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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10 

 

全球环境基金的初步报告  

1. 在第XII/30号决定第8(e)段中，缔约方大会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在缔约方大会将要

正式审议全球环境基金报告的那届会议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提交其给

缔约方大会报告的初稿，尤其将重点放在全球环境基金对以往给缔约方大会的指导所作回

应上，以期促进有效和及时地审议报告中提供的信息”。 

2. 鉴此，执行秘书谨此分发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给缔约方大会的初步报告。英文、法

文和西文报告为秘书处所接收报告的重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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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ko Ishii 

首席执行官兼主席 

2016年4月4日  

布劳略·德索萨·迪亚斯先生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加拿大蒙特利尔 

 

尊敬的迪亚斯先生： 

 我非常高兴地向定于5月2日至6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

次会议提交给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全球环境基金报告。 

全环基金是应缔约方大会的邀请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次会议提交本报告的，缔

约方大会请全球环境基金提交其给缔约方大会正式报告的初稿，尤其将重点放在全

环基金对以往给缔约方大会的指导所作回应上（第XII/30号决定，第8(e)段）。鉴

于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次会议正式提交文件的日期，本报告草稿只涵盖2014年

7月1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给缔约方大会的最后报告将涵盖2014年7月1日至

2016年6月30日期间。 

随信附上英文本全文。 

作为一种礼节，且按照我们过去的惯例，我们将尽快提供本文件的西文和法文本。 

此致 

Naoko Ishii（签字）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Tel: +1 （202） 473 3202 - 

Fax: +1（202）522 3240 E-mail: 

gefceo@thegef.org www.theg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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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环基金遵照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指导所采取行动的最新情况 

根据第III/8号决定所载公约缔约方大会与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理事会之间的谅解备

忘录，理事会将为缔约方大会的每届常会编制并提交一份报告。按照过去的惯例，全球环

境基金理事会给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正式报告将在2016年7月/8月能够提供。 

全环基金是应缔约方大会的邀请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次会议提交本报告的，缔约方大

会请全球环境基金提交其给缔约方大会正式报告的初稿，尤其将重点放在全球环境基金对

以往给缔约方大会的指导所作答复上（第XII/30号决定，第8(e)段）。鉴于向执行问题附

属机构第一次会议正式提交文件的日期，本报告草稿只涵盖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3月14

日期间。给缔约方大会的最后报告将涵盖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因此将包

括另一个工作方案。 

本报告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下文表1提供了全环基金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第XII/30

号决定中所载的指导所做反应的最新情况。 

第二部分，本报告根据各国在其提交全环基金的文件中确定的优先次序，提供了按全环基

金生物多样性方案和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分列的、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中全环基金生物多

样性资源方案编制的最新情况。此外，本报告展示了可持续森林管理方案、国际水域重点

领域、气候变化重点领域、最不发达国家适应基金、综合办法试点和非赠款工具为爱知生

物多样性指标所做的方案编制贡献。小额赠款方案也为《战略计划》做出了贡献，但是，

鉴于小型赠款方案的性质，现在还不可能按爱知指标分配资源，因此，只有在最后汇总表

中如此报告。 

第三部分，我们已经报告了全环基金在实现全环基金中与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联系最紧密

的企业成果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二）全环基金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指导所做答复 

下文表1提供了全环基金对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第XII/30号决定中所载的指导所做反

应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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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全环基金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第XII/30号决定通过的决定所

载的指导所做的反应 

缔约方大会的决定 全环基金的答复 

B. 对财务机制成效的第四次审查  

邀请全球环境基金采取以下行动，

以进一步提高财务机制的有效性： 

(a)  在不影响项目目标的情况下，

加强其调动新资源和更多资源的催化作

用； 

(b) 同全球环境基金各机构和缔约

方合作，按照全球环境基金独立评价办公

室在第五次总体绩效研究中的建议继续简

化项目周期；1 

(c)  考虑到商定的全球环境基金第

六次充资资金组合层面的指标，就如何更

好地衡量全球环境基金所支助的倡议在实

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进展与生物多样

性公约秘书处进行协调； 

(d) 探讨平衡全球环境基金报告的

全面性和简洁性的方法，确认需要显示方

案资源在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方面的

进展； 

(e)  在缔约方大会将要正式审议全

球环境基金报告的那届会议之前的一次会

议上，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提交其给缔约

方大会报告的初稿，尤其将重点放在全球

环境基金对以往给缔约方大会的指导所作

回应上，以期促进有效和及时地审议报告

中提供的信息； 

(a)  全环基金继续加强其在调动资源方面起

到的催化作用，包括战略性使用多重点领域

投资，利用杠杆效应从其他合作伙伴那里融

资。截至2016年3月14日，使用生物多样性

重点领域拨款已达3.1055亿美元，利用杠杆

效应联合融资了14亿美元。 

(b)  简化项目周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2014

年10月，理事会会议做出决定，简化方案办

法并执行项目撤销政策。 

(c)  在2015年7月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的一次会议上，全环基金秘书处提议，为了

缔约方大会的报告，全环基金将提交关于映

射到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

爱知指标方案中的资源方案编制的报告。 

鉴于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正在落实，而且各

项目已报请首席执行官批准，同时有全环基

金跟踪工具来对照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资金

组合层面的指标衡量进展情况，全环基金秘

书处将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进行交流，

交流当前的全环基金跟踪工具将如何衡量实

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方面的进展和贡献情

况。 

(d)  全环基金将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

最新报告的基础上，简化缔约方大会第十三

届会议的报告，该最新报告本身就是之前缔

约方大会的一份简化报告。 

(e)全环基金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一次会议

提供了报告初稿。 

鼓励执行秘书和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

继续加强秘书处间的合作，和同全球环境

基金独立评价办公室和全球环境基金各机

构的协作； 

全环基金首席执行官欢迎这一指导，并且将

继续加强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合作。 

这种合作的第一项成果是之前在2015年举办

的13次扩大成员讲习班中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1 见 www.thegef.org/gef/OP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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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的决定 全环基金的答复 

 书处与全环基金秘书处共同举办的讲习班，

该讲习班覆盖了所有符合全环基金执行《生

物多样性公约》支助资格的区域和国家。在

这些讲习班期间，全环基金秘书处审查了全

环基金第六次增资期间通过全环基金第六次

增资生物多样性重点和其他方案编制窗口执

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方

案编制机会。全环基金秘书处的这些会议的

目标是，帮助与会者（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全

环基金联络点）了解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生

物多样性战略内可利用的以及通过其他全环

基金方案提供的全部机会，这将允许各国履

行其《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下

的义务并执行近期缔约方大会的其他决定。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审查了财务报告要求

和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方面的进展。 

2016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在2015年扩

大成员讲习班上协作建立的关系的基础上，

采取主动行动，提议在今年的 10次扩大成员

讲习班中举办一次关于适应和减轻的联合优

势和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的联合讲习班。根

据这一倡议，全环基金秘书处将其他公约秘

书处聚集在一起，以便这些讲习班不仅有生

物多样性公约参与，而且有气候公约、荒漠

化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参与，这标志着所

有四个秘书处首次一起参与扩大成员讲习班

方案。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其给缔约方大会第十三

届会议的报告中指明，其打算如何回应关

于第 XI/5 号决定中指出的根据谅解备忘录

第 5.2 段第一次决定资金需求的报告； 

全环基金将为了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遵

守这一要求。 

欢迎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生物多样性重

点领域战略中制订方案 5 和 8，以反映卡

塔赫纳和名古屋议定书的重要性，并邀请

各缔约方相应将项目确定为优先事项； 

注意，见下文对迄今这些领域方案编制的提

及。 

C.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注意到第 BS/VII/5 号决定，邀请财务机制

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生物多样性战略方案

5 ， “ 执 行 《 卡 塔 赫 纳 生 物 安 全 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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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的决定 全环基金的答复 

执行缔约方大会为了与《公约》第 21 条相

一致而审议并调整过的以下指导2： 

(a) 鉴于在第二次国家报告进程中

取得的经验，用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预留

资金，为符合资格的缔约方，尤其是那些

已经向履约委员会报告在遵守《议定书》

中遭遇困难的符合资格的缔约方的以下活

动提供支助，以期履行其在《议定书》下

的国家报告义务： 

(一) 根据第 BS-VI/5 号决定第 

2 （g） 段，编制《卡塔

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

第三次国家报告； 

(二) 尚未这样做的缔约方根据

第  BS-V/14 号决定编制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第一次国家报告； 

(b) 为符合资格的缔约方执行《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多样性重点

领域方案 5 的下列活动提供支助： 

(一) 按照第 BS-VI/ 5 号决定第 

2(h)段，执行国家生物安全

框架； 

(二) 考虑到符合资格的缔约方

的能力建设需要，支持关

于《2011-2020 年生物多样

性战略计划》专题工作中

的能力建设活动； 

(三) 支持批准和执行《关于赔

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

隆坡补充议定书》，其中

特别是包括能力建设、信

息共享和提高认识等活

动；  

(c) 考虑设立机制，以便： 

书》”，为各国使用其国家分配的资源寻求

对这些活动（a-b、d-g）的支持提供了宽泛

的余地。 

迄今，截至2016年3月14日，只有一个总额

为995 000美元的项目（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增强生物安全做法的体制能力）申请获得全

环基金第六次增资的生物安全支助。 

2015年5月至6月，全环基金向所有符合全环

基金资格的缔约方的三个区域项目提供了加

速支助，全环基金的资源总额为396.4万美

元，以便使用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预留资金

编写第三次国家报告。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与全环基金秘书处

联合举办的作为2015年扩大成员讲习班一部

分的讲习班上，全环基金秘书处强调方案5

为各国提供的生物安全方案编制机会。 

 

 

 

 

 

 

 

 

 

 

 

 

 

 

 

 

                                                      
2 自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会议收到的指导载于本决定附录一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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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的决定 全环基金的答复 

(一) 支持更新并确立国家生物

安全框架； 

(二) 协助支持执行《卡塔赫纳

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项目

获取全球环境基金的资

金； 

(三) 提高用于生物安全的全球

环境基金的资金利用水

平； 

并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报

告； 

(d) 及时解决所有合格、但却未得

到过支助的缔约方对于使用生物安全信息

交换所能力建设的需要；  

(e) 支持缔约方收集国家数据和就

第三次国家报告进行协商； 

(f)  为实施关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

理的第 BS-VII/12 号决定第 13 段中所指的

能力建设工作提供支助； 

(g) 支持第 BS-VI/5 号决定第 2 (n)

和(o)段所明确规定的关于社会-经济因素的

能力建设活动（缔约方大会第 XI/5 号决定

附录二）。 

 

 

 

 

 

 

 

 

D. 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

书 

 注意到第 NP-1/6 号决定，邀请财务机制执

行缔约方大会业已审议过的以下 指导：3 

政策和战略 

注意到第 X/24 号决定中通过的与政策和战

略有关的财务机制综合指导，并邀请缔约

方大会审查并酌情修订本指导，以考虑到

诸如《名古屋议定书》生效等新的发 展情

况； 

方案8，“执行《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屋议

定书》”为各国使用其国家分配的资源寻求

对这些活动的支助提供了大量机会。 

迄今，通过三个国家（尼泊尔、秘鲁和南

非）的三个项目为执行《名古屋议定书》的

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编制了共计980万美元

全环基金资源的方案。这三个项目通过杠杆

效应联合融资了3 395万美元。 

此外，非赠款工具试点为拉丁美洲的一个区

域项目“支持执行《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屋

议定书》”提供了1 000万美元，此项目利用

杠杆效应联合融资了4 830万美元，使总投资

                                                      
3 自作为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收到的指导载于该决定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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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的决定 全环基金的答复 

方案重点 

请全球环境基金： 

(a)支持缔约方大会提供给全球环境

基金的其第 XI/5 号决定之附件的附录 1 中

的指导所载的活动； 

(b)提供资金协助符合资格的缔约方

编写国家报告； 

(c)支助与执行提高认识战略相关的

活动，以便及早就《议定书》第 21 条采取

行动； 

全球环境基金第六次充资 

请全环基金及其各机构适当考虑综合办法

试点以及其他包括获取和惠益分享相关活

动的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下的多重点领域

项目； 

额达到 5 830万美元。 

因此，为支持执行《名古屋议定书》，迄今

已投资了1 980万美元，通过杠杆效应为总额

1.1205亿美元融资了9 225万美元。 

在需要提交国家报告的时候，全环基金将使

用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预留资金，为编写第

一次国家报告提供加速支助。 

 

全环基金适当考虑了包括获取和惠益分享相

关活动的多重点领域项目；但是，迄今为

止，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要求全环基金侧重

于执行《名古屋议定书》的有目标投资。 

E. 对财务机制的其他指导 

可持续习惯使用 

邀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

织、方案和基金，包括全球环境基金，向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土著和地方社区提供

资金和技术援助，以便执行促进可持续习

惯使用生物多样性的各项方案和项目；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回顾第 X/29 号决定第 20 段，并酌情顾及

《公约》第 20 条第 7 款，邀请全球环境基

金酌情继续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

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

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以期进一步加快

现有工作，在海洋和沿海区域实现爱知生

物多样性指标； 

 

 

 

 

 

当纳入且与实现与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生物

多样性战略紧密相联的项目目标相关时，全

环基金将为有关活动提供资金。 

 

 

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生物多样性战略方案

一、二、六和九旨在支持所有符合全环基金

资格的国家努力实现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生物

多样性指标。有关加速实现海洋和沿海地区

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方面的工作的资源方案

编制现状，见本报告表3、6和8。  

2015年6月工作方案中批准的《沿海渔业倡

议》（全环基金：3 370万美元、联合融资：

2.015亿美元）已得到发展，以展示并促进更

加全面的进程和综合办法，从而实现可持续

利用和管理沿海渔业，补充全环基金多国大

型海洋生态系统办法。参加国包括：佛得角

（最不发达国家）、厄瓜多尔、象牙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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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的决定 全环基金的答复 

 

 

 

 

 

 

 

 

生物多样性和旅游业发展 

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及其他捐助者酌情继续

提供资金，以支持可持续的旅游业，促进

《公约》目标； 

印度尼西亚、秘鲁、塞内加尔（最不发达国

家）。沿海渔业倡议将为爱知生物多样性指

标关于可持续渔业的指标6、关于珊瑚礁的

指标10和关于保护区的指标11做出重大贡

献。《沿海渔业倡议》得到了来自国际水域

重点领域2 669万美元的支助，其余金额来自

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的国家资金透明分配体

制拨款。 

此外，国际水域重点领域通过其关于可持续

渔业的方案7为侧重于促进可持续渔业的项

目提供了753万美元，截至2016年3月14日，

这些项目通过杠杆效应，在全环基金第六次

增资中联合融资了6 480万美元。 

 

 

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生物多样性方案关于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方案九为各国将生物多样

性因素纳入在全球对生物多样性具有重大影

响的旅游业务的主流提供了窗口。截至2016

年3月14日，只正式推出少数此类项目，但

已与一些国家就国家一级的可持续旅游综合

项目进行了上游协商。  

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中核准的具有重要的旅

游业内容的项目包括： 

1）  将生物多样性保障和养护纳入帕劳发

展，全环基金赠款：项目共计——438万美

元，联合融资 ——1 758万美元。 

 

三）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中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和其他资源的方案编制及其为《2011-

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所做贡献的最新情况 

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生物多样性战略注意到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为实现《2011-2020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所做的贡献，以及其他全环基金方案编制领域

所做的贡献，因为《战略计划》具有综合性而且《战略计划》中的许多专题领域要通过其

他全环基金重点领域和全环基金第六次增资中的方案编制模式来解决。 

其他方案编制领域包括：可持续森林管理方案、国际水域重点领域、气候变化重点领域、

最不发达国家适应基金、综合办法试点、非赠款工具试点以及小额赠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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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提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的本报告，就如同对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的全环基金

报告所做的那样，我们选择编列这些贡献的总额及其与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关系，因为

这便能更加准确地展示全环基金为执行《战略计划》提供的支助总额。此外，它反映了全

环基金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内部为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所做综合反应的演变情

况，这必然要求传统上与生物多样性部门不相关的各种行为体参与。 

下文表2提供了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资源利用情况汇总表。截至2016年3月14日，已经编制

了分配给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的全部资源中的34%的方案。 

表2. 截至2016年3月14日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方案编制利用汇总表4 

 

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 

全环基金 

第六次增资 

方案编制目标 

（百万美元） 

全环基金 

第六次增资 

方案编制  

（百万美元） 

全环基金 

第六次增资 

方案编制（%） 

资金透明分配体制国家拨款 1 051 310.55 30 

    

资金透明分配体制预留资金    

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预留资金 50 13.9 28 

公约义务 13 5.0 38 

全球和区域生物多样性项目和方案 37 8.9 24 

综合办法方案预留资金 45 45 100 

将砍伐森林从商品供应链中挑出 35 35 100 

促进非洲生产体系的可持续性和复

原力 

10 10 100 

持续森林管理预留资金5 150 68 45 

资金透明分配体制预留资金共计 245 126.9 52 

    

资源共计 1,296 437.45 34 

 

                                                      
4 这些数字包括代理费和项目编制赠款。 

5 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 1.5 亿美元的捐款占可持续森林管理方案总额 2.5 亿美元捐款的 60%。鉴于价值达 1.11 亿美元的

可持续森林管理项目（占 45%）目前正在批准，该金额中约 6 800 万美元可能归属于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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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 

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生物多样性战略由十个方案组成，这些方案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整

个地貌景观和海洋景观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最重要驱动因素，直接促成执行《生物多样性战

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方案包括直接养护/保护、减少威胁、可持续使用和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方法。每个方案都回应了针对空间和主题的威胁和机遇，即在地貌景观或

海洋景观的具体生态系统或位置提供专门和校准的响应。此外，战略首次提及生物多样性

损失的最重要根本驱动因素；以及未能证明和标定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经济价

值。 

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生物多样性战略明确识别了十个全环基金方案与《生物多样性战略计

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关系。下表3介绍了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资源对实现各国在

截至2016年3月14日提交和批准的项目中优先考虑的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  

请注意，虽然一些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方案与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例如关于保护区的目

标11）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其他全环基金方案同时促成了多个爱知指标，使对各个指

标的资源分配即使并非不可能，也变得极具挑战。尤其是在方案九（管理人类-生物多样

性界面层）下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领域，对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资源（以美元计）

的分析显示，由于这些投资的综合性质以及指标自身类别，全环基金项目活动往往同时捐

助一个以上的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为了介绍下表的方案拟订资源，我们将这些指标归并

在一起，没有分列对一个指标投入的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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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截至2016年3月14日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目标和方案提供的全环

基金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资源的累积分布和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6 

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方案 爱知指标7 全环基金项目拨

款（百万美元） 

共同出资额  

（百万美元） 

资源共计  

（百万美元） 

BD-1 方案1：提高国家生态基础设

施财务可持续性和有效管理 

 

指标 11 

 

51.58 

 

248.85 

 

300.43 

BD-1 方案2：自然的最后防线：扩

大全球保护地面积 

 

指标 11 

 

23.70 

 

149.89 

 

173.59 

BD-2 方案 3：防止受威胁的已知物

种灭绝 

 

指标 12 

 

42.89 

 

217.78 

 

260.67 

BD-2 方案 4：预防、控制和管理外

来入侵物种 

 

指标 9 

 

13.67 

 

46.89 

 

60.56 

BD-2 方案5：执行《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 

与指标无直接

关联 

 

0.99 

 

2.99 

 

3.98 

BD-3 方案6：从脊至礁+：保持珊

瑚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 

 

指标6和 10 

 

3.37 

 

22.03 

 

25.4 

BD-3 方案 7：保护农业的未来：植

物和动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指标7和 13 

 

11.38 

 

58.16 

 

69.54 

BD-3 方案8：执行关于《获取与惠

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 

 

指标 16  

 

9.78 

 

33.95 

 

43.73 

BD-4 方案 9：管理人类-生物多样

性界面层 

指标3、5、6、

7、14、15 

 

110.52 

 

539.50 

 

650.02 

BD-4 方案 10：将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整合到开发和财务规划

中 

 

指标2 和 20 

 

13.14 

 

67.08 

 

80.22 

BD-扶持活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修订8 

 

指标 17 

 

0.97 

 

0.83 

 

1.8 

共计 (不包括生物安全)  281 1385 1666 

                                                      
6  

这些数据不包括代理费或项目编制拨款总额，因为这些金额无法与特定的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方案或爱知指标相关

联。 

7 我们的基本原则是，避免重复计算资源方案拟订，尽管大多数方案在项目组成部分内和同一系列活动中同时捐助一个

以上的指标。例如，通过由全环基金支助的保护区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活动实现指标 5，但我们对由各个项目活动

（例如指标 11、2 或 7）直接支助的主题领域分配资源。此外，除其他外，许多保护区项目（指标 11）会对指标 14 和

15 做出显著贡献，但我们不重复计算这些指标或划分资源分配，如果这样，分配会完全随机。因此，我们选择依据各

个项目制定时提出的初级和中级可测量成果，向具体指标分配项目数量。 

8 符合全环基金资格的大多数国家（94%）在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期间获得资金来修订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另有四个国家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期间得到支助，使共计 97%的符合全环基金资格的国家获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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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截至2016年3月14日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目标和方案提供的全环

基金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资源和共同出资额的累积分布 

 

 

BD-1 方案1：提高国

家生态基础设施财务

可持续性和有效管理 

BD-1 方案2：自然的

最后防线：扩大全球

保护地面积 

BD-2 方案 3：防止受

威胁的已知物种灭绝 

BD-2 方案 4：预防、

控制和管理外来入侵

物种 

BD-2 方案 5 ：执行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 

BD-3 方案6：从脊至

礁+：保持珊瑚礁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 

BD-3 方案 7：保护农

业的未来：植物和动

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BD-3 方案8：执行关

于《获取与惠益分享

名古屋议定书》 

BD-4 方案 9：管理人

类-生物多样性界面层 

BD-4 方案  10：将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整合到开发和财

务规划中 

 

 

公共投资

基金 
共同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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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森林管理 

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可持续森林管理战略倡导地貌景观层面的综合办法，支持生态系统原

则并将生计目标纳入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该战略的四个目标和方案直接促成了森林保护

（指标11）、森林管理（指标7）、森林恢复（指标14和15）以及技术和知识转让（指标

19）。下表4介绍了全环基金可持续森林管理资源对实现各国在截至2016年3月14日批准的

项目中优先考虑的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请注意，全环基金可持续森林管理3促成

指标14和15，其他方案各与一项爱知指标直接相关。 

表4. 截至2016年3月14日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可持续森林管理重点领域目标和方案提供的

全环基金资源的累积分布和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9 

可持续森林管理目标和方案  爱知生物多样性

指标  

全环基金项目

拨款（百万美

元） 

共同出资额  

（ 百 万 美

元）  

资源共计  

（百万美元） 

SFM 1：维护森林资源：通过解

决森林砍伐的驱动因素来减少

对具有高保护价值的森林的压

力。 

 

 

指标 11 

 

41.06 

 

234.98 

 

276.04 

SFM 2：加强森林管理：维护森

林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动性，并

通过可持续森林管理提高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力。 

 

 

指标 7 

 

25.67 

 

140.45 

 

166.12 

SFM 3：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在

退化的森林景观中，逆转生态

系统服务的丧失。 

 

 

指标14 和 15 

 

39.42 

 

206.01 

 

245.43 

SFM 4：加强区域和全球合作：

通过转让国际经验和专有技

术，加强区域和全球协调，努

力维护森林资源、改善森林管

理和恢复森林生态系统。 

 

指标 19 

 

5.12 

 

16.38 

 

21.50 

     

共计  111.28 597.82 709.10 

 

                                                      
9 这些数据不包括代理费或项目编制拨款总额，因为这些金额无法与特定的全环基金可持续森林管理方案或爱知指标相

关联。 



UNEP/CBD/SBI/1/8/Add.1 

Page 16 

 

气候变化重点领域（减缓） 

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气候变化减缓战略的目标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向低排放发

展路径的变革性转变。气候变化减缓战略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最重要的直接贡献

是通过方案4下支助的陆基活动来促进保护和增强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中的碳储存，并支

持气候智能型农业。下表5介绍了全环基金气候变化资源对实现各国在截至2016年3月14日

批准的项目中优先考虑的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15的贡献。  

表5. 截至2016年3月14日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气候变化重点领域目标和方案提供的全环基

金资源的累积分布和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10 

气候变化目标和方案  爱知生物多样

性指标  

全环基金项目拨款

（百万美元） 

共同出资额  

（百万美元）  

资源共计  

（百万美元） 

 

CC 2 方案 4： 促进保护

和增强森林和其他土地

利用中的碳储存，并支

持气候智能型农业 

 

目标15 

 

48.99 

 

304.63 

 

353.62 

 

气候变化重点领域（适应） 

全环基金管理两个以气候变化适应为优先事项的独立信托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和最不

发达国家基金。虽然设立这些基金是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公约》下的特别需求，

但报告期内批准的一些项目有助于《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下表

6介绍了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资源分别对实现各国在截至2016年3月14日批准的项目中优先考

虑的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7和14的贡献。 

                                                      
10 这些数据不包括代理费或项目编制拨款总额，因为这些金额无法与特定的全环基金气候变化方案或爱知指标相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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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截至2016年3月14日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提供的全环基金资源的累

积分布和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11 

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 全环基金项目最不发达

国家基金拨款（百万美

元） 

共同出资额  

（百万美元）  

资源共计  

（百万美元） 

 

指标7 

 

82 

 

237 

 

319 

 

指标14 

 

1.9 

 

11.5 

 

13.4 

 

国际水域重点领域 

国际水域重点领域帮助各国共同管理跨界的地表水流域、地下水流域、沿海和海洋系统，

共享使用利益。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国际水域战略有三大目标，以实现其联合管理跨界水

系统的目的：1）通过基础能力建设、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方法学习，支持多国合作，进而

促进跨界水系统的可持续管理；2）促进投资，从而在地表水和地下水管理中平衡用水竞

争，加强多国合作；3）加强多国合作，并促进投资，以推动可持续渔业发展、恢复保护

沿海栖息地、减少海岸和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的污染。该战略的目标一和目标二将间接促成

爱知指标，目标三将直接促成爱知指标6。下表7介绍了全环基金国际水域资源对实现各国

在截至2016年3月14日批准的项目中优先考虑的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6的贡献。 

表7. 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国际水域重点领域目标和方案提供的全环基金资源的累积分布和

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12 

国际水域目标和方案  爱知生物多样

性指标  

全环基金项目拨款

（百万美元） 

共同出资额  

（百万美元）  

资源共计  

（百万美元） 

 

IW 3 方案 7：促进可持

续渔业 

 

指标6 

 

34.2 

 

224.8 

 

259.0 

 

                                                      
11 这些数据不包括代理费或项目编制拨款总额，因为这些金额无法与特定的全环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目标或爱知指标

相关联。 

12 这些数据不包括代理费或项目编制拨款总额，因为这些金额无法与特定的全环基金国际水域方案或爱知指标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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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办法试验 

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期间引入全环基金综合办法试点以测试交付更综合的办法，这些办

法用于应对分散的、有时限的全球环境挑战，其解决方案与由全环基金作为财政机制的多

边环境协定的指标和目标紧密保持一致。正如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生物多样性战略指出

的，两个综合办法试点与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最紧密地保持一致：使毁林退出商品供应链

和促进非洲粮食安全可持续性和复原力。下表7介绍了全环基金综合办法试点对爱知生物

多样性指标的贡献。关于商品供应链的综合办法试点为《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提供了最

直接的贡献。关于粮食安全的综合办法试点对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不那么有力。因

此，我们介绍关于粮食安全的综合办法试点仅供参考，并注意到其对爱知指标具有间接贡

献，在整体报告中不涉及这方面。下表8介绍了全环基金综合办法试点资源对实现爱知生

物多样性指标4、5、7、13和14的直接和间接贡献。  

表8. 全环基金综合办法试点资源的累积分布和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献13 

综合办法试验 爱知生物多样性指

标 

全环基金项目拨

款（百万美元） 

共同出资额  

（百万美元）  

资源共计  

（百万美元） 

 

使毁林退出商品供应链 

 

指标 4、5、7 和14

（直接贡献）  

 

4 030 万 美 元 

（3 500万美元由

生物多样性重点

领域储备资金提

供）  

 

443.20 

 

483.5 

 

促进非洲粮食安全可持

续性和复原力 

 

指标7和13（非直

接贡献）  

  

1.0636 亿 美 元

（1000万美元由

生物多样性重点

领域储备资金提

供） 

 

805.36 

 

911.72 

 

非拨款工具 

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协商期间，考虑到非拨款工具可作出贡献以利用来自私营部门的资

本，通过其产生回流的潜力保障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以及评估全环基金接受国公共部门对

非拨款工具的需求的有效性，一致商定扩大非拨款工具的使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政策

建议和理事会后续决定也体现了这一点。因此，为非拨款工具试点方案（非拨款工具试

点）设置了专门的储备资金。 

下表9介绍了对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6、10和16作出直接贡献的两个核准项目。 

                                                      
13 这些数据不包括代理费或项目编制拨款总额，因为这些金额无法与特定爱知指标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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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非拨款工具试点提供的全环基金资源的累积分布和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贡

献14 

非拨款工具试点 生物多样性目标

和方案 

爱知生物多

样性指标  

全环基金项

目拨款（百

万美元） 

共同出资额  

（百万美元）  

资源共计  

（百万美元） 

 

支持执行《关于获

取和惠益分享的名

古屋议定书》的影

响力投资 

 

BD-3 方案8：执

行关于获取和惠

益分享的《名古

屋议定书》 

 

指标16 

 

10 

 

48.3 

 

58.3 

 

Meloy 基金：东南亚

可持续小规模渔业

基金 

 

BD-3 方案6：从

脊至礁+：保持

全球重要的珊瑚

礁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和功能 

 

指标 6 和10  

 

6 

 

35.19 

 

41.19 

共计   16 83.49 99.49 

图10介绍了截至2016年3月14日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期间通过各种资金流对实现爱知生

物多样性指标的全部贡献。6.36亿美元的全环基金资源共利用了33亿美元共同出资额；比

例为1：5。导致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的前21个月，总共向执行战略目标和实现爱知生物

多样性指标投入39亿美元。在投入的6.36亿美元中，44%来自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资金透

明分配体制的分配，余下56%的资源来自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储备资金和前表介绍的全环

基金其他资金流。该模式与全环基金第五次充资期间的供资趋势保持一致。我们估计，到

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期末，支持执行《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供资水平将达到16至18亿

美元，根据目前的共同出资比例，将额外利用90至120亿美元，总额将超过100亿美元。将

利用始于2016年6月的工作方案和为全环基金的第十三届缔约方会议报告提供的其他分析

更新所有这些数据。 

                                                      
14 这些数据不包括代理费或项目编制拨款总额，因为这些金额无法与特定的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方案或爱知指标相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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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全环基金全部资源对《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

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的累积直接贡献15 

供资来源 全 环 基 金

拨款 (百万

美元)  

占全环基金拨

款总额百分比   

共同出资额 

(百万美元) 

占共同出资额

百分比   

共计(全环

基金拨款

和共同出

资额)（百

万美元）  

占总额的百

分比（全环

基金和共同

出资） 

生物多样性重点领

域 

281 44% 1385 42% 1666 42% 

可持续森林管理方

案 

111.28 17% 597.82  18% 709.10 18% 

气候变化减缓 48.99  8% 304.63 9% 353.62 9% 

国际水域重点领域 34.2  5% 224.8                         7% 259.0 7% 

综合办法试点（商

品供应链） 

40.3 7% 443.20                         13% 483.5 12% 

非拨款工具试点  16 2% 83.49 3% 99.49 3%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 83.9 13% 248.5 8% 330.4 8% 

小额赠款计划 20.62 3% 21 1% 41.62 1% 

共计 636.29  3308.44  3942.73  

 

                                                      
15 这些数据不包括代理费或项目编制拨款总额，因为这些金额无法与特定的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方案或爱知指标相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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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截至2016年3月14日实现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的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共同结果

和目标的进展报告 

作为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协议的一部分，商定了一系列共同目标。下表11概述了迄今关于

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最相关的目标的进展。 

表11. 截至2016年3月14日，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目标的实现进展 

总体成果 充资目标 公共投资基金

阶段的累积项

目贡献 

1.  维持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

给社会的生态系统货物和服务 

改进3亿公顷地貌景观和海洋景观的

管理 

1.44 亿公顷 

2. 生产体系可持续土地管理（农业、

牧场和森林地貌景观） 

1.2亿公顷的土地得到可持续土地管

理 

4 300万公顷 

3.   促进联合管理跨界水系统和执行有助

于可持续使用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的全

方位政策、法律和体制改革和投资 

在至少10个淡水流域保障水-粮食生

态系统安全和联合管理地表水和地下

水 

6个淡水流域  

全球过度捕捞的渔业（按产量计）的

20%转变为更加可持续的水平 

渔业的9%（按

产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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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总体目标的实

现进展，截至2016年3月14日 

 

改进3亿公顷的地

貌景观和海洋景观

的管理 

 

 

1.44亿公顷 

 

4 300万公顷 

6个流域 
渔业的9% 

1.2亿公顷的土

地得到可持续

土地管理 

 

在至少10个淡水流

域保障水-粮食生

态系统安全和联合

管理地表水和地下

水 

 

全球过度捕捞的渔

业（按产量计）的

20%转变为更加可

持续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