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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发布《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15 年度报告》 

联合国首次发布世界野生动植物犯罪报告 

挪威成为全球首个承诺政府公共采购政策遵守“零毁林”原则国家 

全球土壤伙伴关系批准可持续土壤管理准则 

美国和欧盟的捐助未能保护好刚果盆地雨林的树木和人民 

加蓬地方森林社区终于可以分享林业资源带来的利润 



科技部发布《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15 年度报告》 

 

中 国 国 家 综 合 地 球 观 测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http:/www.chinageoss.org/）2016 年 6 月 6 日消息：科技部当日发

布《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15 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5 年度报

告”），继续关注全球生态环境热点问题以及热点区域，选定“‘一带

一路’生态环境状况”和“大宗粮油作物生产形势”两个专题开展监测

分析。为积极应对全球变化，在中国参加地球观测组织（GEO）工作部

际协调小组的领导和财政部的支持下，科技部于 2012 年启动了“全球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工作。今年是科学技术部第四次发布《全

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2015 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状况”专题 

秉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针对“一

带一路”沿线区域，主要利用 2014 年国内外卫星遥感数据，系统地生

成了监测区域陆域与海域现势性较强的土地覆盖、植被生长状态、农情、

海洋环境等方面的 31 个生态环境遥感专题数据产品。 

本专题监测区分为陆域监测区和海域监测区。陆域部分就7大区域、

6个经济走廊及26个重要节点城市的生态环境基本特征、土地利用程度、

约束性因素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海域部分就 12 个海区、13 个近海海域

和 25 个港口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系统监测和分析。 

主要结论概括如下：“一带一路”沿线陆域自然地理条件复杂，森

林、草原、农田等生态系统多样，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区域差异大。森

林、草地、农田总面积为 3 673.52 万 km
2
，占监测区域总面积的 69.11%。 

1 陆域生态环境 

1.1 森林生态系统 

2014 年“一带一路”陆域监测区森林总面积为 1 279.33 万 km
2
，占

全球森林总面积的 35.10%，占监测区域总面积的 24.07%；森林地上生

物量达 1 495.03 亿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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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草地生态系统 

2014 年“一带一路”陆域监测区草地总面积 1 234.42 万 km
2
，占全

球草地总面积的 34.88%，占监测区域总面积的 23.22%；草地净初级生

产力（NPP）总量达 7.77 亿 t。 

1.3 农田生态系统 

2014 年“一带一路”陆域监测区农田总面积 1 159.77 万 km
2
，占全

球农田总面积的 53.28%，占监测区域总面积的 21.82%。北部农田带种

植模式以一年一熟制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南部农田带南亚中部以一

年一熟制为主；北纬 30°附近以一年两熟制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和玉

米；东南亚地区出现一年三熟制，主要作物为水稻。粮食主产区玉米、

水稻、小麦和大豆的总产量分别为 1.6269 亿 t、4.8908 亿 t、3.6023

亿 t 和 1 699 万 t。 

1.4 土地利用程度 

“一带一路”陆域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平均值为 0.34，但受自然条件

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地区差异极大。与人口聚集及农业大面积开发

紧密相关，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欧洲区、东南亚区和南亚区；受干旱、

寒冷和高海拔等因素的影响，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

中东和北非。 

1.5 经济走廊建设约束性因素 

六大经济走廊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载体，走廊沿线区域的

生态环境条件对“一带一路”建设有重要影响，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不同经济走廊及每个走廊的不同分段其主要生态约束性因素不尽相同，

主要的生态环境限制因素有干旱、荒漠、高山、严寒和保护区。  

1.6 重要节点城市和港口 

重要节点城市和港口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

用。欧洲城市整体发展成熟，绿地占比高，城市环境良好，灯光指数呈

现出轻微的下降趋势，如布列斯特的建成区内绿地面积占比 50.84%，灯

光指数年增长率为-0.42。西亚城市建成区绿地占比普遍偏低，灯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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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增长率较大，城市扩展较快。中亚城市普遍欠发达，如塔什干城市

建成区内绿地面积占比 9.73%，灯光指数年增长速率较低。东南亚灯光

指数普遍呈现出“高密度、高增长率”的特点，如万象建成区灯光指数

年增长率为 1.23。 

成熟型的港口城市生态环境良好，岸线资源丰富，如新加坡和圣彼

得堡，城市建成区绿地占比分别为 29.66%和 27.49%，港口码头岸线长

度分别 166.40 km 和 74.55 km，经济社会发达，但未来港口发展可能面

临较严峻的“港”、“城”冲突。处于起步阶段的港口城市，城市规模

较小，港口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如瓜达尔和皎漂，城市建成区绿地占比

分别为 14.51%和 22.92%，港口码头岸线长度分别为 2.50 km 和 2.63 km。 

2 海域生态环境 

2003-2014 年，12 个海区的海水透明度总体呈增高趋势，水质环境

总体好转，呈现近岸低、外海高的空间分布格局。 

2003-2014 年，12 个海区浮游植物生物量（叶绿素浓度）和净初级

生产力（NPP）总体呈现近海高、陆架次之、外海最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3 在区域、廊道与节点城市规划建设中要充分体现 “一带一路”倡

议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东南亚区、南亚区、中东欧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生态条件良好，

生态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应重点关

注的区域。但是，在这些区域中，东南亚区和南亚区热带雨林与亚热带

山地森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区的亚

寒带针叶林生长缓慢，自身恢复能力差，一旦破坏难以恢复。因此，在

规划和建设中应特别重视这些区域的生态保护问题。 

（2）主要经济走廊的建设对沿线区域的经济将起到重要的带动作

用，同时也会对走廊沿线的生态环境构成新的压力。如中国-中亚-西亚

经济走廊穿越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干旱区，水资源严重匮乏，

荒漠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要以水资源承载力作为约束条件制定区域产业

的优化布局方案。因此，在经济走廊及其节点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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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证，充分评估建设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 

（3）部分封闭的海域，因临近大江大河河口和人类活动导致的环

境污染，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较大，如鹿特丹、迪拜-阿巴斯-多哈、

卡拉奇等港口的临近海域海水透明度低、叶绿素含量偏高。因此，在“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重点关注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二、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形势专题 

“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形势”专题主要基于多源遥感与气象数

据，对 2015 年度全球 65 个农业生态区的气象条件、全球 7个农业主产

区及中国 7个农业分区粮油作物种植与胁迫状况、全球粮食产量与供应

形势进行了遥感监测和分析,并对 2016 年全球粮油生产形势进行了展

望。报告独立客观地反映了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宗粮油作物生产状

况,对增强全球粮油信息透明度、保障全球粮油贸易稳定和全球粮食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2015 年度报告”由国家遥感中心牵头组织，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

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

所共同完成。 

“2015 年度报告”和相关数据集产品均同步公开发布，并提供网络

在线服务，在国家遥感中心门户网站、国家综合地球观测数据共享平台

和中国搜索门户网站可查阅。                           （张建华） 

                           

联合国首次发布世界野生动植物犯罪报告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网站 2016 年 5 月 25 日消息：联合

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4 日首次发布《世界野生动植物犯

罪报告》（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报告强调指出，野生动植物偷猎和非法贸易不仅对环境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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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际威胁，而且最终将使法制和社会安定遭到破坏。在几位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亲善大使的积极活动下，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届会议

(UNEA-2)期间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运动。 

5 月 23-27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上发布的《世界野生动植物犯罪报告》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

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状况评估报告。该报告综合了目前有关野生动植

物的犯罪情况，受到特别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贩运问题是报告的重

点，而且报告从全球层面全面评估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报告

对全球以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原料的7个行业逐个做出了市场量化评估以

及对一些非法贸易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报告透露的其中一个主要信息

是，野生动植物犯罪和森林犯罪并非只发生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实际上

是全球性的现象。 

报告由 UNODC 编制。报告中的数据由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

（ICCWC）的成员组织提供，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秘书处和世界海关组织（WCO）。报告中的数据特定来自一个

最近新推出的数据平台，世界野生动植物犯罪证据数据库 the World 

Wildlife Seizures（World WISE）。数据库内容包括来自 120 个国家

的超过 16.4 万件与野生动植物犯罪有关的罚没物。这些证据显示出野

生动植物犯罪活动花样百出，手段极其多样。报告有 10 个章节：有组

织跨国犯罪的界定； World WISE 数据库；家具；艺术品、装饰饰品和

珠宝；时尚用品；化妆品和香水；食品、滋补品和药品；宠物、动物园

和繁殖；海鲜食品；以及政策的影响。 

UNODC 执行主任尤里·费多托夫（Yury Fedotov）说：“偷猎者手

中的标志性物种绝望的困境理所应当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虽然这种

关注已未免太迟。”CITES 秘书长约翰•斯坎伦（John Scanlon）也强调

了有组织跨国犯罪集团的广泛介入以及腐败的普遍影响的问题。 

UNEA-2 上，由 UNEP、联合国开发规划署（UNDP）、UNODC 和 CITES

发起的史无前例的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为生命呐喊”（“Wild for 

Life”）运动，还得到了全球环境基金(GEF)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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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呐喊”运动的目的是希望参与者注意发现身边的有关物种，运用自

己的影响力来终结非法贸易。UNEP 亲善大使与一些社会名流在积极促进

对穿山甲、海龟猩猩、老虎、犀牛和盔犀鸟等物种的保护，同时呼吁大

家不再使用会助长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产品。会上，讨论了解决野生

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的决议草案，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目

标 15.7：“采取紧急行动，终止偷猎和贩卖受保护动植物物种，解决非

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供需问题”。                       （周吉仲） 

                                          

挪威成为全球首个承诺政府公共采购政策遵守“零毁林”原则国家 

 

挪威雨林基金会（http://www.regnskog.no/en）2016 年 5 月 26 日

消息:挪威议会 26 日做出承诺，即政府公共采购政策将遵守森林“零毁

林”原则。因此,挪威成为全球首个在公共采购方面承诺“零毁林”的

国家。 

在资助全球森林保护方面,以及在保护森林社区的人权方面,挪威

政府一直走在全球的前列。挪威与巴西 2008 年签署了保护巴西亚马孙

雨林的协议（亚马孙雨林的 60%在巴西境内）。挪威政府履行了承诺，

在 2015 年底前，向巴西亚马孙基金会支付了 10 亿美元。在过去 10 年，

巴西的毁林下降超过 75%，帮助超过 3 3000 sq.mi（约 85 470 km
2
）的

热带雨林免于被伐。尽管圭亚那森林面临的毁林压力并不大，2011-2015

年挪威向其资助了 2.5 亿美元用于发展,保护其森林。挪威也非常关注

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森林的命运。据 BBC 报道，在挪威的帮助下，利比里

亚成为非洲首个禁伐树木的国家。2020 年前，挪威将向利比里亚资助

1.5 亿美元，作为回报，利比里亚出台了禁伐树木的决定。 

挪威热带雨林基金会的政策和行动负责人尼尔斯•赫尔曼•兰姆

（Nils Hermann Ranum）在一份声明中说:“挪威在公共采购方面承诺

“零毁林”是保护热带雨林行动中的一个重大胜利。在过去的几年中,

许多公司都致力于停止采购助长破坏热带雨林的产品，但尚无政府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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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承诺。因此，挪威政府的承诺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挪威议会能源环境常务委员会是公共采购“零毁林”政策的建议者，

而且把这个政策作为其自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挪威雨林基

金会多年来一直为实现政府公共采购“零毁林”政策而努力。 

挪威公共采购“零毁林”政策的宣布是对其 2014 年 9 月在纽约联

合国气候峰会上与德国和英国发表的3国联合声明中承诺的实现，即“推

动鼓励实现‘零毁林’供应链政策的国家承诺，包括通过公共采购政策，

可持续地获取大豆、牛肉、木材和棕榈油等商品”。        （张建华） 

 

全球土壤伙伴关系批准可持续土壤管理准则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6 年 5 月 27 日消息：全球土壤伙伴关系 

(GSP) 本周在 FAO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批准了“可持续土壤管理自愿准则”

（The 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Soil Management），

这标志着在为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石地球保持肥沃而采取协调行动方面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GSP 联盟的建立，旨在促进各国努力以改善岌岌可危的土壤状况，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壤被确定为退化。 GSP 认为，若要成功改善土壤健康，

必须进行大量的诊断评估工作。  

非洲国家马拉维（Malawi）表土流失状况的最新研究成为知识推动

变革的范例。FAO 和马拉维政府经过广泛调查后发现，每年的表土流失

量在 29 t 左右，导致农作物减产 10％。但根据该研究，尽管“热点”

地区土壤侵蚀不断加剧，但另一些地方却出现“亮点”，那里的土壤流

失程度不仅比全国其他地方低得多，如东非大裂谷地区（the Rift 

Valley）土壤流失每年不到 10 t，而且还在稳步下降，其原因是采取了

积极的土壤管理措施。 

FAO 土壤和土地管理官员罗纳德•巴尔加斯（Ronald Vargas）指出，

在上述亮点地区，表土流失较少且速度不断减缓的情况表明，诸如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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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耕、地被植物、等高垄和挖土等可持续土壤管理干预办法确实产生了

效果，而且测绘工作有助于监测哪些措施最具实效。  

研究还表明，在过去 20 年里，马拉维土壤流失速度持续增加的情

况往往出现在天然林被转为耕地的地方。北部地区问题尤为严重，因为

这里的土壤粘度过高，不太适合开展农业活动。 

呈现在马拉维的这种土壤动态逐渐在全球范围显现出来。全球每年

可耕地流失的土壤达 750 亿 t，农业生产损失约 4 000 亿美元。  

巴尔加斯指出,应该在多个国家开展同样的工作，使各利益方懂得

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土壤;必须在世界范围采取大规模行动，促进

全球土壤的可持续管理，因为全球 95％的粮食生产依赖这些土地，而这

些土地也提供了诸如碳储存等多种有价值的服务。 

该准则的首要重点是把土壤水蚀和风蚀程度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对

土地用途的改变实施严格管理，如毁林或草地生态系统被转变为农田；

还要推进地表保护活动，如地膜覆盖和免耕，或梯田、防风林和河岸缓

冲区等干预措施。 

准则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减少土壤养分过度流失，并减少农业投入

在下游的损失。准则还强调促进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能够

提高耕地的肥力，而且在通过贮存碳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起到关

键的作用。 

准则中提出建议，对具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储存碳、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促进作物增产等）的土壤采取专项行动，使其免受城市无序

拓展的影响。建议实现全年作物被覆盖，因为这不仅能够防止土层被风

吹走，而且还能减少水分蒸发速度，因此这样可以避免使土壤盐渍化以

及避免使土壤最终丧失作物生产的能力。 

准则有望在今年 12 月提交 FAO 理事会以获得通过，为政府官员和

决策者、农牧民及开发从业者提供有关可持续土壤管理原则的参考。 

在 GSP全体会议上还批准了设立以俄罗斯著名的土壤科学家格林卡

（Konstantin D. Glinka.，著有《世界土壤和土壤发生类型》）命名

的“格林卡世界土壤奖”。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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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盟的捐助未能保护好刚果盆地雨林的树木和人民 

 

卫报网（theguardian.com）2016 年 4 月 22 日消息：调查研究发现，

美国和欧盟等为保护刚果雨林而捐助的 5亿美元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

刚果盆地 5 个赤道非洲国家的 34 个大型保护区中仍然有人在进行破坏

性的开发活动，如砍伐树木、开采油气、种植油棕榈等，而且因为开展

保护而迁移村庄的做法还引起了冲突和纠纷。 

雨林基金会（Rainforest Foundation）的科学家用了 18 个月的时

间在刚果（金）、喀麦隆、加蓬、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布）调查访问后

发现，当地的大象、大羚羊、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减少，而且支付了环境保护费的人对当地人还有虐待的行为。 

报告中指出，在实地调研的这些国家的保护区中，所有的社区毫无

例外地由于生活受到限制而使生计更加艰难。保护区得到的收益基本上

没有到当地人手中。24 个保护区中只有 8个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而且

也仅限于公园巡逻和导游等零星的工作。没有证据表明有关部门因为停

止打猎或采伐木材而向当地提供了任何补偿。 

雨林基金会说，美国政府一直是刚果雨林保护最大的出资者，大部

分资金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也有一部分是由美国国

务院提供。雨林基金会负责人康塞尔（Simon Counsell）说：“我们已

经证实，在 2004-2010 年期间，仅 USAid 就至少投入了 1.1 亿美元，而

且 USAid 还承诺在 2013-2018 年期间再投入 5 000 万美元。”欧盟一直

是第二大出资者。1992-2010 年，欧盟为此投入了 1.18 亿美元，其资金

渠道是 Ecofac 计划，今后 5 年还将提供 3 000 万欧元。另外，非洲开

发银行、挪威政府、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也提供了 5 000 万美元。 

康塞尔说：“经过计算，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WCS）等组织和私人捐助的全部资金中约有 4 亿美元而且很

可能约 5 亿美元已经在过去的 15 年中被用于保护区。” 

报告中说，刚果盆地的大部分保护活动采取的是被称为“大炮加卫

士”的军事手段，即靠携带武器的反偷猎“生态卫士”来限制捕猎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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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人们进入森林。但在报告中，它被形容为是暴虐的、使社区受到威胁

和招致当地人转而反对保护的方式。据说俾格米人等当地群体受害最

深，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半游牧的生活方式易于与保护区发生交叉。 

报告的作者认为，政府应当依法维护土地权和人权，以及当地人自

由和优先的知情权。报告称，在刚果盆地，企业通常自上而下的保护方

式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往往因为以保护的名义侵犯人权而陷于

彻头彻尾的不公正。尽管当地人并不是偷猎的驱动者，但是却首当其冲

受到反偷猎措施的冲击。同时，制止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系统性努力没

有给当地社区卸下压力，也没有减少当地所遭受的苦难。 

康塞尔说：“非洲需要一种新的、更持续的形式与当地人民合作，

而不是对抗。捐助国政府需要认真考虑他们对严格的森林保护提供的支

持是否有效。” 

在研究所涉及的 34 个保护区中， 26 个保护区为了得到保护而让居

民搬迁，21 个保护区发生公园管理与当地社区的冲突，18 个保护区称

在保护区建立之初没有向当地人咨询。 

在研究开始之前，生存国际（Survival International）曾向经合

组织（OECD）谴责 WWF 因疏忽而严重侵犯了生活在喀麦隆雨林中的俾格

米人的人权。WWF 在报告中回答说,加强保护区的工作是整个刚果盆地的

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个工作由于几乎引发武装冲突而变得更加困难。 

报告的作者提出，需要从传统的不考虑人的公园管理观念转为对刚

果盆地雨林不以保存原始面貌为主，而将当地社区视为雨林的一个部

分，让他们能从这些森林获得利益。                      （周吉仲） 

 

加蓬地方森林社区终于可以分享林业资源带来的利润 

 

国际热带林和环境保护网站（www.mongabay.com）2016 年 5 月 18

日消息：2001 年加蓬森林法出台，第 251 条规定各木材公司应与当地

百姓分享采伐木材得来的收益，但没有特别注明在实践中具体怎样操

作。直到 2016 年，加蓬才正式采纳由当地社区和社会团体提出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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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帮助当地社区分享木材商业采伐产生利益的利益分享技术指南

（the Technical Guide on Benefit Sharing）。 

2014 年，加蓬水利与林业部签署了利益分享执行法令，仅给出一个

利益分享协议的模版，实践中难以实现。同年，该部要求制定执行法令

的指南性文件。在由总部设在伦敦的非赢利环境法组织 ClientEarth 提

供法律支持下，当地森林社区各利益方共同制定了利益分享技术指南。  

2015 年夏季开展试点工作，以评估该技术指南的实用性并找到改进

的方法。试点工作促使加蓬北部森林大省 Ogooué-Ivindo 省于 2015 年

9 月签署了加蓬最早的 2个利益分享协议。 

据 ClientEarth 发表的声明，水利与林业部部长 Flore Joséphine 

Mistoul Yame对该技术指南表示赞赏，并且说林业部将为该指南加前言。

在声明中，ClientEarth 的法律研究者 Benjamin Ichou 表示，加蓬林业

部正式签署该技术指南再次表明了社会团体组织是可以在森林管理进

程中做出巨大且赋有意义的贡献的。 

通过设立地方发展基金，森林法、利益分享执行法令以及利益分享

技术指南三者将共同使地方社区能够分享由采伐木材带来的收入。根据

ClientEarth 的声明，该技术指南旨在确保地方社区有意义地参与这类

协议的制定和签署，确保他们在制定由地方发展基金资助的地方发展计

划时具有话语权。 

ClientEarth 加蓬联系人 Grace Ollomo 认为，就森林管理和利益

分享而言，尽管加蓬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

加蓬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进程。而利益各方的能力建设和后续的行动对

该进程在加蓬全国奏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确保人民拥有这个机制才是

令森林法奏效的关键。                                 （张建华）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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