conserving the endangered 
Yangtze fau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10, 
136242. 

Zhang HB, Mao ZY, Yan WB, Zhang HJ, Li Y (2016) 
Investigation of crested ibis around Hanzhong Crested Ibis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Shaanxi. Sichuan Journal of 
Zoology, 35, 307–31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张海斌, 毛治彦, 颜文博, 张宏杰, 李耘 (2016) 陕西汉

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朱鹮调查. 四川动物, 
35, 307–310.] 

Zhang JQ, Mammides C, Corlett RT (2020) Reasons for the 
survival of tropical forest fragments in Xishuangbanna, 
Southwest China. Forests, 11, 159. 

Zhang LB, Luo ZH, Mallon D, Li CW, Jiang ZG (2017)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atus in China’s growing 
protected area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10, 89–100. 

Zhang Y, Liu J, Zhu CQ (2015) IUCN Green List of Protected 
Areas: Introduction, progres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3, 
437–439. (in Chinese) [张琰, 刘静, 朱春全 (2015) 自然

保护地绿色名录: 内容、进展及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 生物多样性, 23, 437–439.] 
Zhang YB, Wang YZ, Phillips N, Ma KP, Li JS, Wang W 

(2017) Integrated maps of biodiversity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of China for expanding protected area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10, 64–71. 

Zhang YZ, Wang Q, Wang ZQ, Yang Y, Li JL (2020)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on the grassland 
dynamics under different regime policies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98, 134304. 
Zhang ZJ, Guo YP, He JS, Tang ZY (2018) Conservation status 

of Wild Plant Speci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s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6, 572–57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张则瑾 , 郭焱培 , 贺金生 , 唐志尧 
(2018) 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现状评估. 生物多

样性, 26, 572–577.] 
Zhang ZJ, Yan YJ, Tian Y, Li JS, He JS, Tang ZY (2015) 

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orchid species richness in 
China.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81, 64–72. 

Zhao HW, Wu RD, Long YC, Hu JM, Yang FL, Jin T, Wang 
JJ, Hu PJ, Wu W, Diao YX, Guo Y (2019) Individual-level 
performance of nature reserves in forest protection and 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 level and establishment age.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33, 23–30. 

Zhao YY, Chi WF, Kuang WH, Bao YF, Ding GD (2020)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ecological 
projects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 source region. 
Ecological Indicators, 112, 106111. 

Zheng HB, Zhang LW, Wang PT, Li YJ (2019) The NPP-based 
composite indicator for assessing the variations of water 
provision services at the national scale. Water, 11, 1628. 

Zhou H, Xu F, Dong JW, Yang ZQ, Zhao GS, Zhai J, Qin YW, 
Xiao XM (2019) Tracking reforest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China after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through 
Integrating PALSAR and Landsat Imagery. Remote 
Sensing, 11, 2685. 

 
 
 

(责任编委: 徐卫华  责任编辑: 闫文杰)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2021, 29 (2): 150–159  
doi: 10.17520/biods.2020061 

                                                               

—————————————————— 
收稿日期: 2020-02-27; 接受日期: 2020-08-31 
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3BAC09B02) 
* 通讯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lidq@caf.ac.cn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管

理有效性评估进展与分析 
冯斌1,2,3, 李迪强 1,2*, 张于光1,2, 薛亚东1,2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北京 100091;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1; 3. 广
西中医药研究院中药资源研究所, 南宁 530022 

摘要: 本文基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科研机构和文献关于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据, 梳理和分析了我

国针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进展情况。结果显示, 我国已按时完成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中2015年之前对60%以上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指标; 目前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达136.19万
km2, 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186.60万km2)的72.99%;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受多方关注。本研究调查数据与世界自然

保护地数据库、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的数据差异较大;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多样, 各类型自然

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进展差异显著, 管理有效性评估标准化和连续性有待提高。最后, 提出了如下建议: 加强自然保

护地整体性和连通性; 参考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的评估框架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标准, 按照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分类制定管理有效性评估规范并将评估制度化; 有效利用评估结果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标

准化、科学化并建立激励机制等。 
关键词: 自然保护地; 管理有效性;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生物多样性公约 

冯斌, 李迪强, 张于光, 薛亚东 (2021) 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进展与分析. 生物多样性, 29, 150–159. doi: 
10.17520/biods.2020061. 
Feng B, Li DQ, Zhang YG, Xue YD (2021) Progress and analysis on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protected area based on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th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150–159. doi: 10.17520/biods.2020061. 

Progress and analysis on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protected 
area based on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th in China 
Bin Feng1,2, Diqiang Li 1,2*, Yuguang Zhang1,2, Yadong Xue1,2 
1 Institute of Forest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2 Key Laboratory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ate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91 
3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Guangxi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 Pharmaceutical Science, Nanning 530022 

ABSTRACT 
Aims: Effective management in protected area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protected areas. 
One of the key indicators for achieving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 was for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party to accomplish 60% and higher area of protected area before 2015.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Fifth National 
Report on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2014, there “lacked sufficient data” 
indicating progress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for protected areas as determined by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 
Discu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on the eve of the 15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will be beneficial to showcase China’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rotected area.  
M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relevant Chine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this study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progress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as determined by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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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as indicated by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 that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60% and higher of China’s protected areas before 2015 was achieved. Currently, the protected areas under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has reached 1.3619 million km2, accounting for 72.99% of China’s protected areas (1.8660 
million km2).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protected area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multi-groups. The data of 
this stud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data from the World Database on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Global Database o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here are various tools to evaluate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mount of progress made in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depending on the protected area. Standardization and persistency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protected areas need 
to be improved.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our results, we propose the the follow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1) 
strengthening connectivity and integrity of protected areas; (2) referring to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World 
Commission of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Green List Standard of Protected Areas of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when making decisions; (3)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classified criterion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protected area (such as national park, nature reserve and natural park), to facilitate the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and to establish incentive mechanisms within China’s protected areas by 
effectively using of the results from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Key words: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陆域自然保护地能更有效地减少栖息地的损

失 (Geldmann, 2013), 并保持物种数量 (Barnes, 
2016); 海洋自然保护地对鱼类多样性和丰富度也

具有积极的影响(Gill, 2017)。为解决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问题, 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惠益的公平

分享,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

了包含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以下简称爱知目

标)的《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其中目

标11为“到2020年, 至少有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

以及10%的海岸和海洋区域, 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区域, 有代

表性和生态连通性好的自然保护地系统通过有效

而公平的管理以及区域性的保护措施而得到有效

保护, 并将其纳入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0/full/cop-10
-dec-zh.pdf)。尽管世界各国在实现到2020年时将

17%的世界陆地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地范围的全球目

标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仍在

继续下降(Coad, 2015)。爱知目标11将评估自然保护

地是否得到有效管理作为其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实现自然保护地目标的重要前提(Juffe-Bignoli, 
2014)。因此,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

会31号决议将“继续扩大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

估并使其制度化, 以便在2015年之前, 利用各种国

家和区域的工具, 对全部自然保护地面积的60%开

展管理有效性评估”作为是否实现爱知目标11的评

价指标之一(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 
10/full/cop-10-dec-zh.pdf)。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 (Global 
Database o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ffective- 
ness, GD-PAME)收录了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

(World Database on Protected Areas, WDPA) 
(https://www.protectedplanet.net/en/thematic-areas)所
记录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交给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UNEP-WCMC)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

据。截至2019年10月, GD-PAME可检索到的我国已

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仅31处, 而2014
年中国政府提交的《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五次国家报告》中, 爱知目标11中自然保护地管理

有效性评估进展情况为“缺乏足够数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4), 说明我国自然保护地管

理有效性评估的数据没有得到较好的总结。此外,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存在职能分割, 评估数据

没有得到有效汇总。2018年以来, 自然保护地统一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 体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体 系 的 指 导 意 见 》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
497.htm)提出了“对自然保护地管理进行科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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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掌握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和保护成效情况”的
要求。同时,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将在我国昆明召开, 更好地总结我国爱知目标

的完成情况非常必要。因此, 本研究对我国自然保

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进展进行梳理, 并基于现状进

行分析, 提出了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

建议。 

 
1.1  用语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

(LY/T 1685-2007)对保护地(protected area)的定义均

明确了自然保护地的确立和管理方式是通过法律

或其他有效手段, 目的是对自然和文化进行保护, 
二者的适用范围基本相同。为了强调本研究中各类

保护地的自然特征属性, 文中将适用于《自然保护

区名词术语》中“protected area”定义的非文化类保

护地统一称为自然保护地, 将适用于《自然保护区

名词术语》且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建立的保护

区(nature reserve)统一称为自然保护区。 
1.2  数据类别 

本文仅统计了我国大陆地区的各类自然保护

地, 未包含港澳台地区的自然保护地。 
1.2.1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根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3
类。国家公园包括10个国家公园试点; 自然保护区

包括陆域自然保护区和海洋自然保护区; 结合《关

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

导意见》和《2018年全国林业和草原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forestry.gov.cn/xdly/5197/20190628/0932
29270831161.html)统计的自然保护地类型, 本研究

将湿地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

沙漠(石漠)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海洋特别

保护区(海洋公园) 7个类型作为自然公园类自然保

护地进行统计。 
1.2.2  国际机构认证的自然保护地 

国际机构认证的自然保护地包括世界自然遗

产地(含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生

物圈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5类。 
1.3  数据来源 

爱知目标11中关于管理有效性的指标为“2015
年之前, 利用各种国家和区域的工具, 对全部自然

保护地面积的60%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因此 , 本
研究中的自然保护地数据和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

估的自然保护地数据分2014年和2019年两个时间

节点分别进行统计。 
2019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网站发布的数据为准, 即我国现有各级各类自

然保护地1.18万处, 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和领海

面积的4.6%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04/20 
191031/102927220222790.html)。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政府网站公布的我国陆地面积960万km2, 主
张管辖海域面积300万km2计算, 2019年我国自然保

护地面积约186.60万km2, 其中陆域自然保护地面

积约172.80万km2, 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13.80万
km2。2019年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各类型自然

保护地数量和面积数据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

为准, 部分自然保护地数量和面积数据参考《中国

社会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 
2014年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数量和面积来

源如下: 自然保护区数据以生态环境部官网发布的

《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http://www.mee.gov.cn/ 
hjzl/zghjzkgb/lnzghjzkgb/201605/P020160526564730
573906.pdf)和《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2014年)》
(https://www.mee.gov.cn/ywgz/zrstbh/zrbhdjg/201605
/P020161108589922495880.pdf)为准; 湿地公园、森

林公园和沙漠(石漠)公园数据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官网(http://www.forestry.gov.cn/)为准; 地质公园和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数据以自然资源部官网

(http://www.mnr.gov.cn/)为准; 风景名胜区数据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www.mohurd.gov.cn/)为
准;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数据以农业农村部官网

(http://www.moa.gov.cn/)为准; 部分自然保护地数

据参考《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1.3.1  业务主管部门 

2014年和2019年我国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数据以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公布的数据为准。 

1  数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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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国际机构 
国际机构认证的自然保护地数量、面积和已开

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数据来源如下: 世界自然遗产

地数据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 
zation-World Heritage Centre, UNESCO-WHC)官网

(http://whc.unesco.org)为准; 世界地质公园数据以

UNESCO官网(https://en.unesco.org)为准; 生物圈保

护区数据以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官网(http://www.mab.cas.cn)
和UNESCO官网为准; 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数据以

IUCN官网(www.iucn.org)为准; 国际重要湿地数据

以《拉姆萨尔湿地公约》(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RAMSAR)官网(www.ramsar.org)为准。 
1.3.3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 

GD-PAME是全球最全面、可检索且每月更新

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信息数据库 , 由
UNEP-WCMC负责管理。文中引用了数据库中截至

2019年10月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

据。GD-PAME记录的自然保护地面积以该数据库

数据为准。 
1.3.4  全球环境基金项目数据库 

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GEF)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唯一资金机制。从第

三期增资计划(2002–2006年)开始, 所有涉及自然保

护地的GEF项目必须使用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ETT)评
估项目对自然保护地管理成效的影响。GEF项目数

据库收录了所有已完成的GEF项目的评估文件, 本
文引用了该数据库中截至2019年10月我国GEF项目

所涉及的8个项目66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

数据, 项目包括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

等领域。GEF项目数据库记录的已开展管理有效性

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以生态环境部官网公布的

数据为准。 
1.3.5  文献检索 

以“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 “国家公园管理评

估” “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 “自然遗产地管理有

效性” “公园管理有效性” “风景名胜区管理有效性” 
“风景区管理有效性”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effective- 

ness” “nature heritag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和
“park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等关键词对我国自

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文

献检索获取的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

地面积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面积以

我国相应业务主管部门官网公布的数据为准, 国际

机构认证的自然保护地面积以认证机构官网公布

的数据为准。 
1.4  评估面积统计方法 

我国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

积为各类型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

累加面积与交叉重合面积的差值, 表达式为:  

1

n

i
i

S S
=

= −∑总
1

n

i
i

S
=
∑ 交叉重合

      
      (1) 

其中, S为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

积, i为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 
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按

其评估时的属性进行统计。在统计时, 具有不同属

性并基于不同属性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且范围重

合或交叉的, 以评估面积最大的属性为准。例如, 
九寨沟同时具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遗

产地等属性, 2014年UNESCO-WHC对九寨沟世界

自然遗产地(700 km2)、2019年生态环境部对九寨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42.97 km2)分别开展了管理有

效性评估, 则本文以九寨沟世界自然遗产地面积

(700 km2)为准, 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不重

复累加; 分类统计时则按评估时自然保护地的属性

为准, 即统计自然保护区面积时以642.97 km2为准, 
统计世界自然遗产地面积时以700 km2为准。 

国家公园试点和自然保护区面积交叉重叠时, 
国家公园试点外的自然保护区范围仍按自然保护

区进行统计。例如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15.23万km2,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面积12.31万km2)
包含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66万km2)和为增

加连通性和完整性而纳入国家公园试点的非自然

保护区范围(0.65万km2), 三江源国家公园外的三江

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3.572.92万km2)纳入自然

保护区面积进行统计。 

 
2.1  我国自然保护地评估初见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4年底, 我国已开展管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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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约128.17万km2 
(去除重叠范围后) (表1), 至少占2019年自然保护地

面积(186.60万km2)的68.69%。因此, 我国已完成爱

知目标11中“在2015年之前, 利用各种国家和区域

的工具对全部自然保护地面积的60%开展管理有效

性评估”的指标。 
2.2  我国自然保护地评估数量稳步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9年底, 我国已开展管

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约136.19万km2 
(去除重叠范围后 ), 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的

72.99%, 其中陆域自然保护地129.46万km2, 海洋

自然保护地6.73万km2;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面积约132.87万km2, 国际机构认证的自然

保护地面积约18.71万km2, 二者交叉重合面积约为

15.39万km2。 
截至2019年底, 我国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包括国家公园试

点10处21.95万km2; 自然保护区2,081处123.85万
km2 (含划入国家公园18.80万km2), 其中陆域自然

保护区2,039处123.25万km2, 海洋自然保护地42处
0.60万km2; 自然公园6.31万km2, 其中湿地公园9处

0.03万km2、风景名胜区3处0.03万km2、森林公园1
处0.01万km2、地质公园1处0.11万km2和海洋特别保

护区(海洋公园) 60处6.13万km2。与2014年相比, 自
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3
类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面积有不同程度的

增长, 其中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为海洋特别

保护区(海洋公园) (5.96万km2); 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地质公园、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国

家沙漠(石漠)公园5类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

面积未增加。 
5类国际机构认证的自然保护地均开展过管理

有效性评估, 其中世界自然遗产地18处7.11万km2, 
世界地质公园39处4.72万km2, 生物圈保护区34处
7.37万km2, 国际重要湿地56处6.62万km2, IUCN自

然保护地绿色名录6处0.04万km2。 
2.3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受多方关注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受到多

方关注, 包括业务主管部门, 例如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和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的评估; 联合国机构, 例
如GEF、UNESCO、IUCN和RAMSAR等机构对各

类型自然保护地的评估; 国际保护组织, 例如世界 

 
表1  我国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概况(数据截至2019年底) 
Table 1  General situation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n various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until the end of 2019) 
自然保护地类型 
Protected area type 

数量 
Number 

面积 
Area 
(× 104 km2) 

已评估数量 
Evaluated 
number 

已评估面积
Evaluated area 
(× 104 km2) 

评估面积比例 
Proportion of 
evaluated area (%) 

2014 2019 2014 2019 2014 2019 2014 2019 2014 2019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0 10 0 21.95 0 10 0 21.95 0 100.00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2,729 2,694 146.99 128.93 2,067 2,081 123.46 123.85 83.99 84.15 

国家湿地公园 National wetland park 569 897 2.75 3.53 7 9 0.03 0.03 1.09 0.84 

风景名胜区 Scenic area 962 1,037 19.37 19.1 3 3 0.03 0.03 0.15 0.15 

森林公园 Forest park 3,101 3,485 17.81 19.28 1 1 0.01 0.01 0.06 0.05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Speci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rine park) 

45 111 6.68 7.15 5 60 0.17 6.13 2.54 85.73 

地质公园 Geological park 495 608 11.03 12.09 1 1 0.11 0.11 0.09 0.88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National aquatic germplasm resource conservation zone 

429 533 13.11 15.4 0 0 0 0 0  0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 National desert (rock desert) park 55 120 0.3 0.41 0 0 0 0 0  0 

世界自然遗产地 World natural heritage 14 18 3.07 7.11 14 18 3.07 7.11 100.00 100.00 

世界地质公园 Global geopark 33 39 3.86 4.72 33 39 3.86 4.72 100.00 100.00 

国际重要湿地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46 56 5.83 6.62 46 56 5.83 6.62 100.00 100.00 

生物圈保护区 Biosphere reserve 24 34 3.51 7.37 24 34 3.51 7.37 100.00 100.00 

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 Green List of Protected Areas  6 6 0.04 0.04 6 6 0.04 0.04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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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 Fund, WWF)发布的自然保

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报告; 有关科研院所、高校发

表于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 以及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等。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面积最大的部门

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09年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

评估2,006处122.88万km2) (表2)。 

 
3.1  研究结果与WDPA数据结果差距较大 

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WCPA)和UNEP-WCMC发布的全

球自然保护地报告数据基本来自GD-PAME和  

 
表2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据来源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al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data of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数据来源 
Data source 

保护地类型 
Protected area type 

已评估数量 
Evaluated 
number 

已评估面积 
Evaluated area 
(× 104 km2) 

评估周期
Evaluation 
cycle (year) 

业务主管部门 
Compet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10 21.95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2,006  122.88  

生态环境部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465  97.72 
 

联合国机构数据库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database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 
Global Database-Protected Areas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12  40.41  

生物圈保护区 Biosphere reserve 3 0.25 10 

世界自然遗产地 World natural heritage 14  3.04 6 

国际重要湿地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2 0.01 4 

GEF项目数据库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project database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58  46.87 1 

风景名胜区 Scenic area 3  0.03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Speci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rine park) 

5  0.18 

国内外认证机构 
Domestic and foreign 
certification institute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世界自然遗产地 World natural heritage 18 7.11 6 

世界地质公园 Global geopark 39 4.72 4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33  7.33 
10 

风景名胜区 Scenic area 1  0.0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3  0.26 

5 
风景名胜区 Scenic area 1  0.02 

森林公园 Forest park 1  0.01 

地质公园 Geological park 1  0.11 

湿地公约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国际重要湿地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56 3.20 4 

国际保护组织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 

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ld Fund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88  9.91 

 

学术论文 
Academic paper 

学术期刊 
Academic journals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939  92.28  

湿地公园 Wetland park 9  0.03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Speci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rine park) 

5  0.81 
 

博、硕士学位论文 
Doctoral and master’s thesis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658  58.38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Speci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rine park) 

60  6.13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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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PA。截至 2019年10月, WDPA统计的我国自然保

护地面积为150.90万km2, 其中陆域自然保护地

146.15万km2, 海洋自然保护地4.75万km2。已开展

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为20.13万km2,  
约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146.15万km2)的13.34%, 
其中陆域自然保护地20.05万km2, 海洋自然保护地

0.08万km2 (UNEP-WCMC, 2019) (表3)。无论是自然

保护地面积还是已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 WDPA
和GD-PAME公布的数据均小于本研究结果, 说明

我国自然保护地评估数据未完全纳入GD-PAME。 
(1)自然保护地面积差异。GD-PAME仅记录了

我国自然保护区(含生物圈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世界自然遗产地和国际重要湿地4类中的部分自然

保护地, 而我国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海洋特别保

护区、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和世界地质公园等类型

的自然保护地未列入统计。WDPA公布的我国管理

有效性评估面积数据约等于我国国际认证的自然

保护地与GD-PAME记录的自然保护地之和, 因此, 
WDPA和本研究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出现差异应为自

然保护地统计口径不同所致。 
(2)已评估自然保护地面积差异。GD-PAME记

录的我国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31
处42.13万km2, 与本研究结果相比存在巨大差异, 
仅由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开展的自

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结果已远超GD-PAME记
录的数据。根据GD-PAME网站的提示, 中国部分保

护地评估数据没有纳入该数据库。 
3.2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多样 

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有3种类型: (1)业务主管

部门发布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如《自然保护区有效

管理评价技术规范》《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

《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准》和《重要湿地监测指标

体系》, 评估面积最大的是《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

评价技术规范》(2,012处122.88万km2); (2)国际通用

的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 如METT、管理快速评估

和优先性确定方法(Rapid Assessment and Prioritiza- 
tion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RAPPAM)、世界

遗产瞭望(World Heritage Outlook, WHO)和绿色名

录标准(Green List Standard)等, 评估面积最大的是

METT (1,096处92.13万km2); (3)其他评估方法, 以
根据评估目标在IUCN管理有效性评估框架提出的

评估方法居多(表4), 其中, 绿色名录标准是2012年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第41号决议确定的“面向物种、

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地以评估物种、生态系统、自

然保护地状况和管理有效性”的评估工具, 是帮助

各国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11, 促进以

自然保护地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制定的一

个激励机制(张琰等, 2015)。 
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一种普适的评估方法, 因为

自然保护地的自然条件、分类方式、管理模式和评

价需求等各不相同(刘方正和崔国发, 2013)。我国自

然保护地种类繁多且评估目的不同, 例如明确亟需

解决的问题、对自然保护地整体管理水平的考量、

出于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注等, 需要采用不

同的评估方法和指标进行评估。因此, 我国自然保

护地管理有效性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多样化是符合

国情的。 
3.3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比例差

异明显 
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中, 国家

公园已全部开展了管理有效性评估; 自然保护区开

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比例达到84.15%, 绝大部分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原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区均已

开展评估; 自然公园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中, 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和国家沙漠(石漠)公园未开展过管理

有效性评估,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均

是由国际机构或是国际援助项目进行的评估, 仅湿

地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两类由国内科

研机构进行了评估(表2)。我国自然保护地业务主管

部门尚未对自然公园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开展过管

理有效性评估。由此可见, 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开展管

理有效性评估的比例差异明显。 
我国由国际机构认证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均全

部开展了管理有效性评估, 并且建立了周期性评估

机制(表2)。相对国际机构认证的自然保护地而言, 
我国自然公园类型自然保护地在管理有效性评估

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3.4  管理有效性评估缺乏连续性和标准化 

1966年法国的Camargue自然公园使用Euro- 
pean Diploma开展的管理有效性评估是GD-PAME
记录的全球第一例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 随后, 
欧洲逐步推广了自然保护地评估, 并使用统一的评

估工具逐年对各类型自然保护地进行评估。目前我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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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WDPA)与本研究数据对比 
Table 3  Data comparison between World Database on Protected Areas (WDPA) and this study 
数据来源 
Data source 

自然保护地

面积 
Area of 
protected area 
(× 104 km2) 

陆域自然保护地

面积 
Area of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 104 km2) 

已评估陆域自然

保护地面积 
Evaluated area of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 104 km2) 

海洋自然保护

地面积 
Area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 104 km2) 

已评估海洋自然

保护地面积 
Evaluated area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 104 km2) 

已评估陆域自然保

护地比例 
Proportion of 
evaluated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已评估海洋自

保护地比例 
Proportion of 
evaluated marine 
protected areas 

WDPA 150.90 146.15 20.05 4.75 0.08 13.72% 1.68% 

本研究 This study 186.60 172.80 129.46 13.80 6.73 74.92% 48.77% 

 
表4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方式一览表(数据截至2019年底) 
Table 4  List of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ethods of nature reserve (until the end of 2019) 
自然保护地类型 
Protected area type 

评估方法  
Evaluation method 

已评估数量 
Evaluated number 

已评估面积 
Evaluated area (× 104 km2)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Protected areas with national parks as the main body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指标体系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10 21.95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评价技术规范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Nature Reserves 

2,045 123.92 

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 
Standard for Assessment of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465 97.72 

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1,096 92.13 

管理快速评估和优先性确定方法  
Rapid Assessment and Prioritization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157 21.47 

生物多样性管理调查 
Governance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33 7.33 

绿色名录标准 Green List Standard 3 0.26 

其他评估方法 Other evaluation methods 646 60.03 

自然公园 Natural park 
湿地公园 
Wetland park 

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准 
Assessment Standards of National Wetland Park 

6 0.02 

其他评估方法 Other evaluation methods 3 0.01 
风景名胜区 
Scenic area 

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3 0.05 

绿色名录标准 Green List Standard 1 0.02 
地质公园  
Geological park 绿色名录标准 Green List Standard 1 0.11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Speci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rine park) 

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10 0.99 

其他评估方法 Other evaluation methods 60 6.13 

国际认证自然保护地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d protected areas 

世界自然遗产地 
World natural heritage 

世界遗产瞭望 
World Heritage Outlook 

18  7.11 

世界地质公园 
Global geopark 

世界地质公园重生效程序 
Global geopark revalidatation process 

39  4.72  

生物圈保护区 
Biosphere reserve 

生物多样性管理调查 
Governance of Biod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34 7.37 

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 
Green List of Protected Areas 

绿色名录标准 
Green List Standard 

6 0.39 

国际重要湿地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监测指南 
Monitoring Guideline on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in China 

57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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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认证的自然保护地, 包括世界自然遗产地、

世界地质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等, 认证机构

均基于自然保护地属性制定了针对性的管理有效

性评估方法, 并且建立了定期评估、审核和退出机 
制, 对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相对而言,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起

步较晚, 2000年后才逐步推广。目前, 开展管理有效

性评价次数最多的是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2005–2017年开展8次评估), 但由于评估由不同

的部门、机构针对不同侧重点使用不同工具进行, 
难以跟踪分析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的变化情况。

例如METT侧重于自然保护区的设计、管理体制和

过程的适当性 , 以及保护目标的完成程度 ; 
RAPPAM关注自然保护地面临的威胁、压力和针对

性的管理活动; 绿色名录标准则是围绕“良好治理、

详实规划和设计、有效管理和保护成效”四大主题

评估来提升管理成效, 旨在认可和增强全球自然保

护地有效和公正管理的能力, 并维持其保护成效。

GEF项目的自然保护地在项目实施期间需连续跟踪

评估, 效果较好, 但项目结束后评估停止, 未能建

立持续评估的机制。 
我国自然保护地类型众多,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

目标和保护强度差异较大, 目前业务主管部门仅发

布了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湿地公园管理有效性评估

的技术规范, 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尚无管理有效性

评估的技术规范。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致力

于在变化的环境中实现适应性管理 (Hockings, 
2006), 缺乏标准化和连续性的评估势必会对自然

保护地的适应性管理产生负面影响。 
3.5  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根 据 《 2018 中 国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 》

(http://www.mee.gov.cn/hjzl/zghjzkgb/lnzghjzkgb/201
905/P020190619587632630618.pdf), 我国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为147.17万km2, 其中陆域自然保护区

142.70万km2, 海洋自然保护区为4.47万km2; 而该

公报中所统计的海洋海岸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仅

0.717万km2, 这意味着海洋海岸类型自然保护区和

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在类型界定上存在交叉。例如

2.4万km2的海南西南中沙群岛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以

海龟(Chelonia mydas)、玳瑁(Eretmochelys imbricata)
及珊瑚礁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

护区, 而该自然保护区绝大部分区域为海洋水域。

因此, 文中管理有效性评估面积的比例会出现陆域

自然保护地比例偏高, 而海洋自然保护地比例偏低

的情况, 但总体比例保持不变。另外, 各类自然保

护地范围存在交叉现象, 交叉重叠面积可能导致统

计偏差。 
3.6  加强自然保护地评估的建议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指导意见》提出的“组织对自然保护地管理进行

科学评估, 及时掌握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和保护成

效情况, 发布评估结果”, 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提出的“全面梳理各类型

自然保护地的标准规范, 统筹修改完善”的工作内

容和要求, 提出如下建议: (1)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地

优化整合的时机, 明确自然保护地界线, 科学合理

提升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连通性, 从而

达到提高管理有效性的目的。(2)参考WCPA自然保

护地评估框架和IUCN绿色名录标准和程序, 建立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评估标准体系, 
定期开展评估。(3)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指标

必须与其管理标准化、科学化和投入直接相关。只

有国家标准完善, 基础设施和人员能力建设等投入

相对平衡, 评估结果与国家投入挂钩, 发现问题与

政策、资金、奖惩相结合, 才能促进自然保护地管

理有效性的提升, 从而达到适应性管理、资源优化

配置、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的目的, 并最终实现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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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麋鹿种群重建35年: 历程、成就与挑战 
白加德1, 2, 张渊媛 1, 2*, 钟震宇1, 2, 程志斌1, 2, 曹明3, 孟玉萍1, 2 
1.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北京 100076; 2.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北京 100076; 3.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区域生态

过程与功能评估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12 

摘要: 迁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内容, 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目标之一, 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2011‒2030)的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麋鹿经历了

本土野外灭绝、圈养种群引至国外、国外圈养种群重引入国内、种群复壮、迁地保护、放归野外, 最终建立野生种群的历程。

北京麋鹿苑自1985年重引入38只后, 于1991年就已恢复到60‒80只的麋鹿基础种群。种群扩大后, 逐年向外输出, 35年来共计

输出546只, 苑内数量维持在150只左右。江苏大丰1986年引入麋鹿39只, 于1990年达到78只的基础种群, 2019年底种群数量发

展至5,016只, 是建群时的129倍。大丰自1995年开始向外输出麋鹿, 至2020年底共计输出164只。麋鹿分布点从重引入时的2
个发展至2020年的81个, 已几乎全面覆盖麋鹿灭绝前原有的栖息地。其中野生种群分布在6处, 数量总计达2,855只。中国麋

鹿野生种群的重建是野生动物迁地保护和回归自然的典范, 为全球野外灭绝野生动物种的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然而, 当前

麋鹿保护也遇到诸多挑战: (1)尚没有国家层级的麋鹿保护整体规划, 缺乏统一的监测平台与规范; (2)麋鹿遗传多样性匮乏, 
种群抗风险能力差; (3)野生种群分布不广, 且数量较小, 不利于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4)麋鹿种群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凸显, 
不利于麋鹿种群的健康发展; (5)麋鹿保护缺乏国际交流机制, 不利于麋鹿相关研究的国际交流。因此, 麋鹿的保护和研究仍

任重道远, 今后需加强各地麋鹿种群生态监测, 建立麋鹿共享数据库; 采用技术手段增加遗传多样性, 建立麋鹿种质资源库; 
建立更多野生种群, 以增加麋鹿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使这一野外灭绝物种能够真正实现自然回归。 
关键词: 中国; 麋鹿; 迁地保护; 种群重建 

白加德 , 张渊媛 , 钟震宇 , 程志斌 , 曹明 , 孟玉萍  (2021)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35年 : 历程、成就与挑战 . 生物多样性 , 29, 160–166. doi: 
10.17520/biods.2021018. 
Bai JD, Zhang YY, Zhong ZY, Cheng ZB, Cao M, Meng YP (2021)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introduction of Milu deer to China: History, population 
statu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160–166. doi: 10.17520/biods.2021018.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introduction of Milu deer to China: History, 
population statu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Jiade Bai1, 2, Yuanyuan Zhang 1, 2*, Zhenyu Zhong1, 2, Zhibin Cheng1, 2, Ming Cao3, Yuping Meng1, 2 
1 Beij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76 
2 Beijing Milu Ec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76 
3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Eco-process and Function Assessment,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Background & Aims: Ex-situ conserv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and a strategic task and priority action of the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1‒2030). Milu (Père David’s deer) (Elaphurus davidianus) is listed as Class 
I National Key Protected Species of China. Before the wild population of Milu deer became extinct in China, captive 
popu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overseas, which formed the basis for a reintroduction to China in 1985. Since 
reintroduction, the native population has become established and has expande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introduction 
process was Beijing Milu Park, where 38 deer were reintroduced in 1985. After successful expansion of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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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ijing Milu Park began to send deer to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reintroduction of Milu deer to China, examines the statu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identifies challeng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is species.  
Results: Over the last 35 years, a total of 546 deer have been sent to other locations and, as at January 2021, Beijing 
Milu Park retains 183 deer in total. Dafeng Nature Reserve in Jiangsu Province is the second pillar of Milu deer’s 
reintroduction. After 39 deer were reintroduced to Dafeng in 1986, the population expanded to 78 in 1990, and to 5, 016 
by the end of 2019, a 129-fold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since reintroduction. In 1995, Dafeng also began to send Milu 
deer to other sit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by the end of 2020, 164 had been sent to other locations. The distribution of 
Milu deer has expanded from just two sites in 1985‒1986 to 81 in 2020, covering all previous habitats before its 
extinction. Among these sites, six support wild populations, amounting to 2,855 individuals. 
Perspectives & Suggestion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lu deer population in China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ex-situ 
conservation. However, the conservation of Milu deer faces challenges. There is no master plan for Milu deer 
conserv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so a coordinated monitoring platform and guidelines are lacking. Additionally, the 
Milu deer population lacks genetic diversity and is therefore vulnerable to multiple risk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ild 
population is limited and the number is small, thus hindering population stability. There is also a growing tens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habitat carrying capacity, which hinders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he lack of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hamper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n Milu deer’s research. For all these reasons and others, the conservation of Milu deer is not secure. This article 
suggests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monitoring of the Milu deer population and developing a shared database and 
germplasm databank in order to improve genetic diversity. There is a need to expand the wild popul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population stability, so as to secure the long-term conservation of this once extinct species. 
Key words: China; Milu deer; ex-situ conservati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9条(易地保护)规定: 最
好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原产国采取措施易地

保护这些组成部分; 采取措施恢复受威胁物种并在

适当情况下将这些物种重新引入自然生境中

(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 。 2010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爱
知目标”战略目标12提出, 到2020年要防止已知受

威胁物种的灭绝, 尤其是使那些数量锐减的物种的

保 护 状 况 得 到 改 善 和 持 续 保 护

(https://www.cbd.int/sp/targets/)。2010年发布的《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在其优先领域五(科学开展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优
先行动19中要求: “加强人工种群野化与野生种群

恢复”、“开展人工种群回归自然的试点示范, 在哺

乳动物、爬行动物、鱼类、鸟类以及极度濒危野生

植物中选择3‒5种实现自然回归”。 
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中国麋鹿经历了本土野外灭绝、圈养种

群引至国外、国外圈养种群重引入国内、种群复壮、

迁地保护、放归野外、野外种群形成的历程, 是世

界生物物种迁地保护与回归自然的典范, 为全球野

生动物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以中国麋鹿种群

重建35年历程为例, 阐述中国在物种迁地保护方面

的努力, 阐明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就。 

 
麋鹿是一种大型鹿科草食性动物, 属于偶蹄目

鹿科麋鹿属, 原产于我国, 被IUCN红皮书列为野

外灭绝物种(王立波等, 2009)。历史上麋鹿有双叉种

(E. bifurcatus)、蓝田种(E. lantianensis)、台湾种(E. 
formosanus)、晋南种(E. chinanensis)和达氏种(E. 
davidianus)共5个种, 现存麋鹿为达氏种, 其他4个
种均已灭绝。 
1.1  本土野外灭绝, 皇家猎苑保存 

麋鹿原产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沼泽地带。

已查明的野生麋鹿化石点和出土的野生麋鹿化石

数量都表明, 麋鹿起源于200万年前, 距今约1万年

到3,000年时种群数量最大(白加德, 2014)。截至1978
年就已报道了64个化石点, 以江苏地区最多(曹克

清, 1978)。 
汉朝末年, 由于栖息地丧失与捕猎增加, 麋鹿

数量锐减。元朝时, 蒙古士兵将残余的野生麋鹿从

黄海滩涂运到大都(北京), 供皇族子孙们骑马射杀, 
至此, 麋鹿野外种群消失。清朝初期, 中国境内最

1  中国麋鹿的灭绝与重引入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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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群麋鹿放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白加德, 
2014)。1865年, 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到北京南苑

考察, 发现了麋鹿, 并取得麋鹿标本, 将其运到法

国巴黎自然博物馆, 经鉴定, 这不但是一个新种, 
而且是一个单独的属。至此, 中国麋鹿名扬世界。 
1.2  麋鹿种群在国外延续 

1866年后, 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

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等方式, 从北京

南海子猎苑运走几十只麋鹿, 饲养在各国动物园

中。1894年, 永定河河水泛滥, 南苑围墙被冲垮, 逃
散的麋鹿被饥民猎杀, 用以果腹。1900年, 八国联

军侵入北京, 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 一
部分被运往欧洲各地。至此, 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由于环境不适应等原因, 圈养于欧洲动物园的

麋鹿种群规模逐渐减小。从1898年起, 英国贝福特

公爵陆续将饲养在各国动物园中的18只麋鹿悉数

买下, 放养在占地3,000英亩的乌邦寺庄园内。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 乌邦寺庄园的麋鹿数量达到255只, 
为躲避战火, 乌邦寺开始向世界一些大的动物园转

让麋鹿。截至1983年底, 全世界麋鹿数量达到1,320
只(白加德, 2014)。 
1.3  麋鹿的重引入 

物种重引入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完全脱离对人

类的依赖、可长期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麋鹿重引

入有两个目标: 一是通过将存留在国外的麋鹿引回

国内, 进行种群复壮; 二是将圈养条件下扩大的麋

鹿种群再放归到原有的野外生境, 使其恢复行为和

生理等方面已丢失的野生特性, 形成野生种群。 
1985年中国启动了麋鹿重引入项目, 来自英国

乌邦寺庄园的22只麋鹿被运抵北京大兴南海子(其
中两只运抵后直接转运至上海动物园), 并建立了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又称麋鹿苑)。1987年又引

入18只, 麋鹿苑两次引入共计38只(5♂, 33♀)。同期, 
另有39只麋鹿(13♂, 26♀)于1986年从英国伦敦等

地的动物园引至江苏大丰的黄海滩涂, 并建立了江

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1  饲养繁殖与种群扩大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与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承担了最初引入的麋鹿种群的饲养与种

群复壮任务。麋鹿苑位于北京大兴区东北部, 平均

海拔31.5 m, 年平均温度13.1℃ , 1月平均气温

‒3.4℃, 7月平均气温26.4℃, 年平均降水量568.3 
mm, 总面积为66 ha, 其中湿地面积10 ha, 平均水

深0.8 m (张鹏骞等, 2020)。麋鹿的科学研究和繁殖

扩群工作起步于此。北京南海子被认定为麋鹿的模

式种产地, 1991年就已达到重引入的第一阶段目标, 
即恢复到60‒80只的麋鹿基础种群。至1996年, 在北

京南海子麋鹿苑出生的麋鹿达250只(张林源等 , 
1998)。为平衡麋鹿种群数量与环境承载力的关系, 
通过对外输出使其种群数量维持在150只左右, 截
至2021年1月, 南海子麋鹿苑的麋鹿数量为183只。 

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苏省大丰

市东南角的黄海之滨, 总面积2,667 ha, 其中核心

区1,657 ha, 缓冲区288 ha, 实验区722 ha。当地年均

降水量1,068 mm, 年平均气温14.1℃, 1月平均气温

为0.8℃, 7月平均气温为27℃, 平均海拔2‒4 m, 区
内有可采食植物199种, 是比较合适的麋鹿栖息地

(徐安宏和俞晓鹏, 2019; 王立波等, 2020)。1986年, 
来自英国伦敦动物园等处的39只麋鹿到达这里, 经
过饲养繁殖, 出生率基本维持在20%‒30%, 麋鹿种

群逐年扩大。1990年就达到78只的基础种群, 2000
年达到468只(苏继申等, 2003)。为缓解种群快速增

长对环境的压力, 将麋鹿种群调整到环境容纳量水

平上的固定年龄分布后, 每年调出麋鹿, 将种群规

模维持在适当范围(于长青等, 1996)。截至2019年底, 
种群数量发展至5,016只。 
2.2  迁地保护 

为实现麋鹿引入第二阶段目标, 即恢复自然种

群, 同时减少麋鹿种群数量压力, 北京麋鹿苑制定

了迁地保护规划, 将部分麋鹿输出至湖北石首市的

长江天鹅洲湿地, 当地为此建立了湖北石首麋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京麋鹿苑于1993年和1994年分

两批向该保护区共输出64只麋鹿(张林源等, 1998)。
此后, 北京麋鹿苑每年向全国各地输出麋鹿, 例如, 
2002年12月输出30只到河南省原阳县麋鹿散养场, 
2006年输出31只至浙江临安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质基因保护中心建立繁育种群。截至2020年底, 
北京麋鹿苑共计输出麋鹿546只(图1)。 

大丰麋鹿保护区自1995年开始向其他地方输

出麋鹿, 截至2020年底共计输出164只(图2)。 
2.3  放归野外形成野生种群 

1998年, 长江洪水泛滥, 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 

2  中国麋鹿种群的重建过程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白加德等: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 35 年: 历程、成就与挑战 163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图1  北京麋鹿苑35年来输出麋鹿数量 
Fig. 1  Number of Milu deer exported from Beijing Milu Park 
over 35 years 

 

 
 

图2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5年来输出麋鹿数量 
Fig. 2  Number of Milu deer exported from Dafeng Milu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ver 25 years 

 
自然保护区内散养的麋鹿遭遇了洪水, 据统计共有

34只外逃, 其中11只外逃至石首县杨坡坦湿地, 23
只泅水横渡长江至石首市三合垸湿地; 另外有5只
随洪水漂流到湖南省洞庭湖湖区, 后续又有一些麋

鹿来这里定居。因为杨坡坦湿地人为开垦改造, 外
逃至该湿地的种群大部分又转移到监利县的兔儿

洲, 数量增至200余只。目前进入三合垸湿地的麋鹿

逐渐形成了约200只的种群; 进入湖南东洞庭湖自

然保护区的麋鹿数量已达220只左右。 
1998年11月5日, 国家选定在大丰实施有计划

的野生放养试验。大丰麋鹿保护区挑选了8只麋鹿

开展首次麋鹿野化放归试验。放归的麋鹿很快适应

了野外环境, 成功进行自然繁殖。此后, 为继续优

化野生麋鹿种群结构, 从2002年开始, 大丰麋鹿保

护区又多次进行麋鹿野生放养, 通过实地观测, 截
至2020年已经发展成为1,820只麋鹿的野外种群。 

2018年4月3日, 由北京麋鹿苑输出的30只麋鹿

与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17只麋鹿混群, 一起被野

放至鄱阳湖湖区。2019年3月我们对鄱阳湖野放麋

鹿进行调查, 种群数量已达到50多只, 并呈现从鄱

阳县向湖区其他县市湿地扩散的趋势。 

 
麋鹿从繁盛到本土灭绝, 从重引入到成功恢复

野生种群, 中国麋鹿保护工作得到世界认可。IUCN 
2012年发布的《物种引进指南》认为, 中国麋鹿重

引进项目是全世界138个物种重引进项目中最成功

的15个之一(杜悦英, 2018)。 
3.1  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种群重建提供了“三步

走”的中国智慧 
中国麋鹿自重引入后, 逆着麋鹿种群灭绝的路

径, 经过了圈养与半散放种群、保护区野化训练种

群到逐步归化为自然种群的过程。 
在北京麋鹿苑, 1985‒1993年实现重引入麋鹿

种群的复壮; 1993‒1998年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湖北石首)进行野化训练 ; 
1998‒2002年在杨坡坦、三合垸、东洞庭湖形成自

然种群。此成功经验被总结为“三步走模式”。在“三
步走模式”的示范下, 北京麋鹿苑又于2013年在鄱

阳湖湿地公园建立了麋鹿迁地种群, 2018年4月将

迁地种群的47只麋鹿成功野放, 2020年野外种群数

量达到60余只。 
与此同时, 在江苏大丰, 1986‒1998年实现了麋

鹿种群的扩大; 1998‒2003年进行野外归化试验; 
2003年至今野外种群已经建立。 

北京麋鹿苑和大丰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麋鹿

野生种群重建的这种“三步走模式”是一种有效的野

生动物迁地保护和自然回归的路径, 它为世界濒危

野生动物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3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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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麋鹿建群后, 数量快速增长, 分布点增多 
江苏大丰1996年引入麋鹿39只, 2019年达到

5,016只 , 是建群时的129倍。湖北石首1993年和

1994年引入64只, 2002年引入30只, 现在保护区内

麋鹿达1,000只, 保护区外的自然种群也有800只左

右, 是建群时的19倍。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1998年引入麋鹿10只, 2019年时达230只, 
数量是引入时的23倍。如果按1985年、1986年重引

入麋鹿77只计算, 全国现有数量已超过8,000只, 是
建群时数量的100多倍。 

麋鹿分布点从最初的两个, 即北京南海子麋鹿

苑和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发展到2020
年的81个, 已几乎全面覆盖麋鹿灭绝前原有的栖息

地(图3)。其中野生种群分布在6处, 包括江苏大丰黄

海滩涂种群(约为1,820只)、湖南东洞庭湖种群(约为

220只)、湖北石首(含杨坡坦和三合垸)种群(约为500
只)、江西鄱阳湖种群(约为60只)、江苏盐城种群(约
为230只)、河北木兰围场种群(约为25只)。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野生麋鹿数量总计达2,855只。 
3.3  形成了麋鹿饲养管理技术 

35年来, 在麋鹿生物学研究中取得多项成果。

代表性著作包括《中国麋鹿研究》(丁玉华等, 2004)、 
 

 
 

图3  麋鹿全国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status of Milu deer in China 

《麋鹿研究》(曹克清, 2005)、《大丰麋鹿与生物多

样性》(蒋志刚, 2011)以及《麋鹿生物学研究》(白
加德, 2014), 这些著作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麋鹿的起

源与进化及其生物学特性、行为特征、种群生态学

特性、饲养管理、繁育等内容。 
在麋鹿饲养标准和管理技术方面, 北京麋鹿生

态实验中心于2019年主持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

达的“麋鹿人工繁育及放归规范”项目, 起草了麋鹿

人工繁育及放归的场地与圈舍、引种建群、繁殖、

饲养管理、卫生防疫、麋鹿种群的监测等技术要求, 
可应用于麋鹿人工繁殖及野化放归种群管护。 

在麋鹿组织解剖及疾病防治防控技术方面取

得突破, 为麋鹿保护提供了科学支撑。在迁地种群

保护推进过程中, 通过开展麋鹿遗传学研究, 不断

完善基因交流机制, 促进了不同迁地种群间的个体

交流。通过开展麋鹿迁地保护种群监测工作, 完善

了迁地保护与野外放归等关键技术, 为我国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开展迁地保护提供了有益示范。 
3.4  麋鹿保护促进了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北京麋鹿苑率先开展麋鹿科普教育和展览, 苑
内的麋鹿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每年有50多万人

参观学习。江苏大丰麋鹿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每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与此同时, 麋鹿保护的相

关知识纳入学校课程, 并进入社区、广播电视、报

纸等媒体, 受到公众的广泛欢迎与关注。麋鹿保护

教育增强了公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和参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 也为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蓄

积了巨大的知识力量。 

 
4.1  尚缺乏统一的保护整体规划和监测平台 

尽管麋鹿保护取得了可喜成绩, 但35年来麋鹿

数量100多倍的增长速度对麋鹿未来的保护与管理

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今麋鹿的三大保护地各自都有

自己的管理办法、发展规划、监测技术方案等。北

京麋鹿苑采用视频监控系统, 定期测定水质, 结合

大气监测、麋鹿血液生理指标测定、疫源疫病调查

等手段对麋鹿进行健康监测。江苏大丰通过视频监

控、环境监测、麋鹿血液生理指标测定、网格化调

查、保护区植物调查等开展监测。湖北石首的监测

手段主要为视频监控、生物多样性调查等。对于野

外种群, 主要依托原保护区和当地林草局等部门进

4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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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管 理 , 并 与 IUCN/SSC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专家Neil Madison合作编制了石首保护

区总体规划。综上, 从事麋鹿保护的各保护区对监

测的认识不一, 标准不一, 管理无规范, 也没有统

一的种群监测工作机制和方法, 缺乏共享的监测平

台, 对麋鹿可能发生的重大疾病灾害缺乏预判预警

机制。因此, 应加强顶层设计, 建立全国统一的规

范的麋鹿研究与监测平台, 对放归麋鹿进行动态监

测, 掌握其种群动态变化情况, 并实现数据共享, 
从而提高预防风险的能力, 通过各方协调合作, 编
制麋鹿种群发展的总体规划, 以促进麋鹿保护工作

的可持续发展。 
4.2  麋鹿遗传多样性匮乏, 种群抗风险能力差 

长期近亲繁殖导致麋鹿遗传多样性匮乏(王立

波等, 2020)。从中国4个野生麋鹿种群现状看, 石
首、洞庭湖、盐城3处野生种群都是英国乌邦寺和

北京南海子麋鹿群的后代, 大丰野生麋鹿群为英国

7家动物园麋鹿的后代。这4群野生麋鹿都属于种群

内繁殖 , 群内个体亲缘关系很近 , 近交系数为

0.2‒0.3 (于长青等, 1996), 其基因观测杂合度、期望

杂合度、等位基因丰富度都很低, 导致难产率和流

产率增加, 寿命降低, 抗系统性疾病能力差, 易暴

发大规模死亡事件, 不利于麋鹿种群的可持续健康

发展(丁玉华等, 2014)。可尝试通过麋鹿人工受精技

术(钟震宇, 2011), 尽可能地丰富其遗传多样性。在

此基础上, 建立国内麋鹿种质资源库, 对每一份种

质资源进行备案, 为国内外麋鹿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奠定基础。 
4.3  野生分布点少, 不利于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当前自然野生种群的分布区域十分有限, 主要

集中在江苏盐城市、湖北石首市、湖南洞庭湖, 以
及江西鄱阳湖一带。需根据麋鹿种群的生态位、适

合麋鹿生存的自然环境(生境、植物、动物等)、气

象因子(温度、日照、无霜期、降水量等)、可食植

物及水质等要求选择适宜的栖息地, 多点位建立麋

鹿自然种群, 为扩大野生麋鹿种群创造条件(丁玉

华等, 2014), 以最终形成稳定的野生麋鹿种群。 
4.4  麋鹿种群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凸显 

麋鹿数量的快速增长对栖息地的环境承载力

造成一定挑战。在麋鹿的迁地保护场所中圈养种群

达47处, 占全国迁地保护场所的65%。圈养场所面

积小、环境差, 存在种群选育和难产等问题。由于

饲养场所面积小、麋鹿个体密度高, 种群长期处于

紧张、应急状态, 易引发疾病并加速传染病的传播

(张树苗, 2017)。麋鹿种群密度过大, 也会导致群体

抗疫病风险能力降低。 
4.5  麋鹿保护缺乏国际交流机制 

麋鹿的重引入和种群重建凸显了国际合作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性。麋鹿经历了本土灭绝

后, 从英国重引入回归, 而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范

围内都散布着为数不小的麋鹿种群。各国地理环境

各异, 生物区系、气候条件也差别很大, 麋鹿种群

在发展过程中对当地环境已产生了进化适应, 形成

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我国麋鹿保护单位可以和国

际相关机构开展合作, 建立麋鹿遗传资源保护跨国

交流机制, 收集各国麋鹿种质资源, 建立种质资源

库, 以促进麋鹿遗传多样性及其保护的深入研究

(Zhang et al, 2021)。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一个缩影, 特别是野生动物迁地保护和自然回归的

成功实施, 展示了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 为
国际社会提供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有益示范。在麋鹿

种群重建的同时, 也面临各种挑战, 麋鹿保护仍任

重而道远。为此, 应加强麋鹿保护相关单位的合作, 
着力加强顶层设计, 推动形成国家级的监测平台和

研究基地, 规范引种、饲养繁殖与野放。加强麋鹿

遗传多样性研究, 收集整理麋鹿种质资源并建立种

质资源库, 为种群间基因交流奠定基础。加强对野

生麋鹿种群的监测和评估, 提高其稳定性。研究麋

鹿种群与其生境承载力的相关关系, 减弱麋鹿种群

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 促进麋鹿种群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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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概述 
郑晓明, 杨庆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农业安全生产的基础条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重视农业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等保障体系, 并在农业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3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

施, 基本形成了异位保存和原生境保护相互补充的保护体系, 取得了显著的保护成效。本文概述了中国近70年来农业生物多

样性保护在法律法规和保护机制、保护规划、保护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 指出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未

与国际国内发展战略相适应、保护体系不完整、保护能力不足等问题, 并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促进农业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系统化、加快农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以及加强能力建设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 农业生物多样性; 法律法规; 可持续发展; 生态系统服务; 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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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Xiaoming Zheng, Qingwen Yang*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Aim: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mphasized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ince the 
early 1950s and achieved many progresses. Here, we summarize China’s main progress toward establishing a 
supporting system of legislation, policies, research,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in the future.  
Progresses: China has formu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established management 
mechanisms, mapped out related programs, and implemented research and capacity building projects. It has also taken 
conservation actions at the levels of ecosystems, species, and genes. More recently, China established a primary 
conservation system with both in-situ and ex-situ approaches. We also highlight important gaps in the areas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mpared to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escribe the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enhancing the conserv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underscore the need to build capacity. 
Prospects: We propose that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should align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Nagoya Protocol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ITPGRFA), promote ecosystem services, create a streamlined process across government sectors, and increase public 
capacit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legisl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system services; capacity building 

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所有栽培或养殖的动植

物及其野生近缘种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的授粉者、共

生成分、害虫、寄生植物、肉食动物和竞争者, 从
品种(种内)、半栽培和采集管理种(物种层次), 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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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物种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农地

景观和相关技术、文化、政策等。农业生物多样性

是人类起源300万年以来的文明成就和遗产, 随着

人类的发展而丰富或减少(郭辉军等, 2000)。全球约

40%的土地面积被用于农业生产, 农业生物多样性

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最终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和生

态安全(李波, 1999)。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会使人

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 为畜禽及农作物品种改良

提供的遗传资源减少, 因此,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与

粮食和农业密切相关并对农业生态系统起支持作

用的战略资源。据初步调查统计, 我国有9,631个粮

食和农业植物物种, 其中, 栽培和野生近缘植物

3,269种, 采集与放牧植物4,204种, 田间杂草与有

毒植物2,218种; 家畜、家禽品种类型590种; 水产类

物种17,447种; 食用菌类966个分类单元, 还有大量

栽培作物、养殖动物和微生物的野生近缘物种, 许
多物种及其生境类型都具特有性(刘旭等, 2008)。许

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物种以农区为主要栖息地, 由于

土地集约化利用和环境污染、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

以及气候变化等, 造成农业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 
栽培(或养殖)品种数量剧减, 野生近缘种居群大量

消失或分布面积严重萎缩。据估计, 在过去的一个

世纪里 , 世界农业生物多样性损失了75% (FAO, 
2010)。因此 , 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闻大中, 1995; 章家恩, 1999; 薛达元和

张渊媛, 2019)。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的农业生物多

样性, 有必要系统总结过去的保护经验, 梳理存在

的问题, 从而提出未来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措施

和建议。 
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农业生态系统、物种、品

种或地方品种以及管理系统4个层次(Long et al, 
2003)。本文所说的遗传多样性既包括栽培物种内不

同品种间的遗传变异, 也包括野生近缘种居群间和

居群内个体间的遗传变异; 物种多样性主要以栽培

或养殖的物种及其野生近缘种为主; 农业生态系统

多样性则仅仅考虑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态系统, 例
如农田生态系统、农牧结合生态系统、淡水养殖生

态系统等。 

 
1.1  完善法律法规和保护机制 

农业生物多样性作为战略性资源, 国家高度重

视其保护与利用的立法工作,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农作物种质资源管

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等国家级法

律法规, 省部级立法也在逐步加强(史学瀛和郭融, 
2011; 史瑞芳, 2013)。农业农村部成立了农业野生

植物管理办公室、外来物种管理办公室等管理机构, 
并由农业环境与资源保护总站负责具体业务工作。

省级农业农村厅(委、局)均下设农业环境管理机构, 
大部分地(市、州)和县级农业农村局也设有环保站

或专人从事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国农业生

态保护协会等民间机构、农业院校和研究所共同组

成了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张风春等 , 
2015), 基本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机制。 
1.2  发布实施一系列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近20年来, 我国政府发布并实施了《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全

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

体规划》《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全

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全国畜禽遗传资

源保护与利用规划》和《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等一系列规

划, 这些规划从宏观到具体保护目标, 使生物多样

性全方位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薛达元和

张渊媛, 2019; 杨锐等, 2019)。  
1.3  初步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目前已建立了以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湿地

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

保护点等原生境保护以及种质库和种质圃等异位

保存相结合的多层次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杨
庆文等, 2003; 史学瀛和郭融, 2011)。实施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利用管理制度、基本草原保护制度、草

畜平衡制度、禁牧休牧制度、渔业捕捞许可管理制

度、禁渔期和禁渔区制度等资源利用管理制度。完

善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体制机制, 开展外来入侵物

种集中灭除行动, 既保护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1  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已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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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防止了外来入侵物种对物种栖息地的侵蚀。建立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和实现转基因技术

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管理, 为避免转基因品种对野

生近缘种的遗传侵蚀或演变为恶性物种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杨庆文等 , 2005; 薛达元和张渊媛 , 
2019)。  
1.4  开展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 

各级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全方位宣传和广泛培

训, 鼓励全民参与保护,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知

识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 并在全国普通高校开展生

物多样性相关学科教育。利用各种宣传手段, 在保

护区和周边地区宣传保护区建立的意义和被保护

物种的重要性, 宣传有关法规, 提高当地居民和社

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

自觉行为(廖建基等, 2019)。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

开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合作研究、互访、考

察和交流, 通过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积极参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谈判, 实施全球环境基金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领域的项目等, 加强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能力(张小勇和杨庆文, 2019)。 

 
2.1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 

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 它与农业

生产和农村发展紧密相关, 因此, 农业生态系统保

护也不可能像自然生态系统保护那样大量建立自

然保护区, 而是将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纳入生产体系

中, 通过改善农业生态系统以促进生产。我国农业

生态系统保护的全面实施以2000年农业部印发的

《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管理办法》为标志, 通
过农田生态工程、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猪–沼–
菜(果、鱼)种养结合、农田稻虾(鱼、蟹)共养、作物

轮作等生态模式的发展, 在改良农业生态系统的同

时提高生产能力(许仙菊等, 2016; 张立成等, 2017; 
谢利芬等, 2018; 周建雄, 2018)。此后, 农田环境治

理、外来物种防控、生态沟渠建设、秸秆还田、免

耕休耕、禁渔休渔、禁牧轮牧和草畜平衡等众多举

措都体现了对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视。特别是近

年来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区(园)、
休闲农业、新农村建设和最美乡村建设等都极大地

促进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改良和优化(王克磊等, 2017; 
黄璜等, 2019; 蒋倩文等, 2019)。我国还出台了农业

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如鼓励立体种植、间套

作、野生动物廊道建设和防护林建设(丁陆彬等, 
2019)。 

生态农业示范点建设强调在保护生态系统的

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 注重保护和建设并重, 控制

水土流失, 实行病虫害综合防治, 控制化学污染, 
充分利用农家肥和种植绿肥作物, 建设生态沟渠, 
同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全国各地已有2,000
多个试点, 并正在迅速普及(彭春良等, 2020; 文志

等, 2019)。2017年农业部提出了控制农业用水、减

少农药化肥施用量和畜禽粪污、农膜、农作物秸秆

基本得到资源化、综合循环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

“一控、两减、三基本”农业污染治理目标, 在通过

减少农业化肥的使用以减轻农业污染的同时, 增加

农业生态系统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多样性, 并通过

资源化利用, 以生态系统的方法解决畜禽粪便、秸

秆、地膜等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一个重要部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极为丰富, 传统品种保存于传统的农业生态系统中, 
这些农业生态系统仍然是当地农民生计策略和传

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农民的农事活动和管

理, 保护遗传资源在农业生态系统中随着自然、社

会和经济的变化而不断适应和进化, 使其多样性得

以不断更新和丰富(张丹等, 2016)。在我国农业文化

遗产动态保护中已取得3个方面的成绩, 即有机农

业、生态旅游和生态补偿, 并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来

增加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资金来源, 形成农业文

化遗产长期自我维持的机制(闵庆文等, 2007)。农业

文化遗产大多存在于落后、偏远、自然条件比较差

的地区, 这些农业系统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特殊的自

然环境, 规模小而分散, 因地制宜地通过动态保护

和适应性管理, 建立了农业文化遗产长期自我维持

的机制。 
2.2  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保护 

农业物种多样性保护往往与遗传多样性保护

互为一体, 在注重遗传多样性保护的同时也保护了

物种多样性。我国大多数农业生物物种和遗传多样

性保护主要有异位保存和原生境保护两种方式。 

2  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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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异位保存 
异位保存是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方式, 

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我国政府自20世纪

50年代起就非常重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和异

位保存工作。1956–1957年, 当时的国家科委、农牧

渔业部组织了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活动, 共征

集粮食、油料、蔬菜、果树、牧草、绿肥、其他经

济作物等各类作物种质资源20余万份, 分别异位保

存在相关科研机构 ( 董玉琛和曹永生 , 2003); 
1978–1982年, 农牧渔业部又开展了全国性作物种

质资源的补充征集 , 并进行了野生稻 (Oryza 
rufipogon) 、野生大豆 (Glycine soja) 和野生茶

(Camellia sinensis)等多项专业性作物种质资源考察

和收集, 共补充征集和收集各类作物及其近缘野生

植物资源11万份(董玉琛和曹永生, 2003); 在“六五”
至“九五”计划期间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 科技部

组织了“西藏作物种质资源考察” “海南岛作物种质

资源考察” “神农架及三峡地区作物种质资源考察” 
“川陕黔桂作物种质资源考察” “三峡库区作物种质

资源考察”和“京九铁路沿线作物种质资源考察”等
专项考察活动, 收集各类作物种质资源4万余份(郑
殿升和郝素琴, 1990); 财政部和农业部2001年启动

的“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专项”和2015年启动的“第三

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等进一步

加强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和异位保存工作

(何娟娟和刘根泉, 2016)。 
至2019年底, 我国已经完成1座长期库、1座复

份库、13座中期库、48个国家种质圃(含2个试管苗

库)的国家级异位保存体系建设, 已保存340种作物

达50万份的种质资源, 位居世界第二(卢新雄等 , 
2019)。中国科学院在云南建立了西南地区野生生物

种质资源库, 近期保存数量达到6,450种66,500份
(株), 其中包括重复保存的种类、复份、菌株和细胞

株或细胞系(李德铢和娄治平, 2006)。此外, 我国还

建立了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离体保护技术体系, 收集

药用植物离体种质近3万份, 涉及3,599个物种; 建
立了1座国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 是全世界收集

和保存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最多的专业种质库, 并创

建了药用植物种质迁地保护技术体系, 实现5,282
种药用植物迁地保护, 其中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物种

243种(内部资料)。  
在动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 我国建成

了家养动物的1个国家级家畜基因库(北京)、1个国

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库(北京)、2个国家级地方鸡种

基因库(江苏和浙江), 2个国家级水禽基因库(江苏

和福建)和1个国家级蜜蜂基因库(吉林)。截至2020
年底, 国家级家畜基因库和国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

库以冷冻精液、胚胎、体细胞等方式累计有效保存

家畜品种300个, 遗传物质达到92万份; 国家级地

方鸡种基因库和国家级水禽基因库以异地活体保

种方式有效保存禽类品种85个; 国家级蜜蜂基因库

采用蜜蜂活体保种和精液冷冻保存相结合的形式, 
保存了19个蜜蜂品种(系), 约2万份蜜蜂样本。在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方面, 建成31个遗传育种中心、84
家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820家地方级水产原良种

场和35家遗传资源保存分中心, 形成了水生生物非

原生境保护的体系架构。农业微生物资源的保护相

对比较分散, 9个国家级菌种保藏中心库藏资源总

量达221,720株, 备份320余万份(内部资料), 但每个

保藏中心中农业微生物的数量没有分开统计。 
2.2.2  原生境保护 

原生境保护有自然保护区、原种场、保种场和

原生境保护点几种方式。单纯为避免物种灭绝而建

设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是针对水生物种的保

护。据农业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公告

(http://www.moa.gov.cn), 截至2018年底, 已在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濒危水生物种的产卵场、

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区域建成535处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保护物种400多种, 一批

濒危物种如中华鳖(Trionyx sinensis)、湖北圆吻鲴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胭脂鱼 (Myxocyprinus 
asiaticus)、白甲鱼(Onychostoma sima)等得到了有效

保护, 维护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家养动

物的原生境保护是通过在原产地建立保种场和保

护区的方式进行活体保存, 近20年先后建立了165
个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场和24个国家级畜禽遗传

资源保护区, 65个种公畜站、1,209个原良种场, 覆
盖了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内部资料), 已基

本形成了以保种场和原种场为核心的保种体系。 
作物遗传资源原生境保护主要有地方品种的

农民参与式保护和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建

设两个方面。针对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农家保护的

作物地方品种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极其丰富的现状,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合©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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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先后研究了云南陆稻地方品种、农民大田种植

作物、农民庭院及周围种植的观赏、园艺等作物地

方品种的多样性, 以及农民保护地方品种及其传统

知识的经验和做法, 提出了开展农民参与式地方品

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建议(伍少云等, 2000, 2001, 
2004, 2005)。在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方面, 至
2018年底, 共建设原生境保护点205个。保护物种主

要包括粮油类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及具有重要开发

利用价值的野生蔬菜、果树、花卉、茶树、药用植

物等39种, 如野生大豆、野生稻、小麦野生近缘植

物 (Agropyron cristatum) 、 野 生 柑 橘 (Citrus 
reticulata)、野生茶、野生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
等, 分布于除北京、上海、西藏和港澳台外的28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 (郑晓明等, 2019)。同时, 农业

农村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执行了全

球环境基金(GEF) “中国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项目, 设计了“以消除主要威胁因素为

导向的激励机制”的项目实施策略, 成功地保护了

野生稻、野生大豆和小麦野生近缘植物的8个重要

居群, 并推广应用于15省的64个作物野生近缘植物

居群(郑晓明等, 2019)。 
2.2.3  以利用促保护 

野生动植物的驯养驯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

农业生物物种。有些珍稀野生植物已开始作为绿化

植物引进栽培, 有些具有药用或观赏价值的野生植

物经过改进栽培措施已获得成功。据估计, 目前已

驯化栽培的野生植物达1,000种以上。对扬子鳄

(Alligator sinensis )和白暨豚(Lipotes vexillifer)等的

人工繁殖研究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利用长江故道封

闭水域引入或放养“四大家鱼” “长江三鲟”等水生

动物, 达到保存水生物种的目的。 
近年来, 通过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有效利用以促

进保护工作在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最典型的案例

是在利用品种多样性减轻病虫害的同时, 保护农业

生态系统和作物地方品种。例如, 朱有勇研究团队

针对我国西南地区气象特点和生物灾害频发的实

际情况, 深入研究并利用不同水稻品种(地方品种

和杂交品种)的混合间栽模式来控制稻瘟病的实践

表明, 生物多样性的合理布局不仅解决了作物病害

的控制问题, 同时还提高了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 
大大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改善了农业生态

环境, 为现代农业生态环境下如何实现可持续生产

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杜雯翠和江河, 2017)。其中, 一
些在云南省已经消失和趋于濒危的水稻地方品种, 
如‘弥勒香谷’和‘黄板锁’等又逐渐回归到地方农业

生态系统。以生物多样性布局为基础的不同农作物

品种的混合间栽模式可能成为水稻地方品种, 甚至

是其他农作物地方品种农家保护的新方法, 既起到

了地方品种保护的作用, 同时又兼顾了农民的经济

利益。同时, 朱有勇研究团队还拓展利用物种合理

配置促进营养利用, 增加生物固氮, 增强作物抗逆

性; 集成物种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要素, 构建控制

病虫害促进增产的技术体系。2007–2010年在西南

地区累计推广8,500多万亩, 并被云南省人民政府

列为科技增粮重大推广技术措施(王一等, 2015; 王
金南等, 2018), 形成了作物多样性时空配置有效控

制病害技术创新体系, 客观上也保护了众多农业物

种和作物品种的多样性。 

 
3.1  未与国际国内发展战略相衔接 

自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以来, 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从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3个层面开展具体保护行动逐步转变为保护与利用

并举、以利用促保护的过渡阶段, 强调以生态系统

方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产生活、人类健康、环

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综合考量。2010年, 《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2011–2020
年 生 物 多 样 性 目 标 》 确 定 了 5 个 战 略 目 标

(https://www.cbd.int), 除继续强调加大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的力度外, 还提出了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

政府和社会的主流、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通过参与式计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增强公

众保护意识等战略目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环境保护部等, 2011)明确了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公平合理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为目标,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和机制建设, 强化生态系

统、生物物种和遗传资源保护能力, 提高公众保护

与参与意识,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人和自然和

谐”的指导思想, 并提出了8项战略任务和10个优先

领域。因此,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 发挥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以及保护能力

建设都是目前国际国内生物多样性发展战略的重

3  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172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1, 29 (2): 167–176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

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与效用, 包括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以

及支持功能(欧阳志云和王如松, 2000)。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在国际上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措施之一。通过生物多样性的主

流化,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 
促进全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从而避免先破坏后

保护, 做到防患于未然, 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

发展得以同步进行(张风春等, 2015)。 
目前我国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停留在

通过项目、工程等方式进行各项保护活动的层面。

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在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

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网络、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

点、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

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 实施了一系列与农

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工作。然而, 上述工作尚

未形成相应的体系、机制或制度, 也未能按照《生

物多样性公约》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制定的重大战略目标进行规范化、系统化

的保护, 未与国际国内发展战略相衔接。2018年农

业部更名为农业农村部后, 突破了农业生物多样性

以农业生态系统为主的局限, 将农业生物多样性提

升到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景观层面, 在更加系统地

开展保护的同时, 注重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并实

现其在基层政府和农民中的主流化。但这些工作才

刚刚起步 , 与国际国内发展战略的需求还相距   
甚远。 
3.2  国内保护体系尚不完整 

到目前为止, 我国既无农业生物多样性专门管

理机构, 又无相应的研究机构, 也缺乏专门针对农

业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从行政职能看, 在生态

系统和物种多样性层面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部门交叉重叠; 在
遗传多样性层面, 农业农村部内部又由种植业、畜

牧业、渔业、种业、科技教育等多个司局分别管理, 
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仍然是各部门、各单位各自为

政。在保护的具体行动上, 一是主要以部门规划、

项目、工程等方式分别实施, 彼此之间缺乏有效沟

通和有机联系; 二是将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

性3个层次割裂, 并且大多数已开展活动的对象是

农业生物多样性, 但并不以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概念

出现, 导致除实施单位外的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地

方政府和农民长期缺乏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了解; 
三是科研力量分散, 目前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尚

无农业生物多样性学科或分支学科, 科研单位和高

等院校也无相应专业, 从事有关工作的科研人员只

能作为“兼职”而非专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者。 
3.3  国内保护能力不足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战略性、长期性、

公益性的工作。首先需要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 其
次是应建立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 第三是应制定一

套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合理的评价机制, 
第四是需要构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激励机制, 
第五是营造一个全民重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良好氛围。目前我国在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恰

恰缺乏这方面的相关政策和行动。例如, 目前我国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设施设备的运行、保护行动等

基础性工作经费仍然需要科研人员去争取项目; 农
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因发表高水平论文难度大, 
职称晋升、成果奖励、考核考评等在现有评价体系

下都无法与其他科研人员竞争, 保护工作者的贡献

无法体现, 大量科研人员没有真正从事农业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一

旦发生冲突,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居民往往

以经济发展为目标, 以牺牲农业生物多样性为代价

等, 这是目前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障碍。 

 
4.1  加大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履约力度 

目前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未与国际国内

发展战略相衔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推动国际履约

的力度不够。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生物

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

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方面, 虽然在开

展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活动中有

一些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一致, 但并未将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纳入农业农村部的发展战略, 特别是

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能力建设和遗传资源获取与

惠益分享等方面差别较大。在履行与农业生物多样

性密切相关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4  对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未来工作重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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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简称《条约》)方面, 虽然一直参与《条约》的

谈判, 并在国内实际工作中努力与《条约》中的一

些规定相适应, 但至今未作为缔约方加入《条约》。 
建议我国加大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履约力

度。首先应尽快推动加入《条约》, 并系统梳理《生

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条约》中有

关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条款, 开展我国履约现状

与空缺分析, 根据国际发展动态, 制定履约策略, 
逐步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际接轨, 将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等国际生物多样性发展目标纳入农

业农村部的规划和计划, 及时更新《中国农业部门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农业部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计划专家组, 1993), 全面系统地加大农业生物

多样性国际履约力度。 
4.2  完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的重点在于农田与种植系

统、畜牧与草地系统、湿地与农区及其他野生生态

系统、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农业生态系统、内陆及

海洋渔业系统等几个方面(章家恩和饶卫民, 2004)。
目前这些系统的保护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特别

是农业农村部已采取大量措施改善各生态系统条

件, 但一旦保护与利用发生冲突, 则往往注重的是

利益优先。因此, 必须建立农业生态系统从中央到

地方的长期保护机制, 把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作为优先目标, 以达到持续保护的目的。在物种和

遗传资源保护方面, 要建立调查收集、异位保存、

原生境保护、监测预警和创新利用相结合的保护网

络, 解决以往保护利用各组成部分相互脱节的矛

盾。更为重要的是, 应根据2020年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要求, 加
强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在推进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鉴定和育种的同时, 组织开展农业种质资源

登记, 实行统一身份信息管理, 制定遗传资源获取

与惠益分享制度, 健全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体系。 
4.3  促进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系统化 

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上, 目前更多地是关注其

产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 而忽视其环境服务价值、

旅游服务价值和文化美学价值等(章家恩和饶卫民, 
2004)。未来应注重将农业生态系统上升到农业景观

层面, 特别是职能调整后的农业农村部应统一规划

农业和农村的协调发展, 在继续加强现有各项生态

系统保护措施的同时, 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生

产、生态、生活功能(“三生”功能)。一是利用生态

系统方法促进生产 , 如近年来大力发展的稻–鱼
(虾、蟹)共养、林下种植、林下养殖、“三品一标” (无
公害产品、有机产品、绿色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等生产方式, 既能保护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 
又能节约成本和增加收入; 二是通过调整种养结

构、改良栽培措施、提高农业废弃物利用效率等措

施, 减少污染物及温室气体(如CO2、CH4)的排放等, 
发挥生态和环境功能; 三是大力发展休闲农业、观

光农业和开发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实现农业

生态系统的生活功能。 
4.4  加快农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 

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还停留在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以及农业科

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研究人员层面, 非农业领域的

官员、专家特别是广大民众严重缺乏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意识, 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任重而道

远。因此, 最为重要的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在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各部门政府官员中的主流化, 将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级、各部门制定的各类政

策、规划、计划之中。例如, 水电站或水利设施建

设时, 应充分考虑其对鱼类资源及其产卵场、洄游

地的影响。第二, 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村居民是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力量, 只有他们认识到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动参与到保护行动

中, 保护活动才能顺利开展, 保护工作才可持续。

第三, 各类宣传媒体是农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核

心力量, 肩负着提高全民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意识

的重任, 要充分发挥媒体传播的重大作用, 组织各

类媒体广泛开展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保护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可持续利用的远大前景宣传, 
让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实现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广大民众中的主流化。 
4.5  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属于基础性、长期

性、公益性工作, 应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性

工作经费列入中央财政预算, 对于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体系的运行等予以长期稳定的中央财政经费

支持。同时, 鼓励科研机构、公益性组织以及国际

农业研究机构等参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组建一

支由公益性机构组成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专业©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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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 并从人才培养、考核评价、职称晋升、

待遇保障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人才管理与激励的

机制, 以稳定人才队伍, 充分调动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探索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公众参与模式。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科学教育, 
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传授农业生物多样性科

学知识; 制定新形势下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科学普及

策略, 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相结合, 加强农业生

物多样性科普宣传; 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 加强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 在庭院保护、特色小镇

与观光农业发展中融入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

念等, 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利用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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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履约进展及对我国农业发展

的启示 
高磊 1, 王蕾 2, 胡飞龙 2*, 杨礼荣 1* 
1.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北京 100035; 2.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 210042 

摘要: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履约的核心议题之一, 对世界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

以及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和饮食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农业扩张

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本文基于《公约》条款、第二次至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相关决定、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评估报告、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O-5)等内容, 系统梳理了《公约》谈判

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履约进展和演变进程, 分析了农业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 从深入农业生

物多样性相关指标研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非国家利益相关方参与等层面, 就加强中

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建议, 以期有利于塑造中国良好对外形象, 也为维护世界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推动《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顺利召开和成果达成奠定科学基础。 
关键词: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指标; COP决定; 利益相关方;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高磊, 王蕾, 胡飞龙, 杨礼荣 (2021)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履约进展及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生物多样性, 29, 177–183. doi: 10.17520/biods.2020478. 
Gao L, Wang L, Hu FL, Yang LR (2021) Recent progress of agro-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177–183. doi: 10.17520/biods.2020478. 

Recent progress of agro-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Lei Gao 1, Lei Wang 2, Feilong Hu 2*, Lirong Yang 1* 
1 Foreig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35 
2 Nanji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Nanjing 210042 

ABSTRACT  
Background: Agro-biodivers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ereinafter as the Convention), and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ealiz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Howev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due to the continuous population 
growth and fundamental changes in dietary structur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agricultu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incipal drivers of biodiversity loss.  
Cont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cesses of the main negotiating topics of 
agro-biodiversit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the deci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previous Conferences of Parties (from COP2 to COP14), the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5 (GBO-5)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consultation on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and the progress of convention performing on 
agro-biodiversity. In light of this review, we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agro-biodiversity and 
recommendations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describ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deci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COP2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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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4, and assesses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related to Goal 9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he topic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is thoroughly analyzed across scales, from broad goals to concrete 
examples. These span the initial “genetic resources” to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involve 
multi-dimensional topics, such as soil, pollination, trade, energy, nutrition and health.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shows that China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and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Recommendation: In light of continued challenges in agro-biodiversity, the following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re 
develop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in China. (1) Studying the agro-biodiversity indicators in 
more depth,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ality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required and 
optional solutions. (2) Taking advantage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o-biodiversity loss 
and ecosystem degradation in a coordinated way. (3) Keeping in ste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trend, and 
building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s to achieve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4) Encourag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o-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t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plans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stakeholders. These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maintenance of agricultural stability and food 
security,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 and outcome of the Fifteen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Convention (COP15). 
Key words: targets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ndicator; COP decision; stakeholders; Nature 

based Solution 

农业发展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命运紧密相连

(Dudley & Alexander, 2017)。全球农业用地占陆地

总面积的1/3, 其中中国农业用地占全球农业用地

总量的9.9% (Li et al, 2020)。如果没有农业生物多样

性, 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据最

新资料显示, 2018年全世界作物产量为92亿吨, 比
2000年提高50%, 其中产量的一半来自甘蔗、玉米、

小麦和水稻(http://www.fao.org/3/cb1329en/CB1329 
EN.pdf)。然而近二十年来, 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和

饮食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农业扩张已成为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赵国松等, 2014)。国际上,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履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约》

谈判的进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发展和演变。从《公

约》最先提出的“可持续农业发展”到“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 (以下简称“爱知目标”) (徐靖等, 2018), 到
“‘沙姆沙伊赫到昆明’人与自然行动议程”, 再到最

新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以下简称

“2020年后框架”), 农业生物多样性受到越来越多

缔约方、国际组织和专家的关注(弓成等 , 2020; 
Macchi et al, 2020)。 

2021年,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将在中国云南昆明召开, 通过“2020年后框架”将是

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为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制定新的蓝图。研究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履约

进展, 提出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清晰脉络, 不仅有

利于推动实现 “2020年后框架 ”, 塑造中国作为

COP15东道国和主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 也是实现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公约》履约的客观需求。 

 
1.1  《公约》涉及的条款 

《公约》涉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条款主要分布

在序言和附件一中, 分别对应关键词“粮食”和“农
业”。《公约》在序言中提及“意识到保护和持久使用

生物多样性对满足世界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粮食、健

康和其他需求至为重要, 而为此目的取得和分享遗

传资源和遗传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强调了生物多

样性对于粮食的重要性, 以及遗传惠益分享的必要

性; 附件一第2款提出: “以下物种和群体: 受到威

胁; 驯化或培植物种的野生种系; 具有医药、农业

或其他经济价值; 具有社会、科学或文化重要性; 
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久使用的研究具有重要

性, 如指标物种”, 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和外

延作出了具体规定。 
1.2  缔约方大会关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决定 

农业生物多样性(agro-biodiversity)是一个广义

术语, 它包括与粮食、农业及生态系统相关的生物

多样性所有组成部分: 维系农业生态系统关键作

用、结构和过程所必需的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层

次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所有品种和可变性

(https://www.cbd.int/decision/cop/?id=7147)。农业生

1  农业生物多样性履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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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是遗传资源、环境、农民使用的管理体系

和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公约》第二次缔约方

大会(COP2)开始, 历次缔约方大会都有针对农业生

物多样性开展的议题或专题讨论, 并作为成果纳入

大会的最终决定(Box 1)。可以看出, 农业生物多样

性的议题变化由表及里、由系统到具体, 从最初的

“遗传资源”到“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再发展到多维

度的议题——包括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土

壤、传粉、贸易、能源、营养和健康等。 
2016年12月, COP13高级别会议通过了《关于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促进福祉的坎昆宣

言》(以下简称《坎昆宣言》) (吴杨等, 2020)。190
多个缔约方承诺致力于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化

工作, 承诺“要牢记农业、林业、渔业和旅游部门严

重依赖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 以及生物多样性

所支撑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 上述这些部门还以

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生物多样性, ……, 各
个部门需采取具体行动” (薛达元, 2017)。《坎昆宣

言》有关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主流的内容, 再次说

明了农业生物多样性在《公约》履约中的重要地位。 
1.3  目标磋商进展 

联合国于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正式通过了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目

标”, 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目标是“爱知目标”

7: “到2020年, 农业、水产养殖及林业覆盖的区域实

现可持续管理, 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同时设

立5个一般指标、11个具体指标, 将可持续农业面

积、野生鸟类物种(依赖农田和森林的物种)、可持

续森林面积纳入监测指标。 
“2020年后框架”是对“爱知目标”的继承与发 

 
Box 1  COP2至COP14中关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决定及涉及的主要内容 

(1) COP2: Decision II/15, 相关主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系统”; Decision 
II/16, 相关主题为“在保护和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技术会议上的声明”, 均涉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2) COP3: Decision III/11, 相关主题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涉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同时建

议考虑COP2中Decision II/7有关内容。 
(3) COP4: Decision IV/6, 相关主题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涉及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4) COP5: Decision V/5, 相关主题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涉及加强多方合作、提高能力建设和案例研究、提出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授粉的国际倡议。 
(5) COP6: Decision VI/5, 相关主题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涉及工作方案的执行、国际授粉媒介倡议、土壤生物多样性、

动物遗传资源、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基因使用限制技术的应用带来的影响; Decision VI/6, 相关主题为“《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涉及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6) COP7: Decision VII/3, 相关主题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涉及工作方案的执行、国际贸易、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7) COP8: Decision VIII/23, 相关主题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涉及食物和营养生物多样性跨领域的倡议。 
(8) COP9: Decision IX/2, 相关主题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生物燃料和生物多样性”, 涉及生物燃料的可持续生产和使用。 
(9) COP10: Decision X/34, 相关主题为“农业生物多样性”, 涉及农业生物多样性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性、粮食和

农业遗传资源; Decision X/37, 主题为“生物燃料与生物多样性”, 涉及可持续农业、粮食及能源安全。 
(10) COP11: Decision XI/25, 相关主题为“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 食用森林猎物和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 涉及可

持续小规模粮食生产和收入替代办法; Decision XI/27, 主题为“生物燃料与生物多样性”, 涉及粮食及能源安全。 
(11) COP12: Decision XII/5, 相关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促进消除贫困和发展”, 涉及粮食安全和营养; Decision XII/21, 

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 涉及粮食、营养与人类健康。 
(12) COP13: Decision XIII/1, 相关主题为“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及实现

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进展情况”, 涉及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Decision XIII/3, 相关主题为“加强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

样性战略计划》和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战略行动, 包括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和将其纳入各个部门方面的战略行动”, 
涉及粮食安全和营养、农业、林业、渔业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粮食和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等; Decision XIII/5, 相关主题为“生态系统恢复: 短期行动计划”, 涉及在相关规模上评估生态系统恢复的潜在成本、将

监测进程纳入粮食方案、生态系统恢复活动如何支持农业; Decision XIII/6, 相关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 涉及农

业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多样性、农业生产、粮食与健康、粮食生产、粮食和营养等; Decision XIII/15, 相关主题为“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关于授粉媒介、授粉和粮食生产的评估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的影响”, 涉及授粉媒介/授粉和粮食生

产、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粮食和农业部门的主流化。 
(13) COP14: Decision XIV/1, 相关主题为“对特定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进展情况的最新评估和加速进展的备选办法”, 

涉及生态系统恢复和农业系统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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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将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指导。根据COP14第34号决定, 由COP授权

成立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名额工

作组 (OEWG)主要负责制定“框架”。2019年8月
27–30日,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 
要求共同主席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在主席团的监督下, 进行筹备工作并编写文件, 
包括编写“框架”的零案文, 供“框架”不限名额工作

组第二次会议(WG2020-2)审议。根据上述要求 , 
2020年1月“框架”零案文适时发布。2020年2月24–29
日, WG2020-2在意大利罗马召开, 审议了“框架”零
案文。2020年8月17日, OEWG共同主席完成对“框
架”零案文的修订即目前最新的“框架”文本, 其中

涉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是行动目标9: “到2030年, 
通过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农业生态系统和其他受管

理的生态系统来支持这些生态系统当中生物多样

性的生产力、可持续性和复原力, 使生产力缺口至

少缩小50%”; 在附件的监测指标中, 设立了目标组

成(可持续农业、水产、林业)、监测要素(7个)和具

体指标(10个)三个类别, 充分考虑了数据基线问题

及监测频率。除可持续农业、渔业和林业面积外, 将
土壤质量、传粉者、遗传多样性等都纳入长期监测

目标, 这一变化表明农业生物多样性在目前《公约》

履约中被重视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表1)。 
1.4  农业生物多样性履约进展 

全球层面, 各缔约方不断创新举措, 加大对农

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这些措施包括促进可持

续土壤管理、恢复退化的生境、促进作物效率和复

原力研究、支持和促进有机农业和农林业、鼓励农

业多样化、改善流域管理等。一些缔约方提到的行

动包括推广和鼓励使用耐气候作物, 采取激励措施

将现代做法纳入农业系统、推广改良的灌溉技术

(https://www.cbd.int/gbo5)。印度政府正大规模推广

“零预算自然农业” (Zero Budget Natural Farming, 
ZBNF), 即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不使用任何农用化学

品, 从而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水平。由日本发起的

“里山倡议”, 强调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积极影

响, 主张通过对农村进行社会–生态–生产性景观的

有效管理, 实现以“人与自然共生”为愿景的农村发

展(姚忠等, 2017)。欧盟在其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农业

政策, 即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这一政策产生近60年
来, 已进行三轮大的改革和数次调整, 呈现出五个

显著趋势: 支持政策力度变小、农业补贴从与产量

挂钩转向与产量脱钩、政策领域从扶持农业生产转

向农业农村综合发展、逐步实现绿色生态转型、政

策手段先繁后简。 
中国积极参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履约工作,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 为实现履约目标做

了大量工作, 并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推动农业可持

续绿色发展, 近年来先后发布《全国农业可持续发

展规划(2015–2030年)》《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

(2018–203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等文件, 为指导农业可持

续发展制定了纲领, 明确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重点和方向。二是实施重大保护行动, 启动实施以

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行动, 开展为期10年的

长江禁渔工作, 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行动, 保护了野生稻、野生大豆、猕猴桃

等60余个种(类)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资源的原生境。

三是开展外来入侵物种防控, 组织了全国外来入侵

物种调查, 建立《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 收
录了近1,000种外来有害物种数据信息。在国际合作

方面, 中国发起成立了国际生物入侵委员会, 倡导

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植保联盟, 构建了生物入侵

领域各国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交流合作的平台等。 

 
2.1  国际形势依然严峻 

2019年,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与政策平台在巴黎发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

指出, 如果不采取措施, 全球物种灭绝速度将“进
一步加速”, 而现在的灭绝速度已经“至少比过去一

千万年的平均值高出数千倍”。农业生物多样性方

面, 自1970年以来, 虽然农业生产、渔获量、生物

能源的生产和材料开采区域上升, 但在所评估的18
类自然目标中有14类下降, 其中大多是如土壤有机

碳和传粉者多样性的调节和非物质目标。在全球范

围, 地方栽培物种和驯化动物种类和品种正在消失, 
到2016年, 用于粮食和农业生产的6,190个驯养哺

乳动物品种中有559个已经灭绝, 约占总数的9%, 
此外至少还有1,000个受到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破坏了农业生态系统应对病虫害、气候变化等的适应 

2  面临的主要困难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高磊等: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履约进展及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181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表1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9中有关定性与定量指标* 
Table 1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related to Goal 9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目标组成 
Components of the targets 

一般指标 
Elements 

具体指标 
Indicators 

基线数据获取时间和更新频率 
Period of availability of baseline 
data and frequency of updates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可持

续管理, 包括土壤生物多

样性、栽培植物和养殖、

驯养动物以及野生近亲

缘种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including soil 
biodiversity, cultivated 
plants and farmed and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wild relatives 

可持续做法下农业面积趋势 
Trends in area of agriculture under 
sustainable practices 

退化农田面积占农田面积的比例(可持续发展

目标, 指标15.3.1)  
Proportion of land that is degraded over total 
land are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dicator 15.3.1) 

 

生产性和可持续性农业面积的比例(可持续发

展目标, 指标2.4.1)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area under productiv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dicator 2.4.1) 

 

保护性农业用地面积  
Areas of agricultural land under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土壤质量趋势  
Trends in soil quality 

耕地质量等级  
Quality grade of cultivated land 

 

传粉者的趋势  
Trends in pollinators 

红色名录指数(授粉物种)  
Red List Index (Pollinating species) 

1993–2020, 定期更新 
1993–2020, Updated periodically 

栽培植物和野生近缘种的基因多样性

趋势  
Trends in genetic diversit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wild relatives 

在中长期保护设施中获得的粮食和农业动植

物遗传资源数量(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2.5.1) 
Number of plant and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secured in either 
medium- or long term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dicator 
2.5.1) 

1995–2019 

驯养动物和野生种的遗传多样性趋势 
Trends in genetic diversit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wild relatives 

被列为濒危灭绝风险的地方牲畜品种比例 
Proportion of local breeds classified as being at 
risk of extinction 

1980–2020 

水产养殖的可持续管理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aquaculture 

可持续做法下水产养殖的产量趋势 
Trends in production of aquaculture 
under sustainable practices 

可持续做法下水产养殖产量 
Production of aquaculture under sustainable 
practices 

 

各类型森林的可持续 
管理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all types of forests 

可持续做法下森林面积比例趋势
Trends in proportion of area of forests 
under sustainable practices 

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目

标, 指标15.2.1)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dicator 
15.2.1) 

2000–2018 

可持续管理下(包括FSC和PEFC森林管理 
认证)的森林面积  
Area of forest unde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otal FSC and PEFC forest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1995–2017 

*目前指标还在谈判磋商过程中, 并非最终版本 At present, indicators above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nd not the final version. 

 
能力, 从而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2  “爱知目标”实现情况并不理想 

“爱知目标”7下设三个要素, 分别为“农业可持

续” “水产养殖可持续”和“林业可持续”。IPBES的全

球评估显示, 该目标的总体进展有限, 其中“农业

可持续”“水产养殖可持续”进展有限, “林业可持续”
进展中等。2020年9月15日, 联合国《公约》秘书处

发布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O-5), 就“爱
知目标”完成情况和所取得进展发布最终报告, 认

为全球在2020年前仅“部分实现”了20个目标中的6
个(目标9、目标11、目标16、目标17、目标19和目

标20), 没有1个目标“完全实现”, 与农业相关的目

标7并不在“部分实现”之列。同时, GBO-5提及该目

标面临的普遍挑战, 包括全球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很

高、粮食和木材生产中的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等, 
粮食生产仍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

因素之一(https://www.cbd.int/gb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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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磋商难度

较大 
WG2020-2对“2020年后框架”零案文进行了首

次磋商, 但结果未能充分反映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

峻性和紧迫性。“2020年后框架”中解决造成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间接驱动因素, 如农业、基础设施等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获得缔约方的共识。在“2020
年后框架”制定过程中, 巴西、玻利维亚等提出重点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以及其他国际公约、条约进程

衔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及大多数缔约方支

持考虑生产部门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的影响。农业生物多样性作为影响《公约》履约的

重要方面, 需在制定“2020年后框架”议程中进一步

推动。 

 
3.1  深入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研究 

“爱知目标”制定后, 《公约》秘书处未能提供

相关评估指南和典型案例, 缔约方实施起来存在不

少现实困难, 往往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

我国在评估该目标时, 采用“有机农业用地面积占

农业用地面积百分比” “国家级公益林面积” “天然

草原鲜草总产量”和“天然草原牲畜超载率”四项指

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19)。可以看出, 
我国采用了推荐的有机农业面积这一项指标, 但增

加了草原一正(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一负(天然草

原牲畜超载率)两个指标, 以及“国家级公益林面

积”这一本土化指标, 指标设定基本符合中国国情。

因此, “2020年后框架”目标的制定, 应加强相关指

标研究, 兼顾全球和缔约方实际, 分必选和可选指

标, 推动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在全球层面的实

施与评估。 
3.2  推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包括通过支持重要的生

态系统服务、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计、健康饮

食和可持续粮食系统中的粮食安全, 是全球共同努

力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7月23日, IUCN正式发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全球标准, 由8个准则及一系列指标构成, 旨在

确保全球政府、企业和公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科学性。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生态文明理念不谋而合, 
中国在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政策工具设计方面已经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包括生态保护红线, 河湖长

制、“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 利用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 以协调的方式解决农业生物多样性

丧失、土地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 可为全球生态

系统保护与恢复提供借鉴。 
3.3  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国内层面, 应继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把农

业的绿色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农业的减

量增效、绿色替代、种养循环、综合治理等工作; 加
强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推进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 利用生态方法,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以减少农

业的碳排放量; 以人工促进自然恢复, 重构低碳农

田生态系统; 采取水陆、林地农田、草地农田等多

系统交织的策略, 创造农田生态系统多样性。同时, 
鼓励建立农田生物多样性, 减少碳排放量, 增加碳

汇储备。国际层面, 加强各缔约方在农业可持续发

展、优势农业互补方面的研究, 通过建立双边和多

边的伙伴关系, 加强与发达国家在有机农业技术发

展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履约谈判中, 充分了解国际

农业生物多样性履约进展, 不被西方国家“牵着鼻

子走”, 贡献中国智慧, 提出中国方案。 
3.4  推动非国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沙姆沙伊赫到昆明 ”人与自然行动议程

(https://www.cbd.int/action-agenda/)由埃及、《公约》

秘书处联合我国共同发起, 以在线平台的形式, 收
集并展示不同领域的非国家利益相关方在生物多

样性方面所做出的具体承诺和贡献, 以促进各方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广泛采取行动。在

大的目标/类别的设定中, 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粮
食和健康”议题留有一席之地。虽然具体的议题名

称还在设置中, 但历次缔约方大会提及的关于粮食

安全、农业遗传资源、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目前广

泛关注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恢复、生态修复等议题均

会被考虑。在行业层面, 帮助企业明确其业务涉及

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范围, 使相关企业深刻认识到农

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 以树立

良好企业形象。同时鼓励行业内开展自主交流, 制
定行业指南, 制定相关保护农业资源环境与生物多

样性的行业标准或指引, 鼓励相关企业在保证粮食

3  对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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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企业发展的同时, 制定自主承诺或企业战略

规划, 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到企业发展中。 
总之, 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大国, 已将农业发展

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在避免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同时, 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同

步进行。中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采取

积极有效措施, 保护生物多样性, 促进可持续利用, 
有效促进农产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面对新冠疫情

对全球农业带来的影响, 我们与各方一道, 共同维

护世界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 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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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 以澜沧与康

定两县域为例  
刘冬梅 1, 李果1, 李俊生 1*, 杨京彪 2*, 肖能文1 
1.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 北京 100012; 2.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研究依据《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 调查评估了云南省澜沧县和四川省康定市两县域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分布数量与特征, 分析了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状况, 识别了主要受威胁因素和保护空缺, 旨在为

我国传统知识保护和民族地区实施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

等国际公约的履行。研究结果如下: 分别调查编目澜沧县、康定市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145项、98项; 这些传统知识

具有明显的地区气候与自然环境特征、生产生活实践特征、传统文化特征和地区社会经济特征; 相关部门在传统知识保护管

理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同时包括习惯法、传统节庆等传统文化和包括祭祀、神山、神林等宗教方式在内的地方社区行动在

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地方社区脱贫攻坚和产

业发展; 传统知识保护立法仍不健全、受到威胁、保护意识薄弱及承载传统知识的生物资源减少是制约传统知识保护传承的

主要因素。两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丰富, 并且地方社区有效参与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今后应建立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 加强宣传教育, 提升保护传承意识; 因地制宜开展传统知识保护; 推动传统

知识相关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 调查; 评估; 惠益分享; 县域 

刘冬梅, 李果, 李俊生, 杨京彪, 肖能文 (2021)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 以澜沧与康定两县域为例. 生物多样性, 29, 184–192. doi: 
10.17520/biods.2020492. 
Liu DM, Li G, Li JS, Yang JB, Xiao NW (2021)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A case study in Lancang 
and Kangding ethnic counties.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184–192. doi: 10.17520/biods.2020492.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A case study in Lancang and Kangding ethnic counties  
Dongmei Liu 1, Guo Li1, Junsheng Li 1*, Jingbiao Yang 2*, Nengwen Xiao1 
1 Institue of Ecology,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2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Aims: Traditional knowledge (TK)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utline in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Nagoya Protocol. This study reports the characteristics, main threat factors and protection 
gaps of TK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in Lanca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and Kangding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study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of TK, the implementation of TK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 system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the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Methods: From 2016 to 2018, we investigated and evaluated TK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in Lancang County and 
Kangding City, using the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K associated with biological 
diversity at county level”. We used the snowball sampling method to sample the target groups, determined the holders 
of TK, and then interviewed key people. 
Results: In Lancang County, 145 examples of TK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were recorded, and 98 examples were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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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ed in Kangding City. These TK had obvious regional climat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production 
and life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ade positive efforts i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K, and local community actions, 
inclu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customary law, rituals, etc.) and religious beliefs (sacrifice, sacred mountain, sacred forest, 
etc.)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K. TK, innovation and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were widely us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Lancang 
County and Kangding City. The main threats to TK included the imperfect legislation of TK protection, extinction and 
endangerment, the low awareness of protections and the reduc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ssociated with TK. 
Conclusion: There is rich TK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in both examined counti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K.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establish a 
national system for TK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protect TK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ssociated with TK. 
Key word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ssociated with biodiversity; investigation; evaluation; benefit sharing; county level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名古屋议定书》中的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 主要是指来自土著与地

方社区、体现其传统生活方式并与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Jeeva, 
2006; 薛达元和郭泺, 2009; Leni, 2016)。生物多样

性相关传统知识具有潜在或已体现的重要经济价

值, 常被应用于现代工业和农业生产中(Pushpan- 
gadan et al, 2018)。许多常用药物、化妆品、保健品

等都基于传统知识而开发, 如抗疟药青蒿素的发现

就是基于古代医书《肘后备急方》(薛达元, 2019)。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

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Antons, 2010; 成功等 , 
2012; Jasmine, 2016; 张渊媛, 2019)。然而, 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
于2019年5月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

球评估报告表明, 全球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

仍在快速消失(IPBES, 2019), 亟需采取有效的保护

措施。 
近年来, 我国学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一系

列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 , 如王国萍等

(2019)对我国青海省土族聚居区的土族生物资源利

用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了系统调查与编目, 并借鉴

生物多样性测度方法, 创建了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

计算方法 ; 杨云卉等(2019)调查了西双版纳黄瓜

(Cucumis sativus var. xishuangbannanesis)农家品种

及其相关的传统知识, 建议开展西双版纳黄瓜农家

品种的原生境保护; 杨立新等(2019)调查了白马雪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3个藏族村寨的

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状况及其生态服务功

能等, 发现藏民社区长期的自然圣境知识、创新和

做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些

调查总体上比较零散, 缺乏全面性、系统性, 未使

用统一的方法进行调查、记录、整理、编目和评估。

由于未涉及行政单元, 对于当地政府采取保护规划

和行动措施也不便利。 
本研究梳理了国际和国内有关生物多样性相

关传统知识保护的规定和要求, 选取云南省普洱市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简称澜沧县)和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的康定市为示范地, 调查并评估县域生物多

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分布数量、特征和保护传承状

况, 明确了主要威胁因素和保护空缺, 拟为地方政

府制定传统知识保护规划和采取切实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 并为民族地区实施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

享制度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重

要内容之一。2010年, 《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

通过了《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爱知

生物多样性目标(以下简称爱知目标)。爱知目标第

18项提出“到2020年,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及

其对于生物资源的习惯性利用, 根据国家立法和相

关国际义务得到了尊重, 并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在各

国相关层次上的有效参与下, 充分地纳入和反映在

《公约》的执行工作中” (https://www.cbd.int/doc/stra 
tegic-plan/2011-2020/Aichi-Targets-EN.pdf)。2010年9

1  国内外对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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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提出“推动建立生物遗

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 公
平、公正地分享其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战略任务, 并
将“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编目”和
“建立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和惠益

分 享 的 制 度 和 机 制 ” 列 为 优 先 行 动

(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009/t20100
921_194841.htm)。 

为落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2011–2030年), 2014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审议通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

案(2015–2020年)》, 提出“以县域为单元, 开展全国

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

统知识调查与评估”。为使调查与评估工作标准化、

统一化和规范化, 原环境保护部组织制定并于2017
年发布了《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

估 技 术 规 定 》 ( 以 下 简 称 “ 技 术 规 定 ”)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801/t20180
108_429275.htm; 刘冬梅等, 2018)。该规定的调查指

标包括类别、生物基源、持有者、数量、分布、传

统利用、知识产权、特有性、惠益分享、丧失或流

失、威胁因子等, 充分考虑了爱知目标18和我国生

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和惠益共享的需

求。根据薛达元和郭泺(2009)的分类方法及原环境

保护部于2014年5月30日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

传 统 知 识 分 类 、 调 查 与 编 目 技 术 规 定 》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406/t20140
606_276593.htm), 传统知识可分为5大类: (1)传统

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2)传统医药相关知

识; (3)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

产生活方式; (4)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 (5)传
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 

此外, 我国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和2017年开始实施的《中医药法》都对生

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产生

了重要影响。 

 
2016–2018年, 依照技术规定在澜沧县和康定

市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与评估。调

查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对目标群体进行抽样, 确定传

统知识持有方, 对关键人物进行访谈(刘冬梅等 , 
2018)。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将为评估各县域生物多

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基本特征、受威胁状况、保护

与传承状况提供基础。 
依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的优先行动8的要求, 重点调查了澜沧县、康定市少

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

和做法, 并建立了澜沧、康定县域传统知识数据库。

澜沧县域传统知识数据库收录了生物多样性相关

传统知识145项, 包括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

关知识60项、传统医药相关知识52项、与生物资源

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13项、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11项和传统生物地

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9项。康定县域传统知识数据

库收录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98项, 包括传统

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40项、传统医药相关

知识39项、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

及生产生活方式7项、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5
项和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7项。 

澜沧县居民以拉祜族为主, 创造积累了选育和

栽培大叶种茶树的有效方法, 保存了具有1,300多
年历史的景迈芒景万亩栽培型古茶园和邦崴千年

过渡型大茶王树。景迈芒景千年万亩古茶园是迄今

为止国内面积较大、种植历史较长、保存比较完整

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 被称为“世界茶树博物馆”和
“茶叶种类活化石”。澜沧县布朗族将茶树视为神树, 
传承了采茶、制茶、饮茶的做法。每年春茶发芽之

季, 布朗族举行盛大的“山康茶祖节”, 到茶山祭拜

茶魂, 祈求祝福, 是传承千年的布朗族文化。山康

茶祖节是布朗族朴素生态伦理观的体现, 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古茶树的保护和大叶种茶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转山会是康定地区各民族一年

一度重大的民俗传统节日。康定转山会又称沐佛

节、敬山神, 其中包括了转山祭神, 是藏族神山圣

境文化的直观体现, 表达了藏族对自然的敬畏和尊

重。2014年, 康定转山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编号Ⅹ-85。  
对澜沧县和康定市现存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

知识进行系统编目, 部分代表性传统知识列于表1。 

2  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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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澜沧县和康定市部分重要传统知识列表 
Table 1  List of important traditional knowledge (TK) in Lancang Couty and Kangding City 
名称 
Name 

生物基源 
Biological source 

分布区域 
Distribution area 

特征及内涵 
Characteristic and intension  

其他  
Others 

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breeding agricultural genetic resources 
‘澜沧栘依’ 
Lancang Duoyi 

栘依  
Docynia delavayi 

澜沧县特有 
Endemic to Lancang 
County 

培育的传统品种——甜多依, 具有食用、药

用、酿酒用等多种用途, 并举办一年一度的栘

依节 
Cultivated a traditional variety, “tianduoyi”, 
which is used for food, medicine, wine-making 
and other purposes, and held an annual Duoyi 
Festival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certification 
trademark 

澜沧古茶 
Lancang ancient tea 

茶  
Camellia sinensis 

云南南部地区 
South of Yunnan Province 

创造积累了栽培茶树和制作茶叶的传统知识, 
成为当地各民族生计和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

部分 
Created and accumulated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ea cultivation and tea produc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rreplaceable part of the 
livelihood and life of local ethnic groups 

地理标志产品(普洱

茶)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Pu’er Tea) 

‘接骨糯’ 
Jiegunuo 

水稻  
Oryza sativa 

中国南部地区 
South of China 

培育的地方品种, 具有极高的食用、药用、饲

用和文化价值  
Cultivated a local rice variety with edible, 
medicinal, feeding and cultural value 

地方特产 
Local speciality 

‘康定红皮萝卜’ 
Kangding radish 

萝卜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康定市特有 
Endemic to Kangding City 

培育的适应当地高寒气候的地方萝卜品种, 
具有食药两用功能 
Cultivated a local radish variety adapted to the 
local alpine climate with dual functions of food 
and medicine 

农产品地理标志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康定芫根’ 
Kangding swede  

芫根 
Brassica rapa 

康定市特有 
Endemic to Kangding City 

培育的优良芫青品种, 具有重要的食用、药用

和文化价值 
Cultivated a good swede variety with important 
edible, medicinal and cultural value 

农产品地理标志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康定雪茶 
Kangding snow tea 

雪茶  
Thamnolia 
vermicularia 

青藏高原及周边高寒山地 
Tibetan Plateau and its 
surroundings 

康定市藏族社区传统使用的天然保健饮品 
Traditional natural health drink for Tibetan 
community in Kangding City 

地方特产 
Local speciality 

传统医药相关知识 Traditional medicinal and its related knowledge 
白豆花 
Baidouhua 

粗柄杜娟  
Rhododendron 
decorum 

拉祜族社区 
Lahu community 

拉祜族传统食花和食疗文化的典型 
The typical culture of flower eating and diet 
therapy 

地方特产 
Local speciality 

肾炎那此 
Shenyan naci 

肾茶  
Clerodendranthus 
spicatus 

拉祜族社区 
Lahu community 

传统治疗肾类疾病的草药知识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 knowledge for 
kidney diseases 

地方特产 
Local speciality 

虫草 
Cordyceps 

冬虫夏草 
Cordyceps sinensis 

藏族社区 
Tibetan community 

藏族传统名贵天然保健品 
Traditional valuable natural health 
care products of Tibetan community 

地方特产 
Local speciality 

人参果 
Renshenguo 

蕨麻 
Potentilla anserina 

藏族社区 
Tibetan community 

藏族传统食用的保健品, 当地称为人参果 
Tibetan traditional health care products, locally 
known as the “fruit of life” 

地方特产 
Local speciality 

藏族传统药浴疗法 
Tibetan medicine 
bath therapy 

– 藏族社区 
Tibetan community 

藏族传统医疗诊法之一, 主治风湿类关节炎 
It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al 
methods, mainly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市级非遗项目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拉祜族药粥疗法 
Medicine porridge 
therapy of Lahu 
People 

– 拉祜族社区 
Lahu community 

传统食疗方法之一, 具有预防疾病、补充治

疗、调补养生等功效 
It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dietotherapy methods, 
which has the functions of disease prevention, 
supplementary treatment, tonic and disease 
preservation 

地方特产 
Local speciality 

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传统技术 Traditional technologies of sustainable us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富邦腊肉 
Technique of making 
Fubang bacon 

家猪  
Sus scrofa 
domesticus 

澜沧县特有 
Endemic to Lancang 
County 

以地方品种‘滇南小耳猪’为原料的腊肉制作

技艺 
The technique of making bacon with local pig 
variety–‘Diannan xiaoerzhu’ as raw material 

地方特产 
Local speciality 

拉祜族葫芦笙制作 
技艺 
Technique of making 
gourd Sheng of Lahu 
People 

葫芦 
Lagenaria 
siceraria 

拉祜族社区 
Lahu community 

以葫芦作为共鸣箱的笙, 是拉祜族最具特色

的传统乐器 
The most distinctive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of Lahu People, with gourd as 
resonance box 

省级非遗项目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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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Table 1 (continued) 
名称 
Name 

生物基源 
Biological source 

分布区域 
Distribution area 

特征及内涵 
Characteristic and intension 

其他 
Others 

传统手工造纸技艺 
Traditional 
handmade 
papermaking 
techniques 

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中国南部地区 
South of China 

传统的以构树皮为原料的造纸技艺 
Traditional papermaking technology with bark 
as raw material 

省级非遗项目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拉祜族服饰制作技

艺 
The technique of 
dress making  

– 拉祜族社区 
Lahu community 

传统的服饰制作技艺, 包含了拉祜族的传统

文化 
The traditional dress making skills includ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Lahu People 

省级非遗项目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拉祜族竹编技艺 
Bamboo weaving 
techniques  

竹类 
Bambusoideae 

拉祜族社区 
Lahu community 

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竹类资源制作生产生活

用具 
Making full use of local bamboo resources to 
make production and living utensils 

省级非遗项目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藏族唐卡制作技艺 
Technique of 
Tibetan Thangka 
making 

– 藏族社区 
Tibetan community 

藏族社区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 
The unique painting art of Tibetan community 

省级非遗项目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康巴藏族服饰制作

技艺 
Technique of dress 
making in Kangba 
Tibetan 

– 康巴藏区 
Tibetan area of Kham 

传统的服饰制作技艺, 是康巴藏区的典型民

族文化之一 
Traditional dress making technique, one of the 
typical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Tibetan area of 
Kham. 

省级非遗项目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与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 Traditional culture related to utiliz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芦笙舞 
Lusheng dance 

– 中国西南地区 
Southwest of China 

拉祜族古老的民族舞蹈, 反映了拉祜族的生

产生活和历史文化 
The ancient dance of Lahu People, which 
reflect the production, lif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Lahu People 

国家级非遗项目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葫芦节 
Gourd Festival 

葫芦 
Lagenaria 
siceraria 

澜沧县特有 
Endemic to Lancang 
County 

拉祜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体现了葫芦崇拜

为代表的生态伦理观 
The most solemn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Lahu 
People, which show the ecological ethics 
represented by gourd worship 

省级非遗项目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布朗族山康茶祖节 
Shankang Tea 
Festival of Bulang 
People 

茶 
Camellia sinensis 

澜沧县特有 
Endemic to Lancang 
County 

布朗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以崇拜茶树和祭

祀茶神为主要内容 
The most solemn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Bulang 
People to worship tea tree and sacrifice tea God 

省级非遗项目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康定四月八转山节 
Turn mountain 
festival in Kangding 
City 

– 康定市特有 
Endemic to Kangding City 

康定藏族重要的传统节日, 体现了敬畏自然

和保护环境的理念 
Kangding Tibet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festivals, emboding the concept of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国家级非遗项目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康定芫根灯会 
Lamp Festival in 
Kangding City 

芫根 
Brassica rapa 

康定市特有 
Endemic to Kangding City 

康定地区独特的以芫根作为灯盏材料的藏族

传统节日 
The unique Tibetan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Kangding area, which uses genkwa root as the 
material of Lantern festival 

市级非遗项目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传统知识形成与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禀赋

高度相关。澜沧县位于我国云南省西南边陲, 是我

国拉祜族主要聚居地, 拥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及气候, 
孕育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特别是药用植物资源。调

查发现, 澜沧县拉祜族常用的药用植物以具有清热

解毒、舒筋活络等功效的居多, 如地方社区传统上

使用土茯苓(Smilax glabra)治疗湿疹、皮炎等, 食之

可强身壮骨, 这与澜沧县的山地环境与潮湿炎热的

气候密切相关。澜沧县多为山区、半山区, 土壤大

多贫瘠、肥力低, 因此一些抗旱、耐贫瘠、适应性

强的传统农作物品种被当地拉祜族等各族人民保

留和种植。如可在澜沧当地贫瘠的山地生长的优良

3  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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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品种‘红旱谷’, 主要是基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

和自然条件而被部分拉祜族村寨保留并继续种植, 
异地种植后, 难以保持其优良特性。康定市地处四

川盆地西缘山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多为高山

峡谷区, 地形复杂多变, 垂直地带性明显, 孕育了

丰富的中、藏医药用植物资源, 如秦艽(Gentiana 
macrophylla) 、 红 景 天 (Sedum rosea) 、 川 贝 母

(Fritillaria cirrhosa)、羌活(Notopterygium incisum)
等。此外, 一些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传统农作

物品种被当地农户留种、种植。如‘康定青豌豆’、‘黄
燕麦’等为当地民众的杂粮作物, 具有耐寒、耐旱的

性状特征, 是当地人们经过悠久的栽培历史选育出

的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传统品种。康巴服饰是康定

藏族同胞最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之一。康定市农区

和牧区的藏族服饰差异显著, 以适应不同的气候环

境和劳作方式。 
(2)一些与地方社区日常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

关的传统知识得以保留。澜沧和康定的传统知识是

拉祜族、藏族等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 至
今仍应用于农业生产、植物资源利用和传统文化等

方面。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 形成了传统利用

农业遗传资源的知识与做法, 并以此为基础, 选育

出了优良的地方品种。如‘接骨糯’是澜沧当地各族

人民经过长期的栽培、选种而培育出的地方品种, 
具有突出的食用、药用价值。当地人将其和一些草

药结合用来接骨, 也是当地节庆的必备食物原料之

一。而‘康定黑青稞’是当地藏族人不可或缺的主食, 
是地方社区经过悠久的栽培历史选育出的适应当

地高寒环境的传统品种, 口感好、营养价值较高, 
也用于宗教祭祀、传统节日, 具有一定的经济文化

价值。拉祜族有着悠久的竹编历史, 把竹子和藤条

编织成各种用具, 用于日常生产生活, 这种传统的

竹编技术是拉祜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芦笙舞

是拉祜族生产生活形态历史流程的形象记录, 承载

着拉祜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体现出拉祜族独特

的性格特征, 是该民族现存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 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传统文化是促进传统知识形成与发展的重

要因素。澜沧县各族人民喜食稻谷, 经过长期的栽

培和选种, 培育了‘接骨糯’、‘红旱谷’、‘早熟稻’、‘白
糯米’等一些优良的地方品种, 用于节日和祭祀。神

山崇拜是藏族群众的主要信仰之一, 认为每座山峰

都有神灵, 不破坏生存于神山的动植物, 因而神山

及其周围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保护区域, 有着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神水崇拜是藏族人民敬畏大自然的体

现, 形成的一系列习俗禁令有利于水生态环境的保

护。湖泊和溪水周围的森林、土石、动植物禁止采

挖和捕杀,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水资源及其周围

的生态环境。山神信仰是拉祜族信仰的重要组成部

分, 认为山神与村落紧密相连, 是社区的保护神

灵。拉祜族山寨周围大多有一片茂密的林地作为村

寨神灵的象征, 不允许砍伐和践踏, 从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拉祜族服饰的艺术图案不仅描

绘了拉祜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场景, 还表征出拉

祜族的特点、风俗、习惯及民族迁徙的历史, 具有

丰富的文化底蕴。 
(4)传统知识与地方社区经济协同发展。澜沧古

茶 等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和 ‘ 澜 沧 栘 依 ’ (Docynia 
delavayi)、‘康定红皮萝卜’等农产品地理标志、拉祜

族竹编和葫芦笙制作等传统技术在这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体现了传统知识的社会经济特征。康定

市建立了秦艽、川贝母、羌活和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等规范化人工种植基地, 不仅推动

了社会经济发展, 也促进了中、藏医药传统知识的

传承。一些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也在地方社区经济增

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拉祜族传统节日——葫

芦节期间, 澜沧县举行产品交流会, 开展葫芦文化

节活动, 举行盛大的芦笙舞比赛, 不仅弘扬了拉祜

族优秀的民族文化, 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 
更促进了民族团结, 推动了拉祜族地区经济发展。 

 
4.1  保护传承现状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

的缔约方, 我国在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管

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文

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对以中医药、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品种资源等为重点的生物多

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进行管理。澜沧拉祜族芦笙舞和

康定四月八转山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拉祜族葫芦笙制作技艺、澜沧县传统手工造

纸技艺、拉祜族服饰、拉祜族竹编技艺、澜沧县葫

芦节、藏族唐卡、康巴藏族服饰、布朗族山康茶祖

节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受到《中华人

4  传统知识保护与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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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康定市发挥其

生态、资源、特色中藏药材的优势, 在新都桥镇建

成秦艽良种繁育基地; 在炉城镇建立川贝母良种繁

育基地; 在呷巴乡建立羌活良种繁育基地; 在甲根

坝乡建立黄芪良种繁育基地, 保护了相关医药知识

的生物基源。截至2014年, 国家种质大叶茶树资源

圃(勐海)收集保藏了2,000余份珍贵茶树资源材料, 
其中包括了云南大叶茶种质资源。 

包括习惯法、传统节庆等传统文化和包括祭

祀、神山神林等宗教方式在内的地方社区行动促进

了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本次调查发现澜

沧、康定受传统文化或宗教方式保护的传统知识分

别为19项、12项。其中‘澜沧栘依’、葫芦节、拉祜

族春节、芦笙舞、‘康定芫根’、康定芫根灯会、康

定四月八转山节等受传统节日保护; 山神崇拜、神

山崇拜、神水崇拜等受宗教信仰保护; ‘红旱谷’、‘康
定黑青稞’、‘康定黄燕麦’、青稞酒酿造工艺、糌粑

制作工艺、酥油提取工艺等受祭祀保护; 受祭祀和

传统节日双重保护的传统知识有拉祜族葫芦笙制

作技艺、糯米粑粑制作技术、米酒酿造技术、佤族

水酒制作技术等。 
4.2  传统知识的利用潜力 

澜沧县、康定市政府在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中, 
已广泛应用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创新和做

法。澜沧县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一, 是追溯云南大

叶种普洱茶千年茶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种茶、制

茶、喝茶已成为当地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有机组成

部分。澜沧县景迈、竹塘、富邦、富东、惠民等地

方社区创造并积累了选育和栽培茶树的知识和有

效做法, 并用以维持布朗族、傣族等民众千百年来

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澜沧县聚居的村落大多种植

了高产、连片、优质的高优生态茶园。澜沧古茶品

质优异, 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已成为澜沧县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重要经济支柱和主导产业。‘澜沧栘

依’果实可食用、药用, 并适合酿酒。当地人将成熟

的栘依果晒干入药, 治疗消化不良。‘澜沧栘依’果以

其独特的口感和生态无污染的特点而广受欢迎, 已
成为当地助农增收的重要产业, 是澜沧县首个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产品。芫根(Brassica rapa)
是藏区重要的传统蔬菜之一, 已有1,000多年的栽

培历史。‘康定芫根’是康定市藏族同胞选育的优良

地方品种, 可作为蔬菜食用, 亦可药用, 并且在康

定市藏族社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被用于藏族重

要传统节日——燃灯节, 因此康定市的燃灯节又被

称为“芫根灯会”。康定藏族人民创造性地利用芫根

作为燃灯节的灯盏材料的传统做法, 促进了‘康定

芫根’种质资源的保存, 并形成了规模化种植, 产生

了极高的经济效益, 于2010年被批准为“农产品地

理标志”。‘康定红皮萝卜’是康定县炉城镇特有地方

农产品, 是藏族同胞经过悠久的栽培历史选育出的

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传统品种。康定红皮萝卜品质

优良, 已经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 并于2014年被批

准为“农产品地理标志”。 
4.3  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利用的制约因素 

(1)传统知识保护立法仍不健全。过去10年中我

国已颁布和修订了《中医药法》《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种子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 但由于缺少

与《名古屋议定书》直接对接的国家立法, 遗传资

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家制度至

今未能建立, 这制约了传统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如

许多拉祜族和藏族医药传统知识被企业无偿使用, 
损害了传统知识持有人的利益。由于传统知识持有

者和利用者之间的公平惠益分享机制未能建立, 传
统知识持有者常常不愿意与企业合作开发, 导致这

些传统知识不能公开和应用, 影响了传统知识最大

化地发挥其价值。 
(2)传统知识传承受到威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 外来文化不断引入, 对澜沧和康定地方社区传

统生活生产方式、传统文化等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

影响。部分传统地方品种因其经济效益差、产量低

而逐渐被取代甚至面临丧失的威胁, 如澜沧县‘接
骨糯’、‘康定黑青稞’、‘康定黄燕麦’因产量低, 目前

主要为满足自家食用的需要, 未大面积种植。随着

高产新品种的推广, 这些传统地方品种的种植面积

逐渐减少, 有消失的风险。受外来饮食文化的冲击,
佤族人民的传统饮食习惯逐渐发生改变, 从而导致

佤族水酒酿造技术使用频率降低。 
(3)传统知识保护意识薄弱。澜沧、康定等县的

地方社区居民对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传承

观念淡薄, 导致传统知识的传承范围减小、传承人

缺失。本次调查记录的澜沧县和康定市生物多样性

相关传统知识, 无传承措施的约占89%。目前, 青稞

酒酿造工艺等一些传统知识的传承者基本是中老

年人, 大部分年轻人对现代文化憧憬向往, 往往会©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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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学习现代生产技能或外出打工, 以获得更高的

经济收入。 
(4)承载传统知识的生物资源减少。山区和自然

保护区的周边社区经济相对落后, 社区居民对野生

生物资源的依赖性较大, 如康定市沙德镇、贡嘎山

乡的居民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虫草和松茸采集, 甚
至出现了一定数量专门从事商业采集的居民, 导致

对当地野生资源过度利用。本次调查中, 受过度开

发利用影响的传统知识约占38%。此外, ‘康定黑青

稞’、‘接骨糯’、‘红旱谷’、早熟稻等一些优良地方

品种通过当地农户自家留种保存, 缺乏有效规范的

保护措施。 
4.4  传统知识保护对策建议 

(1)建立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作

为《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 我国应采取立法、

行政或政策措施, 以确保使用者同持有生物多样性

相关传统知识的地方社区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此

种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 应建立健全生物多样

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制度和体

制, 完善专利申请中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来源

披露制度, 形成获取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

“共同商定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建立生物

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的管理机制、

管理机构及技术支撑体系, 并构建相关的信息交换

机制, 对以学术研究、商业为目的的传统知识获取

进行分类管理。 
(2)加强宣传教育, 提升保护传承意识。基于本

次调查获得的澜沧县、康定市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

知识的数据信息, 编写科普教育材料, 充分利用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 加大力度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地理标志产品、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等传统知

识保护传承的成功案例, 提升全社会保护生物多样

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自觉性和参与度。加强传统知识

对民族发展、文化传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的重要意义的宣传, 积极动员鼓励企业和社会

组织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

惠益分享工作, 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相

关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的氛围。 
(3)因地制宜开展传统知识保护。民族文化生态

保护区是我国实践整体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大创新, 其建设实践为国际上少数民族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澜沧县、

康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地区设立民族

文化生态保护区, 对保护区内各类资源进行整体保

护, 构建由当地政府、专家和社会民众及团体等组

成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并开展获取与惠益分享示

范。在保护传统知识的同时, 基于澜沧县、康定市

社区生计实际状况, 充分利用地方有关政策, 发展

特色产业, 促进地方社区可持续发展。 
(4)推动相关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破

除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 拓宽生计维持渠道, 降低

对野生生物资源的依赖。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和药

材良种繁育基地等方式, 强化承载传统知识的生物

资源的保护, 并进行传统利用的野生生物资源的人

工栽培与驯化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或借鉴民间传统

栽培经验, 扩大资源量, 以促进相关生物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建立传统地方品种的原生境保护区、保

护小区, 并加强种质资源的收集保藏和优异基因挖

掘, 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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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土著和地方社区”术语在中

国的适用性和评价指标体系 
李保平1,2, 薛达元1* 
1.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 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提出了术语“土著和地方社区”, 《名古屋议定书》关于遗传资源特别是传统知识获取与惠

益分享的很多重要条款中都涉及该术语。然而, 二者均未对该术语予以定义, 国际社会对该术语的适用范围至今尚未达成一

致, 缔约方只能根据公约文本内涵和各国具体国情予以推断和解读。当前的普遍理解包括殖民主义特征的“狭义土著和地方

社区”和仅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广义土著和地方社区”两种情况。对于中国而言, “土著和地方社区”是否与中国少数民族社区概

念上等同或完全不同, 对于全面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词源分析、定性和定

量化等理论和实证研究, 构建了以少数民族具体地方社区为评估单元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特征”评价指标体系, 进而对部分少

数民族具体地方社区进行了实际评估。结果表明, 一些至今仍然维持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及保留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地方社

区具有明显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特征, 适用于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这为理解国际上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和中国“少数民族”
提供了思路, 为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中涉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条款提供了技术支持, 也为维护

中国少数民族地方社区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公平惠益分享中的应有权益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公约; 名古屋议定书; 土著和地方社区; 中国少数民族 

李保平 , 薛达元  (2021)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土著和地方社区”术语在中国的适用性和评价指标体系 . 生物多样性 , 29, 193–199. doi: 
10.17520/biods.2020477. 
Li BP, Xue DY (2021) Applicability of term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rom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China an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193–199. doi: 10.17520/biods.2020477. 

 

Applicability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term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China 
Baoping Li1,2, Dayuan Xue1* 
1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2 Law School of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term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s introduced in Article 8(j)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is used in many important provisions of the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of 
genetic resources, particularly traditional knowledge. However, neither of the two legal instruments has defined the 
ter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The Parties 
can only infer and interpret the term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each country. The current general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narrow sense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colon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broad sense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indigenous 
characteristics only. For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whether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re 
conceptually equivalent to or different from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goya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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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selects the important indices for evaluation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nd constructs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characteristics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or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based on the 
unit evaluation of specific local community. Then, by use of the system, the actual evaluation is made to the local 
communities of som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Results &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me local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that still maintain traditional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and retain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obvious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idea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nd domestic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lso it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provisions of the 
Nagoya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further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ocal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the access to and equitable benefit sharing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rel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Key word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Nagoya Protocol;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y;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中多

个条款涉及“土著和地方社区”, 规定了获取土著和

地方社区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时, 须征得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 并与当地土

著和地方社区在“共同商定条件”下, 签署体现公平

公正惠益分享的协议。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土著和地方社区权益的尊重(薛达元, 2011)。然

而, 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民族自治情况的差异, 
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理解和定义并不一致, 这对

全面和准确地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

议定书》形成了阻碍。目前国际上无论是南美洲还

是非洲以及大多数亚洲国家, 都将“土著和地方社

区”理解为当地的原住民, 实际上就是广义的“土著

和地方社区”,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存在的殖民化“狭义土著和地方社区”有一定的差

异。中国不存在殖民化问题, 中国的少数民族社区

是否等同于或近似于广义的“土著和地方社区”? 目
前尚无明确的答案。本文试图通过系统研究“土著

和地方社区”的术语内涵和基本特征, 筛选评估“土
著和地方社区”的指标, 进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进行应用验证, 从而分析和

明确中国少数民族社区是否具备国际上“土著和地

方社区”的基本特征, 为中国全面履行《生物多样性

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提供技术支持。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8(j)

条提出: 缔约方应尊重、保存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

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

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进其广泛应用, 
鼓励其公平参与并分享因利用传统知识而获得的

惠益。“土著和地方社区”在《名古屋议定书》(以下

简称《议定书》)的核心条款中共出现27次, 说明“土
著和地方社区”作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

有方对实现《公约》公平惠益分享目标的重要性

(SCBD, 2011)。 
1.1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词源分析 

《公约》中文文本采用“土著和地方社区”对应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y”。根据中国《辞源》

(1983版)解释, “土著”原指“世代定居于一地”的群

体, “土著者, 谓有城廓常居, 不随畜牧移徙也”。可

见, “土著”一词在中文中的本意指世代居住于当地

的人, 是相对于“迁徙”而言的一类人群。《牛津高

级词典》 (2017版 )和《朗文词典》 (2016版 )将
“indigenous”解释为“本土的、当地的”, 描述语言和

文化等特征, 亦无歧视之意。英文中被汉译成“土
著”的词除了“indigenous”还有“aboriginal”、“native”
等。“aboriginal”的英语释义为“相对殖民者而言的

“先住人”, 一般特指印第安人、大洋洲毛利人、澳

洲土著等。“native”在英语中被释义为“先于白种人

来到一个国家的人”, 一般指美洲土著, 有殖民含

义。此外, “tribal”也有部落、土著之意, 多用来描述

非洲土著部落。公约文本采用“indigenous people”
不包含政治歧视色彩, 表现出国际公约的严谨性。 

“local community”被译为“地方社区”, 是指社

会群体聚集在某一地理领域形成的有生活关联的

1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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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根据国际法惯例, “社区”不能作为法律主体行

使相应的权利, 只有“土著人民”才能作为法律主体

享有相应权利。“地方社区”是否享有某些优先权, 
取决于国家立法。 
1.2  《公约》对“土著和地方社区”术语的讨论 

《公约》第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

额特设工作组对术语“土著和地方社区”进行了多次

讨论, 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结论, 主要包括: 第8条(j)
款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范畴的专家组报告和《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大会关于使用“土
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术语对《生物多样性公约》及

《名古屋议定书》的影响分析报告(SCBD, 2017a)。
这些报告初步达成了部分共识: 土著人民是处于多

元文化和政治状态下, 以口头传统和代际传播传统

知识、信仰和习俗, 对自然具有依赖性, 对于生物

资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关键作用的群体; 
“地方社区”是与“土著人民”的生存有密切关系, 能
体现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的小地域

范围。关于术语“土著和地方社区”适用范围的有关

讨论仍在继续。缔约方大会同时呼吁国际劳工组

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推动对“土
著和地方社区 ”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SCBD, 
2017b)。 

因此,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

定书》, “土著和地方社区”是一个复合概念的法律术

语, 可以理解为生活在特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可通过

技术指标加以识别的特殊人群的集合。 
1.3  其他国际组织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理解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社区”定义为“聚居在某

地域范围内的成员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成

员共享该地理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生产知识及技术

实践等生计要素。社区中成员一般具有固定的人口

数量、社会组织类型和文化特征(包括语言、行为规

范、价值观等), 社区往往作为一个有特定能力的小

型政治体进行运作” (薛达元等, 2012)。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土著和部落人民公

约》(简称《169号公约》)采用了广义的理解方式, 将
土著分为两种情况: (1)在其所属国家或该国某一地

区被征服或被殖民化时存在的人口; (2)在其目前的

国界被确定时, 即已居住在那里的人口后裔, 他们

部分或全部保留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特征

(ILO, 1989)。 

《世界银行 OP 4.10 》规定了 “indigenous 
peoples”是指在社会和文化特征上有别于主流社会, 
处于不利境地的弱势社会群体。同时给出识别土著

群体较为详细的标准: (1)日常生活紧密依附其固有

生存土地(territory)和土地上的自然资源; (2)具有自

我认同或者被主流群体认为具有某种独特文化的

群体; (3)具有自己的本土语言(local language); (4)保
持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世界银行对“土著人民”
的理解更多是对某个特殊群体特征的描述和识别

(金慧华, 2009)。 
1.4  中国对“土著”和“少数民族”的一般理解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不存在殖民意义的

狭义“土著”和土著问题。因语言翻译技术等原因, 
中国政府和学者对“土著”一词比较敏感, 一般认为

中国不存在像美洲和澳洲等地区的殖民意义的土

著人和历史遗留问题。国内学者多从人类学、民族

学的视角对“土著”和“少数民族”进行了相关研究。

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与生存

环境有紧密联系的较为原始和传统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 这些特征与国际社会的土著民族有很多相似

性, 在权利保护方面应相互借鉴。在中国公开出版

和发行的刊物中, 经常看到“少数民族”与“土著”之
间的语境互换。例如, 学者陈廷亮等在其论著中将

湘西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称为“土著民族”, 将其

民族文化称之为“土著文化” (陈廷亮和王庆, 2012)。 

 
本研究认为, 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社区至今仍然

保存着与国际公约中“土著和地方社区”相似的特征, 
可依据国际社会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界定标准, 
梳理出“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关键指标。通过实证比

较研究, 分析“少数民族社区”与“土著和地方社区”
特征异同。 
2.1  体现“土著和地方社区”内在基本特征的指标 

内在特征是指“土著和地方社区”本身所拥有的

权利、政治制度与知识特征, 以及体现其传统生产

和生活的特征。根据国际公约和不同国际组织对

“土著人民”、“社区”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释义, 
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出“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基本特

征, 指标因子包括自我认同、世居性、拥有与生物

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等16项, 这些指标因子能较

全面地反映出“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

2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关键指标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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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状况。然后应用德尔菲法对民族学、法学、民

族生态学等领域的30位专家进行咨询, 对16项关键

指标进行筛选, 最终确定了(a)自我认同、(b)世居

性、(c)自决权或自治权、(d)资源与环境权、(e)传统

文化权和(f)保留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等6个核心评

价指标, 进而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分析。步骤如下: (1)
设计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特征指标的意见征询表; 
(2)选择了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农业农村局、林业

与草原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涉及民族学、生态

学、法学等学科领域专家30人, 向其提供有关背景

资料后, 通过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等咨询意见; (3)
征询不同专家意见后, 进行数理统计, 结果见表1; 
(4)根据专家反馈的结果进行相关指标的修正; (5)经
过多轮专家意见征询, 形成结论。其中: (1) X1‒Xn
为样本数量 , 表示有n个专家参与问卷打分 ; (2) 
Xna‒Xnf表示第n个专家对第a个指标到第f个指标

的打分值; (3) ∑6i表示所有指标的分数之和(i = 1, 
2, ...6); (4)权重值r = ui/∑6iui, 其中ui表示第i个指标

的平均得分; 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图1。权重大小排

列依次为: 保留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自我认同→自

决权或自治权→拥有传统文化权→世居性→资源

环境权。评价指标权重值越大表示该指标在评价体

系中越重要, 可作为评价标准中的重要参考; 权重

值低的在现实评价中可予以忽略, 这为后期的实证

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2  体现“土著和地方社区”外部特征的指标 

外部特征主要指“土著和地方社区”与所在地区

社会、经济、文化和资源利用相关的特征。本研究 
 

表1  “土著和地方社区”各项指标的专家打分值及权重计算 
Table 1  The experts scoring value and weight calculation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样本数量 
Sample size 

指标排序 Index ranking 

X a b c d e f 

X1 X1a X1b X1c X1d X1e X1f 

X2 ...         ... 

.... ...         ... 

Xn Xna Xnb Xnc Xnd Xne Xnf 

权重值 Weight ā/∑6iā ...     ... f /∑6i f  
 

 

 
 

图1  “土著和地方社区”关键指标筛选中各指标因子权重排序 
Fig. 1  The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y” index factor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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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作为目标层, 进
一步分为4个一级指标: 社会、经济、文化和资源环

境, 每个一级指标均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土著和地

方社区的整体特征, 根据其特征类型再细分为3‒4
个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可直接通过观测获取数据和

信息, 部分二级指标需通过辅助指标进一步量化或

细化。 
2.2.1  社会层面指标 

社会层面的指标可表征“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社

会发展现状, 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受教育程

度等社会活动要素。政治制度包括社会内部治理、

道德规范、社区规约、风俗习惯等因素。辅助量化

指标的选择及相关说明: (1)世居人口数量和结构的

稳定性是国际认定土著和地方社区最基本的指标。

(2)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能较好反映出土

著和地方社区的自我认同。(3)族长、寨老制等社会

组织及社区习惯法反映出土著和地方社区内部的

社会制度。 
2.2.2  经济层面指标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于主流

社会, 经济层面指标主要体现在其传统生计、传统

生产方式、产业组成结构、传统贸易等方面。辅助

或量化指标的选择及相关说明: (1)传统生计指标包

括当地社区依靠传统农作物、畜禽的种养殖和传统

贸易为生等情况, 可通过调查其传统生计的种类和

数量反映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2)土地和资源

的优先开发利用指标反映该民族社区对土地利用

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享有优先开发权、使用

权和收益权。(3)传统生产方式指从事传统农耕、狩

猎、捕鱼以及各种手工艺等的种类和数量, 该指标

能反映出地方社区对固有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依附

性情况。 
2.2.3  文化层面指标 

文化特征最能反映出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持久

性和稳定性, 文化因素也是土著和地方社区生存与

发展的标志和载体, 关乎该族群的未来走向。本研

究根据国际“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文化特征, 将以下

指标作为文化层面的指标元素: (1)语言或文字及使

用情况; (2)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3)传统文化习俗、

习惯; (4)独特的精神信仰、文化价值观等。辅助或

量化指标的选择及相关说明: (1)语言、文字的使用

人数和比例反映出该族群对语言、文字的认同; (2)

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反映出该族群是否具有信守和

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意愿。 
2.2.4  资源和环境层面指标 

本研究中的资源主要指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

传统知识, 具体包括生物遗传资源的种类和数量, 
可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评价。文化

资源主要指在长期开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过程中

积累的传统知识, 包括传统利用农业遗传资源和医

药资源的知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技术创新、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传统文化习俗, 以及开发利用传统

地理标志产品等方面的知识(薛达元, 2019)。量化指

标的选择及相关说明: (1)地方农作物和畜禽种类和

数量指标反映出传统生物遗传资源的留存和利用

情况。(2)传统食品的种类和数量反映出传统利用生

物的工艺应用和保留情况。(3)传统医药的种类和数

量反映出当地传统医药知识传承情况。(4)民族医生

的数量反映出该民族对传统医药的保留态度情况。

(5)传统文化习俗的种类和数量指标反映出与生物

多样性相关特有文化的丰富度。(6)传统地理标志产

品数量指反映当地特色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

发利用状况。 

 
基于上述评价指标的筛选和确定, 进一步研究

并构建评估“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指标体系, 然后通

过实证应用, 分析“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体系对中

国少数民族社区的应用, 进而得出中国少数民族社

区是否具有“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特征。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旨在采用科学方法

对各要素进行分类评价, 根据不同的指标因素对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客观识别做出科学判断。本研

究构建的“土著和地方社区”指标体系在现有科学理

论的原则下, 能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出国际社会

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本质描述, 以及土著和地方社

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文化属性等方面的内在

特点。 
(2)系统性原则。“土著和地方社区”是经过国际

社会反复讨论, 综合其社会结构、经济、文化发展

以及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而确认的重要法律用语, 
作为一个复合概念的法律术语, 其特征要素之间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系统性原则综合考虑评价体系

3  “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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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和代表性, 可系统反映出土著和地方社区

的特征。 
(3)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原则。为了科学构建“土

著和地方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因素的选择

除了考虑当前获取数据信息的可描述性, 还尽可能

将部分指标量化处理, 做到定性指标可赋值。 
(4)可操作性原则。“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

体系应具有实践指导性, 便于政府管理和科研人员

根据需要对其他时空范围的原住民群体进行比较、

评估和验证, 具备可观察和测量性, 能针对性地解

决土著和地方社区的识别和适用范围的确定。 
3.2  “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将实证研究获取的第一手数据进行定性和定

量化处理, 各指标因子尽可能反映出评价系统的多

指标和多层次性。通过明确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 
进一步修正初设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值, 对上述不同

层级因子进行专家打分法确认权重, 得出“土著和

地方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表2)。该评价指标体系

共计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15个辅助指标。 

 
根据上述“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 通

过咨询专家意见, 在中国广西选取了具有典型性和

代表性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有效性验证。具体选择

了广西马山壮寨、那坡黑衣壮寨; 环江毛南族上南

乡、中南乡、下南乡和金秀瑶族六段屯等进行应用

验证。研究采用调查问卷、座谈会、半结构式访谈,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民族生态学田野调查方

法, 对照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2014年公布的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

规定(试行)》和“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

定性和辅助量化指标因子, 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社区

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环境资源等特征, 分析比

较这些中国的少数民族社区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特 

 
表2  “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一级指标 
First indicators 

一级指标权重 
First indicator weight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icators 

二级指标权重 
Secondary indicator weight 

社会 Society  0.2635 世居性 Habitability 0.0852 

自我认同和身份意识 Self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 0.0910 

社会组织制度和习惯法  
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customary law 

0.0763 

经济 Economy 0.1761 传统生计 Traditional livelihood 0.0535 

经济自主权 Economic autonomy 0.0429 

传统生产方式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0.0596 

文化 Culture 0.2873 语言或文字的保留与传承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anguage or writing 

0.0897 

生活习俗、节日等民族文化  
Life customs, festivals and other national cultures 

0.0920 

宗教信仰等精神价值体系  
Religious belief and other spiritual value system 

0.0767 

资源环境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0.3015 独特的生物资源, 生物多样性丰富  
Unique biological resources, rich biodiversity 

0.0851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丰富  
Rich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0.0952 

 
 

Box 1  15个辅助指标及量化 

(1)世居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以及分布范围的稳定性; (2)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人数及比例; (3)“寨老制”等

社会制度和族群内部规则, 如“隆款”、“榔规”等习惯法; (4)土地使用和资源优先开发权和收益权; (5)传统农耕、狩猎、

捕鱼等经济生产方式的种类和数量; (6)从事传统生计的人数和比例; (7)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人数和比例; (8)民族宗教信仰

的人数和比例; (9)传统居住风格、传统生活习俗等民族文化的丰富度; (10)传统农作物、畜禽品种的种类和数量; (11)传统食品

的种类和数量; (12)传统医药(药材、诊疗技术、方剂等)的种类和数量; (13)民族医生的数量及比例; (14)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

传统文化习俗的种类和数量; (15)传统地理生物标志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4  “土著和地方社区”指标体系的应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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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异同。 
结果表明, 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社区都符合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特征标准。调研中发现, 只有

广西那坡黑衣壮寨、金秀六段屯瑶寨和环江县毛南

族下南乡符合“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体系的关键指

标。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区域广袤, 加之长期地

理隔离等原因, 各民族间形成显著的特征差异。即

使是同一少数民族, 不同支系或不同地域其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的使

用、民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也表现出很大差异

性。对于那些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的少数民族

社区, 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生活方式、思想

观念、民族文化等因素也在渐渐脱离传统。对照构

建的评价指标体系, 这些少数民族社区已经不符合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标准。对于保留了“土著和地方

社区”核心特征的少数民族支系或社区, 可视其为

土著和地方社区。 

 
《公约》中重要术语“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明晰

对于缔约方实施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至关重要。本

研究构建的“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可为国

家在履行涉及“土著和地方社区”国际公约时提供技

术支持。鉴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族群结

构、经济发展水平、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复杂性和差

异性, 不能笼统地将其完全等同于或不同于国际上

的“土著和地方社区”, 而需要根据少数民族各个支

系和不同地方社区的具体特征进行定量化评估, 即: 
以民族支系或者具体地方社区作为评估单元, 应用

构建的“土著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逐案评

估, 从而在民族支系和具体地方社区的层次上明确

是否具有“土著和地方社区”特征。由此可见, 那些

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民族社区, 
大多都具有“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特征。而那些受外

来文化影响, 逐渐丧失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社

区, 已经不具有“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特征。对于具

有“土著和地方社区”特征的民族社区, 可以适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的规定, 以
国家和地方立法方式, 确保他们对其遗传资源及相

关传统知识的持有者权益, 通过实施“事先知情同

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等原则, 公平公正地获得因

利用其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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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成效与前瞻 
刘春晖1, 杨京彪1, 尹仑 2* 
1.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 2. 西南林业大学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昆明 650233 

摘要: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计划于2021年在云南昆明召开, 大会将评估《2011–2020年生物多样

性战略计划》执行情况及实施进展。如能达成协议, 将出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作为指导2020年之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最新纲领性文件。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进程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展现中国以及云南多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效的重要契机。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和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 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方面投入巨大努力, 在全国较早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开创地方立法先河、率先试点

建设国家公园、较早开展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研究工作、建立了首个国家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 在就地保护、

迁地保护、重大生态工程等众多领域都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在梳理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与成就的基础上, 对保护成效进

行了评估, 并有针对性地探讨了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未来发展方向及重大意义, 加强全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发挥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减贫示范作用、协调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保护等方面是云南省生物多样

性保护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同时本文也为进一步促进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资料, 并为COP15提供地方履

约实例。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公约; 进展; 成效; 生物多样性保护; 传统知识; 云南 

刘春晖, 杨京彪, 尹仑 (2021)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成效与前瞻. 生物多样性, 29, 200–211. doi: 10.17520/biods.2020082. 
Liu CH, Yang JB, Yin L (2021) Progres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of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00–211. doi: 
10.17520/biods.2020082. 

Progres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of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Chunhui Liu1, Jingbiao Yang1, Lun Yin 2* 
1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2 Center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33 

ABSTRACT 
Background & Aim: The 15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OP15) will take 
place in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in 2021. The conference will asses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1–2020. Once review is complete,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will produce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which will become a contemporary document to guide the global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fter 2020. This conference represents a milestone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c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Yunnan to demonstrate its practice and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Review Results: Yunnan is the most biodiverse province in China, and it is therefore a key area of global biodiversity 
significance. Yunnan has also put great effort in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chievements: the 
provinci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12–2030) was one of the first issued in the country; became the 
first province to enact local legislation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ook the lea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carried out the evaluation of inventory of county-level biodiversity; and established the first national wildlife 

•综述•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刘春晖等: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成效与前瞻 201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germplasm resource bank. Additional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in situ conservation, ex situ 
conservation, and maj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ojects.  
Perspectives: To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Yunnan, and local implementation 
examples for COP15, we will assess the progr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 Yunnan, evaluate the conservation 
effects, consider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biodiversity in Yunnan. What’s more, 
we point out that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in Yunnan, the demonstration role of 
cross-borde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prote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progress; achievement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Yunnan Province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石, 是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Mckinnon et 
al, 2016)。作为国家战略, 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到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 关系到当代及人类未来福祉, 对
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

义。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 与缅甸、越南和老挝接

壤,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 也是世界

相同纬度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朱华, 2018), 
并涉及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的三个地

区(Cai et al, 2019; CEPF, 2020), 在中国乃至全球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新中

国成立70年来, 云南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生物多样

性保护路径, 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制定相关

规划和实施生态工程等措施, 在物种多样性、遗传

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2

年通过, 是国际上第一个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

用的公约, 备受国内外关注(马克平, 2011)。中国是

《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在履约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 云南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省份,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 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 为中国

履行《公约》作出了积极贡献。《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COP15)计划2021年在云南省昆明召开, 
届时将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制定

2021–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刘文静等, 
2018)。举办这次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既体

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取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的认可, 又显示了云南省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中的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 期望本文内容能够

为COP15提供地方履约经验和案例支持。 

 
云南省独特、多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为各种生物

的起源、演化和繁衍提供了适宜的生境。全省国土

面积39.4万km2, 仅占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4.1%, 
但拥有丰富的物种资源、遗传资源和复杂多样的生

态系统。物种多样性方面, 《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

(2016版)》中记载全省有脊椎动物、高等植物、大

型真菌和地衣共25,434种, 其中高等植物和脊椎动

物物种数在全国占比均超过一半(表1), 并且拥有很

多重点保护物种(表2); 云南蕴藏了大量珍贵的遗

传种质资源, 许多经济价值高、利用范围广的栽培

植物与家养动物都能在云南找到其野生型或近缘

种, 形成了丰富的农业栽培作物、特色经济林木、

观赏花卉、药用植物及畜禽品种等遗传种质资源

(郑殿升等, 2013 a, b), 其中荞麦、糯玉米、茶树、

园艺植物、药用植物及食用菌遗传资源数量在中国

各省份中均位列首位(刘冬梅等, 2018); 生态系统

多样性方面, 《云南省生态系统名录(2018年)》中记

载, 全省几乎包括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生态系统类

型, 涵盖了从热带到高山冰缘荒漠等各类自然生

态系统。 
同时, 云南省是重要的“物种基因库”, 不仅拥

有大量具有经济价值的物种, 还分布有众多孑遗

种、特有种和稀有种, 是很多物种的起源和分化中

心之一(吴征镒等, 2005), 也是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

的重要分布地区之一, 共拥有125个中国种子植物

特有属(冯建孟和朱有勇, 2010), 仅次于四川省(129
属) (李仁伟等, 2001), 占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总数

(239属)的52.3% (吴征镒等, 2011)。《云南省生物物 

1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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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云南省物种种数及在中国占比 
Table 1  The number of specie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its 
proportion in China 

类群 
Category 

云南省 
种数

① 

Species in 
Yunnan① 

中国种数
② 

Species in 
China② 

占比 
Proportion 
(%) 

脊椎动物 
Vertebrate 

哺乳类 Mammals 313 673 46.5 

鸟类 Birds 945 1,372 68.9 

两栖类 Amphibians 189 408 46.3 

爬行类 Reptiles 209 461 45.3 

鱼类 Fish 617 1,443 42.8 

总计 Total  2,273 4,357 52.2 

高等植物 
Higher 
plant 

被子植物 Angiosperm 15,969 29,716 53.7 

裸子植物 Gymnosperm 127 227 55.9 

蕨类植物 Pteridophyte 1,363 2,124 64.2 

苔藓植物 Bryophyte 1,906 3,045 62.6 

总计 Total 19,365 35,112 55.2 

①云南省物种种数参考《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 ②中国

物种种数参考王利松等(2015)和蒋志刚(2016), 其中鱼类指我国内

陆鱼类。 
①Species of Yunnan refer to Biological Species List of Yunnan 
Province (2016); ②Species of China refer to Wang et al (2015) and 
Jiang (2016), fish mainly refers to the inland fish of China. 

 
表2  云南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脊椎动物种数 
Table 2  Number of national key preserved wild plants and 
vertebrates in Yunnan Province 

类群 
Biological group 

Ⅰ级保护 
First class 
protected species 

Ⅱ级保护  
Second class 
protected 
species 

野生植物 
Wild plants 

裸子植物 Gymnosperm 28 12 

被子植物 Angiosperm 14 72 

大型真菌 Macrofungi – 2 

蕨类植物 Pteridophyte 3 22 

总计 Total 45 108 

脊椎动物
Vertebrates 

鱼类 Fish 2 4 

两栖、爬行类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3 9 

鸟类 Birds 26 145 

哺乳类 Mammals 29 24 

总计 Total 60 182 

数据来源:《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 
Data source: Biological Species List of Yunnan Province (2016).  
 
种红色名录(2017版)》记载并评估全省25,451个物种, 
其中高等植物19,333种, 受威胁的物种有1,577种, 
占评估物种总数的8.16%, 略低于中国高等植物受

威胁物种的占比(10.9%), 特有物种有2,716种, 受
威胁率为24.67%, 较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率(13.9%)
高。2,285种脊椎动物中受威胁的有503种, 占评估

物种总数的22.0%, 与中国脊椎动物受威胁物种占

比(21.4%)基本持平, 特有物种有344种, 受威胁率

为47.67%, 远高于中国脊椎动物受威胁率(30.6%) 
(臧春鑫等, 2016), 因此后续仍需加大对这些物种的

关注度及研究力度, 尤其是特有种。 
此外, 云南省民族众多, 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

多样性。千百年来, 各少数民族的居住、饮食、医

药、风俗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 他们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生物资源保护利

用的传统知识与技术, 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内涵, 支持并丰富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 而当地生

物多样性则又孕育了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 成为文

化多样性形成的物质基础(龙春林和裴盛基, 2003; 
裴盛基, 2011)。 

 
多年来, 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 并相继成立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

基金会、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及其专家委

员会, 各州(市)也建立了与此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 
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积极推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1  战略规划统筹推进 

《公约》第6条要求各缔约方“为保护和持续利

用生物多样性制定国家战略、计划或方案”。作为

《公约》的缔约国, 中国近几十年来做了大量工作, 
于1994年发布了第一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计划》, 确定了优先保护区域及保护对象。此后, 中
国政府又发布了一系列相关规划和计划, 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出了大量明确要求, 相关行业部门也分

别在自然保护区、湿地、禽畜遗传资源保护等领域

发布实施了各项计划, 把主要部门的活动纳入国家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在此背景下, 云南

省以“保护优先, 规划先行”为原则, 也逐步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纳入各项规划和计划(Box 1)。 
2.2  政策法规保护体系不断完备 

自1973年全国首次环保大会召开后, 我国逐步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初步形成了 

2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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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云南省在

贯彻执行国家上位法的同时, 十分重视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管理相关的地方性法制建设(王建华和杨

树人, 2009), 这些法规涉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森林及珍稀名贵树种资源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等多

个方面, 也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多个保护

类型(附录1), 它们与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一起, 为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2018年出台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开创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地

方立法的先河, 这是中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地方性法规, 弥补了以往法律法规通常仅针对某一

方面、保护对象单一、保护范围有限的不足(高正文, 
2018), 将监督管理、物种和基因多样性保护、生态

系统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和惠益分享、法律责任

均写入法规(陈悦, 2019)。《条例》的出台, 有利于云

南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法规体系的健全, 对保护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

时, 云南还针对某些区域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及

问题,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制定了具有地方

特色的特色性立法, 如针对滇池、抚仙湖等九大高

原湖泊制定的“一湖一法”特色性立法。此外, 基于

不同的民族成分、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及生计方式, 
云南省各民族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习惯法(薛达元和

郭泺, 2009), 并制定了乡规民约, 是具有一定强制

性的行为规范, 成为了国家政策法规的有益补充。

例如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白马雪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 神山领地内的所有动植

物都被当地藏民赋予神圣的地位, 禁止破坏(杨立

新等, 2019)。这些传统习惯法虽然未像国家或地方

法律法规由专门机构起草、颁布, 但大部分都对当

地社区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 也促进了当地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2.3  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 

20世纪80年代, 西南林业大学牵头开展了云南

重要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 基本查清主要保护区的

本底数据及生物多样性资源特征及分布规律(Yang 
et al, 2004), 到2011年完成全省18个自然保护区的

本底调查, 涉及滇南、滇东南、滇西、滇西南、滇

西北、滇东北6个不同的生物地理区。1995年、2009
年国家林业局先后两次启动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

源、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 之后云南省

于1997–2001年、2013–2017年间开展了两次野生动

植物资源调查, 基本查清了全省的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的分布、数量及栖息地状况。2010–2012年, 生
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组织在滇黔桂三省开展了

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示范, 针对滇西北18县开

展了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综合调查与评估(薛达元

等, 2015), 共调查得到高等植物48,710种, 脊椎动

物7,359种, 大型真菌3,604种; 而且特有种比例较

高, 就高等植物而言 , 大多数县域特有种比例在

20%左右; 同时调查新增群系记录22个(武建勇等, 
2016)。通过调查并分析各县物种多样性、特有种、

Box 1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规划实践路径及主要内容 
(1) 2007年启动“七彩云南保护行动计划”后, 推出《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规划》, 首次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 2008–2012年, 相继发布《丽江宣言》《腾冲纲领》《西双版纳约定》, 生物多样性保护范围逐步扩大, 全省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全面推进。同时, 2008年国家林业局确定云南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 
(3) 2009年《云南省国家公园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出台, 明确要形成有云南特色、高水平, 并与国际接

轨的云南国家公园体系。为了加大保护力度, 云南省又先后制定了《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云南省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2011–2020年)》等一系列规划计划, 从不同层面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 
(4) 2010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印发后, 云南省于2013年在全国较早发布了《云南省生物多

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 划定了6个优先保护区域, 提出了9大保护优先领域、34项保护行动, 为全省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确定了目标、任务和具体行动。 
(5) 2016–2018年, 出台了《云南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方案(2016–2020年)》《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

先区域规划(2017–2030年)》《云南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2017–2025年)》《云南省湿地公园发展规划(2018–2025年)》
等一系列规划并不断加以实施, 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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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种基本情况及建立数据库, 为保护工作提

供了权威的本底数据, 这也是《公约》第七条(查明

与监测)的基本要求。 
云南省的生物多样性编目研究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 持续受到国内外生物学家和环保工作者关注, 
先后出版了《云南植被》《云南植物志》《云南森林》

《云南鱼类志》《云南两栖爬行动物志》《云南鸟类

志》《云南兽类志》《横断山区维管植物》《西双版

纳高等植物名录》《滇东南有花植物名录》《云南大

百科全书·生态编》等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系列专

著。2015–2019年间, 为进一步摸清生物物种本底, 
云南省开展了生物物种名录审核、红色名录评估及

生态系统名录评估工作。在中国各省率先发布了

《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云南省生物物种

红色名录(2017版)》《云南省生态系统名录(2018版)》
《云南省外来入侵物种名录(2019版)》, 全面系统地

摸清了全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的基本情况和受威

胁状况, 明确了保护对象,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

续利用奠定了科学基础(附录2)。 
2.4  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齐头并进 
2.4.1  就地保护体系类型齐全  

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是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根本措施, 目前中国已建立了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类

自然保护地, 在保存自然本底、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保障国家

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统计中国目

前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约1.18万处, 自然保护小区

约5万个(唐小平等, 2019)。云南省已建成以自然保

护区为主体,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与

世界遗产地等类型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面积

约占全省面积的20% (刘冬梅等, 2017), 高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18%), 并提前实现《公约》下“爱知目

标”设定的到2020年面积达到陆地面积17%的目标

(银森录和李俊生, 2019)。截至2018年底, 共建立自

然保护区161个、风景名胜区66个、世界自然与文

化遗产地5个、国家湿地公园18个、森林公园58个、

国家公园13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1个, 形成布

局合理、类型齐全的就地保护网络体系。这也是云

南省履行《公约》第8条“建立保护区系统或需要采

取特殊措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地区”的实际行动。 
自然保护区作为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的

主要类型, 保护类别主要为自然生态系统、野生生

物、自然遗迹三大类(表3),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数据

显示全省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86万ha, 约占全省面

积的7.3%, 其中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类型, 
数量和面积分别占云南省全部自然保护区的68.9%
和88.3%, 集中保存了最为原始、完整的森林生态系

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特别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对典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更具潜在价 
 
表3  云南省各类保护区数量及面积情况。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Table 3  Number and area of various nature reserves in Yunnan Province. Data source: Department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Yunnan Province.   

类别  
Category 

主要保护类型 
Protection type 

合计 Total 国家级 National level 省级 Provincial level 州市级 City level 县区级 County level 

数量 
Number (%) 

面积 
Area (ha)(%) 

数量 
Number 

面积 
Area (ha) 

数量 
Number 

面积  
Area (ha) 

数量 
Number 

面积 
Area (ha) 

数量 
Number 

面积 
Area (ha) 

自然生态系统 
Natural 
ecosystems 

森林生态系统 
Forest ecosystem 

111 (68.9) 2,525,859 (88.3) 16 1,346,861 22 599,961 39 371,380 34 207,656 

内陆湿地 
Inland wetlands 

12 (7.5) 141,528 (4.9) 1 79,700 5 47,525 2 1,200 4 13,103 

野生生物 
Wildlife 

野生动物 
Wild animal 

19 (11.8) 104,675 (3.7) 4 83,133 4 12,218 9 8,099 2 1,224 

野生植物 
Wild plants 

10 (6.2) 70,174 (2.5) 0 0 4 15,771 2 50,202 4 4,200 

自然遗迹 
Natural sites 

地质遗迹 
Geological relic 

7 (4.3) 15,315 (0.5) 0 0 2 5,290 3 3,292 2 6,733 

古生物遗迹 
Paleontological 
remains 

2 (1.2) 2,800 (0.1) 0 0 1 1,800 1 1,000 0 0 

合计 Total 161 2,860,351 21 1,509,695 38 682,565 56 435,173 46 23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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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0–2019年云南省自然保护区数量及面积占比。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Fig.1  The number of nature reserves in Yunnan and proportion of area from 1980 to 2019. Data source: Department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Yunnan Province. 
 
值。采用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各自然保护区批

复时间及面积数据, 对近40年云南省自然保护区建

设动态进行分析可知(图1),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

90年代中期, 全省自然保护区处于始建阶段; 从
1997年发布《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开始, 自
然保护区经历了一个较快速发展阶段, 到2008年数

量增加至139个, 这一阶段是云南省自然保护区全

面规划和迅速建设阶段; 2008年至今, 是保护区科

学规划与经营管理阶段, 数量增幅相对减小, 但更

加注重科学管理, 保护区建设从抢救性建立、数量

和面积规模快速增长阶段进入质量提高阶段(武建勇

等, 2013), 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 
除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外, 云南也是全国率先

试点建设国家公园的省份。1996年借鉴国外经验率

先在国内开展国家公园研究和实践探索; 2008年国

家林业局确定云南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 2015年
确定云南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在形成国家公园

建设模式的20余年中, 云南省国家公园探索与实践

工作持续深入, 在科学决策、规范管理、强化监督、

系统规划、立法支撑、社区协调(任治忠, 2018)等方

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此外, 云南省也在采取有力措

施全面推进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与世

界遗产地的建设, 其中昭通大山包、迪庆碧塔海和

纳帕海、丽江拉市海均被《国际湿地公约》列入《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目前全省的自然保护体系日渐

丰富完善, 保护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得到改善。 

2.4.2  迁地保护有序推进 
迁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作为就地保护的

补充,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
其是对于那些失去生存繁育栖息地、在自然环境中

无法保存的物种(Schwartz et al, 2017)。截至2018年, 
中国已建立了200多个植物园, 收集保存了20,000
多种植物; 建立了230多个动物园和250处野生动物

拯救繁育基地(薛达元和张渊媛, 2019)。云南也已形

成由植物园、树木园、动物园、种质资源库、引种

繁育中心等构成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

网络, 并相应开展了部分物种的迁地保护和引种繁

育研究。目前建立的迁地保护机构有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

丽江高山植物园等十余个大型植物迁地保护场所, 
以及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等动物迁地保

护设施, 以各种方式保存了云南省及我国的珍稀濒

危物种, 并开展了大量的人工驯化、繁育研究工作。 
另外, 云南省与中国科学院在2007年共同建成

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这是中国首个国

家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按

国际保存标准建设的野生生物种质库。截至2019年, 
共搜集保存种子10,285种82,746份; DNA样品6,804
种60,450份; 离体材料如试管苗、块根块茎等2,043
种24,000份; 引种和驯化的重要野生植物材料437
种45,980份; 珍稀濒危特有的野生脊椎动物种质资

源材料2,154种58,797份; 微生物物种2,260种22,600
份。资源库的建成, 使我国生物战略资源安全得到

可靠保障, 为中国切实履行国际公约、实现生物多©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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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有效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坚

实基础。 

 
3.1  各类生态系统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得

到有效保护 
经过多年建设, 云南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就地

保护体系, 使全省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
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刘冬梅等, 
2017)。就地保护的主要保护对象有热带和亚热带森

林生态系统、山地苔藓阔叶林生态系统、亚高山针

叶林生态系统、毛竹(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和筇

竹(Qiongzhuea tumidinoda)林生态系统、高原湖泊、

冰山遗迹 ; 野生动植物包括野生茶树 (Camellia 
sinensis)、木兰(Magnolia liliflora)、龙血 树(Dracaena 
angustifolia)、华山松(Pinus armandii)、苏铁(Cycas 
revoluta)、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等(蒋志

刚和马克平, 2017)。根据2017年完成的云南省第二

次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统计, 全省就地保护

植物130余种, 约占全省重点保护植物的85.6%, 与
2008年相比(苑虎等, 2009), 提高了8.7个百分点。 

近20年来云南省还全面实施了石漠化治理、天

然林保护、重点生态治理修复、退耕还林、湿地保

护与恢复等各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促进了退化

生态系统和野生物种生境的恢复, 有效保护了生物

多样性。特别是2018年云南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11.84万km2,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0.9%, 包括了滇

西北、滇西、滇东南、滇南等大批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要区域, 将一批已被列入重点保护物种名录但未

被保护地体系覆盖而处于保护空缺的物种纳入保

护范围, 使全省约59%的森林、42%的灌丛、33%的

草地和59%的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得到加强

(叶玺, 2018)。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是对云南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要补充。 
3.2  成功启动了多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项目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plant speci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s, PSESP)是指分布地域狭窄或呈间

断分布, 长期受自身因素限制和外界因素干扰, 呈
现种群退化和数量持续减少、种群及个体数量都极

少 , 已经低于稳定存活界限的最小生存种群

(minimum viable population, MVP), 而随时濒临灭

绝的野生植物(孙卫邦, 2013; Meek et al, 2015; Sun, 
2016)。2005年, 云南省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了《云南

省特有野生动植物极小种群保护工程项目建议书》, 
首次提出极小种群物种保护的概念 (杨文忠等 , 
2015)。2008年, 国家林业局、云南省林业厅及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昆明联合举行了第一次

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研讨会和种群回归自

然启动仪式, 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开展PSESP保护

工作。2011年, 国家林业局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

启动“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试点项目”, 开
展了西畴青冈(Cyclobalanopsis sichourensis)、滇藏

榄 (Diploknema yunnanensis)、华盖木 (Manglietia-
strum sinicum)、云南蓝果树(Nyssa yunnanensis)等植

物的保护工作(Yang et al, 2020)。2012年, 国家林业

局制定了《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

划(2011–2015年)》, 正式启动了我国对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的保护和拯救。2016年和2017年,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

项目“典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恢复技术研究”
和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中国西南地区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调查与种质保存”相继启动, 对
极小种群开展了种群生存力分析、种质资源保存、

就地保护与生境恢复、扩繁、迁地保护和野外回归

6个方面的研究(臧润国, 2020), 至此我国探索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体系逐渐完善。 
云南是第一个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

省份, 2009–2017年共投入专项资金2,158万元, 实
施了92项保护工程(孙卫邦, 2013; 孙卫邦等, 2019), 
包括就地保护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及保护

点的建立, 以及迁地保护等工程(云南省林业厅野

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2016)。2018年, 
云南省政府颁布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将极小种群野生物种及其遗传资源的保护作为优

先考虑的内容。目前, 全省纳入政府层面保护行动

计划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共计87种。截至2017年底, 
已经对67种植物进行了就地保护, 80种植物进行了

迁地保护。同时, 开展了26种植物的种群恢复工作

(Sun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20), 包括华盖木、西畴 
青冈、漾濞槭 (A c e r  y an gb ie n se )、杏黄兜兰

(Paphiopedilum armeniacum)、巧家五针松(Pinus  

3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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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mata)等(Yang et al, 2020),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繁育人工种群10万余株, 回归30,000多株(陈勋儒, 
2019) 。 迁 地 保 护 的 华 盖 木 、 滇 桐 (Craigia 
yunnanensis)、云南金钱槭(Dipteronia dyerana)、萼

翅藤(Calycopteris floribunda)、漾濞槭等已在迁地保

护地开花, 部分种类能正常结实。此外, 还建立了

30个就地保护区(其中23个物种在自然保护区以外)
和18个迁地保护区, 包括9个物种的实验田(Yang et 
al, 2020), 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存了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种子20种94份(陈勋儒, 2019)。 
3.3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科研机构和平台建

设加强 
科研平台建设方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

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就一直在开展生物多

样性研究工作, 奠定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研究平台

建设的基础。近年来, 以此为依托相继建立了“中国

科学院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国家林业局云南珍稀濒特森林植物保护和繁育重

点实验室” “云南省森林植物培育与开发利用重点

实验室” “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

实验室” “云南省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一批省部级生物多样性研究平台, 致力于

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特色

生物资源发掘中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另外, 各
科研机构和相关部门也开展了大量相关生物多样

性调查、监测、评估方面的工作, 并建有中国科学

院丽江高山植物园及丽江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站、元江干热河谷生态站、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

系统研究站等多个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相关

的野外台站, 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科学研究、科普

教育和生态示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 云南省建成的动植物标本馆, 通过对生

物多样性数据的采集、 管理和利用, 为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平台。主要标本馆有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标本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标本馆、云南大学植物标本馆、云南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动植物标本室、西南林业大学标本馆、云

南省林业科学院标本室等。 

 
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

将展开新的一页, 起点更高任务更重。《公约》一直

倡导各缔约方尽可能并酌情建立保护区或采取需

要的措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基于前期保护工作, 
我们建议云南省继续加强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空

缺问题, 在保护与拯救珍稀濒危物种及各类生态系

统方面发挥优势。(1)针对分布于滇西北保护区海拔

2,600–2,800 m以上、且处于保护区边缘或较远区域

的物种(田祥宇等, 2015), 需升级现有保护区并扩大

保护范围。(2)对尚未建立自然保护区或未纳入保护

范围的典型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Zhang et al, 2012), 申报建立自然保护地或优先保

护小区, 并针对极小种群定期进行野外资源调查和

保育研究。如滇西北的碧罗雪山、香格里拉大峡谷

等区域(王勇等, 2018), 以及集中分布于滇东南地区

古老且特有的极小植物类群莲座蕨科, 均处于保护

空缺(王崇云等, 2012; 田祥宇等, 2015)。(3)对于大

型哺乳动物, 保护工作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保护

地建设需要更多的考虑保护面积、廊道连通性及最

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等因素。 
此外, 云南省在积极配合中央有序开展《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筹备工作, 倾全省之

力办成一届成功圆满、具有里程碑意义大会的同时, 
也需要立足本省实际, 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为全省

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更高台阶提供实践支撑, 为中国

建设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做出贡献, 也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1)云南省农业生物多样性丰富, 是全省未来

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 也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区别于其他省份的特色之一。农业生物多样性

是人类生计的基本保障(Allen et al, 2014), 目前全

球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集约化农业以促进经济发

展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但与之相应的则是农业生

物多样性的不断降低(Emile et al, 2011), 从某种意

义上讲, 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是云南省、中国乃至全球需面对的共同课题。云南

省立足于当下, 重新思考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

农村未来发展, 继续开展传统资源补充调查评估、

优良品种种质基因鉴定筛选、推广与农作物品种资

源保护利用相关的生产技术、建立生物工程技术中

心或重点实验室、科技转化平台, 实现生物资源的

科学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把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降到最低(杨宇明等, 2017), 其更为长远的意义在

4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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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存传统农业的智慧, 保留与城市文化相对应的

传统文明, 对当地的百姓生计、社会进步和文化传

承起重要作用, 也对全球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起示

范性作用。 
(2)在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减贫示范方面发

挥优势和作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热点集中分布于

边境地区(杨宇明等, 2017), 许多珍稀濒危动物跨境

而居, 边境线遍布动物迁徙廊道。继续加强与邻国

建立跨境保护区域, 研究建立跨国界自然保护区并

探索联合管理办法, 明确各国管理机制, 制定保护

战略, 使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云南省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的另一重要特色; 同时, 在“一带一路”
倡议及《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保护昆明

宣言》框架下, 云南省未来应加强与东盟、南盟、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合作, 更将

促进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发展, 而由于其区位

优势条件, 云南也将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行生物遗传资源合作交流、贸易等提供有利条件

(刘冬梅等, 2018)。从另一个角度看, 跨境生物多样

性富集的区域往往经济发展相对其他区域缓慢, 例
如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涉及的县(市、区)
中, 国家级贫困县所占比例达到38%左右(张丽荣等, 
2019), 因此因地制宜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

示范项目以及试点建设, 从替代生计、特色生物资

源利用与发展、生态旅游、生态移民及绿色考评机

制(张丽荣等, 2019)等方面形成推动云南省经济发

展、改善部分区域经济落后的经验模式。 
(3)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

保护的协同发展。《公约》第10(c)条指出, “保护并

鼓励那些按照传统文化惯例而且符合保护或可持

续利用要求的生物资源习惯使用方式”。因此需要

充分保护这些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

续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 将其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内容: (1)利用生物学、生态学、民族学的调

查方法将生物多样性调查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

传统知识调查结合起来, 挖掘生物多样性的传统保

护和传统利用知识内涵; (2)在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

调查的同时, 加强对传统农业遗传资源、民族医药

传统知识、生物资源可持续的传统利用技术创新与

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以及

当地传统地理标志产品开发利用实践的调查与评

估(薛达元和郭泺, 2009), 并对这些传统知识进行整

理、编目、登记, 建立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数

据库, 进而率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并实施生物遗

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 为全

球 “ 土 著 及 地 方 社 区 ”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LCs)建立并实施此制度提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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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云南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地方法规 
Appendix 1  Local regulations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法规名称 

Laws and regulations 

立法目的 

Legislative intent 

年份 

Years 

《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1.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2.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1997 

《云南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1.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2.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1997 

《云南省森林条例》 1.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2.促进林业发展, 改善生态环境 

2002 

《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 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珍贵树种资源 2002修 

《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1.保护和改善生活与生态环境 

2.合理保护利用各种自然资源 

2004修 

《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

护条例》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

资源 

2005 

《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 1.加强林地的保护和管理,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林

地资源 

2.提高森林覆盖率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2010 

《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1.加强对风景名胜区的管理 

2.保护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 

2011 

《云南省渔业条例》 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促进渔业可持续

发展 

2011 

《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 1.加强对湿地的保护 

2.恢复和发挥湿地功能 

3.促进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013 

《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1.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2.维护生态平衡  

2014修 

《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 1.规范国家公园管理 

2.保护、利用自然资源 

2015 

《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

护条例》 

加强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

用 

2017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1.保护生物多样性 

2.保障生态安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3.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2018 

《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 1.有效保护古茶树资源 

2.规范古茶树的管理活动 

3.促进古茶树资源持续利用 

2016 

《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 1.有效保护古茶树资源 

2.规范古茶树的管理活动 

3.促进古茶树资源持续利用 

2018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然保

护区管理条例》 

1.加强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 

2.维护生态平衡, 拯救濒危热带资源 

3.为科研和生产服务, 造福人类 

2019修 

《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海高

原湿地保护管理条例》 

1.加强对高原湿地的保护管理 

2.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3.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2014修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保护管

理条例》 

1.加强苍山的保护和管理 

2.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19修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管理条

例》 

1.加强洱海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  

2.促进自治州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1998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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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云南省发布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各类名录 

Appendix 2  Various catalogues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名称 

Name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 

发布意义 

Significance 

《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 收录了大型真菌、地衣、苔藓、蕨

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鱼类、

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共

11个类群25,434个物种。 

1.丰富完善了云南物种名录;  

2.填补了云南大型真菌和地衣类

群的名录空白; 

3.标志着云南成为全国第一个公

布生物物种名录的省份, 对保护

全省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

(2017版)》 

按照灭绝、野外灭绝、区域灭绝、

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

数据缺乏、不宜评估和不予评估

的IUCN地区水平的11类红色名

录等级对云南省已知野生动植物

物种全面系统评估。 

1. 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 填补了大型真菌

和地衣红色名录空白;  

2. 预警了物种的生存危机, 推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

的研究工作;  

3.为政府部门相关决策提供依

据。 

《云南省生态系统名录(2018版)》 收录了从热带到高山冰缘荒漠等

各类自然生态系统, 共计14个植

被型38个植被亚型474个群系。 

1.迄今最准确、最系统、最权威反

映云南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成果; 

2.全国第一个系统、全面的公开

发布的生态系统名录;  

3.更加丰富了云南自然植被类型, 

新增2个植被型5个植被亚型。 

《云南省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2019版)》 

收录了云南省境内发现的蕨类植

物、被子植物、软体动物、甲壳动

物、昆虫、鱼、两栖动物、爬行动

物、鸟、哺乳动物等类群的外来入

侵物种共计441种及4变种(植物

321种4变种、动物120种)。 

1.迄今最全面、最准确、最权威反

映云南外来入侵种的研究成果;  

2.为今后开展外来入侵物种宣传

和教育、监测及预警、研究与防治

等提供科学依据;  

3.对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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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与中国合作实施GEF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就

与经验 
马超德 *, 赵新华 , 郑程 , 冷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北京 100600 

摘要: 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财务机制的运行主体, 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7个周期, 各国在执行GEF
项目期间, 遇到了可持续性不强、项目设计方案复杂、期望过高等挑战。作为GEF的国际实施机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与中国政府合作, 针对各项挑战, 采取综合应对措施, 优化设计与实施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取得了系列成就, 这些项目的实施

是落实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有效实践并提供了成功范例。这些应对策略与成就包

括: (1)撬动了中国政府5–10倍的配套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 推动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主流化, 使得财务、

制度和环境的可持续得以实现。项目贡献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订、完善法律法规、探索融资机制、推进政策

导向等方面, 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重要议程, 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发挥政策引领作用。(2)项目从设计到执行, 充分征询利

益相关者的意见, 目标的设定明智, 确保了项目的实施成效。(3)借鉴相关国家成功经验, 结合中国实际开展了诸多创新和示

范。(4)提供培训、教育和广泛交流, 综合提升了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能力, 对于增强技术、管理、协调、协作

等领域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5)利用各种窗口和平台, 广泛开展宣传推广、研讨交流等, 提高了公众对

生物多样性的认知, 为长期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群众基础。本文结合UNDP作为国际实施机构与相关部委和省级及地方

政府共同实施的GEF生物多样性项目实践, 总结了项目的成就与经验, 期望为全球相关项目设计和实施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提供借鉴, 以共同实现“到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 
关键词: 全球环境基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生物多样性; 成就; 项目管理 

马超德, 赵新华, 郑程, 冷斐 (2021) UNDP与中国合作实施GEF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就与经验. 生物多样性, 29, 212–219. doi: 10.17520/biods.2020128. 
Ma CD, Zhao XH, Zheng C, Leng F (2021)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UNDP-GEF biodiversity projects in China.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12–219. doi: 10.17520/biods.2020128.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UNDP-GEF biodiversity projects in China 
Chaode Ma *, Xinhua Zhao , Cheng Zheng , Fei Leng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China Office, Beijing 100600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an operating entity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has experienced seven replenishment phases globally. Some common challeng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include: sustainability of outcomes, complex programme design and management, 
and limited engagement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stability of project staff is, among all, the largest obstacle. 
Actions: As a GEF International Implementing Agency (IA),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colla-
borat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various levels in optimizing the projec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Compre-
hensive actions have been taken against challenges and several goals have been obtained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UNDP-GEF projects undertook several adaptive methods and risk management actions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overcome obstacles. The highlights in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nclude: (1)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During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EF biodiversity projects, grea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mainstream biodiversity into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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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level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2) Successful case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The project played a bridging role, 
as enterprises agr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the upstream, realizing a win-win situation of basin 
protec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3) Optimization of the project design. Under China context, several 
umbrella programmes with their child projects in parallel under a national framework have been designed through 
programmatic approaches. Meanwhile, setting SMART (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levant, time-bound) 
objectives shaped up project effectiveness for individual projects. (4) Comprehensive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Consultation with stakeholders during full project cycles from designing to implementation is also a necessity. 
Stakeholder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and the income of local residents increased thanks to 
projects. Projects proactively coordinated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enterpris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adopted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or community co-management to benefit local people and ultimately reduced the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Other actions include: (5) enabling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6) enhancement of capacity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7) gender mainstreaming. 
Achievements: With jointly efforts by Chinese governments, UNDP and multi-stakeholders, the following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1) 5–10 times of co-financing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biodiversity-related 
work has been leveraged; (2) biodiversity mainstreamed into governments agenda; (3) the newly protected areas 
increased; (4)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most nature reserves and protected areas enhanced; and (5) the local 
residents of the project sites benefitted from the projects. 
Conclusio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practices of the GEF biodiversity projects jointly implemented by UNDP, along 
with relevant ministries, provinces and other governmental institutes in China, and narrates the strategies and 
achievements serving as successful examples and best practices contributing to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and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Hence,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designs and implementations of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jects. These references can be used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lated projects 
globally in the futu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by 2050”. 
Key words: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biodiversity; achievements; project 
management 

全球环境基金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的资金支持多个环境领域的项目, 也是全球

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最主要的财务机制, 已在

全球范围内实施了7个周期共28年, 在全球生物多

样性相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生

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许多物种和生态系

统类型都具有全球重要意义。但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具体

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不足而且管理水平

参差不齐(马克平, 2016)、陆地和海洋的空间规划不

精细(雷光春等, 2017)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作为GEF的国际实施机构, 与中国各级政府合作, 
共同实施了一系列GEF生物多样性项目, 取得了诸

多成就。本文归纳了UNDP与中国相关部委和省区

共同实施的GEF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实践, 希望通过

总结成就与经验, 为中国乃至全球相关项目设计和

实施提供借鉴。 

 
UNDP在全球累计执行了40%的GEF项目资

金。基于全球网络中170多个国家的技术与管理优

势、项目设计与实施的效率和成就以及与各国政府

和地方机构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 UNDP逐步成为

GEF在中国生物多样性领域牵头的国际实施机构。

附录 1列出了UNDP从GEF第三到第七增资期

(GEF-3到GEF-7)在中国实施的23个GEF生物多样

性项目概况, 涵盖湿地、海洋、农业、保护地、国

家公园、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生态补偿、灾

害应急等多个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和重点领域。 
UNDP-GEF的中国项目既体现了GEF不同增资

期的战略优先方向以及UNDP全球的重点领域, 又
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 这些都与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以及爱知目标的

关注重点相一致。 
UNDP作为GEF-5和GEF-6生物多样性项目的

国际牵头实施机构, 负责组织、协调由UNDP、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银行(WB)、保护

国际基金会(CI)、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FECO/MEE)等国际实施机构参与的3个规划型项

目(湿地保护体系、国家公园改革、农业可持续发展)

1  UNDP-GEF在中国实施的生物多样性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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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和实施工作。UNDP与国内项目执行机构密

切协调、全力合作, 所实施的中国项目最终独立评

估结果都是“满意”, 项目成果可持续, 绝大多数项

目都如期结束, 是规范管理、高效管理、适应性管

理和风险管理的综合体现。 
20多年来, 财政部作为窗口机构代表中国政府

高效管理GEF项目, 根据GEF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要求, 密切结合中国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五年计划, 
确定GEF支持的重点项目, 全面指导和督促国内外

机构设计和执行GEF项目, 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等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2.1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得到加强 

GEF项目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作为重点内容, 
通过项目的实施,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级政府和部

门的政策、法规、计划和发展规划中, 并得到切实

实施。 
(1)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编制。自

GEF-3起, 由项目支持制定的《国家湿地保护规划》

获得国务院批准, 中央投入90亿元, 并在国家“十
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加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具体行动。地方上, 以GEF-4的“加强青海省保护

区系统管理有效性项目” (以下简称GEF-4青海项目)
为例, 项目成功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具体措

施纳入省级“十三五”规划(青海林业项目办公室, 
2017)。 

(2)建立和完善了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在

GEF-5的“中国湿地保护体系规划型项目” (以下简

称GEF-5湿地规划型项目)期间, 项目的实施促进了

2016年《国家湿地保护与修复制度方案》的出台, 并
促进全国31个省制定了省级实施方案。2017年, 国
土资源部批准将湿地作为新的土地利用类别。湿地

保护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 
GEF项目为完善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技术标准体

系做出了贡献。如GEF-5的海南项目制定了《海南

省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认定(DB46/T448-2017)》; 
GEF-5的安徽项目支持制定了《安徽省湿地名录管

理办法》《省级湿地公园建设规范》《安徽省湿地植

被修复技术规程(DB34/T2831-2017)》等政策和技术

标准。 
2.2  逐步完善保护网络体系 

UNDP-GEF生物多样性项目的重大贡献之一

是促进了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通过保护地空缺

分析, 紧密结合国家生态红线的政策, 以增加自然

保护地的面积为目标, 建立和完善了自然保护地的

网络体系。 
(1)保护地面积增加。GEF-7期之前的大部分生

物多样性领域的GEF项目都有新增保护地面积的指

标。在GEF-5湿地规划型项目期间, 中国约新建湿

地保护地296万ha, 湿地生态系统受保护比例由

43.51%提高到49.03%。新建国家湿地公园600个, 申
报国际重要湿地16处。其中, 在项目的支持下, 项
目区域的6个示范省新增保护地面积约190万ha (马
广仁和刘国强, 2019)。通过项目实施, 新疆的2个省

级湿地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 
(2)申报国际重要湿地和国际湿地城市。GEF项

目积极推动并支持了多处具有代表性的湿地保护

地申报国际重要湿地的工作, 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于2015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和湖北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于2018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项目支持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开展了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考

察和推荐工作。在2018年召开的《国际湿地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 来自7个国家的18个城市

成为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其中有6个来自中

国: 哈尔滨、海口、银川、常德、常熟、东营。 
2.3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提高 

项目利用国际通用的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

(METT)对保护地开展监测和评估, 通过为保护地

制订管理计划、提供培训等措施提高管理有效性。 
(1)流域规划及保护区管理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GEF项目在流域和保护区层面制定了多个流域规划

和管理计划, 提高了管理有效性。如GEF-4的“甘肃

省利用生态方法保护洮河流域项目” (以下简称

GEF-4甘肃项目)中的4个示范区各自制定管理计划; 
GEF-4青海项目为6个自然保护区制定了管理计划, 
为12个村庄制定了村庄资源管理计划, 与12个示范

村达成12项正式共同管理协议(青海林业项目办公

室, 2017)。GEF-5湿地规划型项目制定了安徽《升

金湖流域综合管理规划》、湖北《四湖流域(荆州)
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新疆《阿勒泰地区景观保护

2  UNDP-GEF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实施的主要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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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持续发展规划》, 并为20多个自然保护区制定

了管理计划。 
(2)机构与人员管理能力增强。在项目执行期内, 

成立了新的机构, 举办了多项培训和经验交流, 提
高了国内执行机构的能力建设与人员管理能力。

GEF-4的“加强机制和能力建设, 落实《中国生物多

样性伙伴关系和行动框架》”项目, 环境保护部对外

合作与交流中心被指定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的实施机构, 并获得了GEF实施机构的资格。

GEF-5的“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项目” (以下简称

“GEF-5赤水河项目”), 在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内设立

了规划和管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办公室; GEF-5湿地

规划型项目期间, 作为机构改革的一部分, 在新组

建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设立湿地管理司, 将湿地管

理提升到中央政府层面。仅GEF-5湿地规划型项目

期内就举办了超过160场培训, 累计超过6,500人次

参与了能力建设培训, 42个保护地直接受益。 
其他成就包括: 搭建利益相关方沟通协作机制、

性别主流化得到加强, 以及通过项目的实施建立多

个示范点, 提高了项目示范点当地居民的收益等。 

 
3.1  主要挑战 

GEF第六次综合评价  (https://www.thegef.org/ 
sites/default/files/council-meeting-documents/GEF.A6
.07_OPS6_0.pdf)系统梳理了从试点阶段到2017年6
月底的4,433个已核准的GEF项目, 与中国GEF项目

有共性的挑战如下:  
(1)最大的挑战是可持续性。尽管全球有79%的

GEF项目被评为“满意”, 但只有63%的项目在终期

评估时被评为“有可能可持续”, 主要是因为项目结

束后财务资金的不可持续。 
(2) GEF在市场转型或变革的成功案例较少。在

全球半数以上的项目中, GEF能发挥催化作用, 主
要通过主流化和示范推广支持转型变革, 但却鲜有

涉及私营部门。GEF的项目周期、执行过程、时间

要求、人力资源以及文书要求往往与私营企业的实

际预期和执行方法不甚匹配。 
(3) GEF项目设计期望过高, 方案复杂。项目周

期过程长, 不确定因素多,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4)项目执行普遍存在人员不稳定的问题。项目

实施对人员综合水平和能力要求高, 但项目5年的

执行期难以保证高素质人员稳定, 在中国难以吸引

优秀人才从事项目执行和管理。同时, 相关部门主

管领导也存在频繁调动的问题, 工作交接成本较高。 
其他挑战包括: 没有足够措施来保障当地居民

的可持续生计、性别主流化和项目知识管理和经验

分享机制等。 
3.2  UNDP-GEF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对可持续性

挑战的应对 
在项目终期评估时, 独立评估专家需要对项目

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估, 包括财务资源、社会政治、

体制框架和治理、环境4个方面, 大部分评估结论都

是“可持续”。 
(1) GEF项目对配套资金的撬动。中国政府以

5–10倍的配套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环境

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环境金融咨询服务

中心, 2014)。这些资金遵循“三同” (目标、投资地理

区域、使用时间段3个方面都相同)的原则, 从而形

成了国内外资金协同增效的态势, 充分发挥了项目

资金的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通过开展GEF-4甘肃项目, 甘肃省保护区管理

和建设活动的年度预算增加了200%。GEF-5湿地规

划型项目, 政府对湿地保护地运营的资金投入从

2013年项目之初的3,500万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
亿美元, 多个子项目设定了“项目结束比启动时保

护地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的经费至少增加

30%”的指标。国内资金以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硬件建

设为主, GEF资金则以增强管理有效性为主, 强调

主流化、实践国际经验、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全社

会意识等。 
GEF-4青海项目的实施推动了自然保护区固定

员工数量大幅增加, 部分配套了财政预算, 截至

2017年7月自然保护区固定员工为626人, 超过既定

目标(青海林业项目办公室, 2017)。在GEF-5的安徽

项目中, 保护地每年从中央财政获得的资金逐年增

加。在项目期内, 安徽省财政设立了湿地保护专项

资金, 预算从此前每年750万元人民币增至2018年
的1,700万元人民币, 从财务制度上确保了生物多

样性相关工作的可持续性。 
(2)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GEF生物多样

性项目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都非常注重推动生物

多样性在中国政府各个层级的主流化重视程度(薛

3  GEF生物多样性项目执行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

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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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元, 2017)。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和五年计划、法

律法规、机构改革、协调机制、政策体制建设、投

资融资机制等方面入手,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和

地方的中长期规划和实施方案, 这是履行《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六条的具体体现。 
GEF-5的国家项目结合《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国际湿地公约》, 积极推动落实《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的湿地保护行

动以及影响国家在湿地保护管理方面的大政方针

(薛达元, 2011), 从国家层面将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

纳入到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度、计划和发展规

划, 为国家《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出台提供

了有力支持(国家林业局, 2015)。 
推动自下而上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GEF-5

安徽项目为例, 2017年, 安徽省率先提出建立林长

制, 通过林长制改革推进湿地保护主流化, 出台湿

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将区域湿地保护规划编制和

湿地保护率纳入林长制考核内容, 此经验正由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向全国推广。安徽省发改委联合多个

部门出台了绩效考核制度, 将“湿地保护率”等指标

纳入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以及安徽省15个重点生

态功能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3)减少了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通过GEF项目

的实施, 多个项目示范点的污染得到控制, 水质持

续改善; 保护地之间连通性加强, 并解决了部分保

护地碎片化的问题。项目实施期内, 多个项目示范

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持续提高。以GEF-3的
“中国南部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为例, 通过识

别和减少污染源, 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 在每个项

目现场建设污水处理厂, 减少陆源污染, 使得每个

示范点的物种丰富度及其分布趋于稳定。GEF-4甘
肃项目促进该省通过了一项关于牧区载畜能力的

法规, 设定了相关限制以防止过度放牧。GEF-5新
疆项目促进自治区政府取消了78处自然保护区内

的采矿权, 延长了季节性休渔期, 在阿尔泰地区的

天然河流实施了新的全年休渔期, 并为牧民家庭引

入替代生计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 显著减少了人

为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3.3  项目对市场转型或变革的应对 

UNDP通过借鉴相关国家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市

场转型方面的成功经验, 进行选择性吸收, 结合中

国实际进行创新和示范, 逐步总结、梳理、推广示

范经验, 有效地贡献于中国生物多样性工作。 
GEF-5赤水河项目通过引进国际成功的以市场

为导向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理念、方法和实现途径, 
积极引入私营部门, 成功建立了赤水河流域生态系

统服务的卖方(乌马河上游的社区农户)和买方(乌
马河下游包括茅台集团在内的酒类企业)之间平等

协商、互利共赢的合同关系, 通过签署生态补偿协

议, 下游以茅台集团为首的至少4家白酒企业同意

为上游土地用途的改变支付费用, 实现了流域保护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该项目在引进以市场为导

向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 还探索了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的机制, 弥补了国内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

下的生态补偿模式, 丰富了自然保护的投资融资机

制, 是市场转型和引入私营部门参与的成功范例。 
3.4  项目设计理念的应对 

UNDP-GEF项目通过评估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并消化吸收、与时俱进地运用于后期的项目设计和

执行中。 
(1) UNDP-GEF项目设计不断优化, 从过去的

单个项目发展为现在的规划型项目。规划型项目亦

称伞型项目, 通常由一个国家项目和多个地方项目

构成。国家项目和地方项目的总目标一致, 项目逻

辑框架类似, 但在财务和项目管理上又相对独立。

这种项目设计符合中国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 为协

调国家和地方项目、推进项目进展和解决复杂问题

提供了适应性管理的范式。以GEF-5湿地规划型项

目为例, 它是迄今湿地保护领域最大的国际赠款项

目, 共有7个独立的项目, 包括1个国家项目和6个
省级项目。分别是大兴安岭地区(涉及内蒙古自治区

和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徽省、湖北省、

江西省和海南省。各省级项目都设有自己的国家项

目主任和项目办, 并直接从省级层面获得配套资

金。但各省项目又受国家项目的协调和指导, 项目

内容和成果互为支撑, 子项目之间可以进行灵活的

横向交流。这种设计可以让地方机构拥有更大的自

主权, 能够提高项目的执行效率和经费支付效率。

GEF-6国家公园规划型项目借鉴了GEF-5湿地规划

型项目的经验, 既有生态环境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执行的项目, 也有青海、四川和甘肃的省级项目。 
(2)促进项目的省际和跨境合作。UNDP-GEF多

个项目在中国成功地实现了流域范围内的省际合

作乃至国家间的跨境合作。以GEF-5的大兴安岭项©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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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例, 项目支持成立了跨省的协调机构——大兴

安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 协调黑龙江省和内蒙

古自治区两个项目点, 就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资源

和湿地保护实施综合规划和联合行动, 解决了跨行

政区域协调的问题。在实施GEF-5新疆项目时, 针
对河狸(Castor fiber birulai)的保护, 签署了2份有关

中蒙阿勒泰–萨彦生态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备

忘录, 达成了中国和蒙古边境地区两国自然保护区

的河狸保护共同行动计划。UNDP也积极推进国际

水域的合作项目, 如大黄海生态系统保护项目就是

推进中国自然资源部与韩国外交部合作的国际水

域项目。 
3.5  项目人员稳定性的应对 

在中国开展的GEF项目非常注重利益相关方机

构和人员的能力建设, 不断创新和总结经验及推广

复制, 通过各方努力实现根本性变革。  
UNDP-GEF通过全面培训、教育和考察调研, 综

合提升保护地人员和项目人员的能力水平和管理有

效性。GEF项目借助国际项目的资源优势, 积极引进

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工具和最佳实践, 如引入和推

广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项目通过组织各类专业技

术培训和国内外考察学习与经验交流, 开阔了管护

人员的视野, 直接提升项目人员的能力, 提升了保

护区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马广仁和刘国强 , 
2019)。通过国内外首席技术顾问的技术支持和现场

指导, 使国外先进理念、技术和方法得到具体应用。

这些措施都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项目参与人员

的能力, 调动了项目人员的积极性, 确保了项目人

员的稳定性。另外,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专门成立了

项目管理办公室, 全程参与了多个GEF项目的申请

和执行。GEF不同增资期的经验总结并分享给后续

项目, 确保了项目人员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3.6  性别主流化和利益相关方协调的应对 

UNDP-GEF项目在设计阶段就性别问题进行

评估, 制定性别行动计划, 识别和评估社会和环境

影响的风险; 在执行阶段, 让更多女性参与决策, 
以更好地实现女性赋权, 并通过日常项目管理和项

目评估来监测高风险项目。 
(1) UNDP-GEF的中国项目关注性别平等。在培

训和日常活动中, 鼓励女性参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工

作。多个项目的管理人员为女性, 以GEF-5的8个项

目为例, 其中有6个的项目经理或副经理为女性, 

其中的5个项目的工作人员女性占比在75%或以上; 
通过与项目交流并参与项目活动, 部分保护区技术

类女性员工得到提拔。GEF-6的项目更加关注性别

平等, 以国家公园规划型项目为例, 在设计阶段, 
项目开展了性别分析并制定了性别行动计划, 对所

有性别相关性问题进行评估。 
(2)搭建利益相关方沟通协作的机制和平台。

GEF项目最大的优势之一是通过成立跨部门的指导

委员会, 组建专家工作团队, 搭建跨部门和机构类

型的协作平台, 确保不同利益相关方沟通协作的渠

道畅通。UNDP-GEF项目建立的省级、地市或者流

域层面的指导委员会或协调领导小组, 包括了当地

生态环境、林业、农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 以
及发展改革、财政等综合部门。定期举行的指导委

员会会议和有效的多部门参与, 增强了部门间和机

构间关于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协调和跨沟通效率。 
(3)利益相关方多方积极参与并提高了当地居

民的收益。项目积极协调包括企业、非盈利机构在

内的多个利益相关方, 积极探索参与式管理或者社

区共管的模式, 使当地人受益并最终减少对生物多

样性的威胁。GEF-4甘肃项目与居民社区签署了共

同管理协议, 以减少与过度放牧、森林火灾及非法

狩猎和采伐有关的威胁。四家私营企业与当地社区

签订了利益分享协议, 提高了保护地管理的成本效

率。GEF-5新疆项目, 约有450名直接受益者(主要来

自哈萨克少数民族牧民家庭)参与了项目, 他们通

过参与和培训联合管理两河源自然保护区和发展

替代生计获益, 目的是减少与过度放牧有关的威胁, 
使家庭收入多样化。  

(4)向各利益相关方开展宣传教育。项目根据不

同的目标人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包
括“生物多样性日” “世界环境日” “爱鸟周” “小手拉

大手” “生物多样性进校园进社区” “湿地文化下乡”
等活动, 通过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生物

多样性的认识。项目的成果在国内外宣传和交流, 
分享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经验。GEF-5湿地

规划型项目成果经外方专家的提炼, 以“湿地保护

行动让‘千湖之省’湖北更加秀美” “为了人类共同的

家园——保护与修复安徽湿地”等为标题的图片故

事, 以中、英、法、西班牙语在联合国新闻网站进

行宣传。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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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GEF项目管理经验 

根据多年来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相关部委和省

区以及项目管理和评估的专家的交流与探讨 , 
UNDP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GEF项目管理经验, 
可以概括为以下7点:  

(1)项目实施以结果为导向, 全力实现项目目

标。项目实施需要始终确保取得的结果符合项目设

计目标、项目文件逻辑框架的指标体系和成果要求。  
(2)项目管理符合规定, 兼有灵活性。项目管理

和实施过程要完全符合UNDP的政策和程序、财政

部关于多边资金使用的各项规定以及国内执行机

构有关管理要求和审计程序。同时, 项目的管理又

需要具备灵活性, 在符合有关规定和程序的前提下, 
针对项目的具体活动进行适应性调整。 

(3)把握项目的三个重要节点: 项目启动、中期

评估、终期评估。项目启动: 国内执行机构需在初

始阶段充分认识和理解项目文本的内容 , 协同

UNDP共同开展人员招聘, 对照新形势和新机遇审

阅项目文件、编写年度计划、组建指导委员会等。

中期评估: 项目的中期评估尤为重要, 通常在项目

执行两年后开展评估。在评估之前项目自行梳理是

否按照正常计划实施, 各方应将中期评估视为对项

目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最好契机。在项目前两年实施

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完成

的项目目标和预算, 均可以通过中期评估进行调

整。 终期评估: 项目进展到距离结束还有半年时开

展, 需要全面总结项目成果, 对项目实施成效全面

检验, 总结经验为后续项目提供借鉴。对于项目的

亮点和成果的提炼, 以及在项目执行的启动、日常

执行以及两个评估的过程中, 首席技术顾问都为项

目提供技术支持和方向性指导。 
(4)项目团队需要建立全局意识, 具体执行时

要随时进行过程监控。GEF项目框架通常涉及政策

法规等主流化内容、示范区、能力建设、宣传推广

等, 项目的实施需要系统地从整个项目周期考虑。

项目过程监测不可或缺, 为确保技术报告与财务报

告质量控制, 需要通过年度审计、跟踪工具、指导

委员会、中期与终期评估等形式开展过程监测, 确
保项目始终在正确轨道执行。  

(5)加强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有效沟通, 政府部

门对项目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项目办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需要随时与各利益相关方加强交流, 面对面

交谈和电话沟通是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有效沟通

方式。目标层面的重大问题需得到UNDP、指导委

员会甚至是GEF的批准。GEF项目执行过程中, 政
府部门需要对项目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为项目的

有效实施和后续的可持续性奠定基础, 主要体现在

国家项目主任的全面领导和参与, 并充分调动国内

执行机构内部以及其他部门的人力物力资源。 
(6)项目的设计需要“明智”, 项目执行需要创新, 

项目示范要突出亮点。“明智SMART”即所有指标和

活动要具体(specific)、可测量(measurable)、可达成

(achievable) 、 具 相 关 性 (relevant) 、 时 限 性

(time-bound), 以保证项目的科学性。项目管理过程

中积极创新和调整, 以符合GEF项目的最新要求。

项目示范选择需要体现项目的特色, 积极引进国际

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 示范内容要充分体现当地社

区的特点, 结合精准脱贫, 实现可持续发展。 
(7)成功的项目要符合“接地气、看得见、摸得

着、说得出、厘得清、见效快、推广开”的七条准

则。“接地气”即项目需充分体现利益相关方的诉求, 
吸收当地居民的传统智慧, 项目成果需为社区和当

地居民带来实惠。“看得见”即成果是有形的, 经得

住检验。“摸得着”即可核实、可测量、可汇报, 有
实体的成果。“说得出”即项目的成果和实施能够总

结出一系列可供全社会借鉴的经验。“厘得清”即项

目团队能够理清项目贡献的逻辑关系、项目投入和

产出的逻辑关系, 并有一系列材料支撑这些逻辑。

“见效快”即项目采取的行动和举措在项目实施期间

或者可以预期的时间内能够见到明显成效。“推广

开”即项目实施的路线图和方法论在相似条件下可

复制, 可推广。达到这七条准则的项目, 通常可以

得到独立专家的满意的评价, 为GEF的创新、综合、

转型提供原始素材和持续动力。  
4.2  对未来的启示和建议 

(1)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有待进一步加强。UNDP- 
GEF项目的执行使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得到加强, 但是

需要更加量化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建议在后续项目设

计和实施中, 将最终确定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中的指标分解、量化到考核指标体系之中。 
(2)私营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参与需要加强。由于项

4  GEF项目管理经验和对未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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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国内执行机构多是政府部门, 与私营部门或金融

机构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 合作机制不健全, 未来需

要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 建议将私营部门和金融机构

的参与纳入项目的逻辑框架的指标体系中。 
(3)中国生物多样性知识管理有待加强。几乎所

有UNDP-GEF的项目都要求建立知识管理系统、数

据库和网站, 但通常各个部门的数据库系统相互独

立、信息不共享, 存在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 
项目结束后数据库系统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建议

从国家层面设定统一、共享、分级授权的生物多样

性数据库, 为后续信息收集、分析、规划提供支撑。

(刘海鸥等, 2020) 
(4)需要持续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在中国的多

个UNDP-GEF项目其资金和制度都具可持续性, 但
项目作用于保护地或可持续利用项目所产生的实

际效果在短期内难以评估, 尤其需要在更大维度关

注气候变化的影响。 
(5)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 建议在未来的项目设计中, 加重能力

建设的比重。建议由第三方机构对所有已经执行过

GEF项目的各级国内执行机构从部委到地方进行一

次全方位的评估, 探寻不同执行人员的经验教训和

真实需求。 
GEF第七增资期即将结束, 第八期增资期酝酿

在即,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

于2021年在中国昆明举行。UNDP愿与世界各国分

享中国经验, 期待中国继续与世界合作, 开创人类

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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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UNDP-GEF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一览表 
Appendix 1 The list of UNDP-GEF biodiversity projects in China  
序号 
No. 

项目名称 
Project title 

国内执行机构 
Implementing partner 

项目实施期 
Project duration 

项目地点 
Project sites 

所属领域 
Category 

GEF资金  
Budget from GEF (106 $) 

项目目标 
Project objectives 

第三增资期(3个项目, 1,750万美元) GEF-3 (3 projects, 17.5 × 106 $) 

1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Wetl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in China 
  

国家林业局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SFA) 

2005–2010 江苏盐城、湖南洞庭湖、东北

三江平原、四川若尔盖 
Yancheng City, Dongting Lake, 
Sanjiang Plain, Ruoergai 
Wetland 

湿地 
Wetland 

5.5 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国家、省和地方政府决

策和行动的常规考虑  
To establish wetl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a 
routine consideration in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and action 

2 中国南部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in the Coastal Area 
of China’s South Sea 

国家海洋局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SOA) 

2005–2012 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

江 Guangxi, Hainan, Guang-
dong, Fujian and Zhejiang 
provinces 

海洋 
Marine 

3.5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国沿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应
用创新和适应性海洋保护区和综合海岸管理实践, 
以减轻对海岸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威胁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coastal and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along China’s coastline, 
applying innovative and adaptive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 and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practices to mitigate and prevent threats to coastal 
ecosystem integrity 

3 中国农业野生近缘植物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ild Relatives of Crops in China 

农业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OA) 

2007–2013 黑龙江、吉林、河南、宁夏、

新疆、广西、海南 
Heilongjiang, Jilin, Henan, 
Ningxia, Xinjiang, Yunnan, 
Guangxi and Hainan provinces 

农业 
Agriculture 

8.5 通过以中国8个不同省区的水稻、大豆和小麦的野生

亲缘植物为目标, 将野生作物保护纳入农业生产景

观的主流 
To mainstream conservation of wild crop relativ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by targeting wild 
relatives of rice, soybean and wheat in eight diverse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第四增资期(5个项目, 1,700万美元) GEF-4 (5 projects, 17.0 × 106 $) 

1 四川汶川震后恢复重建的生物多样性应急保

护  
Emergenc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easures for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in Response to Wenchuan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环境保护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P) 

2008–2010 四川省 
Sichuan Province 

灾害应急 
Disaster 
managemen
t 

1 保护地震地区的关键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的受威胁和

濒危物种, 并减轻地震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To conserve critical ecosystems and their associated 
threatened and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e quake region 
and mitigate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as a result of the 
earthquake 

2 淮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in the Headwaters of the Huaihe 
River Basin (HHRB)  

河南省信阳市政府 Xinyang 
Municipal Government 

2009–2014 信阳市 
Xinyang City 

湿地 
Wetland 

3 示范中国关键生态功能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主

流化, 并确保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目标是

有效地集成到扶贫工作 
To demonstrate practical mechanisms to mainstream 
biodiversity in China’s Important Eco-Function Areas 
and ensuring that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conservation goals ar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3 加强机制和能力建设, 落实《中国生物多样性

伙伴关系和行动框架》 
Priority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the China 
Biodiversity Partnership and Framework 
(CBPF) for Action 

环境保护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P) 

2010–2015 宁夏、广西、海南、吉林、湖

北 
Ningxia, Guangxi, Hainan, and 
Jilin and Hubei and provinces 

能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 

5 助力实现《生物多样性行动纲领》总目标, 即“显著

降低生物多样性损失率, 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具体“发展国家政策和体制框架, 使其更接近国际

最佳做法”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CBPF Goal, which i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the rate of biodiversity loss as 
a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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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o. 

项目名称 
Project title 

国内执行机构 
Implementing partner 

项目实施期 
Project duration 

项目地点 
Project sites 

所属领域 
Category 

GEF资金  
Budget from GEF (106 $) 

项目目标 
Project objectives 
specific Project Objective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bringing it 
closer to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4 甘肃省利用生态方法保护洮河流域项目 
Strengthening Globally Importa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rough Protected Area (PA) 
Strengthening in Gansu Province 

甘肃省林业厅 
Gansu Provincial Forestry 
Department  

2011–2015 甘肃省 
Gansu Province 

保护地 
PA 
  

2 通过加强省级法律和制度框架、提高保护区管理的

有效性和可持续融资能力, 并在洮河流域开展示范, 
增强甘肃省保护区的可持续性 
To strengthen Pas’ sustainability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strengthening provincial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improving effectiveness of PA 
management and financing of the Gansu’s PA system 
and demonstrating sustainable PA management in the 
Taohe River Basin 

5 加强青海省保护区系统管理有效性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 
System in Qinghai Province, China to Conserve 
Globally Important Biodiversity 

青海省林业厅 
Qinghai Provincial Forestry 
Department 

2012–2017 青海省 
Qinghai Province 

保护地 
PA 

6 促进青海保护区系统管理有效性, 将保护区管理目

标和需求纳入省级主流化, 提高管理效率, 并通过

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地方社区参与, 展示有效

的保护区管理 
To catalyz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Qinghai’s PA 
system through: mainstreaming PA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needs into the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sector planning process, increasing PA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nd demonstrating 
effective PA management through local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SNNR) 

第五增资期(8个项目, 2,720万美元) GEF-5 (8 projects, 27.2 × 106 $) 

1 加强中国湿地保护体系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Sub-System of Wetland Protected Areas for 
Conservation of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国家林业局 
SFA 

2013–2019 全国 
China 

湿地 
Wetland 

3 加强湿地保护区的子系统, 以应对其全球重要的生

物多样性面临的现有和不断加剧的威胁 
The project objective is to strengthen the sub-system 
of wetland protected areas to respond to the existing 
and accelerating threats to their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2 加强大兴安岭湿地保护体系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PA network in the Daxing’anling Landscape 

国家林业局 
SFA 

2013–2018 黑龙江多布库尔、内蒙古根河

源 
Heilongjiang Duobuku’er 
NNR, Inner Mongolia 
Genheyuan National Wetland 
Park 

湿地 
Wetland 

4 加强保护区管理有效性, 以应对大兴安岭景观具有

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to respond to threats to the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in the Daxing’anling 
Landscape 

3 加强海南湿地保护体系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Wetland Protected Area (WPA) System in 
Hainan for Conservation of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海南林业厅 
Hainan Provincial Forestry 
Department 

2013–2018 海南省 
Hainan Province 
  

湿地
Wetland 

3 目标是加强海南湿地保护区体系管理有效性, 以应

对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基本生态系统服务的现

有和正在出现的威胁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WPA system in Hainan in response to existing and 
emerging threats to the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and essential ecosystem services 

4 加强新疆阿尔泰山湿地保护体系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PA Landscape in Altai Mountains and 

新疆林业厅 
Forestry Department of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2014–2019 新疆阿尔泰 
Xinjiang Altai Mountains 
Landscape 

湿地
Wetland 

4 加强保护区的管理有效性, 以应对新疆阿尔泰湿地

保护体系生态系统服务的威胁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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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o. 

项目名称 
Project title 

国内执行机构 
Implementing partner 

项目实施期 
Project duration 

项目地点 
Project sites 

所属领域 
Category 

GEF资金  
Budget from GEF (106 $) 

项目目标 
Project objectives 

Wetlands   respond to existing and emerging threats to the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and essenti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AMWL in norther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XUAR) 

5 加强安徽省湿地保护体系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WPA System in Anhui Province 

安徽省林业厅 
Anhui Provincial Forestry 
Department 

2014–2019 安徽省 
Anhui Province 

湿地
Wetland 

3 加强安徽湿地保护区系统的管理有效性, 以应对全

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基本生态系统服务的威胁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WPA system in Anhui in response to existing and 
emerging threats to the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and essential ecosystem services 

6 加强湖北省湿地保护体系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WPA System in Hubei Province 

湖北省林业厅 
Hubei Provincial Forestry 
Department 
 

2014–2019 湖北省 
Hubei Province 

湿地
Wetland 

3 加强湖北湿地保护区系统的管理有效性, 以应对全

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基本生态系统服务的威胁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WPA system of Hubei Province in response to existing 
and emerging threats to the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and essential ecosystem services 

7 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 
Payment for Watershed Services (PWS) in the 
Chishui River Basi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环境保护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P) 

2014–2019 贵州赤水河 
Chishui River Basin of 
Guizhou Province 

生态补偿机

制 
PWS 
  

2.2 在赤水河流域实施可复制的流域生态补偿计划, 以
刺激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进程的土地和

自然资源利用系统, 并改善贫困社区的生计 
To operationalize a replicable PWS scheme in the 
Chishui River Basin to stimulate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 use systems that conserve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 ecosystem processes. In the process, it will also 
improve the livelihoods of poor farming communities 

8 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和传统知识 
Access for Benefit Sharing (AB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环境保护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P) 

2015–2021 云南、广西、湖南 
Yunnan, Guangxi and Hunan 
provinces 

遗传资源惠

益分享 
ABS 

5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 开展示范, 制定和实

施中国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和利益共享国

家框架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China’s national framework 
on access to and benefit sharing (ABS)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第六增资期(7个项目, 2,255万美元) GEF-6 (7 projects, 22.55 × 106 $) 

1 国家公园规划型项目 
China’s PA Reform (C-PAR) for Conserving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生态环境部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EE) 

2019–2025 浙江、四川、青海 
Zhejiang, Sichuan and Qinghai 
provinces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7 通过保护区改革和制度创新, 增加保护区覆盖面, 
提高管理有效性, 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公园系统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National Park (NP) System 
through PA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creasing coverage of protected areas and improving 
effectiveness of PA management 

2 国家公园甘肃项目 
Enhancing Conservation of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through PA System 
Strengthening in Gansu 

甘肃省林草局 
Forestry Department of Gansu 
Province 

2019–2024 甘肃省 
Gansu Province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3 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框架, 改革和主流化保护区体

系, 加强栖息地的连通性, 减少关键威胁, 加强对

甘肃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To strengthen conservation of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improving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reforming and 
mainstreaming the PA system, enhancing habitat 
connectivity and reducing key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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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o. 

项目名称 
Project title 

国内执行机构 
Implementing partner 

项目实施期 
Project duration 

项目地点 
Project sites 

所属领域 
Category 

GEF资金  
Budget from GEF (106 $) 

项目目标 
Project objectives 

3 国家公园青海项目 
Strengthening the PA System in the Qilian 
Mountains-Qinghai Lake Landscape 

青海省林草局 
Forestry Department of Qinghai 
Province 

2019–2024 青海省 
Qinghai Province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3 加强祁连山-青海湖景观保护区体系的有效性, 以保

护包括雪豹和普氏瞪羚在内的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

性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 system in the 
Qilian Mountains-Qinghai Lake landscape to conserve 
globally significant biodiversity, including snow 
leopard and Przewalski’s gazelle 

4 国家公园海洋项目 
Strengthen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SE 
China to Conserve Globally Significant Coastal 
Biodiversity 

国家林草局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NFGA) 

2019–2024 福建、广西、广东 
Fujian, Guangxi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3 通过综合海景规划和威胁管理、海洋保护区网络扩

展和加强海洋保护区运营, 保护中国东南沿海重要

沿海生物多样性 
To conserve globally significant coastal biodiversity in 
South-East (SE) China through integrated seascape 
planning and threat management, MPA network 
expansion and strengthened MPA operations 

5 外来物种管理项目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Approaches to 
Reduce Invasive Alien Species (IAS) Threats to 
Globally Significant Agrobiodiversity and 
Agro-ecosystems in China 

农业农村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2020–2025 海南、重庆 
Hainan and Chongqing 
provinces 

农业 
Agriculture 

3.15 加强部门间的协调机制、方法和技术能力, 更有效

地预防、控制和管理IAS对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威胁 
To strengthen inter-sector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pproaches and technical capacity for m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IAS threats to 
agrobiodiversity in China 

6 海南农业可持续发展项目 
Participatory In-situ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Agrobiodiversity in Hainan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Haina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2020–2025 海南省 
Hainan Province 

农业 
Agriculture 

1.7 通过制定鼓励农民维持地方作物和牲畜种群的激励

机制、建立支持性有利环境和加强机构能力, 加强

海南对全球重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 
To strengthen the in-situ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globally significant agrobiodiversity in Haina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farmers to sustain populations of endemic crops and 
livestock,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portive enabling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e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7 湖北农业可持续发展项目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Indigenous Agricultural Genetic Diversity in 
Hubei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Hubei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2020–2025 湖北省 
Hubei Province 

农业 
Agriculture 

1.7 通过加强省级政策框架和制度能力, 建立创新的激

励机制和技术途径, 支持本地农业品种的就地保护, 
加强湖北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长

期保护 
To strengthen long-term conservation of Hubei’s 
globally significant agrobiodiversity, through enhanced 
provincial policy framework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ve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technical approaches to support 
in-situ conservation of indigenous agricultural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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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实践 
秦天宝  *, 袁昕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武汉 430072 

摘要: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爱知目标”关注的重点内容, 已成为国际社会环境共治的前沿领

域。中国出于回应生态需求、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 坚持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

护探索, 推进该领域国际规则体系的建构, 形成多重层级合作共治的组织结构并产生联合执法、信息交流及合作管理的特色

合作机制, 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经验距离形成区域共识乃至全球方案仍有较大差距, 
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部分邻国合作意愿不强、合作能力不足等外部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源于法律依据存在缺位、合作架构缺乏

联系、合作范围太过狭窄的内部运行缺陷, 需通过把握多方共同利益基础及帮助提升他国能力建设克服外部障碍, 围绕补充

法律规制体系、制定国家整体战略方案及扩充合作保护范围优化现有方案, 以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中国实践的进一

步发展。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公约; 爱知目标; 生物多样性; 跨境保护 

秦天宝, 袁昕 (2021) 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实践. 生物多样性, 29, 220–230. doi: 10.17520/biods.2020104.  
Qin TB, Yuan X (2021) China’s practice of promot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ransboundary areas.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20–230. doi: 
10.17520/biods.2020104. 

China’s practice of promot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ransboundary areas 
Tianbao Qin *, Xin Y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Background: A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the protection of transboundary biodiversity areas has become a prominen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 respond to ecological needs, fulfil the obligation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China seeks to enhance transboundary protection of 
regional biodiversity. This includes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rule system in this field, forming a multi-level 
cooperatio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producing speci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joint law 
enforcement,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operative management. These actions have achieved practical outcomes in 
certain instances.  
Problems: There is still a need to form a regional consensus and a global resolution for transboundar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First, progress has been delayed due to external constraints, such as some nations’ unwillingness 
or insufficient capacity to cooperate. Second, internal operational deficiencies, such as the lack of a legal basis, the lack 
of a linkage to a cooperation structure, and the narrow scope of coordination, has also delayed progress.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actice of transboundary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there 
should be understood the found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interests and aiding other nations to improve their capacity to 
overcome external obstacles, increased focus on supplementing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formulating an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ooperative protection to optimize the existing plan. 
Key word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ichi Targets; biodiversity; transboundar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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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是指出于自然保护

地连通性、一体性及跨境区域生物多样性整体保

护、就地保护的考虑, 各国跨越政治边界, 通过跨

境自然保护区、生物廊道等方式, 针对边境地区的

典型生态系统展开双边或多边的合作保护机制。跨

境区域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保护领域的

探索, 已在全球范围内多有实践。2012年, 非洲博

茨瓦纳、安哥拉、纳米比亚、赞比亚及津巴布韦五

国签署国际合作协议, 携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

然保护地——卡沙跨界保护区。自20世纪90年代起, 
中国也相继与老挝、越南、俄罗斯等国建立了生物

多样性跨境合作保护关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因栖息地破碎化、跨界盗猎活动所导致的生

物多样性丧失, 对于物种种群、生态系统及遗传资

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多年的发展,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已

经作为修复自然生境、维护保护区连通性及一体化

的实践方案得到了国际认可, 也为实现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提供了宝贵经验。2021年, 《生物多样性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

在中国举办, 大会将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 并在爱知目标的基础上重新界定2030年
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目标(CBD/WG2020/2/3)。在这 一

背景下, 本文围绕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意义

展开研究, 梳理我国跨境区域保护的历史沿革和发

展现状, 提出我国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整体

经验方案, 结合内外部视角对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并

提出建议, 以期为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保护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参考。 

 
1.1  生态维度 : 融合跨境生态系统保护的边界

割裂 
跨境生态系统的跨界属性决定了其完整性与

边界划分存在着天然矛盾。各国针对跨境生态系统

施以不同的理解方式、保护力度和管护模式, 彼此

割裂的管护模式导致了生物多样性整体保护的多

重困境。(1)生态系统内部连通性受限。国家边界将

跨境生态系统从地理空间加以分割, 使得自然生境

与栖息地呈现破碎化状态(姚爱静和何建勇, 2018), 
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律的破坏。生

态系统的连通性遭到干扰, 连带影响物种的行为模

式和生境分布,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失去基础。(2)
物种种群迁徙遭受干扰。国家边界的管控在实践中

多伴随着岗哨、铁丝网、围栏等人工阻隔物(王亚宁, 
2019), 一些动物种群有根据季节变化按固定路线

迁徙的习性, 漫长的物理封锁线阻隔了它们的迁徙

路线, 开辟新路则伴随着极大的生存风险, 物种种

群保育受到极大挑战。(3)共有遗传资源管护缺位。

跨境生态系统存在着多种各国共有的遗传资源, 但
各国针对这类资源管护规制力度不同, 从而为遗传

资源的利用方提供了低成本的开发选择。国家边界

的存在驱使利用方集中开采区域内某一生境斑块

的生物资源, 这使得遗传资源的保护失去整体意义, 
也不利于生物系统内部遗传信息的传递。 

对此,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跳出界限的桎

梏, 将跨境生态系统视为统一实体进行合作保护, 
促使系统内部生境斑块相连、栖息地恢复; 移除区

域内部封锁, 开放物种种群迁徙空间; 统一管护域

内生物资源, 避免资源流失, 可视为破除跨境生态

系统保护困局的上佳选择。 
1.2  法律维度: 满足《公约》设定的区域保护要求 

自1992年《公约》发布以来, 《公约》缔约方

大会一直坚持着对于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

探索, 这一领域的内容不仅体现在《公约》正文之

中, 也散见于保护区工作组议程和爱知生物多样性

目标的设立。 
首先, 《公约》序言部分强调“生态系统和自然

生境的就地保护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求”, 
并于第8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应尽可能建立系统性

的保护区以满足特定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 
确保保护区内外的生物资源得到持续保护, 增进保

护区邻接地区的保护, 加强合作以保障上述目标的

达成”; 其次, 《公约》缔约方大会针对保护区相关

争议议题在休会期间特设持续讨论谈判工作组(张
丽荣等, 2009)。2006年3月, 保护区工作组首次会议

报告将“建立和加强区域网络和跨界保护区”列入缔

约国保护区工作执行进展的评价矩阵, 并将评估标

准和关键评估问题设置为建立区域网络和跨界保

护区而采取的措施、纳入区域网络的保护区的数量

或百分比、跨界保护区的数目和地点三个方面

(Nigel et al, 2005)。最后, 跨境区域保护被列入《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2011–2020)》20个纲要

性的目标(爱知目标)。爱知目标第11项规划了跨境

1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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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保护的理想形态, 提出了建设连通性好的区域

保护区系统并将其融入到更广阔的陆地景观的具

体要求。 
1.3  价值维度: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区域

共识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价值追求与我国

倡导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观不谋而

合。首先, 跨境区域保护符合合作共赢的价值内涵。

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处于平稳发展的时期, 合作发展

逐渐成为各国交往交流的前提。生物多样性跨境区

域保护基于不同国家平等对话的交流基础, 出于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目的, 追求生态恢复、环境优

美的共同价值目标, 通过共同努力以破除单一国家

无法解决之生态矛盾, 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上佳诠释。其次, 跨境区域保护切合国际法“人类共

同利益”原则的价值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交汇于共同的目标价值——人

类整体利益, 这一价值向度在国际环境合作领域尤

为凸显(李寿平, 2020)。在跨境合作议题方面, 《公

约》各缔约国已达成将人类整体利益置于价值衡量

首位的共识, 根据生态条件制定具体合作政策, 在
充分尊重彼此主权范围的基础上展开谈判(邹玥屿

等, 2017)。最后, 跨境区域保护符合生态发展的价

值特征。人类共同体理念的生态发展方式与可持续

发展原则息息相关, 并共同投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领域(秦天宝, 2006)。在这一领域内, 生态发展的

价值特征并不单体现在传统的绿色生产、减少对生

境影响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效, 还凸显在积极

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承担国际义务等方面。 

 
2.1  中国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发展历程和

整体现状 
我国幅员辽阔, 生物资源种类丰富, 自然条件

复杂多样,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12个国家

之一(秦天宝, 2007), 就国内各地的分布情况来看, 
尤以边境地区富集程度为甚。以西南边境云南省为

例, 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0版》(www.sp2000.
org.cn)最新统计, 我国境内现存54,359个动物物种,
 37,793个植物物种, 云南省内共有11,283个动物物

种, 占比20%, 19,268个植物物种, 占比50%。就全

球尺度来看, 根据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hotspot)评

估标准, 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有4个位于

我国西北及西南边境线上(柳江等, 2015), 生物多

样性跨境区域保护势在必行。由此, 我国在生物多

样性跨境区域保护领域展开了长期探索, 其发展历

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2004年(专项合作–框架建立

时期)。我国自1992年加入《公约》后开始尝试在边

境区域推进森林防火、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监测等

生物多样性专项合作。如1992年, 中国勐腊县与相

邻老挝6县签订《联合防止中老边境地区森林火灾

协议书》; 1995年,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签订《中

俄森林防火联防协定》、1996年签订《中俄在兴凯

湖建立禁渔区的协定》等。在专项合作的进程中, 我
国与陆上邻国总结合作经验, 选取具有保护典型性

及迫切性的跨境生态系统, 并以条约协定的形式界

定合作管护范围及责任,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

的雏形——跨界自然保护区得以建立。1994年, 中
国、蒙古、俄罗斯正式签订《关于建立中、蒙、俄

共同自然保护区的协定》, 设立“中蒙俄达乌尔国际

自然保护区”。1996年, 中俄两国政府签订《兴凯湖

自然保护区协定》。 
第二阶段是2004‒2017年(全面深化合作时期)。

在这一阶段,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在原有的合

作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 跨境区域保护类型、方式、

范围、战略地位都得到了扩充和提升。2005年, 大
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会议审核通过“大湄公河次

区域核心环境与生物多样性走廊计划”项目; 2006
年, 中俄两国签署《中俄联合声明》, 成立中俄环

保合作分委会, 并在合作机制下设立跨界自然保护

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组, 指导和促进双方跨境区域

生物多样性保护; 2009年,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与老挝南塔省签署《中老跨边境联合保护区域

项目合作协议》, 在西双版纳尚勇镇及老挝南塔楠

木哈建立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 2012
年再与老挝丰沙里和乌多姆赛两省签订合作协议, 
扩大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范围; 2010年, 
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曹邦(越南)–广
西(中国)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规划实施, 2015
年, 中国广西与越南高平签署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谅解备忘录, 巩固合作成果, 扩大合作范围。此外, 
在这阶段我国对包括跨境区域保护在内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愈发重视, 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2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中国实践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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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2015年发布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及2016年国

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都

对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有专门规定。 
第三阶段是2017年至今(转型整合时期)。2017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9年印发《关于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我国境内所有自然保护地迈向整合转型期, 
同时也标志着跨境区域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进入

了新的阶段。在首批规划的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内,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边境地区, 承接了生物

多样性跨境区域合作的功能任务。2019年, 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雪松溪谷”国家自然生物圈保

护区与“豹之乡”国家公园联合行政领导机构签订

《关于虎豹保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http://www.fo
restry.gov.cn/main/72/20190705/094558488858247.ht
ml)。 

截至目前, 我国在东北地区设立了三江、八岔

岛、洪河、兴凯湖、达赉湖5个双边或多边跨界自

然保护区, 规划在建的有汪清、珲春两个跨界自然

保护区; 在西南地区设立了中越跨境生物多样性景

观和廊道、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两个

双边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规划建设的有高黎贡

山中缅联合保护区(李正波, 2017)。不同区域的跨界

自然保护区也承担着保障濒危珍稀物种自由迁徙、

栖息地恢复的重要功能, 中俄、中蒙、中老、中越4
个限定跨境生态系统分别维护着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黄羊(Procapra gutturosa)、丹顶鹤

(Grus japonensis)、亚洲象(Elephas maximus)、东黑

冠长臂猿(Nomascus nasutus)等特有物种的种群存

续。此外, 我国在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中形成

了专项保护–生态廊道(小片区跨界保护区)构建–跨
境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发展逻辑, 并在实践中创新

合作机制, 总结发展经验, 业已形成符合中国特色

的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方案。 
2.2  中国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主要成效 

在具体成效方面,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

贡献突出表现为生态系统恢复和珍稀濒危物种拯

救两个层级。生态系统恢复是指通过干预方式促使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为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 其恢复

目标和评价指标的关键在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

多样性的恢复效果。经研究分析, 以植被重建为主

的直接干预方式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

的恢复效果最为明显, 在陆生和热带生态系统内则

更为突出(吴舒尧等, 2017)。在濒危物种种群拯救领

域, 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为打击捕猎、保障栖息地完

整性和连通性、避免生境斑块的破碎化(田瑜等, 
2009)。基于此, 我国在特定跨境区域开展植被恢

复、生态廊道建设、联合巡护等活动, 取得了一定

实效。 
在我国广西和越南高平交界区域, 中越双方针

对东黑冠长臂猿栖息地恢复展开联合调研, 拟定恢

复技术手册, 并提出在8个地区优先恢复植被。而后, 
中方根据栖息地环境现状和恢复要求筛选树种, 并
开始在 4 个试点地区栽种榕树 (Ficus) 、酸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蚬木(Excentrodendron)
等食源树(蒋林林, 2018)。截至目前, 广西已组织开

展两次栖息地恢复活动, 共计提供苗木11,000余株, 
恢复栖息地面积近千亩, 并持续定期进行生态监测

和联合保护活动, 有效降低了东黑冠长臂猿栖息地

的破碎化程度, 扩大了其生境范围。根据最新的调

查结果, 该区域东黑冠长臂猿由初次联合普查时的

18群110只, 增加至22群136只(http://sthjt.gxzf.gov. 
cn/ztzl/rdzt/ydwjlzxzl/ygzdt/t5575880.shtml)。 

在云南和老挝交界区域, 中老生物多样性跨境

区域合作保护机制已相对成熟, 双方开展的信息交

流、防火防猎、廊道建设等活动取得了示范效应, 
促使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目前, 中老双方在边境线

上建立的“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长度

已达220 km、面积 20万ha (https://www.ynmh.gov.cn
/84.news.detail.dhtml?news_id=30805); 亚洲象种群

数量持续稳定在70余头, 区域内象群基本实现了自

由流通(吕婷等, 2019); 其他物种类型数量也持续

上升, 在建立跨境保护区前, 西双版纳州内哺乳类

动物共99种, 保护区建立后则增长为129种, 并且

发现了3个新亚种(罗杰斯, 2020)。 
在我国和俄罗斯交界区域, 双方重点合作目标

为保障生态系统连通性和打击盗猎活动。近年来, 
随着保护区数量和范围的扩大, 中俄跨界自然保护

区有连成一片的发展趋势, 当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 
野生东北虎开始逐渐迁徙至我国境内。据中俄边境

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 当地2018年野猪(Sus scrofa)©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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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为1.91只/km2, 比2011年增加了1.34只/km2, 而
野 猪 等 动 物 正 是 野 生 东 北 虎 的 主 要 食 物

(http://linye.jlcity.gov.cn/xwdt/lyxx/201912/t2019122
5_721789.html)。2020年, 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发现4只野生东北虎, 其中2只开始在保护区

生活, 并开始领地巡查(http://www.hlj.gov.cn/zwfb/ 
system/2020/04/05/010923217.shtml)。 

 
在研究基础尚且薄弱的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

保护领域, 我国具备原生属性和创新价值的治理方

案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日益成熟

的治理范例也为爱知目标的早日实现提供了土壤。

纵观我国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现有成果, 可
以总结为以法律规则体系为依托、以多层合作机制

为基础、以特色实践领域为内容的中国方案。 
3.1  以法律规则体系为依托 

生物多样性是国际环境治理关注的热点区域, 
跨境区域保护作为其中最为前沿的议题亟需建立

起与之配套的国际规则体系。规则建构的稳定性来

源于法律外观, 国际法视野下全球性问题的传统解

决范式是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形成具有普遍意义

的国际认知(黄进, 2017), 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约束

力的国际规制, 使之成为各国共同遵循共同践行的

一般准则, 最终由各国转化为国内法加以落实。对

这一领域的法律文件加以梳理, 可以分为国际公

约、双边和多边条约、国际软法文件、国内立法衔

接4个层次。 
(1)国际公约。如前文所述, 《公约》通过指导

性条款的设置和不带有强制性效力的技术文件引

导各国开展跨境区域保护行动, 鼓励各国主动进行

跨境区域保护探索。我国以公约要求为指引, 积极

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地合作项目, 并将其列入生物多

样性就地保护行动规划之中。此外, 我国也在生物

多样性相关的国际公约中探寻跨境区域保护的连

接点, 不同视角的相关国际规则设置为跨境区域保

护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我国1985年签署的《保护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提出在尊重缔约国

主权和相关遗传财产权的前提下承认跨境自然遗

产的存在, 并指出国际社会均对其有保护的责任; 
1992年签署的《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生境的国际重

要湿地公约》提出各缔约方应针对跨越一个或多个

国界的湿地尽力沟通协调, 使跨界湿地与动植物得

到足够的保护政策。 
(2)双边和多边条约。双边和多边条约是国际法

的重要溯源, 规定了缔约对象在特定领域的权利义

务关系, 且对非缔约方不产生法律效力。我国在生

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探索初期, 曾针对一些具有

典型性的跨境生态系统以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法律

文件形式加以管护。如《中俄关于兴凯湖自然保护

区协定》, 该协定提出以混合委员会的方式共同开

展兴凯湖跨境保护区的管护工作, 将合作范围主要

界定在信息交流、科学研究、野外监测等方面, 赋
予其法律效力(http://www.forestry.gov.cn/ghs/4609/ 
20160120/838145.html); 《关于建立中、蒙、俄共

同自然保护区的协定》提出建立三方联合委员会,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界定在科研和合作保护活动的

批准和协调, 增设了保障野生动物无碍通过边境的

条款, 主要合作范围仍聚焦在科研和信息交流层面

(http://www.wendangku.net/doc/eb09e6d77c1cfad618
5fa706.html)。除此之外, 《中蒙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俄环境保护合作协定》也通过指导性条款的形

式规定了应在边境地区共同建立保护区的内容

(http://www.zrbhq.com.cn/index.php?m=content&c=i
ndex&a=show&catid=88&id=189)。 

(3)国际软法文件。国际软法文件虽然本身不具

有法律强制力, 但由于其更新修改的便捷性、内容

设计的可试错性、作为国际“硬法”的补充性等特征, 
在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等新兴领域受到欢迎, 其协

调国际关系、参与国际治理的实践表现也使其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了国际法律文件的作用 (陈海明 , 
2010)。我国参与或参考的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

的国际软法文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主要是国际组

织发布的参考文件或宣言。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

布的《为和平与合作的跨界自然保护地》《自然保

护地管理规划指南》; 国际自然保护地联盟发布的

《国际自然保护地联盟汗马宣言》等。另一类则是

双边或多边合作中我国参与或共同制定的计划文

件。如《中俄兴凯湖保护区2009‒2010年合作计划》

《关于加强虎豹跨境保护合作哈尔滨共识》《关于

建立中蒙友好自然保护区的合作意向书》《关于中、

缅、老、越跨境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少非法野

生动物贸易的西双版纳宣言》等。 
(4)国内立法衔接。在国内法层面, 生物多样性

3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中国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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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区域保护的内容散见于《环境保护法》第二十

九条对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保护的原

则性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二条对野生动

物栖息地和生存环境保护的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二十条对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无碍通过的规

定。 直至《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的出现, 跨
境区域保护首次以整体概念出现在我国法律规制

体系之内。《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是国内

首部生物多样性专门保护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其第

十七条明确指出支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开展

国际合作并建立跨境保护合作机制; 第二十七条提

出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 建立生态廊道。

这一条例的颁布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整体生物多

样性跨境区域保护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3.2  以多层合作机制为基础 

从综合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 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需考虑系统内的所有构成要素的特性和分布, 把
握各要素的运行方式及关联, 分类调整以驱使其转

化产生向心保护的整体动能。对跨境区域保护的整

体脉络进行剖析, 着眼于宏观层面的组织结构, 可
发现这一领域的调整向度可分为国家、地方政府、

社会组织三重维度。 
(1)国家层级的组织形式。在生物多样性跨境区

域保护的场域内, 国家这一角色向外表现为规律运

行的整体系统, 其内在功能则在于中央政府参与国

际事务谈判、选择价值立场、承担国际义务、安排

行动战略。为了对接爱知目标所属的十年战略规划, 
我国于2010年9月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 提出自然保护区间联

通性和整体性保护的要求, 计划“在乌苏里江、内蒙

古达赉湖、内蒙古乌拉特、新疆阿尔泰、新疆夏尔

希里、新疆红其拉甫山口、西藏珠峰、图们江下游

等地区研究建立跨国界保护区”。2015年发布的《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定界划线, 将大

兴安岭、三江平原、长白山、呼伦贝尔、阿尔泰山、

天山–准噶尔盆地、喜马拉雅山东南部、横断山南

段、西双版纳、桂西南山地10个边境区域设置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要求各省加强边境地区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中央主管部门层面, 生态环境

部门通过部门规章或规划政策等形式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具体内容加以规划, 在整体层面把握保护

进程。针对跨境区域保护, 生态环境部部长须定期

参加中俄总理会议环保分委会, 交流自然保护区跨

境合作经验, 规划跨境区域合作阶段路线; 参加大

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会议, 商议澜湄次区域生物

多样性保护走廊计划, 发表次区域环境部长会议联

合声明; 生态环境部对地方政府生物多样性工作实

效进行监管督查, 促使其跨境区域保护能力提升。 
(2)地方政府层级的组织形式。在生物多样性跨

境区域保护的具体安排中, 地方政府的角色应视为

保护的基础支撑和实践力量。地方政府针对各省份

存在的生物多样性特征及跨境保护区分布, 因地制

宜地进行保护实践。如中俄依托环保合作分委会机

制, 推动黑龙江省林业厅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自

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联合会对接, 共同签订《关于

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和研究的跨境合作协议》, 
协议计划在3年内开展联合反盗猎、信息交换、动

植物本底调查等活动; 云南、广西两个边境省份依

托于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

境项目建立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区域。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定期与老挝举办跨境生物多

样性联合保护交流年会, 签订合作备忘录, 重点关

注健全信息交流平台, 强化森林防火, 开展资源本

底调查、联合巡护和环境教育, 保护管理计划编制,
人才培养等合作内容(https://www.xsbn.gov.cn/105. 
news.detail.dhtml?news_id=67084); 广西省环境保

护厅与越南高平省自然资源与环境厅共同签署了

《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监测评估、

联防联控等6个方面开始合作(http://sthjt.gxzf.gov. 
cn/zwxx/qnyw/t3566150.shtml)。 

(3)社会组织层级的组织形式。在我国, 社会组

织参与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同时充当外部监

督与内部参与的角色, 主要功能为通过公众参与形

式向国内与国际双重级别的立法活动提供建议。以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绿发

会)为例, 在国际法层面, 中国绿发会作为受邀机构

积极向《公约》建言献策, 2019年12月, 中国绿发

会支持的关于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连通性保护的

动议得到通过。在国内法层面, 中国绿发会也在为

以法律手段维护生态系统连通性贡献力量, 2020年
3月, 中国绿发会向“两会”提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法》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建议(http://www.cbcgdf.or
g/NewsShow/5022/11640.html)。除此之外, 社会组

织也通过科研交流等活动方式开展对跨境区域保©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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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讨论, 会议记录或形成文件形式的报告可以充

当“国际软法文件”的作用, 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有益的参考, 如前文所述的《国际自然保护地

联盟汗马宣言》, 这一文件正是国际自然保护地联

盟年会的讨论结果。 
3.3  以特色实践领域为内容 

要实现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总体目标, 
需厘清跨境区域生态系统的本质矛盾“对症下药”, 
区域生态系统存在着盗猎活动猖獗、各国交流不

畅、管护措施及力度差异明显等先天缺陷, 针对这

些问题, 我国在实践中做出了解答。将跨境区域保

护微观层面的实体内容加以检视, 可发现我国跨境

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工作应归类为联合执

法、信息交流、合作管理三个方面。 
(1)联合执法。边境区域的盗猎活动是对跨境生

物多样性保护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在每个完整的生

态系统内都存在着经过自然选择的食物链, 一旦外

界活动对其中的一环加以影响, 最终的作用效果都

会反馈到整个生态系统之上。边境地区由于原真性

保存较好, 一般呈现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特点, 
这就为盗猎分子提供了广阔的逃逸空间, 即使执法

人员找到踪迹线索, 盗猎分子也可随时逃逸出国境, 
执法人员囿于政治边界的约束, 执法实效难以得到

保证。针对愈演愈烈的盗猎现象, 我国边境地区与

邻国采取了跨境联合执法机制。如中老跨境生物多

样性联合保护机制, 该机制以充分信息交流和协调

为合作基础, 定期巡护前, 两国执法人员进行集中

性的培训, 对于珍稀动物辨别和行政执法措施加以

介绍, 这一机制充分解决了双方执法人员交流不

畅、执法权不统一的矛盾, 在边境地区产生了极好

的生态效应反馈。随着联合执法的常态化, 跨境区

域的动物物种数量整体呈增长态势, 生物多样性逐

渐得到恢复。 
(2)信息交流。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合作领

域的信息交流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法意义上的信

息交换。信息交换代表着交换双方或多方都有可交

换的信息范围, 各方也会根据对方交换的信息量调

整自己的交换量, 此间便沦为一个利益衡量的场所, 
即便是通过规则设定的方式界定交换范围, 那么规

制制定的过程仍摆脱不了利益衡量的桎梏, 在这样

的条件下, 出于博弈的考虑, 各方都无法得到自己

的最优解。在我国的跨境区域保护合作实践中, 信

息互通的方式被替换为交流, 沟通使参与方的需求

表达更为直接, 交流也意味着协调, 没有硬性规则

的设立使各方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也使各

方更容易达成共同利益需求的合意。跨境区域的地

理边界分割并不能反映到生态系统之中, 各国管护

方面对的是整体统一的生态系统, 合作活动中信息

交流越顺畅, 各方对于区域生态的理解就越一致, 
合作保护的效果才能够体现。我国生物多样性跨境

保护的典型区域是东北和西南, 西南地区合作趋于

常态化, 东北地区合作不断扩展, 这表明我国选择

了合理的交流机制。 
(3)合作管理。跨境区域生物多样性管护措施及

力度的差异会直接反映在生态系统的变化上。简言

之, 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越小, 生态系统的原真性

就保存得越完好; 执法人员管护的力度越小, 盗猎

或其他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就越大。由此, 
同一生态系统内各方管护政策的差异会造成生态

系统难以预测的变化。鉴于这一规律, 我国采用合

作管理的方式进行跨境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无
论是在我国已签订的双边或多边跨境自然保护区

协定, 还是在地方省份自发形成的合作保护机制, 
都以“联席管委会”或“合作备忘录”等柔性方式将跨

境区域的管理权赋予各方形成的共同体, 在最大程

度上保障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 我国跨界自然保护区管

护合作机制的构建虽已形成独特的风格, 但仍未形

成示范性的方案乃至区域共识, 对实践领域进行考

察, 可发现我国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在外部发

展和内部运行方面均存在一些制约。 
4.1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外部障碍 

(1)部分邻国缺乏开展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的

合作意愿。首先, 中印关系尚不稳定。生物多样性

乃至环境领域的合作应以互不干涉主权和领土完

整, 友好互信的外交观为基础, 但目前中印关系存

在转为竞争乃至冲突的可能。印度与我国有2,000 
km的边境线, 其中600 km是争议地区, 近些年来中

印边境冲突不断, 印度国内反华情绪强烈。在这样

的外交环境下很难推动需要跨越边界的环境合作。

其次,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中亚诸国与

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拥有3,000 km的边境线, 但该地

4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中国实践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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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治环境并不稳定, 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

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 是危害我国边疆地区安

全的重要源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模糊边界的环

境领域合作会给双方带来额外的维稳负担和安全

隐患。最后, 各方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存在

偏差。从我国周边的整体发展形势来看, 有相当数

量的陆上邻国经济发展水平较差, 其国家战略普遍

呈现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的倾向, 这些国家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与我国存在

较大差异, 在该领域难以达成合意。 
(2)部分邻国欠缺开展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的

合作能力。首先, 特殊生态系统的恢复成本过高。

根据生态恢复理论, 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主要分为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种。我国西北边境地处高原, 
多为荒漠生态系统, 其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

退化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 通过人为干预进行恢复

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效果也无法保证。另外, 边境

区域有地广人稀的普遍特征, 提升该地区生态环境

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并不能得到实际直接的收益反

馈, 考虑到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 在边境地区进

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难以为继。其次, 生物多样

性保护资金投入不足。相对来看, 我国的生物多样

性跨境保护工作在启动时期依赖于外部投资渠道, 
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中越跨境生物多

样性廊道建设都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的大力支持, 
除此之外我国也仅启动了东北地区寥寥几个跨界

保护项目。换言之, 在没有外部投资渠道资金支持

的情况下, 大部分国家环境领域管护资金难以支撑

针对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领域资金的持续投入。最

后, 跨境合作保护人才培养不足。生物多样性跨境

区域保护有别于普通自然保护地, 其规划、建设到

维持都需要专业人员投入(秦天宝, 2008)。在实践运

行层面, 跨境合作保护要在信息交流、环境监测、

资源识别等方面开展工作, 维护人员需要经过专业

培训, 而部分国家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能力相对较

弱。 
4.2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方案缺陷 

(1)法律规则体系尚不充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领域, 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制条

文都具有指导性、鼓励性的色彩, 其意义在国内法

转换缺位的情况下难以得到体现。一些国际软法文

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 但法律约束力的缺陷使

其权威性不足, 只能起到模糊的指引作用(秦天宝, 
2011)。我国国内虽然有个别省份已经出台地方性法

规, 但其效力范围无法惠及全国, 在国际法–国内

法–地方法的法律结构体系中, 我国仍在国内法的

层次有所缺位。缺失承上启下的立法环节使得我国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合作保护呈现不稳定的发展

态势, 现有实践成果的价值也相应降低。我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事业对于国家级别的立法期盼已久, 跨
境区域保护的内容也不外如是。 

(2)多层合作结构不成体系。我国生物多样性跨

境区域保护的组织结构的矛盾突出表现为各层级

主体“各自为政”, 在整体系统中定位模糊, 缺乏联

系。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中, 中央政府既要负责对外

谈判, 在宏观层面根据国家义务制定行动规划, 也
要依据现有合作框架针对某一特定跨境区域对外

谈判, 界定合作内容, 不同定位的对外合作策略未

必一致, 且未有合作基础的规划区域也难以推进; 
有合作基础的地方政府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合作

内容, 以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书、谅解备忘录等

形式界定实际工作范围, 遵循的标准以满足实践需

求或投资方评估为主。换言之, 地方政府具体实践

并不一定和国家主管部门战略规划冲突, 但生物多

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是在“中央指导–地方遵循”的现

行框架内呈现一种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 社会组织

的定位更加混乱, 其矛盾点在于虽然不参与这一领

域具体实践但要与我国中央政府共同代表我国立

场参与公约谈判, 也在于国内提请具体立法建议时

与目前“自下而上”的取向错位。究其根源, 各层级

主体的混乱联系源自于我国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

保护缺少清晰的主线遵循, 我国生物多样性跨境区

域保护工作推进已久, 但具体工作仍在满足地方实

践需求和履行公约要求的双重驱动下开展, 未能形

成整体系统的跨境区域保护统一战略思想。 
(3)合作保护方式和领域亟待拓展。跨境生态系

统的新型生态问题(物种入侵、动植物疫情)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万方浩等, 2002), 但在实践中

被排除到跨境区域保护的管护范围之外, 这些矛盾

集中表现为现有合作管护的范围设置太过狭窄。在

合作管护初期, 各国设立跨境自然保护地的直接目

的是共同应对无法单独解决的跨境突出生态问题, 
如打击盗猎、保障动物种群迁徙等, 但出于新型合

作模式隐含的未知风险考虑, 经商讨选取了相对稳©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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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范围限制的合作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型

生态风险威胁增大, 传统的合作机制已无法应对情

势变化。现有合作机制的成熟使环境共治的传统功

能趋于常态, 各国围绕生物多样性管护业已形成良

好的合作基础, 有能力也有动力在原有的规制范围

基础上扩大合作管护面向, 针对新时期特殊生态问

题讨论新型解决方案。 

 
2020年是《公约》上一个十年战略规划的结束

之年, 虽然这份规划的很多内容没能完全实现, 但
通过经验的积累和时代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有了新的信心。我国在生物多样性跨境

区域保护方面仍具备巨大的提升潜力, 结合实践中

的进路选择, 笔者有两方面的期望。  
5.1  克服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外部障碍 

针对合作保护意愿不强的问题, 我国应聚焦寻

找共同利益点, 避免触及争议利益点, 致力于构建

双边乃至多边的共同利益基础, 在一定限度内推进

边境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对中印边界争端问

题, 在敏感时期我方应避免实体空间的具体合作, 
而将合作形式转换为科研交流、信息交换等层面, 
并寻求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

等国进行多方合作, 避免双方利益冲突。环喜马拉

雅区域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也是不

可忽视的生物多样性跨境割裂区域, 各国应秉持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观念尽力寻求合作保护的空

间; 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背景, 我国应在提高生

态检测标准、增强境内巡防频度的前提下开放固定

区域的生态廊道。雪豹(Panthera uncia)是东亚山地

地区的旗舰珍稀物种, 近年来由于生境破碎化、栖

息地退化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下降, 为了保障其生

境连通和觅食迁徙, 我国可在其主要出没的阿尔泰

山区域构建生态廊道试点, 阿尔泰山区域位于北疆, 
非传统安全威胁相对较小。各国对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理解的差异, 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保护能力的差

异, 我国可在帮助提升邻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的

同时多承担保护义务, 体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以实

际行动促使双方在合作中寻找共识。 
针对合作保护能力不足的问题, 我国应认清自

身定位和时代特征, 以短期投资换长远回报, 积极

寻求和邻国乃至其他区域国家的合作机会, 积极帮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 以实

现协同保护、完善方案的目标。在具体实践中, 我
国应依仗“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合作机制吸引

生态贷款, 拓展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资金渠

道; 在合作中向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 定
期开展生态监测等项目培训, 建立生物多样性跨境

保护人才队伍; 组织科研专家实地考察跨境生态系

统, 试点逐步恢复方案, 合理界定跨境区域生物多

样性提升目标。 
在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实践发展中, 我

国应抱有扬弃的态度学习其他区域的合作保护经

验, 吸收其优势治理机制; 在保持自身多样性的同

时, 通过法律保障体系的补足将体制机制进一步稳

固优化; 眼光应不局限于陆上邻国, 而应逐步扩展

与海上邻国的交流合作, 拓展创新合作模式。 
5.2  优化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方案 

首先, 加快《自然保护地法》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法》的立法进程, 将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

添加到法律条文中。这不仅满足《公约》所要求设

立的配套法律法规, 也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目前, 生态文明建设任务

中的《自然保护地法》和《国家公园法》正在进行

立法论证工作, 与其处于同等法律位阶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立法也应加快进度, 以实现生态文明法律保

障体系的完整; 跨境区域保护作为自然保护地的特

殊形式符合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基本价值目标, 
《自然保护地法》的法律条文中应专门规定自然保

护地跨境合作的功能和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与《自然保护地法》应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跨境区

域保护遵循的基本法, 有助于填补跨境区域保护国

内立法的体系结构, 实现该领域法律体系的融贯性;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 充分体现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环境发展和国际

合作的双重垂直领域加强法律规制, 不仅有助于冲

破生态领域精细立法规制的桎梏, 也能使我国生物

多样性跨界合作保护多样性、适应性的风格得以存

留, 进而驱动该领域的探索实践继续发展。 
其次, 在国家层面制定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

护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跨

境区域保护的内容出于履行《公约》要求、回应邻

国或国际组织需求、满足区域保护实践需求等不同

5  展望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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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散落于生物多样性乃至生态保护的部分内容

之中, 呈碎片化。在国家层面明确生物多样性跨境

区域保护的核心思想和框架设计, 向外有助于我国

整理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为其他

国家乃至全球提供经验参考, 向内有助于整合生物

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整体系统, 理顺整体脉络, 
明确中央、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在这一领域内的具

体功能和整体遵循, 界定不同主体之间的配合方式, 
并服务于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目标。 

最后, 扩大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合作范

围, 将生物安全等内容添加到合作保护的范畴, 推
动新条文内容的商讨和再签订。在生态环境利益和

人类整体利益被重视的新时代, 我们有理由相信出

于团结协作目标的环境共治内容能够再次达成共

识。我国应主动推动扩大新条约的签订方范围, 逐
步将双边条约合并为形成区域共识的多边条约, 并
以东北、西南两个方位为空间主体, 推进区域命运

共同体的形成。在具体合作机制范围和内容的扩充

层面, 可参考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先例, 倡导将

原住民雇佣为生态环境的管护者, 既能够发挥其熟

悉环境的优势, 也能实现执法队伍的扩充; 遗传资

源丧失的最大敌人是生物剽窃(薛达元, 2015), 跨境

生态系统中的共有遗传资源保护应重点引导资源

及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统一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 
共同打击生物剽窃行为, 维护区域各方共同利益; 
外来物种风险的预防不仅要体现在防范对其他生

态系统的影响, 还要注意防止动植物疫情的传播, 
应将传统边界的部分功能设置于整体生态系统的

新边界上, 以防外来物种的入侵和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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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中的关系

与义务 
张渊媛 1,2, 钟震宇1,2, 程志斌1,2, 吕凤春3, 蔡譞3, 白加德1,2* 
1.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北京 100076; 2.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北京 100076; 3.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区域生态

过程与功能评估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12 

摘要: 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涉及三个主要利益相关方, 即提

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在我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过程中, 需深刻理解《名古屋议定书》中对于提供方、使用方和监

管方的相关规定, 分析三方关系内涵及各自义务, 对有效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 为促进公平和公

正的惠益分享, 提供方有义务明确生物遗传资源的原产地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原产的生物遗传资源, 确定生物遗传资源的原

始持有社区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原始持有人(或地方社区); 通过调查、登记和编目, 分析遗传资源的起源、形成及利用历史, 建
立当地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档案; 通过ABS知识培训, 提高参与“获取与惠益分享”事务的能力, 特别是与使用方

谈判ABS协议的能力。使用方有义务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原则, 在征得土著和地方社区的

事先知情同意和实质性参与下, 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经共同商定条件, 签订体现公平惠益分享的ABS协议; 使用方要尊重土著

和地方社区对保护和提供生物遗传资源的贡献, 制定行为守则, 履行社会责任; 还要在论文发表及专利申请时披露所使用遗

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来源和原产地。监管方有责任建立完善的ABS政策和法规体系; 建立ABS信息交换机制, 发布ABS
相关信息; 规定提交获取申请所要求的材料, 提供“ABS协议”的模本, 并审查和批准“ABS协议”, 签发“合法来源证书”; 并通

过建立检查点, 监督和监测ABS协议的履行。 
关键词: 名古屋议定书; 获取与惠益分享; 利益相关方 

张渊媛, 钟震宇, 程志斌, 吕凤春, 蔡譞, 白加德 (2021) 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中的关系与义务. 生物多样性, 29, 231–237. doi: 
10.17520/biods.2021002. 
Zhang YY, Zhong ZY, Cheng ZB, Lü FC, Cai X, Bai JD (2021) Cor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Nagoya 
Protocol.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31–237. doi: 10.17520/biods.2021002. 

Cor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Nagoya Protocol 
Yuanyuan Zhang 1,2, Zhenyu Zhong1,2, Zhibin Cheng1,2, Fengchun Lü3, Xuan Cai3, Jiade Bai1,2* 
1 Beij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76 
2 Beijing Milu Ec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76 
3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Eco-process and Function Assessment/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rocess of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 mainly concerns three stakeholders, namely, providers, 
users and administrator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n-depth relevant provisions regarding these three groups and 
administrators of the Nagoya Protocol (NP)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ree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NP in China.  
Ai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s among providers, users and administrato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 to understa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NP on ABS,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in realization of benefit sharing in a fair and equitable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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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 Suggestions: Providers are obliged to identify the source or origin of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and 
put in efforts to protect such resources; identify the original holders (or local communities)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the 
holders of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develop a databank of local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by survey, registration and catalogue; analyze the origins of genetic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utilization;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handling ABS issues, especially the ability of negotiating with users on 
ABS agreements, through ABS training. Users are obliged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 
and “Mutually Agreed Terms (MAT)” required by the CBD and the NP. After obtaining PIC and MAT from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LCs), they shall sign ABS agreements with them, which reflect fairness and equity; Users 
shall respect the contributions of ILCs in conserving and providing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develop guiding rules 
in practicing ABS,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y also need to disclose the source and provenance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ATK) in applying for patent. Administrator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BS, ar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a sound ABS policy and legal system; developing an ABS clearing 
house system and relea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ssuing standards of ABS applications and providing a model “ABS 
agreement”; reviewing and approving “ABS agreements”, and issuing “Certificate of legally sourced genetic resources 
(GRs)”; the administrators also need to supervise and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ABS agreements. 
Key words: Nagoya Protocol;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stakeholders 

长久以来, 由于国际社会默认生物遗传资源为

“人类共同遗产”, 在获取生物遗传资源过程中没有

明确的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 三方之间亦不存

在利益关系。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通过后, 尤其是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

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

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以下简称《名古屋议定书》)
通过后, 这一观念才发生根本性转变。《公约》和《名

古屋议定书》确认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主权, 获取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时必须得到原始持有方(土
著和地方社区,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LCs)的“事先知情同意”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 并与原始持有方“共同商定条件” (Mutually 
Agreed Terms, MAT), 签署能公平公正体现利益关系

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 (薛达元, 2011)。 
《名古屋议定书》是一个双边机制, 其主要目

的是解决生物遗传资源的提供方和使用方之间的

利益分配关系, 确保公平和公正的利益分配。按照

《名古屋议定书》理解, 生物遗传资源和/或相关传

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主要涉及三个利益相关方, 即提供生

物遗传资源和/或相关传统知识的提供方, 获取并

开发利用相应资源和知识的使用方, 以及在整个获

取与惠益分享过程(包括批准“获取与惠益分享协

议”以及获取后的遵约监测)中的监管方(张渊媛, 
2018)。 

我国于2016年9月6日加入《名古屋议定书》, 成

为《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 具有履行《名古屋

议定书》的国际义务。然而, 我国广大农村对保护

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意识淡薄且根深

蒂固, 缺少对公平惠益分享的了解, 也缺乏与获取

方谈判的能力, 长期以来都是弱势方。而生物遗传

资源的使用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强势方, 他们缺乏

对自身义务的意识, 无偿或者施惠式地获取和使用

由土著和地方社区长期保存和创造的遗传资源及

相关传统知识。对于监管方来说, 获取与惠益分享

也是新的领域, 由于缺少健全的法规制度, 监管责

任不明确, 监管力度低下。因此, 研究三方关系和

责任对我国履行《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理解《名古屋议定书》

相关条款的基础上, 解读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中

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的相互关系, 分析三方各

自的义务, 旨在通过协调三者关系并明确三者义务, 
促进《名古屋议定书》在我国的有效履行。 

 
《名古屋议定书》共有 36 个条款和 1 个附件。

尽管没有直接以三个利益相关方为标题的条款, 但
其实质内容都涉及三方, 暗含了三方在获取(事先

知情同意)、利用 (共同商定条件)、惠益分享(体现公

平和公正), 以及签发合法来源证书、信息交换、检

查点设置、跟踪监测、遵约、国家联络点、跨界合

作、能力建设、技术转让等过程中的关系和义务

(Box 1, 2, 3)。 

1  三方关系与义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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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  提供方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议定书》在其序言中明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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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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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在其社区内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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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定书》第5条(公正和公平的惠益分享)明确规定: “各缔约方应根据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对遗传资源的既定权利的

国内立法, 酌情采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 以确保根据共同商定条件, 与有关社区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由其持有的遗

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第6条(遗传资源的获取)中规定: “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内法酌情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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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2  使用方的义务 
《议定书》第2条(用语)中专门对“利用遗传资源”做了定义: “是指对遗传资源的遗传物质和(或)生物化学组成进行研

究和开发, 包括应用《公约》第2条定义的生物技术。”, 将遗传资源利用和惠益分享的范围限定在遗传资源本身及其衍生

的生物化学化合物, 当然也包括相关的传统知识, 这就包括了药品、化妆品和保健品的开发利用。 

《议定书》第5条第1款规定: “根据《公约》第15条第3款和第7款, 应与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方——此种资源的原产

国或根据《公约》已获得遗传资源的缔约方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以及嗣后应用和商业化所产生的惠益。

分享时应遵循共同商定条件。”第6条第1款规定: “为了利用而对遗传资源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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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该缔约方另有决定”。 
 

Box 3  监管方的义务 

《议定书》第6条第3款要求各缔约方: “规定应在获取时签发获取许可证书或等同文件, 以证明做出了给予事先知情

同意的决定并拟订了共同商定条件, 并相应地通告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第12条(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第2
款规定: “缔约方应在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有效参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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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定书》第13条(国家联络点和国家主管当局)第1款规定: “国家联络点应提供以下信息: (1)向寻求获取遗传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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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向寻求获取与遗传

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申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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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三方关系分析 
提供方为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

有方, 分为原始提供方、合法来源提供方和收集品

提供方。原始提供方是生物遗传资源原产地的土著

和地方社区, 是真正拥有公平惠益分享权利的一方, 
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使用、保护和创新的生

物遗传资源及相关的传统知识 (薛达元和郭泺 , 
2009)。合法来源提供方是遵守《公约》和《名古屋

议定书》以合法方式获得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

的一方, 在他们从土著和地方社区获取遗传资源及

相关传统知识时, 已在ABS协议中规定可否向第三

方提供。而收集品提供方是以收集保存方式从土著

和地方社区获得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 一
般不具有惠益分享的权利。 

使用方一般为以商业目的为主的生物技术企

业和以科学研究目的为主的科研机构, 以及以公众

教育为主的标本与活体展示。以商业目的为主的生

物技术公司和企业, 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手段和技术

获取和开发利用遗传资源, 达到商业利润最大化。 
监管方一般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 负责监管生

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和使用方在

整个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中能够遵循国际公约原

则和国家法规制度, 包括确保“事先知情同意”、“共
同商定条件”等原则的落实, ABS协议签订与批准, 
合法来源证书签发, 履行ABS协议的监督与监测, 
信息交换与共享等。 

《名古屋议定书》的目标是公正和公平分享因

利用生物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此目标提出的背

景是: 提供方和使用方在分配基于生物遗传资源所

产生的惠益时的利益关系可能是不公正和不公平

的。使用方借助其强大的生物勘探能力、研发能力, 
以及ABS事务谈判能力, 常常无偿利用土著和地方

社区的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 致使提供

方未分享到应得的惠益, 这种不公正的生物剽窃现©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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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十分普遍(Cressey, 2014)。即便在某些情况下, 使
用方与提供方之间做了惠益分享的协议安排, 双方

的利益分配也欠缺公平, 仅仅是施惠式的表示。使

用方常常以商业秘密为由, 占据了生物勘探及产品

开发的专利权, 牟取了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

识开发利用产生的绝大部分利益。在此过程中, 原
始持有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土著和地方社

区由于意识和能力不足, 成为使用方任意“剥削”的
弱势群体, 即便有些情况下据理力争, 也只能得到

使用方的一些恩惠式补偿, 而不能行使持有方应有

的权利, 实现公平惠益分享。监管方理应通过各种

政策、法规和行政措施, 推进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 并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进程中主持公

道, 平衡各方利益, 确保使用方合法获取遗传资源, 
并公平公正地与其原始持有方和提供方分享因利

用此等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而产

生的惠益归根结底是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三方

利益的平衡。因此, 协调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切

实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重要意义。平衡三方

关系可促进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可持

续利用, 创造出更多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再通过

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机制, 将部分惠益反馈到当

地社区, 促进这些地区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 以及

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此外, 通过参与获取与

惠益分享进程, 增强提供方对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

传统知识价值的意识, 激发其保护生物遗传资源及

相关传统知识的主观能动性, 并在与使用方签订协

议时, 提高谈判和争取利益的能力。使用方也能在

提供方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 规范企业行为, 挖掘

出生物资源更多的价值, 开发出更多更好的产品, 
创造出更多的惠益, 从而有更多的资金反馈用于支

持生物遗传资源的原产栖息地保护和地方社区的

经济建设, 形成良性循环, 这将有利于《公约》三

大目标(保护、可持续利用、惠益共享)的实现。 
1.2  三方各自义务分析 
1.2.1  提供方义务 

提供方有义务明确生物遗传资源的原产地并

保护原产的生物遗传资源, 确定生物遗传资源的原

始持有社区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原始持有人(或地方

社区), 明确提供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历史和保护

历程, 证实在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创造的传统知识、

创新和做法, 明确能够代表当地社区与生物技术公

司进行“获取与惠益分享” (ABS)谈判的机构或人员, 
并有能力参与ABS谈判和签订“ABS协议”。 

保护原产地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 并
在监管方的指导和监管下, 与国内外遗传资源使用

方合作, 推进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是提供

方应尽的义务。具体如下: 
第一, 提供方有义务确保当地原产的生物遗传

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使用方能否持续获取当

地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取决于当地社区

对原产地遗传资源的保护力度及传统知识的传承

方式。因此,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就地和易地保护措

施, 以保护当地原产生物遗传资源的永续存在和种

群繁衍, 确保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 
第二, 提供方要对当地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登记

和建档管理。地方社区要借助科技力量, 对当地生

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地点和分布进行系

统调查和登记编目, 并对这些原产生物遗传资源的

起源和来源、利用历史、维护方法、生物学特征、

人为选育及传统技术应用、对外交换与交流、民族

文化内涵等进行系统整理, 建立小型数据库。 
第三, 提供方要提高参与“获取与惠益分享”事

务的能力。地方社区往往因为文化和信息交流限制, 
不能与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进行谈判。此外, 
还因为社区组织松散, 不能形成集体力量, 甚至推

选不出具有谈判能力的代表。为此, 地方社区要加

强自身能力建设, 通过ABS培训, 提高参与ABS事
务以及与使用方商定条件并签订ABS协议的能力。 

第四, 要通过学习相关政策和法规制度, 提高

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意识。要充分认

识到当地特有原产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

的价值和内涵, 改变传统的观念, 充分利用国际公

约和国家法规赋予的权利, 履行自己的义务。 
1.2.2  使用方义务 

使用方因自身的技术和资金优势, 在获取和开

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过程中一

直处于强势。在新时代国际国内背景下, 使用方需

要转变思维, 担负起履行国际公约和国家法规的责

任, 同时要尊重持有方, 并肩负企业的环保、扶贫

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社会责任。 
第一, 要尊重土著和地方社区在保护和维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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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遗传资源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尊重当地土著民族

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选育和繁衍生物遗传资源的传

统知识和创新技术。生物遗传资源既是自然资源, 
也融入了当地社区和居民的智慧和知识。例如许多

农家品种的优良性状是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培育而

成, 而培育、贮存、食品加工的传统技术也是通过

代代相传而得以传承。在许多地理标志产品的后面

往往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 
第二, 要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事先知情同

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等原则。对于需要获取的生物

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 要依照规定提出获取的

申请, 并得到提供国当地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 在
与当地社区共同商定条件下, 签订体现公平公正原

则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 确保土著和地方社区

能够从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开发利用中

得到应有的惠益。 
第三, 切实遵守遗传资源原产地国家和地方的

法规和政策。中国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方面已存在许多相关法律法规, 如《野生动物保护

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种子法》《畜牧法》《中

医药法》《生物安全法》, 地方政府(如云南省和湖

南湘西州)也发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对生物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做了

不少规定, 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要充分了解当

地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规, 做到遵章守纪。 
第四, 制定企业ABS行为守则和社会责任规

范。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要规范自己的行为, 
切实遵守当地社区的习惯法、宗教习俗和乡规民

约。在论文发表、产品发布、专利申请等环节披露

所使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来源及原产地。

同时, 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要在中国的扶贫攻

坚、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活动中发挥作用。 
1.2.3  监管方义务 

监管方的义务主要是监督持有方和使用方在

获取与惠益分享活动中能够切实遵守国际公约和

国家法规政策的规定, 使获取与惠益分享活动能够

持续而健康地开展, 并确保国家、开发机构和地方

社区的利益。主要义务是:  
第一, 为“获取与惠益分享”提供清晰而全面的

ABS法规制度体系。包括发布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政

策、法律法规、制度、技术标准与指南、合同范本

等, 提交获取申请的条件要求、审批程序、国家联

络点及主管部门、国家和地方的检查点、争端解决

机制, 等等。 

第二, 为“获取与惠益分享”建立信息交换机

制。依据《名古屋议定书》第14条(获取与惠益分享

信息交换所和信息分享), 监管方有义务建立ABS
信息交换所, 发布国内外相关信息、ABS进展、 
ABS最佳做法, 特别是ABS协议的信息(包括提供

方信息、使用方信息、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

信息、开发利用产品及市场信息等)。 

第三, 审查和批准“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 签
发“合法获取证书”。在提供方和使用方达成ABS协议

的基础上, 审查协议内容, 包括提供方的原始持有

身份的确认、原产资源的确认、所获取的生物遗传

资源是否为国家保护物种或品种资源、是否经过“事
先知情同意”、地方社区如何参与、协议中的共同商

定条件是否能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等。在审核确认

的基础上, 批准ABS协议的生效, 同时签发“合法来

源证书”。该证书上将明确: 颁发证书部门; 颁发日

期; 提供方; 证书的独特标识; 被授予事先知情同意

的人或实体; 证书涵盖的主题或遗传资源; 证实已

订立共同商定条件; 证实已获得事先知情同意; 商
业和/或非商业用途; 是否可以转让第三方; 等等。 

第四, 负责对ABS协议履行期间的监督、监测

与检查。为支持遵约, 各级监管方应酌情采取措施, 

监测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并提高遗传资源利用的

透明度, 包括指定各级政府的联络点和主管部门, 

在多个部门和生产流通环节建立多层次和多个检

查点, 包括在专利审查、海关查验、项目立项、论

文发表、专著出版等机构建立检查点, 审查是否披

露了所使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来源和原

产地。 

 
能否有效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取决于利益相

关三方(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的协调, 而在协调

这三方关系过程中, 监管方应该起到关键作用。在

理想情景中, 三方角色清晰, 责任明确, 但在实际

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 
对于提供方, 虽然被确定为原始产地遗传资源

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 但由于国内对于“土著

人”、“地方社区”及“土著和地方社区”尚没有官方定

2  履行《名古屋议定书》过程中三方关系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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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进程中难以与《名古屋议定

书》所界定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直接接轨(张渊媛等, 
2019)。其次 , 中国宪法对自然资源权属的规定以及

地方社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 使得地方社区对

遗传资源的持有权利受到限制, 难以确定地方社区

是否有权要求“事先知情同意”, 以及由谁代表地方

社区参与和签署“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此外, 地
方社区参与ABS的能力相对较低, 而意识和能力的

提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对于使用方, 国外使用方的责任与国内使用方

的责任不尽一致。即使同为国内使用方, 外地使用

方与当地使用方的责任也不尽相同。而让商业公司

和生物技术企业为难的是国家ABS法规体系尚不

完善, 对于获取和批准的程序, 尚无法可依。由于

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的背景不同, 使用方遵章

守法的意识也相差很大, 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 
遵守ABS法规的意识相对较高, 而国内的地方小企

业遵章守法的意识相对淡薄。 
对于监管方, 行使责任的最大障碍是法规不健

全, 缺少与《名古屋议定书》直接接轨的国家立法

与制度体系。虽然针对ABS专门立法的工作已有10
多年, 但至今尚未出台国家层级的ABS条例, 虽然

云南省和湖南湘西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都有

ABS条款, 但仍然缺乏实施细则和技术指南。由于

机构职能调整, 目前尚未明确由哪个单位具体履行

ABS国家联络点和国家主管部门的职责。此外, 尚
未建立有效的ABS信息交换所机制, 现有的信息交

换所缺乏实质性内容, 没有可供借鉴的ABS示范协

议或案例(http://www.absch.org.cn/yczybh/xgctzs/)。
由于全国范围尚未签订实质性的ABS协议, 监管方

的监督和监测责任也无从实施。 
因此, 在当前国内ABS进展相对缓慢的大背景

下, 亟需发挥政府监管方的领导力, 生态环境部等

主管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 在国家ABS专门法规缺

失的情况下, 建立能够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策略或

机制, 指导ABS活动有序开展。具体如下:  
第一, 针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

和其他类型的提供方, 开展ABS知识的广泛宣传与

培训, 特别是对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 通过培

训提高当地社区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价值

的认识, 加强地方对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可持续利

用及公平惠益分享的意识、积极性和参与能力。 
第二, 针对国外使用方, 特别是对于那些明确

提出要求进行ABS的国外商业公司和企业, 要因势

利导地对他们开展ABS试点示范, 在现有的国际公

约框架和原则下, 利用现有的有限国家法规条款

(如种子法、中医药法、生物安全法等), 以环保、农

业、自然资源(林业)和中医药等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图1  履行《名古屋议定书》三方关系与义务示意图 
Fig. 1  Correlations among three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Nagoya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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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开展少量的ABS进程示范, 以积累经验。 
第三, 针对大量的国内商业公司和企业, 进行

深入调查, 了解这些公司和企业的业务范围, 特别

是药品、化妆品、保健品等行业, 其产品类型、所

使用的生物遗传资源或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资源的

方式、惠益分享的实践, 等等。还应调查农业科研

机构将农家品种用于现代育种的情况, 以及民族医

药传统知识开发利用与惠益分享的情况。 
综上, 结合三方关系与各自义务, 我们提出履

行《名古屋议定书》过程中协调三方关系的一般框

架, 详见图1。 

 
《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三大目标, 即: 保护

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

(遗传资源、物种和生态系统); 公平公正地分享因

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三

大目标之间相辅相成: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利

用的基础, 可持续利用是公平惠益分享的基础, 而
公平惠益分享又能支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的

实现。因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往往是贫困落后

地区, 通过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和惠益分享, 有助于

这些地区的经济改善, 更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因此, ABS制度的实施要有利于获取, 并促进生物

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惠益分享。从这一点

出发, 监管方应在保护的前提下, 制定符合中国国

情的实用策略, 鼓励使用方通过利用生物遗传资源, 
发掘其中的科研或商业价值, 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和更大的经济利益, 从而使提供方获得更多利益, 
并间接促进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实
现《公约》的三大目标。 

致谢: 衷心感谢编委及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

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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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的现状、挑战和展望 
于书霞 1, 邓梁春 1,2,3*, 吴琼2, 王真1 
1.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武汉 430070; 2. 世界自然基金会, 北京 100037; 3. 环境进步中心, 武汉 430070 

摘要: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当前面临的

迫切问题, 而推进审查机制建设则是强化执行的一项重要议题,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已初步

建立起一套涉及多个维度的审查机制, 不断审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有关议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情况。然而, 审
查机制面临着参与审查并强化问责的政治意愿尚显不足、国家信息投入有待加强、审查结论有待助力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

执行、各类审查工具需加强统筹协调等主要问题, 由此也制约了审查工作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本文概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框架下的执行机制, 并重点梳理了审查机制的主要环节和内容, 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 并就审查机制的进一步建设与

强化提出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与制度建设, 以及有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在战略层面, 本文认为应

当在整体、全面和平衡地推进构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前提下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建设, 应当加

强高层政治推动并调动各方行动意愿, 为发展中国家适用一定的和必要的灵活性; 在技术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强化作为《生

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前端的国家信息汇报, 应鼓励缔约方参与具有促进性的审查工作, 为国家自主评估执行情况提供重

要补充, 并且审查内容也应当全面和平衡, 可以考虑采取全球盘点机制助力各方弥合执行差距并提升执行力度。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 爱知目标;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执行机制; 审查机制 

于书霞, 邓梁春, 吴琼, 王真 (2021)《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的现状、挑战和展望. 生物多样性, 29, 238–246. doi: 10.17520/biods.2020445 
Yu SX, Deng LC, Wu Q, Wang Z (2021) The review mechanism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Statu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38–246. doi: 10.17520/biods.2020445 

The review mechanism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Statu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Shuxia Yu 1, Liangchun Deng 1,2,3,*, Qiong Wu2, Zhen Wang1 
1 College of Resources & Environment,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2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Beijing 100037  
3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ogress, Wuhan 430070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loss of global biological diversity represents a global common concern and a major challenge, while 
it is urgently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review mechanism is a crucial agenda item with wid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 multi-dimensional system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to support th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its protocol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Challenges: However, the review mechanism has been confronted by the lack of political wills of participation with 
enhanced accountability, insufficient national inputs, ineffectiveness of review results to enhance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lack of coordination among a proliferation of review tools, all of which constrain the complet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review.  
Purpose: This paper recap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nvention and outlines the major processes and 
contents of the review mechanism, followed by analysis of key obstacle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and recommends 
strategic and technical steps to enhance the review mechanism of the Convention, in order to inform the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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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nventi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n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works. 
Recommendations: Our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review mechanism in the light of a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advancement of the entir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enabled by 
high-level political support, as well as by the mobilization of willingness and actions from all stakeholders, meanwhile 
providing necessary flexibility to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On the technical side, 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enhance 
national information reporting to be reviewed and to encourage wide participation of parties in facilitative reviews of 
implementation, complementing those assessment efforts made by party themselves. Meanwhile, information to be 
reviewed shall also b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while it is also suggested to consider the global stock-take 
mechanism to support efforts by parties to close the implementation gaps and to enhance actions and ambitions. 
Key words: biodiversity;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ichi Target;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review mechanism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 然而人类正在加速破坏赖以维生的大自

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当前已成为全球各国共同面

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为遏止和扭转全球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趋势, 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以

及实现有关惠益的公平合理分享, 各国在国家和国

际层面采取了诸多行动, 达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这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 调整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领域内各有关主权国家之

间以及与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关系。 
作为“里约三公约”之一, 《生物多样性公约》

代表着国际社会为今世后代的利益而保护和可持

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所达成的高度共识, 为解决全

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制度框架, 并且得

以在该框架下持续发展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及其惠益分享的国际应对行动。然而, 
《公约》达成、生效并实施至今, 包括《公约》在

内的多项全球性协议尚未能有效阻止和扭转生物

多样性持续下降的趋势。当前, 在《公约》框架下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所制订的20
项“爱知目标”中, 仅有少数有望实现或取得积极进

展, 大多数进展有限, 甚至偏离目标(IPBES, 2019; 
张敏等, 2020)。国际社会目前越发强烈地意识到, 
必须促进各缔约方作出更多关键承诺, 并应进一步

强化《公约》的执行, 包括强化《公约》框架下的

执行机制, 方能步入破解当前困局的正确轨道, 迈
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并最终实现

《公约》目标。 
近年来, 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构建“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后2020框架”), 以期作为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昆明会议(以下简称COP15)

的重要成果。强化《公约》执行机制不仅面临崭新

契机, 也有待破解诸多困难。其中, 推进审查机制

的建设是强化《公约》执行的一项重要议题, 也是

各缔约方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 各方

对《公约》和“后2020框架”的执行机制, 包括其中

的审查机制等议题也存在各不相同的关注和观点

(刘文静等, 2018; 徐靖等, 2018; 耿宜佳等, 2020)。 
然而，专门研讨《公约》执行机制以及审查机制的

分析还比较有限。本研究简要总结了《公约》的执

行机制, 重点梳理了《公约》执行情况的审查机制,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并就审查机制的

进一步建设与强化, 提出了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的

建议。 

 
《公约》的高效运行和有效执行是历次缔约方

大会的一大核心议题。《公约》的执行机制主要包

括国际层面的实施和国家层面的实施这两个方面, 
是缔约方大会与缔约方之间循环往复的“指导‒执
行‒反馈‒调节”的进程。《公约》通过缔约方会议定

期审查《公约》的执行情况, 通过非强制的、协商

式的、促进性的制度设计来支持和协助各个缔约方

履行《公约》及其缔约方大会的有关决定。 
在国家层面, 缔约方的国内履约工作是执行

《公约》的主体和基础。各国行使对其生物多样性

拥有的主权权利, 制定并滚动更新其国家生物多样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NBSAP), 包括根据《公约》下的有

关战略计划和目标, 制定各国的国家目标和指标, 
并且以此为对照来监测和审查各国NBSAP的执行

情况。此外, 各国还肩负着向缔约方大会进行汇报

1  《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机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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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 通过国家报告(National Report, NR)以及缔

约方大会确定的任何其他方式, 定期通报该国为执

行《公约》条款已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在实现

《公约》目标方面的效果。 
在国际层面, 根据历次缔约方大会所通过的有

关决定, 《公约》框架下的执行工作逐渐具体化并

具有可操作性, 广义上主要体现在《公约》框架下

对各国开展国内履约和参与国际进程提供的制度

性安排, 包括《公约》框架下制定的有关战略计划

和目标指标、各领域和各专题的工作方案, 以及其

他各类技术性的和规范性的指导原则、准则、指南

和工具包等, 也包括提供资金支持、能力建设、科

技合作与技术转让、信息交换和知识分享在内的支

助机制, 还包括科技咨询、审查机制等在内的其他

实施手段, 以及与《公约》相关的科学评估机制等

方面。狭义上, 执行机制是在构建“后2020框架”背
景下提出的, 并作为一项核心要素受到关注。执行

机制与各缔约方执行《公约》的责任机制和透明度

密切相关, 涉及到各国行动的规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和对执行进展的审查。有效的审查机制建设是执

行机制中的重要内容, 与整个执行机制中的另外关

键环节也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下文将重点就《公

约》的审查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及机制的进

一步强化进行论述与分析。 

 
缔约方大会承担着不断审查《公约》执行情况

的重要职能, 并且发展和改进了《公约》框架下的

审查工作, 逐步建立起一套涉及多个维度的审查机

制。2014年, 缔约方大会建立了《公约》的执行问

题附属机构 (Subsidiary Body on Implementation, 
SBI), 以更为完善的制度化常设机构的设置来支持

缔约方大会不断审查《公约》及其有关议定书和其

他法律文书的执行情况, 为更有效地审查《公约》

的执行情况奠定了制度基础。 
2.1  主要环节和内容 

《公约》的审查机制涉及国家信息的汇报、缔

约方信息的综合整理汇编与分析、编制《全球生物

多样性展望》报告 , 以及开展自愿同行审议

(Voluntary Peer Review, VPR)等主要环节。其中, 各
缔约方提交的国家报告等资料, 为《公约》的审查

机制提供了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信息, 对于评估《公

约》及其战略计划的执行进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审查内容方面, 依据《公约》及其缔约方大

会的有关决定, 将会开展多个维度的审议, 下文按

照从国际到国别的顺序进行梳理。 
首先是审查全球行动的进展情况, 以及达成

《公约》框架下全球目标的进展情况。此项工作要

求《公约》秘书处在缔约方大会及其科学、技术和

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TA)的指

导下, 定期编制《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GBO)报告, 总结全球和区域

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趋势, 分析国际社会达成《公

约》三大目标的趋势, 并且基于国家报告提供的信

息总结《公约》的执行情况等等。在该报告的编制

进程中, 各缔约方及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也能够参与

并支持。不仅如此, 《公约》框架之外的一些全球

评估进程的产出也为评估《公约》的全球进展提供

了信息, 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政策平台(IPBES)、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
等。 

其次是审查各国制定国家战略和目标的情况, 
以及审查各国目标的总体进展情况和各国行动所

取得的总体成效。目前, 此项工作主要通过《公约》

秘书处在缔约方大会授权下开展, 从而支持在《公

约》框架下开展该项审查。《公约》秘书处将会对

各缔约方所提交信息进行综合整理, 并编制和发布

相关的综合汇编与分析报告, 采取不针对单个缔约

方的方式, 按照各缔约方执行进展分级并汇总每个

分级上各国占比的百分数, 审查各国达成各项全球

目标的总体进展情况。 
此外, 近些年来随着审查机制的不断发展, 对

单个缔约方执行情况的审查发展很快。目前, 这一

维度的审查内容包括单个缔约方制定和达成其国

家目标的进展, 以及该缔约方所开展的行动及这些

行动所取得的成效。在缔约方大会授权下, 此项工

作目前主要通过缔约方参与自愿同行审议来进行, 
由《公约》秘书处建立一个由缔约方提名专家组成

的审议组来开展, 并由《公约》秘书处进行协调和

提供支持。另外, 《公约》框架下还开启了有关授

权, 并正在测试一项由缔约方主导的多边审查进程, 
以审查单个缔约方的执行情况。 

以上三项是《公约》框架下目前进行审查的核

2  《公约》的多维度审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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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 包括全球层面和各缔约方层面对于《公约》

的执行情况, 体现出整个审查机制逐渐得到系统化

发展。其中, 对全球执行情况的审查涉及《公约》

框架内外的进展, 并且主要由《公约》授权并依托

秘书处提供支持和开展; 而对国家执行情况的审查, 
正在发展专家审评和缔约方审查两套机制。不仅如

此, 《公约》框架下的审查机制还包括审查缔约方

是否按照《公约》有关规定履行了有关的行政性和

程序性的义务, 包括: 是否向《公约》及其议定书

下的有关信托基金履行捐资义务, 是否按照有关要

求提交了缔约方的国家报告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NBSAP), 是否指定了国家主管机关

和国家联络点, 等等。 
2.2  审查机制建设的进展 

根据缔约方大会第14/29号决定, 《公约》的审

查机制还在持续推进和发展之中, 并授权《公约》

秘书处的执行秘书推进相关工作。其中, 为加强《公

约》的执行, 执行秘书将会进一步拟订加强审查机

制的备选办法, 供SBI第三次会议(SBI3)审议; 执行

秘书拟订的议案将以《公约》现有的多维度审查机

制各要素为基础, 还将对所提备选办法的优势和劣

势进行分析, 说明缔约方、其他利益相关方和秘书

处可能的成本、惠益和负担, 同时考虑到其他进程

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以及SBI上次会议收到的

评论意见。 
对单个缔约方执行情况的审查也在《公约》框

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根据第14/29号决定, 缔约方

大会继续授权执行秘书促进开展VPR, 并邀请各缔

约方自愿参与审查并提名审查小组的候选人, 可以

预见基于专家审评的VPR机制还将进一步发展。此

外, 缔约方大会还授权筹备、组织并测试一项由缔

约方主导的审查进程(a party-led review process), 
并且于SBI3期间通过一个不限成员名额论坛(an 
open-ended forum)来开展。期间, 部分缔约方将会

陈述其执行《公约》的进展、成绩和挑战, 并对事

先筛选的由缔约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以达到对

该缔约方进行审查的目的, 并促进交流执行《公约》

的经验和教训。执行秘书还将为在上述不限成员名

额论坛自愿提交审查报告拟订指导意见, 而各缔约

方则受邀自愿提交审查报告, 以便在该不限成员名

额论坛上测试这一新的审查进程。由于受到新冠疫

情的影响, 原定于2020年5月召开的SBI3已被推迟

到2021年第一季度召开, 并且以线上会议的特殊方

式于2020年9月召开了SBI3的预备会议。此次会议

测试了前述由缔约方主导的多边审查, 并对埃塞俄

比亚、芬兰、圭亚那、波兰和斯里兰卡五个国家开

展了测试性的审查。 
不仅如此, 执行秘书还将进一步与缔约方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 并与按照第14/34号决定

所设立的支持“后2020框架”筹备工作的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OEWG)进行协商, 以便探讨在制定“后
2020框架”过程中采用某些可能的模式来加强执行

情况审查, 并将协商的进展情况向SBI3报告; 此外, 
执行秘书还可以探讨上述可能模式, 提请SBI3加以

审议。针对上述授权, OEWG分别于2019年8月在内

罗毕和2020年2月在罗马召开了两次会议, 并且于

OEWG-2前召开了关于透明执行、监测、汇报和审

查的专题协商会, OEWG联合主席还于2020年1月
发布了拟订的第零稿“后2020框架”案文(以下简称

“零稿案文”)。根据有关会议的成果, “透明执行《公

约》、监测和汇报机制”作为审查机制的主要内容已

被确立为“后2020框架”的核心要素之一, OEWG联

合主席“零稿案文”则以较为框架性的“责任制和透

明度”案文, 反映出“后2020框架”中涉及到透明执

行、监测、汇报和审查《公约》在国家、区域和全

球层面的执行情况的内容。 
根据上述专题协商会上联合牵头人的有关总

结以及OEWG-2会后的报告和建议(CBD, 2020a, b), 
参会各方围绕以下内容逐渐达成一致 , 包括 : 
NBSAP作为关键的规划工具、国家报告作为监测工

具、审查进程的促进性作用而非惩罚性作用、须顾

及有关国情提供灵活性、审查进程全程须体现包容

性、须开展全球盘点、避免过于复杂的审查进程并

简化汇报等。此外, 会议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议题, 
包括是否开展专题性审查而非综合性审查, 抑或是

同时进行这两类审查, 包括关于《公约》执行支助

的委员会, 以及是否制订一些所有缔约方均可汇报

的全球主要指标等等。在该专题协商会之后, 联合

牵头人下一步将会整理汇编会议中关于透明执行、

监测、汇报和审查的各项要素和方案选项, 以供各

缔约方进一步审议讨论。 
根据缔约方大会授权, 在前述有关磋商的基础

之上, 2020年10月, 《公约》秘书处发布了《加强规

划、报告和审查机制以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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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选项》(CBD/SBI/3/11)文件(CBD, 2020c), 为
各缔约方围绕该议程事项进行讨论提供了重要的

建议。CBD/SBI/3/11文件就发展《公约》框架下现

有的审查机制提出了进一步的方案建议, 提出了包

括国家(以及各类非国家主体)承诺、国家汇报、对

各国逐个多边审查和全球分析审评在内的强化的

规划、报告和审查机制。 

 
当前, 《公约》框架下的审查工作正呈现出机

制化和系统化的发展趋势, 然而还存在着参与审查

并强化问责的政治意愿尚显不足、国家信息投入有

待加强、审查结论有待助力强化《公约》执行、各

类审查工具需加强统筹协调等主要问题。 
3.1  参与审查并强化问责的政治意愿尚显不足 

如前所述, 《公约》框架下的审查机制, 尤其

是面向单个缔约方的审查工具, 正在迅速建立和发

展起来, 然而各方参与审查的积极性还不高, 尤其

是对强化《公约》框架下的问责机制存在顾虑, 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各缔约方参与审查的

政治意愿水平。 
一方面, 基于专家审评的VPR迫切需要扩大缔

约方的参与程度, 促进更多缔约方重视并参与VPR, 
包括提名候选人作为专家参与审评。尤其是对于被

审评的缔约方, 为加强其执行《公约》, 需要充分

发挥VPR的促进作用, 审评应帮助该缔约方更精准

地识别其执行《公约》的障碍并分析有关的能力建

设需求; 同时, VPR的审议结果, 包括对于该缔约

方的建议, 也应当充分考虑到该国的特殊国情、特

定能力和特别需要, 并且也需要该国的政府主管部

门、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及技术团队能够直接和深入

地参与审查进程, 以此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

自主性, 并有利于提升其政治意愿, 为该缔约方强

化执行《公约》提供信息, 并且促进经验分享和互

学互鉴。 
另一方面, 相比具有自愿参与性质的VPR, 正

在建立的一项由缔约方主导的多边审查进程将会

进一步考验各缔约方强化《公约》框架下的审查义

务与问责机制的政治意愿。根据以往的谈判进程与

各方的观点立场, 诸多缔约方对于将国家层面执行

进展纳入《公约》框架下的审查义务, 以进一步强

化《公约》的审查和问责机制这一点仍然存在顾虑

(Ulloa et al, 2018)。当前 , 对于此项新的多边审查工

具, 已经初步确立了缔约方陈述, 并与事前书面提

问并确认参加审查的其他缔约方开展促进性问答

和对话的模式。然而, 首次测试性的审查会议虽然

很好地达到了经验交流和互相学习的目的, 但是对

各国执行情况的真正审查尚有欠缺, 众多缔约方对

于审查工作中参与审阅审查报告等事前准备尚不

充分。对此, 多边审查进程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经

济影响还有待各方充分评估, 其具体的实施效果也

尚待实践检验。 
3.2  缔约方信息投入有待加强 

当前, 审查《公约》执行情况所面临的一大重

要问题仍然在于作为审查机制前端的信息投入不

足, 尤其是从国家报告中获取的信息不够充分、连

贯和一致。缔约方向《公约》提交的国家报告等信

息, 是高效运行审查机制的最重要资料。然而, 迟
交、未交或者未按有关建议提交国家报告和其他有

关信息, 会导致包括各缔约方执行《公约》的进展

情况等重要信息缺失; 有关信息在更新频率、详尽

程度以及透明度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也会增加对这

些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和汇总的难度, 削弱对于《公

约》整体执行进展的评估和审查。对此, 迫切需要

解决有关缔约方普遍面临的障碍, 包括缺乏技术能

力、缺乏人力投入、缺乏资金保障、缺乏系统监测

执行情况的国家体系、国内磋商进程耗时, 以及未

能及时获得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资金等等。 
与此同时, 在国家报告中采用有关指标来追踪

和评估执行进展方面, 各缔约方在指标选取上, 仍
然存在着不全面、不平衡与差异化的特性, 且与缔

约方大会所认可的框架性指标体系的契合程度也

有限(Pereira et al, 2012; Bowles-Newark et al, 2015; 
Mihoub et al, 2017; Bhatt et al, 2020)。指标选取的差

异性加强了各缔约方的自主性, 却限制了目标进展

报告的一致性, 这制约了国家目标与全球目标的契

合程度, 并且削弱了跟踪以及将国家进展量化为对

全球目标的贡献的能力。国家目标和指标上的多样

性和差异性, 对于识别执行障碍和确定优先行动也

带来一定的挑战, 也使得对报告的有关信息进行审

查时效率比较低下。专题领域、时间序列及空间分

布的有关数据也存在缺失, 因此难以对所有的国家

和生态群落建立起可靠的指标加以评估, 这进一步

限制了追踪执行进展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此外, 由

3  《公约》框架下审查机制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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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全球执行情况的审查是耗时较长的周期性进

程, 并且评估时可供利用的数据和信息往往已有一

定的时间滞后性, 这一耗时长、重回顾和周期性的

评估进程难以实现实时预测和跟踪进展情况, 使得

《公约》框架下难以对新出现的问题和趋势作出迅

速响应, 并促进各缔约方及时地采取各自的和整体

的政策行动。 
3.3  审查结论有待助力强化《公约》执行 

审查机制的效果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考虑, 目
前审查工作的产出在有效影响各缔约方的目标与

行动方面尚且不足。《公约》框架下现有的审查机

制缺乏对审查结论进行监测和追踪的机制, 来确认

审查机制的产出是否提升或扩展了《公约》及其战

略计划的整体执行情况, 也无法确定这些产出是否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各缔约方的国家规划、执

行、监测和报告活动, 包括促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的有关活动。其中, 结合缔约方更新NBSAP和国家

目标的进程, 对《公约》执行情况的审查如何为缔

约方提供有影响力和促进性的信息, 也亟待探索和

实践, 尤其是能否促进各国的NBSAP及其国家目

标的制定与更新, 并反映出尽可能大的力度水平, 
从而满足达成《公约》目标的要求。不仅如此, 尽
管缔约方大会促请将审查机制的有关产出, 比如将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中期评估

等成果提交联合国大会等重要的国际平台, 然而这

些产出是否引起了各缔约方领导人的重视并提升

国家层面的政治意愿, 也是不得而知的。在整个执

行与审查的进程之中, 如何发挥缔约方、秘书处、

民间组织等不同主体的作用, 最大化地激发有关各

方的意愿与行动, 协力提升《公约》全面、平衡和

有效执行的力度水平, 应当成为审查机制有效性的

重要考虑因素。 
3.4  各类审查工具需加强统筹协调 

随着《公约》框架下审查工作不断机制化和系

统化, 各项审查工具之间有待加强统筹协调, 这将

成为审查机制发展的重要问题。统筹协调的最主要

目的, 是在审查机制的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过程

中注重提升投入产出方面的费用有效性, 提升审查

机制的效率。各项审查工具的不断扩展, 应当避免

为本已能力不足的缔约方带来更多负担, 为此应当

加强作为信息投入的国家报告面向各类审查工具

的适用性。在这一问题上, 面向单个缔约方的自愿

性专家审评和由缔约方主导的多边审议可以在审

查的广度和深度上进行区分, 在审查方法和产出效

果方面实现互补。另外, 在面向全球执行进展的审

查工作方面, 核心是针对《公约》目标、现状与进

展评估、执行差距与挑战、提升行动力度这一链条, 
周期性地通过审查工作来准确和及时地提供促进

性信息, 并助力有关的募集资源和支助、调动政治

意愿并克服执行障碍, 从而加强《公约》的执行。 

 
《公约》下的审查机制是强化《公约》有效执

行的重要保障, 也是《公约》框架下制度建设与完

善的重要领域。依托前文对于《公约》执行机制尤

其是审查机制的梳理与分析, 本节分别从战略层面

和技术层面提出强化《公约》现有审查机制的建议。 
4.1  在“后2020框架”下推进《公约》审查机制建设 

在“后2020框架”的构建进程中, 框架的中长期

目标及其力度、执行《公约》及其战略计划的实施

手段、资源调动与资金支持, 以及审查机制及其透

明度安排是进一步推进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体系

建设的核心要素 , 目前已经较为全面地反映在

OEWG联合主席发布的“零稿案文”中, 为最终达成

全面、平衡和有力度的“后2020框架”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在战略层面上应当明确, 审查机制的发展应

遵循《公约》所确立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国家主权

原则, 将《公约》的审查机制定位于缔约方对执行

情况所开展国家自主评估的重要补充而非取代。

《公约》框架下审查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迫切需要

国际社会增强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政治势头, 将
会依赖于“后2020框架”的整体推进情况, 审查机制

的强弱程度与其他核心要素所体现出来的力度水

平也存在密切关系。 
首先, 高层政治推动对于《公约》制度建设至

关重要。国家领导人通过元首外交推进重要议题发

展是全球环境领域的一大特点, 此举能够极大助力

生物多样性议题在国际国内舞台上蓄能增势, 实现

在国家发展议程中体现出更高的优先性, 在纷繁的

国际事务中吸引到更高的关注度, 这对于达成“后
2020框架”以及推进包括强化审查机制在内的核心

要素等, 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作为《公约》

COP15的主席国, 建议中国进一步重视和参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国内行动与国际合作, 以《公约》

4  对《公约》审查机制的展望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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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5昆明会议、马赛世界保护大会(WCC)、气候

变化格拉斯哥大会(UNFCCC COP26)为契机, 呼吁

和鼓励各方积极重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危机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迫切现实, 积极、主动且全方

位地讲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故事, 推进生

物多样性的全球治理进程。与此同时, 中国可以考

虑通过进一步表明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国家立

场, 通过与有关国家发布联合声明, 通过重要多边

场合牵头发布领导人联合宣言等形式, 定调提出将

“后2020框架”中强化执行和审查机制作为COP15昆
明会议的重要产出之一。 

其次, 调动各方政治意愿转化为切实承诺与务

实行动迫在眉睫。“后2020框架”及其审查机制的发

展和强化取决于缔约方的承诺。由于生物多样性的

资源及其快速丧失的危机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因此需要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 
并帮助其破解环境与发展的双重挑战。对此, 发达

国家缔约方、有能力的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以及有能

力和意愿的发展中大国)以及广泛的非缔约其他利

益相关方应当展现出积极的意愿。各方应当就发展

中国家履行《公约》的实施手段、尤其是广大发展

中国家重点关注的支助问题保持充分的关切并提

出建设性方案。其中, 对于能力建设、科学研究与

评估、科技合作与技术转让、宣传教育、信息分享

与经验互学等领域, 各方可以通过发起支持性和促

进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促成所有缔约方、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缔约方更广泛地支持和参与 , 促进“后
2020框架”实现更大的力度和更有效的实施。中国

作为COP15主席国, 可以考虑并联合有意愿的缔约

方在执行与审查议题上发起为期十年的能力建设

伙伴关系计划, 支持有需要的缔约方在《公约》框

架下强化有关规划、报告和审查的行动。此外, 中
国也可以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合作倡议(如“一
带一路”倡议), 响应有关缔约方、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的兴趣与诉求, 比如围绕某些旗舰物种及其栖息

地保护与“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设立专项资金, 
并鼓励和调动各方广泛参与开展保护合作, 作出特

殊的贡献。 
此外, 《公约》框架下在审查机制及其透明度

安排方面的制度建设, 应当在“后2020框架”中与其

他核心要素全面、整体和平衡地推进和体现。对于

《公约》框架下制度建设的各个重要议题, 以及“后

2020框架”中的各项核心要素, 各个缔约方以及更

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会存在差异, 只有坚

持广泛征询、共同协商、携手共建, 方能实现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广泛参与, 并达成力度水平较大

的全球目标。目前, 国际社会正紧密磋商制定有力

度的“后2020框架”中长期目标, 并正积极推进关于

审查机制及其透明度安排的讨论, 然而对于执行

《公约》及其战略计划的实施手段、尤其是对于资

源调动与资金支持的磋商尚不充分, 进展有限(刘
海鸥等, 2020), 这将会影响到“后2020框架”的整体

推进, 也会影响到执行和审查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最后, 应当在保障环境整体性和有效性的前提

下, 为“后2020框架”下的审查机制设置一定的灵活

性。应当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是具有压倒性的国家优先议程, 考虑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国情、特别需要和特定能力, 可以考虑在特

定的条件下为依能力需要灵活性的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提供适当的灵活性安排。此外, 还应当考虑到

《公约》框架下审查机制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基于

在国别和国际层面不断习得的相关经验, 设计和实

施审查机制的试行阶段, 允许并鼓励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自愿参与并提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支持, 以
边干边学的方式实现审查机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4.2  推进《公约》审查机制发展的技术建议 

在技术层面上, 依托《公约》框架下现有的审

查机制, 针对前文所分析的有关问题, 并根据《公

约》自身特点及酌情借鉴有关的国际经验, 可以从

多个方面进行技术性改进, 强化《公约》审查机制, 
进而达到强化《公约》执行的目的。 

首先, 强化作为《公约》审查机制前端的国家

信息汇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报告进程的

发展来看, 特别是结合第六次国家报告的有关经验, 
在范围、内容和结构上, 国家报告已越来越要求与

《公约》战略计划及其目标所构建起来的框架相一

致, 在形式与格式上, 国家报告也逐渐系统化和模

版化, 并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来开展, 
这些均有利于更好地对国家目标、行动与贡献、进

展情况、实施效果、执行障碍等进行评估与审查。

建议针对国家报告的有关模版, 在尽可能简洁清晰

和有针对性的同时, 也注重避免增加缔约方的负担, 
强调各国所提供信息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以便可以©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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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序列方面与同期各国之间在横向和纵向上

均可进行比较, 并且具有一定的可汇总性。此外, 
NBSAP以及国家目标中也可以考虑设定一些通用

框架与模版, 指导并鼓励所有缔约方加以采用, 同
时考虑为那些依能力需要灵活性的发展中国家提

供设定有一定条件的灵活性, 并提供改善国家能力

的能力建设与其他相关支助。在国家目标和指标的

选取方面, 可以考虑制定几项关键的一级指标, 采
用国际通用的统计核算标准, 并相应加强与联合国

统计数据库、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数据库的对接, 
提供相应的核算技术指导, 国家可自主选择二级指

标, 并采用统一标准核算一级指标。 
其次, 对于各缔约方的国家报告以及提交的其

他有关信息, 建议《公约》秘书处在缔约方大会的

授权下, 积极促进《公约》审查机制在执行中进一

步实现公开、透明和多方参与。根据各缔约方报告

信息中的关键内容, 尤其是与全球目标及其达成密

切相关的国家信息, 《公约》秘书处可以依托现有

的信息交换所机制, 以综合数据信息表、全球及区

域填色地图、时间序列趋势图等多种方式公开呈现, 
并辅以根据国家报告所摘录的事实性说明和方法

论阐述, 尽可能全面和简明地公开呈现有关事实。

此外, 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公约》框架下的信息交

换所机制, 促进有关技术专家以及包括社会团体、

民间组织等在内的广泛利益相关方对上述信息作

出反馈和建议, 为各缔约方国家报告可能的修改和

更新提供更多参考信息, 从而便于各缔约方随时和

及时更新其国家报告, 也通过更为充分的沟通和澄

清, 为进一步审评这些信息进行准备, 并间接地形

成政治、社会和舆论等方面的建设性压力与促进性

动力, 再通过重要的国际平台与进程进行反馈, 强
化有关的执行工作。通过上述强化措施, 确保了各

缔约方是评估的主体, 也能够促进各个重要的利益

相关方能够建设性地参与和支持缔约方开展自主

评估, 避免了《公约》秘书处对于汇报内容进行授

权之外的主观性阐述。 
此外, 《公约》框架下的任何审查和评估机制

的强化仍然应当强调全面、平衡和促进性。基于专

家审评的VPR机制有必要更广泛地开展, 由缔约方

主导的多边审查也有待进一步进行测试, 应鼓励更

多的缔约方广泛参与该进程, 并进一步识别、总结

和归纳相关经验, 以此促进《公约》审查机制各个

模块的发展与完善。不管何种具体的审查工具, 其
目的均应当是鼓励广泛参与并具有促进性的, 应当

成为各缔约方对其各自执行情况所开展的国家自

主评估的重要补充, 而非取代国家评估的主体地

位。审查的内容也应当是全面和平衡的。具体来说, 
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NBSAP与《公约》战略计划的

关联度和一致性程度, 以及国家目标与全球目标的

关联度和一致性程度, 应当协助缔约方识别其国家

目标执行的差距并提出弥合差距的具体措施。此外, 
审评不应只关注目标与行动本身, 还应当关注实施

手段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相关支助, 需要系统

分析和审评缔约方面临的执行障碍, 识别出与资源

调动、能力建设、科技合作、宣传教育、信息分享

等相关的特定问题及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 并提供

在这些问题上面临的差距、局限, 以及可能的解决

途径和方案。应当指出, 目前CBD/SBI/3/11文件在

全面性和平衡性方面是不够的, 尚未充分考虑对执

行障碍、资源调动和资金支持方面的审查。 
最后, 建议通过创新的制度设计强化《公约》

的审查机制, 弥合全球执行进展与达成全球目标之

间的鸿沟, 以此强化《公约》的执行。对此, 可以

借鉴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有关制度设计(王田等, 
2019; 柴麒敏等, 2020), 试验性地开展生物多样性

全球盘点(global biodiversity stocktake), 逐渐确立

为《公约》审查机制的重要环节和审评内容, 定期

对全球层面执行《公约》及其战略计划和全球目标

的总体差距进行审评, 对于执行障碍、履约经验及

优良实践也进行国际层面的盘点, 以便为缔约方更

新与强化其NBSAP提供促进性的信息, 也为缔约

方提升其国家目标、尤其是行动与支助的力度水平

提供促进性的信息。考虑到《公约》战略计划以及

缔约方大会召开的时间框架, 可以考虑利用缔约方

大会所创造的重要政治契机与平台, 周期性地轮流

开展全球盘点和提升目标的进程。全球盘点的审评

结果, 应当鼓励和促进各缔约方更新后的NBSAP
和国家目标相对于更新前体现出连续的进步

(progression), 并且以“渐进”(ratchet)方式提升国家

行动与目标的力度水平(Xu et al, 2021); 与此同时, 
也应当同时识别各缔约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对于资金和技术支助的需要以及能力建设方面

的差距, 以“渐进”方式提升《公约》对于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执行手段方面的支助, 由此弥合《公约》©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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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执行差距, 并最终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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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国际发展援助作用、现状与中国行动思

考: 基于CBD履约视角 
陈曦*, 王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北京 100710 

摘要: 生物多样性国际发展援助是在全球范围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目标和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主要途径, 也是中国在全球范围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参与

国际环境治理、维护中国海外发展利益和构建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政策工具。当前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理论和实践尚处

于起步阶段, 研究基于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融资水平分析, 以及全球主要

多边和双边生物多样性援助组织政策经验总结, 从援助融资、总体布局、重点实施三个层面提出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总

体规划和行动建议, 以期为即将于2021年在云南举办的COP15大会上, 中国作为东道国提出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国

际倡议和国家行动计划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对外援助; 国际融资; 生物多样性公约; 爱知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 COP15 

陈曦, 王泺 (2021) 生物多样性国际发展援助作用、现状与中国行动思考: 基于CBD履约视角. 生物多样性, 29, 247–258. doi: 10.17520/biods.2020392 
Chen X, Wang L (2021) The role, status quo and China’s actio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biodiversity: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BD.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47–258. doi: 10.17520/biods.2020392 

The role, status quo and China’s actio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biodiversity: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BD 
Xi Chen*, Luo Wang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ijing 100710 

ABSTRACT 
Background an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Biodiversity aid is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goal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for China to 
export and practice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afeguard China’s overseas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build a good international image.  
Current Financing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biological diversity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financing level, the total funds has reached more than 130 billion US dollars by 2018. In recent years, the annual global 
biological diversity ODA have shown a trend of weak growth of multilateral financing and fluctuating growth of 
bilateral financing. 
Current Policy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diversity assistance policy, the Executive Secretariat of CBD leads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IUCN focuses on in-depth assessment of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NBSAP)implement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have also 
formulated clear biodiversity assistance policies. 
Recommendations: As one of the richest biodiversity resource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is performing its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more effectiv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also undertake a wider range of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obligations through foreign aid, including raising the level of biodiversity foreign aid funds, 
formulating a systematic biodiversity foreign aid plan and strengthening its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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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对人类

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 世界各国也越来越紧密

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物多样性危机。

2021年即将在中国云南召开以“生态文明: 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Life on Earth)为主题的《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这是中国近期的一次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也是生物

多样性全球治理的新起点。对外援助是中国在南南

合作框架下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政策工具, 也是

参与全球治理乃至平衡全球政治经济伙伴关系的

重要政策支点。中国在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域构建全

球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行动共

同体, 参与并引领全球环境治理, 需要首先系统构

建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总体政策规划和具体

行动计划。 

 
1.1  国际发展援助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意义 
国际发展援助具备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从经

济学角度理解国际发展援助, 是国际经济活动中具

有正向激励性质的跨国资源配置, 包括商品、服务、

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无偿或低偿的跨国转移。生

物多样性援助, 即是旨在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可

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发展援助。其包括生物

多样性直接相关的资源跨国转移, 也包括帮助受援

国健全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政策、行政管理、教

育培训、技术研究以及组织筹备等辅助工作。 
1.1.1  生物多样性援助是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目标的主要途径 
《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作为环境领域联合国三大公约之一,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制定了战略目标。历史上多

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COP)均
对国际发展援助提出要求: 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举

行的COP10上通过了“爱知目标”, 其中目标20明确

提出: 为有效执行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需要大幅

提高各类财政资源, 包括国内公共支出的财政资源

以及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财政资源; 2012年在印度海德拉巴举行的

COP11大会上, 提出截至2015年将投入在生物多样

性相关领域的国际资金规模翻倍, 并至少维持到

2020年; 2014年在韩国江原道举行的COP12大会上, 
各国政府重新确认了COP11大会上将用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资金增加1倍的决议, 并提出资金主要流

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国际发展援助之所以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至关重要, 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公共产品属

性。作为一定程度上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且没

有明确界定财产权的国际公共产品, 生物多样性保

护几乎没有私人商业投资(IUCN, 2015), 因而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支持。但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大都为发展中国家, 难以为维护本国生物多样性

提供足够财政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供给和需求出

现空间错配, 需要相关商品、服务、技术和资本的

跨国转移、协调和分配。因此, 生物多样性国际发

展援助尤其是以政府为主体、财政资金支持的官方

发展援助成为调节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缺口、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的重要途径。 
1.1.2  生物多样性援助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的重要支持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包括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和环境保护三大方面的17大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169项具体目标, 其中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是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核心议题。尤其是目标13 (采取紧急行动应

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目标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海洋及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15 (保护、

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森林

管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遏

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均与“爱知目标”具有直接紧

密关联。 
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是全球政府

的重要政策目标, 长期而言, 没有保护的发展和没

1  国际发展援助与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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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展的保护都不可持续: 破坏环境的发展会威胁

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稳定运行, 从而危及人类福祉; 
而从道德上讲, 以牺牲最贫穷者为代价的保护在实

践上也不可行。无论是“爱知目标”还是更为复杂和

更有抱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均对生物多样性领域

的国际发展援助提出了更大挑战。随着生物多样性

保护目标范围的扩大, 国际发展援助尤其是官方发

展援助的资金需求也必然随之扩大, 同时也需要更

有力的国际和国家各层级援助政策以支持援助资

金更有效的分配和使用。 
1.2  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的重大意义 

中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最早的一批

缔约国。2016年12月中国成功申办COP15, 体现了

中国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国际多边合作的决心和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生物多样性履约工作的认可。虽

然中国自身生物多样性保护成绩斐然, 但生物多样

性对外援助才刚刚起步。政府、学界和公众对于生

物多样性对外援助的重要性认知依然不足。生物多

样性对外援助的重要价值, 需要置于中国参与国际

治理、谋求国际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系统思考。 
1.2.1  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是在全球范围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政策工具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

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

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而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18年5月18日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了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六项重要原则: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共谋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 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2020
年9月30日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

话中再次强调: 中国将“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 
“采取有力政策行动”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六项原则与《生物多样性

公约》保护、可持续利用、惠益分享三大目标高度

对应。最后一项原则携手世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

共赢全球观则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提供了理论指引。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在南南合作

框架下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政策工具, 也是参与全

球治理乃至平衡全球政治经济伙伴关系的重要政

策支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
等国家重大外交活动中, 对外援助起到了经济外交

压舱石的重要作用。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输

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

六项原则, 更需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持续发力, 不
断扩大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乃至全球环境

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1.2.2  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是维护中国海外发展

利益和构建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实践基础 
生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

文化安全一样关乎每个国家和国民的切身利益, 没
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全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中独

善其身。生物多样性问题、气候变化问题、荒漠化

问题等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焦点问题相互紧密关

联, 构成全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阈值。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组成, 全
球生物多样性得不到基本保护, 则中国的发展利益

也无从谈起。中国要谋求更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 
就要通过扩大对外援助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

更好地起到负责任大国作用。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 中国分享全

球经济发展红利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要在环境领域构建良好国际形象, 从而突破国

际发展环境瓶颈、赢得海外发展友好环境、提升国

际经济竞争力, 需要以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领域

的对外援助为引领, 以彰显中国在后疫情时代与世

界共谋国际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携手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增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福祉的

负责任大国形象。 
1.3  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概况及评析 

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曾经是全

球生物多样性援助的主要受援国之一。虽然从 1950
年至 2020 年, 中国对外援助已走过 70 年发展历程, 
但在生物多样性领域, 中国近十年来才逐步开始从

受援国向援助国进行角色转换。中国生物多样性对

外援助在理念和实践中尚处于萌芽阶段, 对外援助

水平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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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 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主要项目统计  

• 林业援外培训: 1993年起组织林业援外培训; 2018年起开始组织境外培训。 
• 发展中国家“沙漠化研究与治理国际培训班”: 2009年起建立国际荒漠化和土地沙化防治技术援助交流平台, 帮助乌干达

等多个发展中国家提升沙漠治理技术。 
• 野生动物和森林资源保护援助: 2010‒2018年向柬埔寨等多国提供巡逻车、防护用具、雷达等野生动物巡护和森林资源

保护物资。 
• 援建肯尼亚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2013年援建肯尼亚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并提供相关技术培训。 
• 非洲野生动物保护援助: 2014年5月, 李克强总理访问肯尼亚期间提出中方将加强同非洲在保护生态和野生动物方面的

合作, 并承诺为非洲野生动物保护提供1,000万美元资金援助。 
• 援建尼泊尔国家自然保护基金会研究中心: 2014年援建尼泊尔国家自然保护基金会研究中心, 帮助尼泊尔在野生动物保

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工作。 
• 非洲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与履约研修班: 2014年、2018年、2019年分别组织非洲乌干达等11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 CITES)缔约国开展技术培训。 
• 蒙古戈壁熊保护技术援助项目: 2018年起向蒙古提供包括栖息地环境质量评价研究、栖息地食用植物种群动态研究、栖

息地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戈壁熊种群数量研究、培训保护区技术和管理人员、提供保护区专用设备、安装自动气象站、

戈壁熊繁育援助等一揽子援助。 

 
1.3.1  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主要项目概况 

目前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包

括赠款、物资赠与、成套项目、技术培训等, 但项

目规模和资金规模都相对较小(中国生物多样性对

外援助代表项目详见Box 1)。 
1.3.2  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水平有待加强 

虽然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实践已取得一

定成果, 但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对外援助中依然是小

众和边缘化的议题。随着环境问题尤其是生物多样

性问题成为全球焦点议题, 以及世界对中国在全球

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的期望不断增强, 中国生物多

样性对外援助理论和实践水平亟待加强。而精准施

策必须规划先行, 谋定而后动。中国应逐步构建在

南南合作框架指导下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对外援

助总体政策规划和具体行动计划, 这首先需要对当

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两大核心问题——融资水平和政

策制定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 

 
融资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议题。生物

多样性官方发展援助是调节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 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主要资金来源, 援助方政府通过多边

以及双边渠道向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国际财 
 

政支持。生物多样性官方发展援助可以分为多边援

助和双边援助两个渠道: 其中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und, GEF)和世界银行集团 (World 

Bank Group, WBG)是两个最主要的生物多样性多

边融资主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OECD-DAC)的 30
个成员国和欧盟则可以代表生物多样性双边融资

主体。 
2.1  多边融资分析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多边援助是通过国际组

织提供的, 而双边援助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考量, 
会将援助重点放在特定国家和地区, 两者相比, 多
边援助更有利于将资源配置在更广泛和更合理的

国家和地区。 
2.1.1  年度融资规模——近年明显回落 

根据对全球环境基金(GEF)和世界银行集团

(WBG)项目库中标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共

2,232组项目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图1), 截
至2018年, 全球生物多样性多边融资规模累计达到

438亿美元, 年平均约14亿美元, 其中2009年达到

历史峰值约28亿美元, 近年来下降较为明显, 基本

回落至2005年左右水平。 

2  全球生物多样性官方发展援助融资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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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生物多样性多边援助资金总额(根据GEF和WBG项目库数据整理计算, WBG生物多样性项目库中来源于GEF的项

目已剔除, 避免重复计算) 
Fig. 1  Global total multilateral aid for biodiversity. Source: according to the GEF (https://www.thegef. org/projects-faceted?
search_api_views_fulltext=biodiversity) and WBG (https://projects.worldbank.org/en/projects-operations/projects-list?searchTerm
=biodiversity) project database. The project from GEF in WBG project library has been eliminated to avoid double calcu- 
lation.  
 
2.1.2  资金流向领域——侧重加强保护与目标执行 

从资金流入领域来看, 按照《爱知目标》①

                                                        
① 2010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在日本爱

知县举办, 会上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战略中的

五个战略目标及相关的20个纲要目标统称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常
简称为“爱知目标”)。爱知目标的宗旨是激励所有国家和利益相关方在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期间采取措施, 推动实现CBD生物多样性保护、

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共享三大目标。 

划分, 
约有178亿美元资金流向战略目标C (加强保护: 通
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基因多样性来改善生

物多样性现状), 占比41%。其次是战略目标E (响应

措施: 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

目标执行), 资金总额约128亿, 占比约为30%, 其他

三大目标包括战略目标A (响应方式: 通过政策、宣 
传与意识提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发展主流)、战略目

标B (减缓压力: 减少生物多样性直接压力并促进

可持续利用)、战略目标D (惠益分享: 提高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并增进生物多样性给公众带来的惠益), 
资金总额均在44亿美元左右, 各占10%。 
2.1.3  资金流向区域与国别——主要为亚洲和南美

洲国家 
根据本研究对于GEF和WBG项目库数据统计, 

从资金流向区域来看, 亚洲是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

流入最多的区域(1,100亿美元), 占比约30%; 其次

是南美洲(955亿美元)和非洲(889亿美元), 占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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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4%左右 ;  欧洲(401亿美元)、北美洲(431亿 
美元)各占11%左右; 大洋洲最少(4亿美元), 仅占

1%。 
从国别来看, 巴西、中国、墨西哥和菲律宾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多边援助的最大受援国。其中巴西

累计受援金额高达47亿美元, 占全球比重约11%。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多边援助第二大受援国, 受
援金额约30亿美元, 占比约6.8%。墨西哥和菲律宾

累计受援金额均在19亿美元左右, 占比4%以上。其

后依次是印度(16亿美元)、尼日利亚(12亿美元)、印

度尼西亚(10亿美元)、秘鲁(9亿美元)、马达加斯加

(8亿美元)、南非(8亿美元)。 
2.2  双边融资分析 

发展援助委员会(DAC)通过其债权人报告系统

(Creditor Reporting System, CRS)收集了30个成员国

以及欧盟机构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双边援助数据。 
2.2.1  年度融资规模——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统计数据表明(图2), 2002–2018年17年间, 发
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共提供了约880亿美元的生物多

样性援助资金。自2002年以来,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

员生物多样性双边援助金额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并
在2017年达到历史峰值约88亿美元, 较2010年增长

了一倍多, 2018年略有缩减。其中, 根据里约标记为

首要目标的项目资金总额在2015年达到峰值约42
亿美元, 里约标记为重要目标的项目资金总额在

2017年达到峰值约54亿美元。 
2.2.2  资金流向区域——非洲近年显著增多 

从2010年和2018年区域资金的流向来看, 2010
年生物多样性双边援助资金分配相对均衡, 约55%
流向亚洲(17亿美元)和非洲(16亿美元), 其他主要

分布在南美洲(12亿美元)和未指定区域(9亿美元), 
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均在3亿美元以下。而2018
年资金配比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约32亿美元流

向非洲, 占比高达37%, 未指定区域的项目金额(21
亿美元)占比接近1/4, 而流向亚洲、北美洲、大洋洲

和欧洲的资金几乎没有增长。 
2.2.3  援助国别——日、德、法、欧、美为全球前

五大援助组织 
从近17年累计数据来看, 日本是生物多样性保

护双边援助第一大国, 累计援助资金总额达到约

165亿美元。其后依次是德国(127亿美元)、法国 (108

亿美元)、欧盟机构(99亿美元)、美国(98亿美元)。
此外, 挪威(55亿美元)也是生物多样性援助力度较

大的国家, 荷兰、澳大利亚、瑞典、英国累计援助

资金总额也均在30亿美元左右。 
从年度历史数据来看(图3), 在2011年之前, 日

本一直是全球最大生物多样性双边援助国, 2015年
也位列世界第一并达到其援助金额峰值(约18亿美

元)。2010年之后, 法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纷纷大

幅上调了生物多样性援助规模, 尤其是法国在2013
年后增幅急速扩大, 在2016、2017年两年位列世界

第一达到全球峰值约24亿美元。2018年法国、德国、

欧盟生物多样性援助规模相当, 均在16亿美元左

右。 
2.3  总体分析 
2.3.1  近年全球生物多样性官方发展援助融资乏力 

多边和双边汇总数据表明(图4), 截至2018年, 
全球生物多样性官方发展援助累计融资已达到

1,300亿美元以上。近年来全球生物多样官方发展援

助资金呈现多边融资乏力、双边融资波动增长态势, 
2018年资金总额(包括多边和双边)达到约100亿美

元, 仅比2010年约76亿美元增加了30%, 并未实现

COP11所提出的国际资金翻倍目标。而据全球资源

评估高级别小组估计, 为实现“爱知目标”全球每年

生物多样性保护费用约在1,500‒4,400亿美元, 关键

国家资金严重不足依然是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的

主要障碍。 
2.3.2  中国在21世纪初曾是全球最主要生物多样

性受援国 
中国曾经是全球最主要的生物多样性受援国

(图5), 接受多边和双边生物多样性累计资金总额达

到72.75亿美元, 其中多边29.71亿美元, 双边43.04
亿美元, 多双边比例为2 : 3。从年度金额来看, 2002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受援资金占全球比重高达1/4, 
此后占比逐渐波动下降。但在2007年达到金额峰值

接近10亿美元。2008年后, 中国生物多样性受援资

金无论规模还是全球占比都明显下降。 

 
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

分享, 不仅需要调动更多国际资金, 也需要国际发

展领域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将生物 

3  生物多样性国际发展援助政策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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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年度总计生物多样性保护援助资金总额(根据OECD.Stat数据库信息整理计算) 
Fig. 2  Total annual aid fund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 DAC Member States (Source: OECD.Stat Database information,  
https://stats.oecd.org/) 

 

 
 

图3  法、德、日、美、欧生物多样性援助年度资金总额(根据OECD.Stat数据库信息整理计算) 
Fig. 3  Annual total funds for biodiversity assist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EU institutions,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Source: 
OECD.Stat Database information, https://stats.oecd.org/) 
 
多样性全面纳入考量范畴, 通过更合理和更有力的

政策支持资金更高效的分配和使用。生物多样性领

域主要国际多边组织和全球主要生物多样性援助

国的政策制定可为中国提供良好经验借鉴。 

3.1  多边政策借鉴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多边组织, 如生物

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均

于 2020 年发布了重要文件, 展示了过去十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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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球生物多样性援助资金总额(根据本研究搜集数据整理计算) 
Fig. 4  Total fund of global biodiversity aid (Source: the data are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图5  中国生物多样性受援资金总额和占比(根据本研究搜集数据整理计算) 
Fig. 5  total recipient aid funds and global share of China’s biodiversity (Source: the data are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所做出

的巨大努力和经验教训, 并为实现生物多样性愿景

制定了全球行动指南。 
3.1.1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秘书处——引领全球

生物多样性战略 
2020年8月18日,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GBO-5)发布。其概述了“爱知目标”的实现进

度, 指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境破坏、气候变化、过

度开发、外来物种入侵和污染将严重影响《生物多

样性公约》目标的实现, 并提出通往2050年生物多

样性愿景的达成途径。GBO-5指出未来全球生物多

样性主要改革的方向包括: 加大力度解决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 加强性别平等、土

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作用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陈曦和王泺: 生物多样性国际发展援助作用、现状与中国行动思考: 基于 CBD 履约视角 255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加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

进程; 精心设计目标和指标; 提高国家承诺的宏伟

程度; 减少规划中的时间滞后并考虑到执行中的时

间滞后; 进行有效审查并向各国提供持续和有针对

性的支持; 关注执行工作。 
3.1.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深入评估生

物多样性NBSAP实施 
2014年起,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与生物多

样性公约(CBD)秘书处启动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与行动计划(NBSAP)实施的记录和分析工作(IUCN, 
2015)。NBSAP是国家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其他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的主要手段。IUCN
通过其区域和国家办事处, 可以很好地协助各国发

展和更新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IUCN通过记录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10个发展中国

家NBSAP实施情况, 总结了执行NBSAP的经验教

训和改进建议 , 包括 : 避免政治NBSAP和技术

NBSAP脱节, 培养国家政治承诺; 通过建立利益共

享和风险共担的伙伴关系来平衡领导力, 促进伙伴

关系; 进行系统、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规划设计; 
加强公众沟通意识, 及时宣传成功经验; 提供足够

技术和财政资源。 
3.2  双边政策借鉴 

美国、欧盟、法国、德国和日本作为全球最主

要的生物多样性援助双边组织, 在其长期生物多样

性援助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 系统总结

其生物多样性援助政策特色, 可为中国生物多样性

对外援助提供有益支持。 
3.2.1  美国——明确制订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和行

动计划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是美国生物多样性援

助的执行机构。美国《对外援助法》要求USAID将

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列为高度优先事项, 并采取支

持热带雨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行动。《联邦法规》(22 
CFR 216)的环境影响评估程序, 必须考虑开发投资

的环境影响 , 其中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USAID于2014年首次发布了其《生物多样性政策》

(Biodiversity Policy), 明确提出生物多样性对外援

助具体目标, 包括: 创造并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有利条件; 减少生物多样性威胁的驱动因素; 整合

并平衡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保护与发展; 建立伙伴

关系以更好调动资源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影响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国际政策; 通过应用科学、技

术和培训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同时, 文件

还详细阐释了达成上述目标的对外援助指导原则、

实施路线以及基于生物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生物多

样性援助优先区域选择方法, 从而为美国生物多样

性对外援助提供了明确的战略规划和详尽的行动

指南。 
3.2.2  欧盟——积极将生物多样性援助纳入国际治

理框架 
生物多样性是欧盟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优

先事项。根据2020年5月发布的《2030生物多样性

战略》, 欧盟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的最大特色是注

重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国际治理框架中, 通过前瞻

性、战略性的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规划, 既支持其

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更有利于帮助其达成参

与乃至主导全球治理的雄心。欧盟不仅发起“绿色

外交协议” “绿色联盟” “自然非洲倡议” “全球生物

多样性联盟”等来扩大其在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的

影响力, 同时倾其外交能力积极主导国际海洋治理, 
包括: 通过推动达成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BBNJ)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议、在南极周边划定3个广阔海

洋保护区协议、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与其他伙伴

关系国家参与区域和全球组织及机构会议、打击过

度捕捞、资助有关深海采矿活动和环保技术研究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3.2.3  法国——注重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援助主流 

法国开发署(AFD)是法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执行

机构。AFD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其核心行动。为

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并保护生态系统, AFD全力支

持自然保护区修复和可持续管理, 以原住民受益为

本, 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所有发展政策, 包括: 
在AFD支持项目周期中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 促进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私人投资;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

担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本; 在所有活动中更多考虑生

物多样性, 并将生态影响纳入项目审批标准; 确保

其他领域(能源、水、可持续城市、交通、体育等)
相关项目不会造成关键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任何

净损失, 并确保其在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共同利益; 
增加财政承诺(AFD, 2013)。 
3.2.4  德国——加强生物多样性国际与区域合作 

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是德国对外援助

的主管机构。BMZ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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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合作, 代表项目包括: 推动全球财富核算

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伙伴关系(WAVES)行动计划; 
推动区域海洋治理伙伴关系(PROG), 改善全球海

洋资源的超区域管理; 2017‒2022年提供390万欧元

财政预算支持STRONG公海项目, 加强区域治理结

构, 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海洋生物多样性; 
与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和《阿比让公约》秘书处共

同支持对东南太平洋和东南大西洋区域的生态系

统综合治理; 支持建立陆地和海洋保护区全球网络; 
2011年与全球森林和景观恢复关系伙伴(GPFLR)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共同发起“波恩挑战赛”; 
2014年承诺实施《纽约森林宣言》; 作为全球最大

援助国捐款3.6亿欧元用于森林碳伙伴基金; 支持

中非森林倡议(CAFI), 支持保护中非雨林(覆盖面

积2.4亿公顷); 参与非洲森林景观恢复倡议(AFR),
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26个国家合作, 支持在2030
年前修复 1亿公顷森林和木材生产用地 (BMZ, 
2018)。 
3.2.5  日本——促进多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生物多样

性援助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是日本对外援助的主

管机构。JICA于2017年12月发布了《自然保护合作

战略——努力建设一个永不落后的可持续发展社

会》, 以向国际社会和参与JICA自然环境保护相关

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介绍日本在可持续自然环境管

理中所做出的努力。主要包括: 注重受援国的主人

翁意识和能力建设, 注重合作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 
通过可持续的科学技术研究伙伴关系(SATREPS)为
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技术发展做出贡

献; 促进绿色经济, 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

改善当地社区生计; 促进农业、林业和渔业增殖产

品开发、促进生态旅游和引入生态服务付费、鼓励

与私营企业建立伙伴关系, 以确保项目持续性并扩

大项目活动规模和产出; 强化参与式管理, 通过使

地方社区参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及管理, 加强保护区

管理能力, 制定并适时调整保护区(包括缓冲区)的
管理计划(JICA, 2017)。 

 
中国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在更加有效履行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 也应

通过对外援助承担更广泛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

义务。中国应基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水平和

经验借鉴的基础上,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 制定中国

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总体政策规划和具体行动计

划, 深入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4.1  援助融资建议 

充足的国际资金支持是履行《生物多样性公

约》(CBD)并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目标的

前提和基础。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 全
球经济加速衰退已成事实, 生物多样性国际融资更

趋乏力。而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应倡导

加大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资金规模, 从而在生物多

样性领域获得更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4.1.1  在南南合作基金项下建立生物多样性专项

基金 
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对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至关重要。中国有必要建立生物多样性专项

资金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目

前可考虑在中国南南合作基金项下设置生物多样

性专项对外援助资金池用于未来十年“一带一路”、
非洲等中国重点国际合作伙伴国家和地区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 
4.1.2  每年按一定比例安排生物多样性保护援助

资金 
除建立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专项资金池外, 中国

也可参考当前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平均生

物多样性援助占其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 在中国当

前每年对外援助资金池中划拨一定比例资金作为

发展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中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配套项目资金。 
4.1.3  淘汰有损生物多样性的援助资金安排 

在中国对外援助储备项目中, 应有意识逐步淘

汰环境非友好型尤其是有损生物多样性的援助资

金安排, 限制或停止农业、林业、能源领域以及生

态环境敏感区的对外援助项目。同时进一步促进对

外援助项目中反映环境成本(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资源定价制度、成本核算制度和项目评估制度, 
支持建立国际自然资本会计审核制度。 
4.1.4  推进对外援助绿色金融支持 

除建立以上在财政资金项下支持国际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资金体系, 中国也应考虑为优惠贷款和

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即“两优贷款”支持的对外援助项

4  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总体政策规划与具体

行动计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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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供长期的、确定性的、可持续的绿色金融支持。

中国可考虑在未来10年, 基于公私混合融资筹集资

金, 建立中国对外援助乃至整个国际贸易和对外投

资体系中的自然资本和循环经济计划。  
4.2  总体布局建议 

通过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深度参与全球环境

治理, 必须扭转中国对外援助领域传统原则中“受
援国提出、受援国主导”的被动模式, 中国需要以全

球生物多样性战略为基础, 结合中国对外援助总体

目标和中国国际贸易及对外投资政策, 主动规划、

主动布局, 形成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生物多样性对

外援助总体规划, 使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更好服务

于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和中国国际发展大局。 
4.2.1  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绿色保护

地网络 
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空间载体, 中国应

配合绿色“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生
物多样性绿色保护地网络计划。通过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 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跨国界的、连贯的自

然保护地网络, 以特别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

有高度生物多样性价值和潜力地区的保护。尤其要

加强对接壤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生物多样性的

跨境保护合作, 如支持中国与缅甸、老挝、柬埔寨

等国共同建立重要自然生境、生态廊道和物种保护

联盟。 
4.2.2  推动实行非洲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非洲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也是中国

主要传统受援地区和重要外交战略支点。近年来美

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大幅提高对非洲生物多样性投

入, 积极推进与非洲多项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合

作。中国也应注重与非洲国家携手, 在全球环境治

理中贯彻执行中非合作论坛精神, 共同在生物多样

性领域开拓中非合作新篇章。 
4.2.3  深化中法两国生物多样性领域通力合作 

中国和法国目前已在国家层面达成在生物多

样性领域的深入合作共识: 2018年1月中法两国政

府相关部门签署了关于开展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

合作协议和环境保护行动计划(2018–2020); 2018年
7月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法国表示认同中国的

生态文明理念, 并将在COP15大会上给中国以帮助

和支持; 2019年11月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

化北京倡议发布, 展示中法联手协调一致解决生物

多样性丧失、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问题的雄心; 
法国开发署近年也在中国开展生物多样性等多项

项目支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未来应更加重视

与法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合作, 以扩大中国

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4.3  重点实施建议 

在上述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总体规划的

指引下, 应着重设计一系列可落地、可实施、可持

续的具体行动计划, 以推进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对外

援助领域的全面主流化。 
4.3.1  在发展性援助项目中重点将生物多样性纳

入评估体系 
目前中国发展性援助主要是以建设公共设施

和基础设施为主的成套项目, 一些大型成套项目如

体育馆等公共设施、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以

及水电等能源项目, 可能会对受援国生物多样性产

生潜在负面影响。在此类发展性援助项目中, 应在

项目选址、项目设计、项目施工到后期运营管理的

全项目周期中重点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修复, 提
高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信息披露, 将生物多样性影响

纳入前、中、后期项目评估中。 
4.3.2  在人道主义援助灾后重建中注重生物多样

性修复 
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类型, 中

国可将生物多样性与人道主义援助相结合, 以加强

自然灾害影响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中国可一

方面培训由灾害风险管理人员、应急人员、人道主

义援助人员、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人员组成的联

合团队, 促进人道主义危机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

援助的行动协调能力; 另一方面不断规范人道主义

援助以及灾后重建过程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程序, 并
将其纳入当地灾害管理、应急响应和人道主义援助

中。 
4.3.3  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小而美”生物多样性援

助示范项目 
生物多样性援助项目与中国传统对外援助成

套项目不同, 不需要一次性、大规模投入, 更多需

要小额、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项目安排和资金支

持。中国可选择自身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优势

项目 , 如旗舰种和濒危物种保护 (可参考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雪豹(Uncia uncia)、朱鹮

(Nipponia nippon)的保护), 保护地建设、巡护、监©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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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以及防盗猎, 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生态示

范村, 技术培训等方面重点输出项目、技术和经验, 
设计单个项目规模约200万人民币量级的项目库, 
打造“小而美”生物多样性援助示范性项目品牌。 
4.3.4  加强培育生态、生计与发展平衡的参与式产

业链建设 
对于受援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 原住民是非

常重要的社会力量。而得到原住民支持的前提是必

须考虑当地社区减贫问题。只有解决原住民生存与

发展问题, 平衡好生态与生计、环境利益与经济利

益、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 生物多样性保护才能可

持续。因此, 生物多样性援助应帮助受援地区发展

环境友好型绿色项目, 由单方面保护转向经济、教

育、休闲旅游观光等多产业建设, 将资源环境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并在产业链建设中注

重原住民的参与和利益共享。从培育重点产业出发, 
中国也可考虑输出本国先进生物技术, 共同与受援

国公平、合理、互惠分享生物资源, 开拓中国海外

生物制药基地和市场。 
4.3.5  科技牵引加强生物多样性援助能力建设 

中国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改善全球生物多样性

丧失, 应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基础。中国可酌情

建立长期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议程, 以物种起源等

重大科学问题为牵引, 牵头全球生物多样性资源摸

排, 配套输出资金、技术、人员和工程。此外, 中
国应继续开拓生物多样性领域援助培训, 通过加强

受援国制度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 帮助受援国更有

效实施援助政策。 
4.3.6  积极拓展生物多样性国际伙伴关系建设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关注, 环
境外交已从国际政治边缘转移到核心位置, 国际环

境立法、谈判、条约履行以及国际环境纠纷处理等

逐渐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多样性作

为环境领域道义制高点, 应作为中国环境对外援助

乃至中国环境外交的重要政策支点。中国应更主动

推进生物多样性领域双边、三边、区域、诸边和多

边合作交流, 更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全球规则

制定, 从国家层面建立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合作机

制, 同时更诚恳寻求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私

营部门以及受援地区原住民的紧密合作, 以拓展生

物多样性国际伙伴关系建设为基础撬动中国环境

外交发展, 在生物多样性领域乃至全球环境治理领

域赢得更广泛共识、更深入影响以及更有力话语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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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新的资金机制 
魏伟 *, 申小莉 , 刘忆南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3 

摘要: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有进展, 审议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 后者是实现2050愿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 有助于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

现在是将来也是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重要保证。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所的数据, 目前各缔约方

每年对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额度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较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2015年时生物多

样性保护资金投入占GDP比例为0.255%, 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近年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连年增加, 
2019年时已经达约0.6%。有研究表明, 目前全球每年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缺口至少500亿美元, 未来十年还有更大的资金

缺口, 而且当前已有生物多样性资金渠道比较单一, 并存在一些短板, 远远不能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要求, 急需建立

新的资金机制, 调动更多资源, 推动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和目标的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金机制可以与包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其他相关环境公约协同增效, 比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减

缓等环境目标联系起来。中国作为COP15的东道国, 有积极协调磋商的责任, 力求在大会上推动形成一个新的资金机制, 即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保驾护航。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将独立于现有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 具有多样化投资渠道并引入绩效评估机制, 将经费与任务目标关联,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支
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关键词: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资金机制; 全球生物多样性新基金;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魏伟, 申小莉, 刘忆南 (2021)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新的资金机制. 生物多样性, 29, 259–268. doi: 10.17520/biods.2020415. 
Wei W, Shen XL, Liu YN (2021) Toward developing a new funding mechanism to support post-2020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59–268. doi: 10.17520/biods.2020415. 

Toward developing a new funding mechanism to support post-2020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ei Wei *, Xiaoli Shen , Yinan Li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Vege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15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15)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will review the achievement and delivery of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and consider 
adopting the final draf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with potential amendments.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will be an important milestone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2050 visio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ogress: It is agreed that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for support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action plan. However, the current funding gap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to reverse biodiversity loss by 2030 is estimated to be at least 50 billion US dollars per 
year, with an even larger financial gap of more than half a trillion US dollars per year expected in the coming decade. 
According to the data submitted to the Clearing-House Mechanism (CHM) of the CBD, parties’ direct invest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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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nly accounts for a very small fraction of their tot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n 2015, China spent 0.255% of its total GDP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is percentage was relatively high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biodiversity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and in 2019 this amount reached approximately 0.6% of its GDP. The existing biodiversity funding 
channel is relatively low on diversity, which will make fulfill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goals quite challenging. 
Thu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new funding mechanism to assist i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ost-2020 
mission and goals by 2030.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an learn from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e.g. green climate fund), and 
synergize with other relevant environmental conventions, in particular, through nature-based solutions.  
Perspective: As the host country of COP15, China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ability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for a 
new funding mechanism at the confere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his new biodiversity funding mechanism shall be independent of the existing financial mechanisms with 
much diverse investment channels, introduce achievement grading mechanisms and link funding to concrete mission, 
goal and responsibility aiming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und use, and support biodiversity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financial mechanism; new global biodiversity fund; 
nature-based solutions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5月22日讨论通

过, 并于同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

大会上开放签署。中国在1993年正式加入, 成为最

早的缔约方之一, 目前《生物多样性公约》已有196
个缔约方。《生物多样性公约》围绕保护生物多样

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遗

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惠益三大目标开展活动。 
《生物多样性公约》在第六次缔约方大会(2002

年)上制定了201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即“明显

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 2010年在第十次缔

约方大会上制定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

计划》(含20个爱知目标), 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态

势。然而, 时至今日, 除了“爱知目标”16《遗传资源

获取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

名古屋议定书》生效和实施外, 其他目标均不可能

按时或完全达成(马克平等, 2018; SCBD, 2020)。 
在分析爱知目标失败的原因中, 除了目标设定

等缺陷外, 没有足够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支持也是一

个重要方面。Barbier等(2018)认为, 如果要保护地球

一半的陆地和海洋面积, 生物多样性保护每年需要

1,000亿美元的资金。根据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组织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BIOFIN)的估算, 每
年需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投入1,400–4,000亿美

元的资金才能实现2020年的保护目标, 而目前每年

只有52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资金 (Arlaud et al, 
2018)。为了在2030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并

考虑到农业轮耕、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成本, Deutz等
(2020)估计未来十年每年生物多样性资金的缺口可

达5,980–8,240亿美元(平均7,110亿美元)。由于对成

本和投资概念理解不同或使用方法的不同, 对于未

来资金需求的各种评估所得出的结果有很大的差

异。《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 ” 资源调动问题专家小组按照过去十年

(2008–2018) GDP、农业用地和CO2排放的平均增长

速度, 用模型预测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每年需

要投入1,510–3,060亿美元, 当然在GDP、CO2排放

及农业用地增长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生物多

样性资金的需求会大幅降低, 最低只需1,050亿美

元 (https://www.cbd.int/doc/c/c3f7/163d/b1f2c136506 
037842cebc521/sbi-03-05-add2-en.pdf)。因此, 在这

种理想情况下, 每年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缺口约

为500亿美元。 
根 据 斯 德 哥 尔 摩 环 境 研 究 所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EI)的报告, 2002–2017年全

球由发达国家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相关的发展资金总计为383.4亿美元(Atteridge et al, 
2019), 其 中 56.9% 为 政 府 开 发 援 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①

                                                        
①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 政府开发援助是发达国家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的赠款或贷款。 

的赠款, 40.9%为

ODA贷款。然而在这个统计中, 所有项目目标与生

物多样性有关的都包括在内, 实际上直接资助生物

©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
ty S

cien
ce



 魏伟等: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新的基金机制 261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编
者
按

 

 

多样性的资金比例并不高。例如, 在发展资金资助

最高的前10个项目中, 只有1个项目(降低森林砍伐

的排放)的资助目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直接相关(占
比4.8%), 其他项目的主要资助目标为水处理净化

和一般性环境保护(环保政策与管理)等。 
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造福人类, 2021

年即将在中国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审议并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目标, 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科

学研究表明,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投入对减少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作用巨大(Waldron et al, 2017)。因

此, 本文将在调研和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现状

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新的资金机制, 以促进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有效实施和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0条第2款规定, 发达国

家缔约方应提供新的额外资金, 以支持发展中国家

的履约活动, 其他缔约方, 包括处于向市场经济过

渡进程的国家, 也要自愿承担起发达国家缔约方的

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伊始, 就指定全球环

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作为履约

的主要财务机制, 其资金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认缴, 
还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缴, 如中国、巴西、印

度、墨西哥等。自1994年改制并从世界银行独立出

来以后, GEF又进行了每4年1次的增资。目前已经完

成第7次增资的认缴①

                                                        
① GEF Secretariat (2018) Summary of negotiations of the seventh 
replenishment of the GEF Trust Fund (GEF/C.54/19/Rev.03).  

, 在第7次增资中, 中国的捐

款比例(0.66%)高于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巴

西、墨西哥)以及韩国。几个发达国家 , 如日本

(19.7%)、德国(15.03%)、英国(10.08%)的认缴额比

例均超过10%。据统计, GEF的经费平均有近30%用

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例如, GEF第6次增资期增资总

额为44.33亿美元, 其中12.96亿美元规划用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 占比大概29.2% (http://www.gefchina. 
org.cn/qqhjjj/gefzz/201603/t20160316_24273.html)。
迄今为止, GEF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超过35亿
美元, 并撬动了额外100多亿美元的资金, 在155个
国家中支持了1,300个项目(https://www.thegef.org/ 
topics/biodiversity)。然而 , GEF项目资金在实施中尚

存在一些问题,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谈判过程中 ,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

(transformative change) 已 经 成 为 共 识 (https:// 
www.cbd.int/doc/c/3064/749a/0f65ac7f9def86707f4ea
efa/post2020-prep-02-01-en.pdf)。因此, 适时推出一

个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相配套的变革性生物多

样性保护基金机制势在必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可以有不同的来源, 既

可以来自公共渠道, 也可以是私营部门; 可以来自

国内或国际(OECD, 2019)。1988年以来, 世界银行

一直是多项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的主要资助机构

之一(Primack和马克平, 2009)。从1998年到2005年, 
世界银行提供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助和贷款

总额50亿美元(包括贷款、赠款和联合基金)。从2006
到2016财年, 世界银行作为最大的国际资助机构之

一, 投资资助了价值12.4亿美元的241个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项目 (https://openknowledge. 
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5110/108335.
pdf)。 

除了这些多边开发银行的开发资金、贷款和赠

款 外 , 国 际 上 还 有 一 种 债 务 自 然 转 换

(debt-for-nature)的资金机制, 主要是将发展中国家

欠国际金融机构的大量国际债务利用起来保护生

物多样性(Primack和马克平, 2009)。除了这些国际

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和渠道外, 各国政府也有直接

的投入和环境激励补贴。国内支出部分一般来自国

家税收以及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收费。国家也可以

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和生物多样性补偿(biodiversity offset)
制度, 例如墨西哥的生物多样性服务付费制度在

2016年筹集了2,230万美元; 中国的天然林保护和

恢复工程, 在2015年调动了47亿美元的资金(OECD, 
2019)。生物多样性补偿是针对在实施了适当的风险

预防和减缓措施后仍然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净亏损

所采取的经济和环境补偿措施, 在消除生物多样性

净亏损的同时, 能够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有效、

公平公正地分享开发惠益及生态保护利益(任秋娟

和马风成, 2016)。 
另外, 生物多样性资金还可以来自私营部门的

慈善捐款和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影响力投

资是指向公司、社会组织或基金注入的除了考虑财

务回报还试图产生社会或环境影响的投资(陈瑜, 
2017)。影响力投资与企业责任投资类似, 后者是根 

1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当前资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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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的。按照摩根大通公

司 2016 年 开 展 的 调 查 报 告 (Hamrick, 2016), 
2004–2015年间私营部门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

护资金承诺累计为82亿美元, 但其投资主要是在

2009年以后, 2009–2015年间的实际投资累计为73
亿美元。私营部门的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可持续生

产上(食品、纤维), 对生境保护和水质关注较少。 
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要求, 为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环境, 发达国家有捐资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海外援助的责任。虽然发达国家承诺, 在2000年
其对外援助额度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的0.7%, 但是到2004年只有少数北欧

国家如挪威、丹麦、瑞典和荷兰达到了0.7%的目标

(Primack和马克平, 2009)。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

信息交换所的数据(https:/ /chm.cbd.int/search/ 
financial-analyzer), 从2006年到2010年, 日本、德

国、法国、荷兰、英国、挪威和丹麦等国每年对发

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援助(除韩国外)平
均1–12亿美元(图1)。虽然加拿大2010年的捐资额达

到1.3亿美元, 但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

所的数据, 2006–2010年间其捐资额每年平均不到

0.8亿美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也积极履行生物 

 

 

图1  2006–2010年间,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 主要

发达国家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均每年

资助额。数据来自《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所 
(https://chm.cbd.int/search/financial-analyzer)。 
Fig. 1  Averaged donation per year from 2006 to 2010 of main 
develope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using 
China as a reference. Data source: https://chm.cbd.int/search/ 
financial-analyzer. 

多样性保护的义务, 2006–2010年每年向其他发展

中国家提供60万美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据斯德

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统计, 2002–2017年, 中国接受

发达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相关发展资金为33.9亿美元

(91.7%为ODA贷款, 7.7%是ODA赠款), 以生物多样

性保护为主要目标的资助集中在2007年以前, 2008
年及以后显著降低, 主要涉及与生物多样性间接相

关的水供应和卫生、一般性环保以及农林渔业等

(Atteridge et al, 2019)。 
《生物多样性公约》《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

战略计划》关于资源调动的高级别小组第二次报告

认为(CBD High-Level Panel, 2014), 为实现2020年
爱知目标, 生物多样性投资的需求应占全球所有国

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0.08%至0.25%。为了实现宏伟的2030年生物多样性

保护目标和2050年愿景, 在2019年7月举行的特隆

海姆生物多样性会议上, 哥斯达黎加代表建议未来

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投入额度应不低于本

国GDP的1% (马克平, 个人交流)。参考GDP来衡量

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力度确实是一个很好

的量化方式。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所

的数据, 目前各国对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的投

入资金远远低于GDP的1%, 最低的仅为0.002% (表
1)。由于2015年印度、法国、韩国和哥伦比亚以及

欧盟总体国内生物多样性活动投入资金在信息交

换所未有具体数字, 因此用其多年平均数据代替。

数据细节可能有出入, 但能够反映各国生物多样性

资金投入的基本现状。布基纳法索的GDP较低, 但
生物多样性投入却占GDP的0.717%, 比例最高; 欧
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投入比例较低, 平均只占欧

盟各国生产总值的0.045% (表1)。目前《生物多样

性公约》信息交换所只提供了截至2015年的数据, 
中国政府2015年以前平均每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投入为167亿美元, 2015年投入约277亿美元, 占当

年GDP的0.255%。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峰会中方立场文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中国在行动》(2020年9月22日), 中国政府2017–2018
年每年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资金超过2,600亿
元人民币(约合370亿美元), 吕植等(2020, 未发表

数据)估算, 2019年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约合870亿
美元), 约占当年GDP的0.6%, 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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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披露的对本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活动投入的资金(单位：亿美元, 2015年度)。数据

来自《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所 , https://chm. 
cbd.int/search/financial-analyzer。 
Table 1  Annual financial support (100 m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year of 2015) provided to domestic biodiversity-related 
activities disclosed by som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Data source: https://chm.cbd.int/search/ 
financial-analyzer. 

缔约方 
Parties 

生物多样性

投入 
Biodiversity 
investment 

国内生产总

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生物多样性投资

占GDP比例 
Proportion of 
biodiversity 
investment to GDP 
(%) 

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 

0.747 104.2 0.717 

爱沙尼亚 Estonia 1.323 230.5 0.574 

新西兰 New Zealand 8.008 1,772 0.452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2.267 547.8 0.414 

加拿大 Canada 54.558 15,500 0.352 

中国 China 277.568 108,660 0.255 

荷兰 The Netherlands 16.188 7,653 0.212 

布隆迪 Burundi 0.066 31.04 0.211 

韩国 Korea 20.458 13,830 0.148 

厄瓜多尔 Ecuador 1.273 992.9 0.128 

墨西哥 Mexico 14.810 1,1710 0.126 

印度 India 25.549 20,730 0.123 

法国 France 24.726 24,210 0.100 

意大利 Italy 15.947 18,360 0.087 

缅甸 Myanmar 0.440 569.9 0.077 

哥伦比亚 Columbia 2.262 2,935 0.077 

德国 Germany 16.021 33,550 0.048 

捷克 Czech Republic 0.719 1,868 0.038 

日本 Japan 14.380 41,230 0.035 

科威特 Kuwait 0.0546 1,146 0.005 

埃及 Egypt 0.101 3,327 0.003 

黎巴嫩 Lebanon 0.0109 499.7 0.002 

欧盟 European Union 73.413 164,000 0.045 

 
值得注意的是, 德、法、日本等国均有比较高

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援助额度(图1)。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时, 日本

政府承诺了2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基金 (https:// 
www.cbd.int/doc/world/jp/jp-nr-05-en.pdf)。2014年韩

国政府在第十二次缔约方大会时宣布成立生物桥

基金(Bio-Bridge Initiative) (https://www.cbd.int/bio 
bridge/about), 首批资助额度超过50万美元, 并规定

在2016–2020年期间追加5次增资。加拿大政府在

2019年4月举办的自然卫士领军联盟峰会上承诺出

资5亿美元, 与私营合作者一起建立一个基金资助

国 际 上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行 动 (https://www. 
cbd.int/doc/press/2019/pr-2019-04-29-Nature-Champ 
ions-Summit-en.pdf)。2019年9月, 在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峰会上, 英国宣布新成立3个环境基金, 包括: 
(1) 2.2亿英镑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基金, 以保护全球

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 (2) 1亿英镑的生物多样性景

观基金, 以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生境中减缓、阻止和

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3) 10亿英镑以支持本国

科研人员开发前沿技术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碳排

放 (https://www.devex.com/news/uk-pledges-1-3b-for 
-climate-and-biodiversity-but-aid-experts-flag-concern 
s-95671)。最近 , “同一个星球”峰会 (One Planet 
Summit)成立了“非洲绿色长城”加速器项目, 承诺

2025年前给予非洲11国140亿欧元的资助, 以推动

生态农业; 峰会上新成立的“自然资本投资联盟”计
划至2022年筹资100亿美元, 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加拿大、法国、挪威和英国等国认识到气候行动和

生物圈保护的协同增效, 均承诺提高气候资金中利

于生物多样性的项目占比, 法国则承诺在2030年前

这一比例达到30%; 加拿大承诺向“土地退化零增

长基金”捐助5,500万加元, 主要用于非洲可持续土

地管理和修复(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 
pdf/01_12_communique_-_one_planet_summit_-_des
_engagements_pour_agir_en_faveur_de_la_biodiversi
te_cle8a6154.pdf)。 

 
2.1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不足、渠道单一 

自1993年底《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以来, 近
30年过去了, 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依然在不断减少, 
《 2001–2010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目 标 》 以 及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仍然远远没

有达成。究其原因, 除了资源的过度开采、生境保

护失败、缺少全球合作的动力以及物种入侵等因素

以外,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不足是一个重要

原因(Arlaud et al, 2018; Barbier et al, 2018)。 
另外, 目前《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渠道比较

单一, 主要依赖全球环境基金(GEF), 而GEF的资

金比较有限, 且主要来自公共资金(缔约方政府捐

资)。根据对GEF基金项目第六次评估的结果, GEF

2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有资金机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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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在争取私营资本方面不足(GEF IEO, 2018), 而
且在代表性、有效性和透明性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

问题, 并受限于汇率波动、捐赠者分散以及对扩大

非赠款手段的限制等。GEF在争取私营资本方面主

要是因为扶持条件不佳, 例如政策环境薄弱、融资

不足、有限的意识和能力以及缺乏成熟的可持续市

场 (http://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 
s/GEF-REPORT- CBD-COP14.pdf )。 

因此, 需要积极寻求多样性的资金来源, 争取

更多的私营企业的资金, 并关注一些新出现的融资

形式, 比如众筹。据报道, 以众筹形式获得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资金, 自2009年至今已累积近480万美

元(Gallo-Cajiao et al, 2018)。虽然这个金额与其他来

源相比较少, 但其发展速度比较快, 有潜力成为已

有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渠道的补充。 
2.2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局限性 

当前,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除了全球环境基金

和世界银行外, 还存在一些其他比较重要的形式, 
如政府开发援助、环保补贴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

(OECD, 2019)。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指以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来调

节相关者的利益关系, 促进补偿活动、调动生态保

护积极性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排。生

态系统服务付费在我国也称为生态补偿。它们在实

际中的使用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生态系统服务付

费机制用来激励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 但可能仅限

于关注生态服务功能, 而很少关注其他保护问题, 
如濒危物种的保护等(Hein et al, 2013)。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不仅用于具体的保护实

践, 科学研究以及整理和传播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知识也需要资金的支持。例如在未计入科研成本

的情况下, 当前四个主要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产品

(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生

态系统红色名录和全球保护区数据库以及关键生

物多样性地区数据库 )的开发资金接近2亿美元

(Juffe-Bignoli et al, 2016), 其中一半资金来源于善

款捐助(philanthropy)。近3/4的资金用于人员工资, 
而其每年的维护费用则需要120万美元, 需要持续

的资金投入。根据GEF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分析, 一
些GEF项目未能有可持续的产出, 其原因之一就是

缺少可持续的资金支持(GEF IEO, 2018)。 
因此, Hein等(2013)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具有长

期稳定性的生物多样性资金体系, 如全球生物多样

性基金(Global Biodiversity Fund)。而对这一新的资

金机制的需求也反映在一些热带国家(喀麦隆、厄瓜

多尔和圭亚那)多年来的声明中。他们表示, 在合理

的财政支持下, 他们愿意去保护生物多样性。2019
年8月召开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期间, 非洲集团明确提

出了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的建议, 2020年2月
该工作组的第二次会议上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问

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即将在中国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审查《2011–2020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含20个爱知目标)的实施情况, 
将审议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因
此备受瞩目。根据前期各方的讨论和建议, 资源调

动和财务机制是“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行
动目标和执行机制的重要内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财务机制是每届缔约方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也是

实施公约相关目标尤其是“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的保障。根据资源调动专家小组的建议,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资源调动除了减

少或重新引导有害于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如补贴)外, 
寻求新资源投入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是非常关

键 的 内 容 (https://www.cbd.int/doc/c/c3f7/163d/b1 
f2c1365 06037842cebc521/sbi-03-05-add2-en.pdf)。 

中国政府可利用主办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

契机, 寻求合作伙伴, 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基

金, 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凸显大国责

任,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相关国际条约(气候变化

及防止沙漠化等议题)的舞台上发挥领军作用, 在
国际事务中掌握话语权。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无论是政策环境还是

科学环境, 建立一个全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基

金的条件均已成熟,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环境政策可行性。近年

来, 中国对环境问题愈加重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长足发展, 举世瞩目。2018年5月18日, 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3  在COP15上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的必

要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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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提出“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环境和谐

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

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坚持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之路”。其中 , 最后一个坚持就是积极参

与全球环境治理, 通过国际相关平台, 推进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的讲话中(2020年9月30日)再次强调了用生态文明

理念指导发展的重要性, 并再次表达了中国积极参

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强烈意愿。 
(2)全球范围内有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可持续

发展是联合国发展目标, 环境治理已成为全球共

识。很多发达国家以及相关组织和私人企业等均已

意识到自然是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 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 有意愿、有能力为自然和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献力, 并愿意支持和鼓励相关国家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一些国家和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

的政治意愿和领导力, 如法国、加拿大、哥斯达黎

加、埃及、德国、肯尼亚、挪威等。此外, 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和其

他组织正在积极参与推动。中国的机会是利用

COP15的契机, 争取更多国家和组织的支持, 以实

现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保护自然的决心和行动, 并建

立一个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

有效合作与基本共识。2019年3月中国政府和法国

政府“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

声明”中特别提到中法要积极推动“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的进程。2019年4月, 中国-欧盟领导

人会晤联合声明提到中欧共同努力, 推动在COP15
上通过一个富有雄心的、现实的“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2020年9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

会上, 世界多国领导人承诺致力于在2030年前扭转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毫无疑问, “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通过和实施离不开资金机制的

支持, 在COP15上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提议

应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呼应。 
(3)有成功的环境基金模式支持。为了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依据“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公共资源(公共资金流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长

期影响。过去, 气候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资源捐助

的全球环境基金。但近年来, 气候资金的来源泛化, 
不仅来源于公共资源如政府开发援助, 也可以来自

私人资本。例如绿色气候基金由公共和私人资金共

同构成, 并专为处理私营部门资金的运作设立了私

营部门机制(刘倩等, 2015)。绿色气候基金是2010年
底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上建立的, 主要为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项目、规划、政策及其他活

动提供资金支持。绿色气候基金将成为《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资金机制的主渠道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docs/201
5/cop21/chi/10c.pdf )。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将减缓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紧密联系起来。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可以

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 通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

复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 改善风险管理和生态恢复

能力, 可以应对未来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利用方面

的挑战。有研究发现, 生活在北极圈里的挪威驼鹿

(Rangifer tarandus platyrhynchus)由于气候变暖, 地
面形成冰层, 难以摄食其原来习惯的植物, 转而取

食海草以维持生存(Hansen et al, 2019)。而另有研究

表明海草养殖具有减缓气候变化, 提高碳沉降的巨

大潜力(Froehlich et al, 2019)。说明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确实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生物多样

性保护可以与气候变化减缓协同增效①

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 中国成为了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牵头国家。实际上, 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已经有成功的实践, 如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在中国湖北实施的“携手保护生命之河

——长江项目”, 重新连接了各个湖泊, 推动了湿

地保护, 提高了野生鱼类的种类和数量, 不仅增强

了当地社区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 还改善了居民的

生活(杜红霞, 2019)。 

。 

 
中国应该利用COP15在中国召开的契机, 成立

以中方为主导或与其他捐赠国和机构合作的、独立

                                                        
①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及资金机制报告, 中国科学院科

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2019 年 12 月。 

4  关于中国主导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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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有资金机制的、多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可以包括不同的来源(如政府和私营)、不同的形式

(如债务自然转换资金或税收等) (OECD, 2019)。作

为COP15的东道国, 中国政府应积极与有关的缔约

方, 特别是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缔约方, 以及世

界银行等全球性金融机构磋商, 充分利用COP15大
会因疫情推迟所带来的时间机遇, 争取在COP15上
宣布成立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 或至少通过一个有

关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的决议, 以利于后续的

保护资金谈判和制定的工作。 
该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建议由中国牵头, 欢迎

并联合法国、德国等热心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缔约

方参加, 并与全球私营部门合作, 投资不少于100亿
美元, 并建立可持续的增资机制。这个生物多样性保

护基金的资金既可来自公共资金, 也可来自私营资

本; 既可来自各政府的行政支出, 也可来自国际援

助。这种援助可以是贷款也可以是赠款, 或其他形式, 

比如债务自然转换资金。资金来源也包括其他环境

国际公约, 如《湿地公约》、《联合国防止沙漠化公

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的投入。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一方面积极引

导各方资金的流入, 另一方面宣传并鼓励私营企业

的投入, 特别是国际跨国投资公司的参与(包括中

国的公司)。比如 , 法国政府将企业社会责任承诺纳

入了其国内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中(Wolff et 
al, 2018)。我们认为, 在实际工作和实施企业社会责

任承诺中, 承诺既可以是实践中的保护行动, 也包

括部分资金形式。这个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可

以参考OECD (2019)给出的框架, 并考虑融入绿色

金融, 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并源于其他环境公

约的资金(图2)。在资金管理上要有创新, 引入绩效

评估机制, 与其国内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的

目标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相关联, 提高管理和资

金使用效率, 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积极性。 
 

 
 

图2  全球新生物多样性基金来源的可能框架。来自OECD (2019)并有改动。 
Fig. 2  Proposed framework for the New Global Biodiversity Fund (modified from OEC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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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国际磋商和谈判中,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认识到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是达成“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和指标的重要保证。

然而, 根据目前的研究,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的

资金缺口至少每年500亿美元, 未来最高可达8,000
多亿美元(Deutz et al, 2020)。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的历史上曾有主办国作为东道主建立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先例, 如第十次和第十二次

的主办国日本和韩国都曾建立了基金, 用于支持全

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近年来在国际

上的影响和投资规模不断增长, 包括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建设。为了凸显中国的国际责任

和作为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东道主对推动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 在国际上推广生态文明建设

的理念和经验, 促进“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的实施, 成立一个由中方主导的、多方参与的、

创新机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有重要意义。而这

样一个基金的高效实施, 需要与具体的目标和指标

以及实施效率紧密关联。尽管该保护基金的增资和

管理细节尚需完善, 不论是采用种子基金还是开放

性基金或其他形式, 对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

制都将是一个重要补充, 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做出突出贡献。 
该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资金机制的提出, 由于

其目标明确, 且处于亟需全球合力采取变革性措施

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历史节点, 定能吸引各

方(包括缔约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注, 并能够

争取到金融机构和企业等的支持。 
同时, 可以考虑要求国际投资公司在其年度社

会责任报告中如实反映对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和修复措施, 以及商品供应链中可能导致的

供应方所在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并鼓励其承诺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 , 引导绿色投资 (green 
investment)理念, 在投资中注重消费品的可持续生

产以及自然生境和水质的保护, 并为全球生物多样

性基金投入资金。同时, 号召所有国家, 尤其是发

达国家为其由于进口和消费而在其他国家(Lenzen 
et al, 2012)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贸易生态足迹

环境影响承担责任。 

另外, 鉴于世界需要从新冠病毒流行的打击和

经济崩溃中恢复, 并降低未来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

风险, 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在COP15大会上积极推动

相关决议条款, 从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留出一部

分资金来应对动物传播的疾病和野生生物的可持

续性利用, 这部分资金将能够转化为生物多样性和

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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