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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行动目标 1 

保持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对更多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 50%]进行综

合空间规划解决土地/海洋用途变化，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的净增加，同

时保持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  

 大家认识到，这一行动目标至为复杂并由几个要素组成。一些缔约方试图理解这个

行动目标所涉的要素，指出其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要素：空间规划和恢复。一些人提出，

它们有可能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目标下解决，其中一个行动目标侧重于恢复，并且一些

人主张纳入一个恢复的量化目标。 

 有人提议重组行动目标 1 和 2，1将组成要素从一个移到另一个，同时将行动目标 2

的保护要素与有关恢复的行动目标 1 的保留要素合并，并为每个要素提供替代案文。其他

人反对将这两个行动目标结合在一起，认识到它们各有不同的目标，其中一人指出，必需

解决生物多样性平台全球评估确定的五个驱动要素，并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该评估及其用语

（“土地和海洋用途变化”）。 

 一些人建议，该行动目标应解决生境丧失问题，而其他人则主张应使用生物多样性

平台的调查结果的案文。 

 关于恢复活动应该侧重于“重要的生态系统”还是一般的生态系统，也有一个尚未解决

的讨论。 

                                                      
1
 行动目标 2：通过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点，到 2030 年至少覆盖

此类地点的[60%]和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地区，至少[10%]受到严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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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缔约方指出，这些行动目标应被视为全球行动目标，各国可以灵活地根据国情

调整这些目标，包括其量化措施。关于数值目标，一些缔约方提到，在空间规划下，它们

已经达到了 100%。 

 一些缔约方认为，行动目标缺少了一些重要要素。一些缔约方主张，在行动目标 1 的

全面规划中，可特别关注关键和脆弱的生态系统。有人还提出“景观规划”的替代概念、

“涵盖生物多样性的空间规划”和“生态分区”的概念。 

 若干缔约方和观察员建议扩大行动目标 1 的内容，以处理生产性景观和海景，包括农

业和水产养殖业。一些缔约方和得到缔约方支持的观察员建议在到 2030 年实现侧重于农

民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中增加具体案文（关于设定新行动目标的建议）。有人提

出增加减少与使用生产性土地有关的冲突的要素。没有人支持增加这个内容。 

 对于如何“保持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的方法没有明确的方向，一些人提议删除，而

另一些人支持保留。 

 一些缔约方认识到有可能在监测框架草案中处理更多细节（如连通程度）。一些缔

约方强调，需要编制一份全面的术语表，以确保对这一行动目标中使用的术语取得共同理

解（例如，“全面空间规划”）。 

 有人提议承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也是需要在恢复和保留中考虑的资产。还有一项建

议是，根据《公约》的用语，使用“保护”而不是“保留”。 

 关于上述各点，许多缔约方提出了备选案文和对案文的修改（见下文第 2 节）。 

 建议列入行动目标的其他要素： 

 侧重点不应仅仅放在空间规划上；应该明确指出，结果不应该仅仅是空间规划

（可能需要更好地界定“空间规划”） 

 侧重于“自然”生态系统 

 将生物多样性平台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4.5 的案文取得一致 

 根据国情调整的行动目标 

 “生态”连通性和完整性 

 确保百分比合乎逻辑 

 有关监测的考虑因素 

o 程度、连通、功能和弹性 

o 关于纳入土著管理计划以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的潜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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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 D 节（2030 年行动目标）第 12（a）

段行动目标 1 的建议 

(a) 保持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对更多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 50%]进行

综合空间规划解决土地/海洋用途变化，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健康]的净增加，

同时保持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同时考虑到性别平等的作用和青年、穷人和处于不利

地位的人的作用]。 

(b) 保持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对更多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 50%]进行

综合空间规划解决[生境丧失]，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的净增加，同时保

持[尽可能多的]现有完整区域和荒野。 

(c) 保留、恢复[和珍惜]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把针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

间规划中的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50％]，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净增

加，同时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 

(d) 针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规划中的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的丧失和退

化到 2030 年停止]，并且至少有[50％的] [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正在经历恢复过程]，

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净增加，同时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 

(e) 到 2030 年，通过使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健康，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并把针

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规划中的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50％]，防止淡水、海

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的面积、完整性或连通性净丧失。 

(f) [养护] 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把[除其他外]针对空间/海洋用途变化的综

合空间规划中的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50％]，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

净增加，同时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 

(g)保留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把针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规划[和

/或生态区划]中的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50％]，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

净增加，同时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 

(h) 保留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并通过针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

规划使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50％]，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净增加，

同时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 

(i) 保留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把针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规划

中的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50％]，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净增加，同

时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减少因生产活动用途而产生的冲突]。 

(j) [到 2030 年] 保留和恢复针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规划 []中的淡水、海洋和

陆地生态系统 [的[50％] ]，[以维持和增加连通性和完整性，维持和增加现有的完整区域

及其他相关高养护值区域的可持续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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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到 2030 年，在基于参与式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增加陆地和海洋面积的比例，以保持生

态高度完整的现有面积，并恢复 x％的面积。 

(l) 到 2030 年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增强生态系统的适应力和连通性，并增强生态系

统服务： 

 保留现有完整的重要生态系统，而不会进一步退化或破碎；  

  [XX ]平方公里的退化自然生态系统和转化生态系统均已恢复或正在积极恢复中； 

 提高了最脆弱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恢复潜力。 

拟议合并行动目标 1 和 2 

 到 2030 年，至少[5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处于景观尺度空间规划中进行综合管理，

通过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点，并覆盖至少

[60％]的此类地点，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10％]受到严格保护。 

拟议中有关恢复的新行动目标（也在行动目标 2 的讨论中论及） 

 到 2030年，至少恢复[X％]退化的生态系统，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净增长： 

(a) [通过]针对[内陆水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威胁的/]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规划，

保持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净增加，

同时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 

(b) 保留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把针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规划

中的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50％]，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净增加，同

时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保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对陆地和海洋地区的权利和生

活方式体制]； 

(c) 到 2025 年，通过采取具体的保护措施包括由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采取的措施来保护

生境，并把针对土地/海洋用途变化的综合空间规划中的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50％]，

养护所有现有的天然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保存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并恢复至

少[X％]的退化生境，以便到 2030 年实现生境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增加。 

拟议的新行动目标 

 通过採用农业生态方法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确保对 100％的农业和水产养殖区域

进行可持续管理，实现零新生境转换或零毁林，大规模修复土壤，维护和加强生态连通性，

扩展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把食物浪费和收获后损失减少 50％；

饮食的全球足迹减少 50％，使人类与地球同趋健康。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行动目标 2 

缔约方欢迎框架预稿中的这一行动目标及其内容。一些缔约方指出，行动目标忽略

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 的一些要素，如管理成效，应进行修订使其更接近该目标并更

具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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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缔约方和得到缔约方支持的观察员认为，预稿没有关注一些重要问题，如连通

性和保护区系统，应通过拟议的措辞加以纠正。 

几个缔约方提议增加案文或对目标进行重新表述（见下文附件）。 

一个缔约方提议重新组合行动目标 1
2和 2，把内容从一个目标移至另一个目标，并为

每个目标提供了备选措辞。一些缔约方表示支持。 

其他缔约方反对合并这两个行动目标，认为两个目标各有不同的目的，一个缔约方

指出，必须解决 IPBES 全球评估报告确定的五个驱动因素，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一评估。 

一些缔约方质疑把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点的覆盖率分别定为陆地 60%、海洋

30%、严格保护区 10%的理由。有缔约方提议通过重新措辞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缔约方支

持该目标只把重点放在通过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达到 30%覆盖率。 

 一个缔约方建议在该目标下增列关于通过建立特别区域来减少“生物剽窃”的案文。 

有缔约方建议列入关于保护地点的适足性和可行性的内容。 

几个缔约方建议该目标具体承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另一个缔约方指出保护地点

对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一个缔约方指出，本行动目标和其他五个涉及威胁的行动目标都没有提到物种层面

的威胁，这方面可再予考虑。 

几个缔约方提议在监测框架和指标草案中列入更多 （来自爱知目标 11 的） 资格要素。 

有缔约方强调，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都很重要，因此建议不要只注重“特别重要”。一

些缔约方还建议增加关于一并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内容。 

几个缔约方建议把陆地和海洋保护区以及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分开处理。 

一些缔约方再次倡导应编写术语，确保对术语的共同理解，例如“严格保护”（一些缔

约方对此感到不舒服，建议从目标中删除）和“特别重要”等等。一些缔约方还强调，特别

重要的地区应包括陆地、海洋和淡水。有缔约方建议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管理的地区纳

入该行动目标。 

 

                                                      

2 行动目标 1： 保持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对更多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 50%]进行综合空

间规划解决土地/海洋用途变化，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的净增加，同时保持现有的完整区

域和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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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缔约方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 D 节（2030 年行动目标）

第 12（A）段行动目标 2 的建议 

(a) [到 2030 年，]通过[有效和公平地管理]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按照保

护区系统的生态代表性和连通性原则，同时包括]至少[60%]的[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

地点]和至少[10%][陆地和海域]受到严格保护（酌情通过分区），保护[至少[30%]的陆地

和海域。] 

(b) 通过[保护区]系统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保护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特别

重要的地点，到 2030 年，覆盖至少[60%]此类地点和至少[30%]受到严格保护的陆地和海

域。 

(c) [到 2030 年，]保护[、连接和有效管理]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与土著

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其他陆地和海洋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作，覆盖]至少[30%]的[陆地和海

洋区域，重点是重要生物区域。] 

(d) 通过保护区、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以及土著人民拥有或管理的土地和水域]，到

2030 年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点，覆盖至少[60%]这样的地点以及至少[30%]的

陆地和海域 

(e) [到 2030 年，至少 XX%的陆地面积和 XX%的海域通过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

得到保护和有效管理，努力纳入特别重要的地点，确保生态系统代表性] 

(f) [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点免遭生物剽窃，确保到 2030 年此类非法掠夺活

动至少减少 75%] 

拟议的新恢复目标（也在讨论行动目标 1时论及） 

(a) 到 2030 年，恢复至少[XX%]的退化的生态系统，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的净增

长”。 

(b) 到 2030 年，识别和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确保其生态完整性得到支持。 

(c) 通过[有效和公平地管理]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特别

重要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和其他]地点的价值，到 2030 年覆盖至少[30%]的[淡水、陆

地和海域] 

(d) 通过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有效保护、恢复和记录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

和其他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地点的价值]，到 2030 年，覆盖至少[60%]此类地点，至少

[30%]陆地和海域，至少[10%]受到严格保护。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行动目标 3  

1. 所有就这一个行动目标发言的缔约方和观察员都支持列入一个关于外来侵入物种的

具体和独立的目标。 

2. 一些缔约方支持目前制定的目标。几个缔约方提出替代措辞（见下文附件）。 



CBD/WG2020/2/CRP.1-Annex, Part 2 
Page 7 

 

3. 一些缔约方主张，该目标应承认有意和无意的引入以及潜在的入侵物种，其目的是

防止外来入侵物种建立种群，并且不仅着眼于重点地点，而是适用于所有生态系统。其他

缔约方支持承认重点地点，尤其是岛屿、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 

4. 一些缔约方表示，该目标应侧重人为因素造成的渠道。另一个缔约方则建议应侧重

高风险或重要渠道。也有建议提及陆地、海洋和空中渠道。一些缔约方建议提及所有渠道。 

5. 一些缔约方主张，目标应设法“管理”引入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渠道，而不是“控

制”所有渠道，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其他则倾向于其原有表述的“控制”，而另一些则

认为目的应既是管理又是控制。  

6. 一些缔约方主张增加量化目标，以减少新引入率。 

7. 一个缔约方提议，应特别提及陆地、淡水和海洋系统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的影响。 

8. 有的建议目标应包括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 

9. 一名观察员，在一缔约方的支持下，提议增加考虑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对入侵物

种的使用的措词。 

10. 一些缔约方认识到，监测框架和指标草案下可以涉及更多细节，例如增加一个岛屿

指标和一个关于海洋渠道的指标。 

11. 此外，缔约方建议在重新制定目标时应反映以下要素： 

 增加发现，根除和控制 

 及早发现 

 减少引入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 

 所有重点地点的措施 

 高风险外来入侵物种  

 最有害的外来入侵物种 

 重要入侵热点 

附件 1.  第 2 联络小组第 1 次会议后缔约方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初稿

D 节（2030 年行动目标）第 12（a）段行动目标 3 的建议  

(a) 控制[或管理]外来入侵[和地方]物种的所有引入途径[并减少其引入率]，到 2030

年使新引入比率减少[50%]，并根除或控制外来入侵[和地方]物种，到 2030 年至少在

[50%]的重点[入侵热点][所有][主要生物多样性地区][以及[50%]的岛屿]减少其影响。 

(b)  [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引入途径，到 2030 年实现[50%的] [增加成功预防和

根除]外来入侵物种的比率，并根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到 2030 年在至少 [50%]的重点

地点[包括岛屿]根除或减少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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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引入途径，到 2030 年使新引入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负面

影响的总体风险]减少[50%]，到 2030 年在至少[50%]的主要地点根除或减少其影响][并使

来自外来入侵物种未来影响的风险比率减少[XX%]] 

(d)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人类因素引起的[高风险]引入途径，到 2030 年使新引

入率减少[50%]，并根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到 2030 年在至少[50%的]重点地点根除或

减少其影响。 

(e)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高风险]引入途径，到 2030 年使新引入率减少[50%]，

并根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到 2030 年在至少[50%的]重点地点根除或减少其影响。 

(f)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已确定并列为重点的]引入途径，到 2030 年使新引入

率减少[50%]，并根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到 2030 年在至少[50%的]重点地点根除或减

少其影响。 

(g) [限制]外来入侵物种的[传播]，[包括通过贸易和运输，并通过管理重点途径防止

其引入，] 到 2030 年使新引入率减少[50%]，[并使入侵物种的种群建立率减少[100%]；到

2030 年使重点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减少[50%]]。 

(h)  [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引入途径，到 2030 年使新的引入减少[50%]，并[在

所有重点地点]根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到 2030 年在[XX%]根除或减少其影响。 

(i)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海洋、陆地和空中]引入途径，到 2030 年至少有[50%

的][海关][实施控制和检查机制]，并到 2030 年在至少[50%的]重点地点根除或控制外来入

侵物种[的影响]。 

(j) 控制 [或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人类]引入途径，到 2030 年实现对[高风险][重点]

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根除或控制]，到 2030 年[在至少[50%的] [所有]重点地点根除或减

少其影响。 

(k)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有意或无意造成的]的引入，到 2030 年使新引入率减少

[50%]，并根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到 2030 年在至少[50%的]土地和海洋地区[陆地、淡

水和海洋地区]根除或减少其[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l)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引入途径，到 2030 年使新引入率减少[50%]，并根除

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到 2030 年在至少[50%的]重点地点根除或减少其影响，[同时考虑

到控制或根除措施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可能负面影响。]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行动目标 4 

1. 所有就有关污染行动目标发言的缔约方和观察员一致支持列入此项目标。 

2. 若干缔约方指出这为加强与化学品公约和废物公约及进程的联系和协同作用提供了

机会，也为进一步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生产部门的主流提供了机会。 

3. 一些缔约方强调，该行动目标应解决所有来源的污染问题。其他缔约方支持对过量

养分、杀虫剂和塑料废物给予特别关注，同时承认目标应解决一切形式的污染问题，并允

许在国家一级确定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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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些缔约方建议将塑料污染和塑料回收列作行动目标的一个单独组成部分，并有自

己的量化措施。  

5. 一些缔约方建议扩大此行动目标，以处理回收利用、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问题以及

循环经济的概念。其他人建议扩大该目标范围，包括提及采矿和旅游业等生产部门。 

6. 一些缔约方主张在该行动目标中包括具体说明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

以及人类健康的影响的措辞。 

7. 一个缔约方建议具体提及陆地、淡水和海洋系统的污染，另一个缔约方建议具体提

及污染源，即水、土壤和空气。 

8. 一些缔约方建议该行动目标具体提及其他具体形式的污染：人造光、噪音/水下噪声

和沉积物。 

9. 一位观察员建议采用优先考虑对影响穷人和弱势群体以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污

染物采取行动的措辞，此项建议得到一个缔约方的支持。 

10. 若干缔约方指出，可以在监测框架和指标草案中增加具体的补充细节。一个缔约方

建议在监测框架中具体提及工业倾倒和城市住区倾倒的问题。 

11. 一个缔约方提倡编制术语表的重要性，以确保对“杀虫剂”等术语形成共同理解。 

12. 有人建议该行动目标应反映其他要素：  

 主要侧重于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主要污染物：氮、磷、有机废物、铅、

塑料、杀虫剂 

 将污染降程度低到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无损害（或无危害）的水平

（符合爱知目标 8） 

 解决采矿、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旅游业、生活垃圾、废物倾倒等活动的影

响和对地下水的影响 

 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原则 

 针对不同类型的污染设定不同的数字目标，100%减少塑料废物 

 实施监控的考虑因素： 

o 针对特定来源（例如，氮、磷、有机物、塑料、杀虫剂）的指标，并根

据国情灵活增加指标 

o 行动目标中的指标和来源必须相吻合 

o 使用其他国际进程的相关指标 

o 关于工业倾倒和城市废物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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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对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初稿 D 节（2030 年行动目标）第 12（a）

段行动目标 4 的建议 

(a) 到 2030年，将来自过量养分、杀生物剂、塑料废物和其他来源造成的污染至少减少

[50%]，[同时解决它们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b) 到 2030年，[通过在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方面执行最佳做法，将陆地和海洋

生态系统中的]污染至少减少[XX%]； 

(c) 到 2030年，将[水、土壤和空气中]因过量养分、杀生物剂、塑料废物和其他来源造

成的污染至少减少[50%]； 

(d) 到 2030年，将[来自所有来源，特别是]来自过量养分、杀生物剂、塑料废物和其他

来源造成的污染至少减少[50%]； 

(e)  到 2030年，将来自过量养分、杀生物剂、塑料废物、[人造光、水下噪声、沉积物]

和其他来源造成的污染至少减少[50%]； 

(f) 到 2030年，将来自过量养分、杀生物剂、塑料废物和其他来源，特别是来自采矿活

动、工业/制造业、旅游业和家庭废物造成的污染至少减少[50%]； 

(g) 到 2030年，将来自过量养分、杀生物剂、塑料废物、氮、磷、废物、农药和其他来

源造成的污染至少减少[50%]； 

(h) 到 2030年，将来自过量养分、化学品、塑料废物和其他来源造成的污染降低至对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无害的水平，每一种至少减少[50%]； 

(i) 到 2030年，[完成淘汰有问题和不必要的塑料品的生产和使用，所有废料的回收率提

高了[x%]，将来自过量养分、杀生物剂、废物和其他来源造成的污染至少[减少了][50%]； 

(j) 到 2030年，[根据现行或未来的特定国际流程]，将来自过量养分、[不适当使用]杀

生物剂、塑料废物和其他来源造成的污染至少减少[50%]；; 

(k) [到 2030 年，将来自所有来源造成的污染降低至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无害的

水平，特别是： 

- 有效减少来自化肥的污染并消除过量使用现象  

- 减少使用化学农药的风险和影响并更多地采用病虫害综合管理和生物防治方法  

- 增加不依靠农药进行管理的农业用地的比例 

- 停止将塑料污染物输入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 

- 将噪声和光污染降低至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适应的水平] 

(l) [到 2030年，将环境中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关键污染物的水

平[减少 x%][大幅度减少]]]; 

(m) [到 2030年， 缔约方完成评估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污染情况，并制定和开

始执行战略，以将污染物至少减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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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到 2030年，将来自过量养分、杀生物剂、塑料废物和所有其他来源造成的污染至少

减少 [50%]，同时要优先考虑减少对易受伤害群体，如妇女、儿童、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有影响的污染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