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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ܠᄣႠࠅሀ
生物多样性一词是“生物的多样性”的缩写，《生物多样性公约》将其定义为“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的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
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这是本文件
全文所使用的定义。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三大“里约公约”之一，《公约》在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即地球问题首脑
会议上制定。《公约》于1993年末生效，确立了以下目标：
“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带来的各种惠益，利用方式包括：
在考虑对资源和技术的所有权的基础上，恰当地获取遗传资源和恰当转让相关技术，以及提供合适的资金。”
目前，《公约》共有193个缔约方（192个国家和欧洲联盟）。2002年4月，《公约》缔约方承诺，到2010年，在全球、区域和国
家各级，大幅降低目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促进减贫，造福地球所有生物。随后，这个目标得到了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
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里约+10”首脑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的认可。《公约》2010目标还作为一项新的目标——确保环境可持
续性，被纳入到“千年发展目标”中。因此，2010年的生物多样性目标是包括《公约》非缔约方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所作出的一项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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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政府在2002年确定了一项
目标：“到2010年，在全球、区域和
国家各级，大幅降低目前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速度，促进减贫，造福地球所有生
物”，但这个目标迄今尚未实现 [见第
10页的表]。
Ⴙܠ൧ᅙঢ়ิܠᄣႠᆶෙٷዷ
ᄲፇׯևݴĊĊएᅺĂዖࢅิༀဣཥܠᄣႠ
ۼሞჄူই!
[见第12页的图]ǈኄၵ൧Ԉ
ઔ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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ǈࠚऺॽৎ຺ݴኮᅃڦኲዖኟ௬ଣ௶
ਨླڦ၃ă
✤!!ߵ  ೠ ࠚ  ڦዖ ඖ ຕ ଉ ǈ ٗ 1970  ڟ2006
ǈभጓۯዖ܈ݿೝबࢭ३ณକෙݴ
ኮᅃǈܸඇ൰ాྷݔධሞीჄ३ณǈඤ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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ևںݴ൶ǈጲิৣྜࢅྷݔڦኝႠۼሞी
Ⴤ३ၭăڏโںĂ࡛գิৣĂჸትĂ෴ࢯ
ঊĂ࡛֥ࢅضԞૌঊ༹ۼሞჹዘཽ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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ࣅᄺሰׯକิܠᄣႠࢅิༀဣཥޜခڦෟ
฿ă
✤!!ሞ౫ᄽ༹ဣዐǈ౫ፕࢅึႿڦᅍܠدᄣႠ
ሞीჄཽࣅă
✤!! থሰิׯܠᄣႠෟ฿ڦٷዷᄲუ૰
ǄิৣՎࣅĂࡗ܈ਸ݀ĂකĂྔઠዖ
ൔࢅഘࢪՎࣅǅᄲीჄ٪ሞǈᄲሞփ
ेਗă
✤!!ට ૌิڦༀፁगגକں൰ิڦሜీ
૰ǈגሁߛٷٷ܈ޗᇀඓۨ2010ิܠᄣ
ႠణՔ้ڦೝă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引
起严重关切的问题。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运
转的基础，而且生态系统则为人类社会提供广
泛的服务。因此，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对人
类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福祉具有重大的影响。༵
ࠃଂ๋Ă္ྼĂᅅᄱࢅڏĂፕݹĂࡗ୳
කĂݞኹጲሚ࡞ĊĊኄၵิༀဣཥޜခ
ۼᅺྺิܠᄣႠࢅࣅཽڦՎࣅܸ௬ଣጣയሞ
ྰڦၾăหࢅጸঞॏኵĂइڥኪ๎ࢅঞᇣڦ
ऐࣷǈᅜतႩှࢅெბॏኵ߳ڪዖ࿔ࣅޜခᄺ
ሞປཽă
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促使人们采取重
要行动，来保护生物多样性，සॺ૬߸ڦܠ
Ǆࢅںᄂ࡛ᇘǅԍࢺ൶Ăԍࢺ༬ۨڦ
ዖǈᅜत֑ൽ߳ዖਉٯઠᆌܔᅃၵሰิׯༀဣ
ཥ೦࣋ڦথቺᅺǈසකࢅྔઠዖൔă
ٷሀ170߲ࡔॆᅙঢ়ۨକࡔॆิܠᄣႠ
ࢅႜࣄऺۯăሞࡔाᅃपǈᅙঢ়ۙणକ֎አ
ጨᇸઠۨჺ৯Ă֪॔ࢅბೠࠚิܠᄣႠ
ڦऐǈժᅙঢ়ൽڥକቛ! [见第14页的文
本框]ă!
很多支持生物多样性的行动已经在特定的
地区、对保护特定的物种和生态系统产生可衡
量的重大成果。这表明，只要有充足的资源和
政治意愿，就能找到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
度的手段。૩සǈᅃၵඤॆࡔټአުፌৎሞ
ܴ࣯ۨଠڦአ֧ࢫǈ෧ଠෟ฿ڦ܈Սໜኮ
ူইă੦ྔઠൔዖٯڦแᄺӻዺইگକ
ᅃၵዖ௶ڦਨޅ၃प՚ăࠚऺǈሞࡗඁڦ
ᅃ߲๘ुዐǈසࡕுᆶ֑ൽᄢࢺٯแǈఫሞ
9,800ዖౕૌዖዐǈณᆶ31ዖᅙঢ়௶ਨă
然而，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行动力
度还不够，不足以缓解大部分地区生物多样性
所面临的压力，还没有充分将生物多样性问题
纳入到更广泛的政策、策略和规划中，造成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驱动因素尚没有得到明
显的解决。ཞٝएإยแॺยࢅ߾ᄽ݀ቛ၎
ԲǈླྀۯԍࢺࢅჄ૧ᆩิܠᄣႠڦႜۯ
ኻइڥକၭᅃևݴጨূኧăܸǈሞยऺ
ኄૌ݀ቛࡗײዐǈཚࢮକิܠᄣႠڦ
୯ᅺǈᄺٱ฿କཚࡗ߳ዖࢇࡀࣄፌ܈ײٷ
ںইิܔگܠᄣႠփՂᄲڦփ૧ᆖၚڦऐ
ࣷă௬ܔሰิׯܠᄣႠෟ฿ߵڦԨൻۯ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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ǈԈઔට੨Ăঢ়षĂरĂมࣷአዎࢅ࿔ࣅ
ݛ௬ڦუ૰ǈᅜᆶᅪᅭݛ๕ਸቛڦᆌܔႜݥۯ
ᆶ၌ă!
大多数未来预测方案都预言，本世纪内，
仍将有大量的生物走向灭绝，各种生境将继续
大量丧失，而一些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衰减
则与人类的福祉息息相关。

来严重后果。由于气候变化，预计到21世纪
末，物种和植被类型的地理分布将发生剧烈变
化，其范围将向两极地区推进几百至几千公里。
࡛ᄝዖॽദၠডࡦૐڦᇘǈڞዂඤ࡛ټᄝڦ
ܠᄣႠইگǈܸሞ࡛ᄝዖణമऄڦྷݔۯፌళ
܋ǈ࿒ࢅټԛݛ෧ଠ௬ଣྷݔٷ੫ຶླڦ၃ǈኄ
ॽܔᇌᄽĂ݃ఢĂᇏૂĂႩှࢅഄޜခۼሰ
ׯᆖၚă!

૩සǖ
✤!!ඤټ෧ଠॽीჄԥੁ݃ٽǈᆩઠዖኲ౫ፕ
ࢅݣథǈժᆶీᆩઠሰิଙă
✤!!ഘࢪՎࣅĂྔઠൔዖᆅĂකࢅٷӟ
ॺยॽڏܔิܠᄣႠतഄ༵ࠃޜڦခټ
ઠᅃօڦუ૰ă
✤!!ࡗ܈վસॽीჄ࡞࡛ᄝิༀဣཥǈڞዂᇉ
ඖຕଉ३ณࢅᇌᄽശă
物种丰度和分布的变化也许会给人类社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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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超过了一定的
临界值或临界点，那么将产生的风险是巨大
的：生物多样性将严重丧失，广泛的生态系统
服务将随之退化。贫困人群将最先承受这种变
化带来最严重的影响，并且最终所有的社会和
社区都将蒙受损失。
ํ૩Ԉઔǖ
✤!!
ᆯ ᇀ࣯ଠĂआሚࢅഘࢪՎࣅڦ၎ࢻፕᆩǈ
ჱகს෧ଠీ௬ଣڦྷݔٷ੫ຶǈևݴຏ
ଠࣷ။ᅃ߲आሚೕ݀ࢅჹዘ߅ڦჄთ
࣍ǈཽܸٗࣅׯඤ֥ټᇱ๕ኲԥăኄၵ

ᇨ֪ݛӄᆶڦٷփඓۨႠǈڍǈසࡕ࣯
ଠ୲ࡗג20.30%Ǆәဇჱகსణമ࣯ڦଠ
୲ྺ17%ǅǈఫኄዖ੫ຶิ݀ڦब୲৽߸
ٷăഄࡕǈ൶ᇘইᇐଉॽ३ณǈܸٗᆖ
ၚ౫ᄽิׂǈ! ܸ༐ಇڦݣሺेࢅิܠ
ᄣႠࡀٷఇෟ฿࣏ࣷټઠඇ൰Ⴀᆖၚă
✤!!౫ᄽࣅࢅݨዐଡ໗ჸࢅၣ໗ჸڦओǈ
ॽඟڏࢶռࢅഄా༹ิༀဣཥገ
ՎྺتᇀሩૌዷڞǄᆐᄢࣅǅڦጒ
ༀăኄీڞዂᇉૌ३ณǈᅺܸࣷ݀ܠܔ
ቛዐࡔॆଂ๋ҾඇټઠᆖၚăႩှऐࣷࢅ୫
ᆴᄽᄺॽ฿ǈሞగၵ൧ူǈᆶ
۾ሩࣀ࣏ࣷߴටૌࢅึႿॳټઠޅ၃ăཞ
ᄣǈሞᄂ࡛࣍ৣዐǈᆯڌᆻڦڞᆐᄢࣅ၄
ၡࣷሰڦܠ߸ׯඍᄟຶ൶ǈሰׯᇌᄽิׂ
ປཽǈ୫ᆴᄽ३ณǈᅺܸټઠዘٷঢ়ष
฿ă
✤!!ሞ࡛ᄝ໗ࣅĂ࡛࿒ߛื܈ᅜतഄටૌᆅഐ
ڦუ૰ڦጹࢇᆖၚူǈඤټ෴ࢯঊิༀဣཥ
Վݥڥ٤ෑăٷഘዐܾᄟࣅ༐౪ڞߛื܈
ዂ໗ᇐሺेǈᅺܸ३ณକ෴ࢯࠡỞፇॺႴ
ڦ༐໗ጱڦຕଉăेฉᅺ࿒ืߛႚڦׯ
ӣᆖၚĂᅺකܸڞዂڦᆐᄢݴׯೝื
ߛĂࡗ܈վસĂᅺా࣯ଠܸሰקڦׯओ࿚
༶ǈᅜतഄუ૰ڦᆖၚǈ෴ࢯঊනᅮԥሩ
ૌǈሰิׯܠᄣႠࢅิༀဣཥࠀీڦ
ሚవႠෟ฿ǈྰၾڟबᅢටࢅऺิڦଂ๋Ҿ
ඇă
现在的机会比以前所认识到的机会更多，
足以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同时推动实现其他
社会目标。૩සǈՊႀԨĖቛྭėࡗײዐፕ
ݴڦဆඓۨକ߳ዖᇨ֪ݛӄǈኄၵᇨ֪ݛӄ़
ᅜ३࣐ഘࢪՎࣅǈᆼీԍĂฯકٷణമ
ڦ෧ଠ௬ओࢅഄጲิༀဣཥǄՆ௨ᅺ࠽ݘ
๑ᆩิଙܸሰڦৣิܠ߸ׯෟ฿ǅăഄ
ऐࣷԈઔሞగၵ൶ᇘඟࣚചں߷ڦĐ࣬ްᇱ
ᄸđጒༀǗ࣬ްࢋୁୁᇘิༀဣཥࢅഄโں
ิༀဣཥǈेഽࠃĂࢅࢡݞඁأකă
针对关键的地区、物种和生态系统服务制
定目标明确的政策，是让人类和社会免受最危
险的影响的必要之举。在近期防止人为因素造
成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丧失将非常困难，但是长
期而言，如果现在就紧急采取协调一致的有效
行动，来支持确定的长期愿景，也许可以遏制
甚至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ኄዖԍࢺิ
ܠᄣႠĂჄ૧ᆩഄፇׯևڦݴႜټॽۯ
ઠ࣮ڦࢩݿԒǖᅜ߀ॳࢅଂ๋Ҿඇǈ३
ณೖ൬ǈेഽᆌܔᅜतᆌ࣍ৣՎࣅీڦ૰ă
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是发展和减贫措施取

得成功的关键。၂ǈසࡕीჄ֑ൽĐᅃൎ
ቷ৹đڦፔ݆ǈሶՂॽླतᆶටૌมࣷڦ࿄
ઠǈړഄ؋ڦఎࡗᇀথᅈડิܠᄣႠઠ
इൽٷᅃևݴएԨႴ൱ڦፌೖઓටඖăิ
ܠᄣႠڦෟ฿ཚᇑ࿔ࣅܠᄣႠڦෟ฿၎
࠲ǈᅺُཱིܔዸม൶ׂิକᆮഄփ૧ڦᆖၚă
若要避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最严
重影响，政策制定者必须给予两者同等的重
视，并通过密切协作，来解决这对相互关联的
挑战。३ณඤټ෧ଠĂჸትࢅౄ༓ڪں༐ئ٪
ิༀဣཥڦᅃօෟ฿ǈ၌ٷഘዐ࿒ഘ
༹ओ࠲ڦ॰օየăཞ้ǈ३ณิༀဣཥ
ڦഄუ૰ǈᅜሺഽิༀဣཥڦუ૰
ీ૰ࢅްᇱ૰ǈইگഄሞ߳ዖᅙঢ়݆Ն௨ڦ
ഘࢪՎࣅᆖၚ௬മڦ٤ෑႠǈඟഄీीჄ༵ࠃ
߳ዖޜခઠኧටૌิऺǈժӻዺഄᆌഘࢪ
Վࣅă
应该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帮助全
球社会避免风险的一项具有高成本效益的明智
投资。ැิༀဣཥ݀ิࡀٷఇՎࣅǈఫ
ׂิॽࡕࢫڦჹዘᆖၚටૌڦҾඇǈᅺُǈ
न๑்၄ሞ࣏փྜඇඓۨิ݀ࣷޏኄዖՎ
ࣅǈই݀ةگኄዖՎࣅޅڦ၃ᄺڦăิ
ༀဣཥཽࣅǈᅜतᅺُሰิڦׯༀဣཥޜခෟ
฿ԥඓۨྺሚవޅ၃ڦዷᄲઠᇸăፕཨጨǈ
ेഽิༀဣཥްڦᇱ૰ǈ༵ߛഄܠᄣႠǈ๑ิ
ༀဣཥీࠕڔڸጲวܠڦዘუ૰ǈᄺႹ
ങৃྺኹยऺڦਏᆶፌᆫॏኵڦԍ၃ڇă
虽然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以及生态系
统的运转之间的确切联系缺乏科学确定性，但
是这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借口。ுටీࠕඓ
ᇨ்֪ิༀဣཥଣহۅᆶܠᇺǈᄺ݆ᇨ
֪ምᆶܠณუ૰৽ࣷڟٳଣহۅăڍǈٗࡗ
ඁํڦ૩ዐᅜኪڢǈᅃڋగ߲ิༀဣཥገՎ
ڟଷᅃዖጒༀǈ৽వईኁփీምॽഄ࣬ް
ܠڟณپටۨਃఇ๕ࢅঢ়ष݀ቛᅈડڦᇱံ
ጒༀă
要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应对生物多样性丧
失，有赖于解决造成这种丧失的根本原因或间
接驱动因素。
ኄᅪ࿆ጣǖ
✤!!
ٷ૰༵ߛཱིںĂీᇸĂڏࢅᇱଙڦ૧ᆩၳ
୲ǈᅜፁփሺڦႴ൱ă
✤!!
๑ ᆩׇघٯแǈՆ௨փڦړցཌྷǈፌ
܈ײٷ३ณփჄڦጨᇸ૧ᆩࢅષݯ๕ၩ
ݯă
✤!!
ںཱིܔĂాᇘࢅ࡛ᄝጨᇸڦ૧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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ࡀࣄǈᅜၹۙ݀ቛᇑԍࢺิܠᄣႠᅜत
ྼܠዖิༀဣཥޜခኮक़࠲ڦဣă
ᅃၵႜۯీႴᄲᅃۨׯڦԨईፕᅃၵ
ስǈڍ၎ԲኮူǈิܠᄣႠټઠڦᅮ
ڦٷă
✤!!
ඓ ԍᅺ૧ᆩࢅइൽᅍدጨᇸᅜत၎࠲دڦ
ཥኪ๎Ǆසਸ݀ᄱࢅࣅጏǅܸइࣳڦڥ
ᅮీሞ߲߳ઠᇸࡔࢅ࿔ࣅኮक़ࠅڟڥೝݴڦ
ၛă
✤!!
ਸቛୁĂঞᇣࢅ༵ߛᅪ๎ڦऄۯǈీ
ඓԍ߲ටీۼණ๎ิڟܠᄣႠڦॏኵǈ
ժኪڢᅜ֑ൽ๊ٯแઠԍࢺิܠᄣ
Ⴀǈස߀Վ߲ටၩࢅݯႜྺݛ๕ă
需要在经济体系和市场中反映生物多样性
的真正价值及其丧失的成本。փڦړցཌྷǈᅜ
तิༀဣཥ༵ࠃٷڦଉࣳᅮுᆶޯᇎᆌᆶڦ
ঢ়षॏኵǈሰׯକิܠᄣႠڦෟ฿ăཚ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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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ࢅഄٯแǈࠕీׇᄺՂႷ॑ڟڥᇪǈᅜ
ظሰ߳ዖघٯแǈԍࢺࢅेഽܸփࡼ
்ڦጲጨԨăሞඇ൰ঢ়षປཽኮࢫዘኝঢ়ष
ࢅূබ༹ဣǈྺํ၄ኄᄣڦՎࣅ༵ࠃକᅃ߲ऐ
ᇜăԲഐփፕྺईჽ࣐ႜۯǈራ֑ൽႜॽۯ
߸ᆶၳǈׯԨᄺ߸گă
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减少造成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ሞ౫ᄽĂჄ෧ଠ࠶
ࢅჄᇌᄽዐ֑ᆩڦፌॅፔ݆ᆌྺׯՔ
ጚፔ݆ǈժᆌ༵בఫၵኼሞᆫࣅܠዖิༀ
ဣཥޜခǈܸփፌٷ၌߀܈గዖڇᅃޜခ
ڦӸ݆ăሞܠ൧ူǈܠዖൻۯᅺڦጹࢇ
ᆖၚሰׯକิܠᄣႠෟ฿ࢅิༀဣཥཽࣅă
ᆶ้ǈणዐथႜۯઠ३ณఫၵܔአ֧Վࣅݒ
ᆌፌଳ௺ڦൻۯᅺǈᄺႹ߸ᆶၳڦፔ݆ă
ٗዐ܌ੂઠǈኄᄣᅜ३ൟิܠᄣႠ
ڦუ૰ǈժԍࢺഄܔᇀටૌมࣷڦॏኵǈཞ
้ᅜሞড้ڦक़ాྷݔǈਦఫၵԲডవ
ᅜڦܔൻۯᅺă૩සǈཚࡗ३ณࡗ܈վ
સĂᇸකᅜत೦࣋ǈ৽ᅜेഽ෴ࢯ

ঊްڦᇱ૰ǈᅜतഄڸᇟࢅᆌ෴ࢯོࢅ࡛
ᄝ໗ࣅీڦ૰ă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直接行动必须继续开展
下去，要针对脆弱的、且具有文化价值的物种
和生态系统，并采取保护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
措施，尤其采取保护对于贫困人群至关重要的
服务的措施。ᅜणዐਸቛऄۯԍࢺ௬ଣ௶ਨ
ྰၾڦዖǈఫၵԥ֑णᆩᇀฆᄽణڦڦ
ዖǈईኁਏᆶ࿔ࣅᅪᅭڦዖăኄၵऄۯᆌ
ඓԍԍࢺࠀీႠิༀዖඖǈनఫၵሞิༀဣཥ
ዐण༹ࣩ݀༬ࢅएԨፕᆩڦዖඖǈኄၵፕᆩ
ԈઔݹĂཚࡗ๋ۯ੦๋֥ۯڦຕ
ଉǈᅜतᄢݴთ࣍ࢅཱིගႚׯă
不断恢复陆地、内陆水域和海洋生态系统，
重新建立生态系统的功能，并确保其提供有价
值的服务。ঢ়षݴဆǈ࣬ްิༀဣཥᅜټ
ઠଆࡻڦঢ়ष࣮Ԓ୲ăܸǈට߾࣬ްิڦༀဣཥ
ิڦܠᄣႠࢅ၎࠲ޜခཚگᇀጲิༀဣཥ
ڦೝăኄेഽକᅃዖ࠵ۅǈनኻᄲᆶీǈཚࡗ
ԍࢺઠՆ௨ิༀဣཥཽࣅጺԲ݀ิཽࣅࢫም࣬ް
߸ൽǈ߸ਏׯԨၳᅮă
必须在各级和各部门，尤其是主要经济部
门，做出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决策，政府必
须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ሞظยଆࡻৣ࣍ڦǈ
ኧม൶Ăݛںአުईഓᄽ༵ڦĐጲူܸ
ฉđڦᆶၳਉݛٯ௬ǈࡔॆࡀࣄई૬݆ీ
࠲ዘᄲڦăኄᄺԈઔޯᇎཱིዸට௷ࢅݛںม
൶ᅜ૰ǈ๑ഄྺิܠᄣႠ࠶ࢅਦ֧څ
ഐሴඪǗᅜतॺ૬༹ဣǈඓԍཚࡗइൽᅍدጨ
ᇸܸࣳڦڟڥᅮీࠅڟڥೝݴၛă
我们不能再将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和变
化同解决贫困、改善人民健康、繁荣和安全以
及应对气候变化等社会核心关切事项的问题分
割开来。்ิڦༀဣཥጒༀణമڦ൵ሞᆖ
ၚฉຎᅃ߲ణՔํڦ၄ǈසࡕ்ኟඓںዘ
ิܠᄣႠሞኧࡔाมࣷࠌཞඓ૬ڦᆫံ
๚ၜݛ௬ీࣩ݀ڦፕᆩǈఫฉຎᅃ߲ణ
Քेڟڥॽۼഽăᄲํ၄ኄᅃۅǈႴᄲٗݛں
ࡔڟा߳पǈॽิܠᄣႠభڟአުĂຳᆐ
ևோࢅഄऐࠓਦ֧ዐඁă
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所采取的行动以及《
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定的方向，将决定人类
文明过去1万年所赖以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环境
条件是否能在这个世纪之后持续下去。如果我
们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地球的很多生态系统将
进入前所未有的新状况，在那种状况下，生态
系统是否有能力满足当代和子孙后代的需求是
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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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010生物多样性目标下确定的各次级目标实现的进展情况

ٷణՔ1：ٝᄢࢺิༀဣཥĂิৣࢅิඖิڦܠᄣႠ
ణՔ1.1 ：๑๘হฉ߲ิༀ൶
ᇘڦณ10% ڟڥᆶၳᄢࢺă

ช࿄ሞඇ൰ํ၄ኄᅃణՔǈڍࡗגᅃӷڦิںༀ൶ᇘํ၄କ21&ڦԍࢺణՔăܸǈᅃၵԍࢺ൶࠶ڦ
ၳ୲ူگăኟሞेഽԍࢺ࡛ᄝࢅాᇘဣཥǈڍධ૰܈փࠕă

ణՔ1.2 ：ԍࢺิܔܠᄣႠ༬
՚ዘᄲںڦ൶ă

ช࿄ሞඇ൰ํ၄ኄᅃణՔǈڍሁઠሁܔܠᇀԍࢺౕૌઠຫዘᄲںڦ൶Ăᅜतඪࢆዖዐৈ٪ۯኲڦ
တںኟሞڟڥԍࢺă

ٷణՔ2：ٝᄢࢺዖܠᄣႠ
ణՔ2.1 ：࣬ްࢅྼۨิݴૌඖ
༹ڦዖඖຕଉǈईইگഄူইڦ܈

ช࿄ሞඇ൰ํ၄ኄᅃణՔǈႹܠዖ܈ݿڦჄူইǈݴքྷݔჄၭăڍǈፕڦగၵ౮૰๑ణՔ
ዖڟڥକ࣬ްă

ణՔ2.2 ：߀ྰ
ၾዖڦ၄ጒ

ช࿄ሞඇ൰ํ၄ኄᅃణՔǈٗጺ༹ฉઠੂǈ߳ዖ௶ਨޅڦ၃ኟሞฉืăڍǈ֑ൽႜࢫۯǈᅃၵዖገᅎ
ڟକ߸ޅڦگ၃ૌ՚ă

ٷణՔ3：ٝᄢࢺᅍܠدᄣႠ
ణՔ3.1 ：ᄢࢺፕĂึႿĂण߳ڦૌ
ຏఢĂᇉࢅᄸิۯኲतഄᆶॏኵڦ
ዖǈժྼ၎࠲ཱིዸࢅݛںኪ๎ă

ᆶ࠲ᅍܠدᄣႠڦ႑တଭໟփඇăཚࡗᅎںႜۯᄢࢺፕڦᅍܠدᄣႠᅙൽڥକᅃၵቛǈڍ౫ᄽဣཥჄ
ԥڇᅃࣅăඓۨᄸิዖڦᅍܠدᄣႠ߸ेઓవǈڍԨԒߢ༵ิڦڟܠᄣႠ၄ኝ༹ူইڦ၄ၡᆶ
૰ںኤǈᅍܠدᄣႠுᆶڟڥԍࢺăኟཚࡗగၵၜణԍࢺᇱںᅍدጨᇸࢅدཥኪ๎ǈڍٗኝ༹ฉઠੂǈᅍ
ܠدᄣႠჄူইă

ٷణՔ4：ٝჄ૧ᆩࢅၩݯ
ణՔ4.1 ：ᅜิܠᄣႠྺएׂڦإ
ൽጲڟڥჄ࠶ڦઠᇸǈժิܔ
ׂ൶ᅜิࢇޙܠᄣႠᄢࢺݛڦ๕ႜ
࠶ă

ช࿄ሞඇ൰ํ၄ኄᅃణՔǈڍሞิܠᄣႠڦፇׯևݴǈස෧ଠࢅగၵᇌׇൽڥକᅃၵቛăٗඇ൰ઠੂ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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ణՔ4.3 ：ுᆶᄸิۯኲ
ዖࡔڟाஹᅟྰڦၾă

ช࿄ሞඇ൰ํ၄ኄᅃణՔăࡔाஹᅟ๑ᄸิۯኲຕଉीჄူইǈڍཚࡗํแĖ՞ླᄸิۯኲዖࡔाஹ
ᅟࠅሀė!ǄĖ՞ླዖࠅሀėǅǈൽڥକᅃၵ৽ׯă

ٷణՔ5：३ൟิৣෟ฿Ăཱིں૧ᆩՎࣅࢅཱིࣅཽںतփჄڦ૧ᆩሰڦׯუ૰
ణՔ5.1 ：३࣐ጲิৣෟ
฿ࢅཽࣅڦ܈ă

ช࿄ሞඇ൰ํ၄ኄᅃణՔǈႹิܠܠᄣႠ௺ߌ൶ᇘჄ३ณǈڍሞইگగၵں൶ิڦܠᄣႠෟ฿୲ݛ
௬ǈൽڥକᅃۨڦቛă

ٷణՔ6：੦ྔઠൔዖྰڦၾ
ణՔ6.1 ：੦ዷᄲയ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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ณ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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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ظႎࢅፔ݆ڦ૧ǈԈઔݴၛᅮڦ૧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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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ࡻڦԍࢺ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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ٷణՔ11 ：߳ۀሀํྺݛแĖࠅሀėǈ༵ߛକഄሞ֎አĂට૰ĂბĂरీࢅरຍݛ௬ీڦ૰
ణՔ11.1 ：ߵڼ20 ཉǈၠ݀ቛዐࡔॆۀሀݛ
ገඟႎ֎ڦྔܮࢅڦአጨᇸǈᅜՍᆶၳํแഄሞ
Ėࠅሀėူ߳ڦၜ౷ă

ช࿄ሞඇ൰ํ၄ኄᅃణՔăჄඍ݄֎አጨᇸǈڍᇑิܠᄣႠ၎࠲݀ݛ࠳ڦቛᇲዺᆶฉื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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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ڦၜ౷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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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生物多样性指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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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有关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指标呈现不利趋势，而且减少比例没有出现明显放缓。
根据人类生态足迹、氮沉积、外来物种引入、过度捕捞鱼群和气候变化对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等各项指标所反映的趋势，没有迹象表明生物多样性所承受压力的增
长速度将放缓。
有限几个反映人类获取的生物多样性惠益的指标也呈现不利趋势。
相反，在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应对措施方面，所有指标都呈现积极趋势。
有更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正得到保护，我们正在实施更多政策和法律，以避免外来
入侵物种的侵害，并且正在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目标。
这些指标传达的总体信息是，尽管世界各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保护并可持续地
利用生物多样性，但是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还不足以解决生物多样性大
量丧失的问题，也不足以降低其所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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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图概括了现有生物多样性指标所表达的信息: 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正在减
少，所承受的压力正在增加，人类从生物多样性中获取的惠益正在减少，但是解
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应对措施正在增加.这些趋势图确认了这一结论，即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尚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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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

超过170个国家（87%为《公约》缔约方）已经制定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在本《展望》付印之时，又有14个缔
约方在制定此类战略和行动计划，而9个缔约方要么还没有起草战略，要么还没有宣布起草战略的意图。
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政府已经各自制定了保护境内生物多样性的办法。在很多国家，制定战略的努力推动了更多法律和规划
的制定，并促使政府就广泛的问题采取行动，包括根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可持续性地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和法则，
确保当地社区能共享生物勘探所带来的惠益，因为通过生物勘探可能创造专利或带动新药物、食品或化妆品的销售；安全使用生物
技术；以及维持农业动植物的多样性。
相对来说，只有少数缔约方将2010年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完全纳入了国家战略。而且，只有少数国家正在采用“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和行动计划”这一有效手段，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更广泛的国家战略、政策和规划进程。80%以上的缔约方在其最新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报告中承认，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开展有限，决策过程分散，而且各政府部门或各领域之间缺乏沟通，
这对实现《公约》的目标构成了挑战。
不过，与第一批“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相比，近期制定和更新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却更具战略性，更注重主流
化工作，也对更广泛的国家发展目标给予了更多的认可。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应推动各国采取一系列战略行动，包括：
✤

主流化 – 如果生物多样性包括在以下各项决定、规划和政策中，那么它将得到最好的保护：各领域、部门和经济活动中所作的
决定；有关土地、淡水和海域使用的规划系统（空间规划）；以及各项减贫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

✤

沟通和参与 – 只有真正让同保护资源最为接近的人群参与，各项战略实施才会变得有效。最佳解决方案往往是利用更高一级制
订的法律和体制框架，由地方层次推动才找到的。

✤

实施手段 – 特定办法，例如在维持和改进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制订各项综合决定，或针对使用迄今为止“免费”
的生态系统服务实行各项补偿付费政策，将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知识 – 要做出良好的决定，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向合适的人群提供有关一个国家或区域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最佳信息。作为一个汇
编、协调和提供相关和最新信息的系统，信息交换所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提供的一个关键工具。

✤

监测 – 评估和通报生物多样性战略所设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是提高其成效和可见度的重要方法。

✤

供资和能力 – 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协调行动，只有在资金充足、专业人员齐备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ࡔॆຕణ


图：《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数量不断增
加，目前已包括几乎所有的国家。在193
个《公约》缔约方中，有170个制订了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其中又有超过35个缔约方对其《国家生
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进行了修订。






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 14



























ࡔॆ

ۀሀݛ

ࡔॆิ
ܠᄣႠ
ࢅႜࣄऺۯ

ࡔॆิܠᄣႠ
ࢅႜ۩ࣄऺۯኟ

©!ิܠᄣႠࠅሀກتă

ڼෙӲĖඇ൰ิܠᄣႠቛྭėǄISBN-92-9225-252-6ǅࠅਸइڦڥӲǈፏ
ظႎࠅࠌᇘᇲᆅႹࡀۨڦཉॲ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
Ӳྺກتᆶă
ڼෙӲĖඇ൰ิܠᄣႠቛྭėཚࡗሞ၍௨ࠃ༵ݯǖwww/cbd/int/GBO3ă࣏ٗྪ
በฉֱለԨӲڦᆶຫڦӲԨǈഄዐᆶၘ֖ڦጨଙă๑ᆩኁူሜĂም๑
ᆩĂႪኟĂࢅ݀ݴ/ईްڼෙӲĖඇ൰ิܠᄣႠቛྭėዐڦ࿔ጴĂຕጴĂࢅቷ
ೌǈڍᆌ༵तتă

ڼෙӲĖඇ൰ิܠᄣႠቛྭėዐ๑ᆩڦఁतଙڦᆩ݆ǈժփپิܠᄣႠࠅ
ሀກܔتඪࢆࡔॆĂଶཱིĂईں൶तኄၵړਆ݆ڦୱں࿋तഄՉহईথ၍ࣄڦݴ
࠵ۅă
ᆅᆩǖ!
ิܠᄣႠࠅሀກتǄ2010ǅڼෙӲĖඇ൰ิܠᄣႠቛྭė!.!ኴႜቌᄲă༬
૧ܻǈ16ᄻ

ၘ൧൩ဣǖ
Secretariat!of!the!Convention!on!
Biological!Diversity
World!Trade!Centre
413!St/!Jacques!Street-!Suite!800
Montreal-!Quebec-!Canada!H2Y!1N9
ࣆۉǖ1(514)!288!2220
دኈǖ1!(514)!288!6588
ۉᆰǖsecretariat@cbd/int
ྪበǖhttp;//www/cbd/int

ಇӲࢅยऺǖPhoenix!Design!Aid
ǖIn-folio
ᆇຘǖProgress Press Ltd., Malta
ԨӲᆯփࡤ୰ڦኽࢅኲႠᆳఏᆇă

FRONT: (The Earth in a drop) © Shevs | Dreamstime.com, (Coral reef) © Carlcphoto | Dreamstime.com, (Cattle with people) © Claude Hamel, (Mountain and eagle)
© Urosmm | Dreamstime.com
BACK: (Boat on a river) © David Cooper, (Trees with person) © Luis Alfonso Argüelles, (Woman with beans) © Louise Sperling, (Shark) © Lenta | Dreamstime.com
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 15
(Gorilla) © Warwick Lister-Kaye | istockphoto.com, (Frog) © Geckophoto | Dreamstime.com, (Field) © Alexsol | Dreamstime.com, (Forest) © Lagustin
| Dreamstime.com
(Leaf background) © Cobalt88 | Dreamstime.com

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 16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World Trade Centre · 413 St. Jacques Street, Suite 800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2Y 1N9
Phone: 1(514) 288 2220 · Fax: 1 (514) 288 6588
E-mail: secretariat@cbd.int · Website: http://www.cbd.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