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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持续发展

大熊猫目前正面临栖息地缩小破碎及种群隔离等巨大威胁和挑战

巴西政府撤销开放亚马孙保护区用于采矿的法令

美国林务局与爱达荷州合作推动国有林的采伐活动

粮农组织赋予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退化土地新生命



2

粮农组织启动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非加太多方合作计划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7年 10月 10日消息：2017年，野生动

物偷猎和贩运问题仍然严重。FAO于当日启动一项多方合作计划，旨在

帮助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遏制不可持续的野生动物狩猎，保护其

自然遗产，以及加强民生和粮食安全。项目总资金为 4 500万欧元。

该计划为期 7年，由欧盟委员会提供资金，由非洲、加勒比和太平

洋国家集团（ACP，非加太集团）提出。计划由 FAO牵头，还将依靠国

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法国农业研究及国际合作中心（CIRAD，

法国农研合作中心）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CS）的专业知识。

通过规范野生动物狩猎，加强原住民和农村社区的管理能力，增加

供应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肉制品和养殖鱼类等措施，该计划将促进对森

林、热带稀树草原和湿地中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同时可以改

善贫困农户蛋白质缺乏的情况，满足城乡日益增长的食品需求。

FAO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José Graziano da Silva）

在启动仪式上表示：“野生动物具有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对农村发

展、土地利用规划、粮食供应、旅游、科研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该计划将有助于保护各类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维持野生动

物最基本的生态作用。该计划也将有助于确保向全世界最贫困社区提供

对其生计至关重要的野生动物肉类储备及生态系统服务。

欧盟国际合作与发展专员米米察（Neven Mimica）在启动仪式上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将野生动物保护和粮食安全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

虑以便共同解决”。“多方合作计划和综合全面的方法对于实现双重目

标至关重要，即在保护森林和热带稀树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又能确保

地球上一些最脆弱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人口的粮食安全。”

非加太集团秘书长戈梅斯（Patrick I. Gomes）强调指出，该计划需

要应对诸多严峻的挑战，包括健康和营养、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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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通过单一干预措施就能解

决，因此，只有 FAO、CIFOR、CIRAD和WCS共同构建新的伙伴关系，

才能提供迫切需要的多部门解决方案。

参与该合作计划的国家包括：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圭亚

那、马达加斯加、马里、巴布亚新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塞内加尔、苏

丹、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合作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野生肉类危机”（Wildmeat crisis）

参与合作计划的国家其狩猎和捕鱼水平通常是不可持续的，给森林

和热带稀树草原中的野生动物种群造成了严重不利的影响。许多国家已

经面临着“野生肉类危机”。据估计，刚果盆地中每年野生肉类的消费

量约为 460 万 t，相当于欧盟牛肉产量的一半左右。如果不能以可持续

的水平狩猎和食用野生动物，不但生物多样性会丧失，而且无数依赖自

然资源维持生计的家庭将面临日益严重的粮食缺乏问题和儿童营养不

良状况。

利用其他来源的动物蛋白替代野生肉类

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计划将与各国家主管部门密切合作，为农村社

区提供替代性蛋白质来源，如鸡、牲畜或养殖鱼类。这样做有助于遏制

捕猎濒危物种，促进种群恢复，并减少与野生肉类消费相关的食品安全

风险。

在畜牧业生产受制于不利气候条件，或进口肉类供应不足，或经济

上无力承受的地方，人们将继续依靠野生动物为食。但是，如果采取有

效措施，如承认人们的习惯保有权（customary tenure rights），可能会

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野生动物的保护，避免不必要的狩猎。

相比之下，在广大城市地区，在进行销售和消费的野生肉类更多地

是作为奢侈品而非营养必需品。虽然消费野生肉类的城市居民比例通常

较低，但净需求可能是巨大的，因此应对其消费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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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野生动物管理

该计划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制定积极主动的政策，改善法律框架，将

野生动物消费量减少到可持续水平，同时不影响依靠野生动物猎捕来维

持生计和营养需求的人的粮食安全。

该计划还强调在农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赋权予女性，确保原住民

和传统居民获取其生计和文化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权利。

该计划有助于实现与粮食安全、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项指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5”提供

特别支持。 （张建华）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缔约方大会关注

野生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第 12次缔约方大会（COP12）

网站（http://www.cms.int/cop12）2017年 10月 28日消息：23日在菲律

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 CMS COP12 于 28日闭幕，缔约方一致通过《可

持续发展和迁徙物种马尼拉宣言》（Manila Declar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igratory Species），强调野生动物保护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间的重要关系。34种迁徙物种被增补到 CMS保护附录中。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他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 野生动物与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公约执行秘书长钱伯斯（Brandee Chambers）在

开幕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不顾及环境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环境

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钱伯斯强调，除非国际社会将野生动物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否则人类将无法保护地球上剩余的野生动物物种。

来自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 24个缔约方提交的 34种

迁徙物种保护提案都被接受通过。本次大会提案的重点议题包括保护一

些世界上最脆弱的动物，如鲸鲨（Whale Shark）。鲸鲨是世界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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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但由于捕鱼、非法偷捕及其他人类活动，鲸鲨的数量正在急剧下

降。此外，与会的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和专家还讨论了 10

种秃鹫、濒临灭绝的草原鹰，以及没有任何公约保护的长颈鹿等动物。

各国政府还同意在减少海洋废弃物、噪音污染、增加可再生能源和减缓

气候变化对迁徙物种的不利影响等方面进行合作。

与会者还讨论了如何加强 CMS 与《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之间的合作，以保护非洲的食肉动物，如非洲狮、豹子、猎

豹和非洲野狗。

CMS COP12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根据 CMS，共计有 12种哺乳动物、16种鸟类和 6种鱼类得到更有

力的保护。CMS附录 I中的迁徙物种必须由缔约方政府负责保护，附录

II中的迁徙物种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确保其保护状况。

1）有关鱼类的所有提案都得到了认可。3种鲨鱼和 3种蝠鲼（ray）

将受到更有力的保护，鲸鲨被列入 CMS附录 I。扁鲨（Angelshark）被

同时列入 CMS附录 I和附录 II。

2）所有鸟类物种提案都被通过，10 种秃鹫被列入 CMS附录 I。

3) 长颈鹿第一次被列入 CMS附录 II名单。尽管许多南部非洲国家

的长颈鹿种群还很兴旺，但整个非洲长颈鹿数量呈下降趋势，全非洲野

外生长的长颈鹿现今不足 9万只。

4）豹子和狮子被列入 CMS 附录 II，为非洲大型食肉动物联合保

护行动铺平了道路。保护非洲大型食肉动物计划就是落实CMS和CITES

合作保护狮子、豹子、猎豹和野狗的决议和决定。

5）黑猩猩被同时列入 CMS附录 I和附录 II 中。黑猩猩是人类的

近亲，300年来黑猩猩的数量已经下降了 50%，栖息地急速丧失，特别

是其在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历史分布区。

6）濒临灭绝的戈壁熊（Gobi Bear）被列入 CMS附录 I。戈壁熊隶

属棕熊亚种，仍然在野外生存的只有 45只，由蒙古和中国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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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里海海豹（Caspian Seal）被列入 CMS 附录 I 和附录 II。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里海中唯一发现的海洋哺乳动物，冰的形成和觅食

是其迁徙的主要原因。

CMS附录、决议和决定的变动在缔约方大会之后 90天生效。

CMS COP12 吸引了1 000多名参会者, 包括来自91个缔约方的234

名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区的 35 名非缔约方代表。这是首次在亚洲举

行的 CMS缔约方大会，也是该公约签署 38年来规模最大的会议。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又称波恩公约（Bonn Convention），

是为保护国家管辖边界以外野生动物中的迁徙物种而订立的国际公约，

1979年 6月 23日在德国波恩通过，由联合国大会批准成立，并由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供所需业务支持。缔约方大会每 3年举行一

次，调整政策法规，以及在该框架下提出新增物种。印度是 2020年 CMS

COP13的举办国。 （张建华）

大熊猫目前正面临栖息地缩小破碎及种群隔离等巨大威胁和挑战

英国《自然·生态学与进化》（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杂

志 2017 年 9 月 25 日在线发表了题为《利用遥感技术再评估大熊猫保护

现状》（Reassessing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he giant panda

using remote sensing）的研究报告。该项研究由中美科学家共同开展，

利用最近 40 年的详细遥感数据和卫星图像分析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生存现状。研究结果表明，2013 年大熊猫栖息地状况

比 1988 年其首次被列为濒危物种时还要严重，面积更少，更加破碎化。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标志性野生大熊猫的国家。大熊猫的保

护状况是全球保护工作的晴雨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2016 年

9 月将熊猫的灭绝风险从“濒危”（endangered）降为“易危”

（vulnerable）。 然而，该研究认为，IUCN 是基于从第 2 次中国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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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调查（1985-1988 年）到第 4 次调查（2011-2014 年）期间成年大熊

猫种群数量增加这一事实，将大熊猫灭绝风险“降级”，并没有考虑到

栖息地缩小的问题，因此忽视了新出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

2015 年 2月 28 日发布的第 4 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截至 2013 年年底，中

国野生成年大熊猫为 1 864 只，比低谷时期的 1 114 只（第 2 次调查结

果）增加了 750 只。本研究认为，由于每次调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分析

和采样区域不一致, 难以作出全面的比较。例如, 就被调查的区域而

言，第 2 次调查涉及 49 个县，第 3 次 57 个县，第 4 次 62 个县。

为了全面评估大熊猫的保护现状，中国科学院的欧阳志云（Zhiyun

Ouyang）、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皮默（Stuart L. Pimm）

及其研究团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卫星图像，对 1976-2013 年大熊猫所

有活动范围的栖息地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为使调查具有可比性, 研究团

队利用一个结合研究区域的海拔、坡度以及通过卫星影像估算得来的森

林覆盖等参数的统一模型，对相同地理范围内所有年份的大熊猫栖息地

变化采用一致的方法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过去 40 年间，大熊猫栖息地不但缩小，而且还更加破

碎化。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在 1976-2001 年缩减 4.9%，但在 2001-2013

年间，尽管发生了灾难性的 2008 年汶川地震，栖息地总面积还是增加

了 0.4%。栖息地平均斑块面积在 1976-2001 年间减少了 24%，2001-2013

年增加 1.8%。虽然 2001-2013 年间栖息地恢复略有上升，但仍不足以抵

消之前缩减了的幅度，例如, 2013 年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及平均斑块面

积比 1988 年其被列为濒危物种时的栖息地总面积及平均斑块面积分别

少 1.7%和 13.3%。

1999 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之前，商业性采伐是造

成大熊猫栖息地缩减和破碎化的直接原因。道路建设以及其他基础设施

建设（如水电站）也是造成大熊猫栖息地缩减和破碎化的主要原因，而

且栖息地破碎化造成大熊猫种群隔离，影响大熊猫的交配，对其繁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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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利。大熊猫栖息地也是中国地壳构造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遭遇过

1976、2008 和 2013 年的 3 次大地震。地震及随之而来的滑坡破坏了许

多大熊猫栖息地。在 2001-2013 年期间丧失的大熊猫栖息地中，71.1%

是由地震造成的。大熊猫是非常敏感的物种，过多的人类干扰会对其发

展带来负面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地震也减少了人类在此地的活动，在

一些遭受破坏的栖息地，大熊猫数量反倒增加了。最后，全球气候变化

可能改变竹子的数量和分布 (其中一些是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加

速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研究人员认为，尽管中国的保护工作已使大

熊猫数量有所反弹，但栖息地减少带来的威胁并未受到关注。目前在中

国西南地区栖息的 30 个大熊猫种群中，有 18 个种群的大熊猫数量不足

10 只，这意味着它们正面临区域性灭绝的高风险。

针对大熊猫面临的栖息地支离破碎、种群隔离、基础设施开发、旅

游业发展和气候变化等严峻威胁，研究人员也提出了有助于保护大熊猫

长期生存的其他措施，以防止其不得不再次被升级到“濒危”状态。首

先，应制定新法来设置“生态红线”——划定关键的栖息地和生态走廊

的强制性保护界线，以防止栖息地进一步丧失和人类干扰。通过集体林

权改革，把位于大熊猫栖息地的集体林转为国有林，以降低其被砍伐的

风险，避免大熊猫栖息地状况进一步恶化。第二，应该扩大自然保护区，

把主要的大熊猫栖息地包括进去，特别是“生态红线”内的大熊猫栖息

地，因为 2/3 的大熊猫栖息地在保护区之外；应建立生态走廊，把那些

被分隔开的大熊猫种群重新连接起来，并且在生态走廊地区，修建公路

隧道应优于修建传统道路。第三，应该通过新的城市化方案，鼓励更多

生活在大熊猫栖息地的人们搬迁到生态不太敏感的地区。第四，大熊猫

保育还应考虑其他濒危物种的需求，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如水供应。这

样的综合保育政策，不仅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也会得到公众的支持。最

后，新建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应协调和平衡好保护工作与旅游业发展之间

的关系。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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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撤销开放亚马孙保护区用于采矿的法令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7年 9月 26日消息：巴西政府撤销了此

前具有争议的法令，让面积大于丹麦的亚马孙“国家铜矿和其他矿物保

护区”（Renca）免于遭受大范围的商业性开采。

当地时间 8 月 23日，巴西总统特梅尔公布了新法案，废除了巴西

Renca的保护状态，规定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区域对外开放，允许国内外

企业在其开采矿产资源。巴西政府认为此举将帮助增加就业，提高民众

收入，同时也有利于打击非法采矿行为。

法案刚颁出一周时间，就被一名联邦法官在 8月 30 日出手叫停，

推迟执行。在众多批评声中，巴西政府决定废除此前的命令，并表示会

在未来重新进行考虑（更多内容请见世界林业动态 2017年第 24期“巴

西政府撤销一处亚马孙保护区以开放采矿业”一文）。 （张建华）

美国林务局与爱达荷州合作推动国有林的采伐活动

美国联合通讯社（http://www.apnewsarchive.com）2017 年 9 月

22 日报道，美国林务局与爱达荷州签署 10 项国有林采伐和恢复协议，

就此开展合作项目，并希望这能成为林务局与西部各州的新合作模式，

以实现创造工作机会和减少林火威胁的目的。

根据这些协议，爱达荷州林务官将代管林务局 1万英亩（约 40 km
2
）

林地上的木材销售工作，他们负责决定木材采伐量，甚至可以决定哪些

树木能采伐而哪些不能采伐，并将采伐的木材销售给一家木材公司。销

售取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支付爱达荷州土地部的相关销售管理费用，其

他全部进入相关国有林的帐户，用于开展卫生伐降低林火威胁、改善鱼

类与野生动物生境等项目的实施。爱达荷州相关官员表示，合作项目的

最终目标是，3～5年后，木材销售收入能完全支付相关管理费用。林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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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将根据协定，在 3 年内向爱达荷州土地部提供 90 万美元的资金。同

时，爱达荷州议会批准从州一般基金中划拨 25 万美元，作为配套资金。

爱达荷州土地部负责管理公立中小学受赠的 240 万英亩（约 9 700

km2）的土地，其中大约 100 万英亩是森林。土地部长 Tom Schultz 表示，

与国家林务局的合作能帮助爱达荷州控制国有林中的林火，从而保护州

有林和私有林地不受林火威胁，同时可以清除受到病虫害侵扰的国有林

分，从而保护州有林和私有林的健康。此外，这项合作还能创造就业机

会。有研究表明，每采伐 100 万板尺（约 2 333 m
3
）的木材，就会直接

或间接创造 12～15 个就业机会。

然而，有观察组织称，爱达荷州是以长期最大化收益为目的开展合

作，而林务局却要兼顾森林的多种用途，不但着眼于木材生产销售，而

且还关注森林休憩和野生动物生境保护，在开展有利可图的木材销售的

同时，如何保护这些敏感的资源，是合作双方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

这 10 个项目目前处于不同阶段，其中 2 个项目正处在采伐阶段。州如

何管理国有林中的木材销售活动，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由于西部地区遭遇最严重的林火，林务局扑救林火的费用高达 20

亿美元，超过其全年预算的 50%。因此不能按协议拨付相关资金，使得

相关销售活动不能按预期完成。

这种联邦-州合作伙伴模式之所以能得以确立实施，是因为美国国

会在 10 多年之前通过了《好邻居授权法案》。最初，这只涉及到科罗

拉多州和犹他州，但是 2014 年修订的《农业法案》将此模式扩大到其

他州。爱达荷州内 38%的土地由美国林务局管理，之前有关森林的诉讼

历日旷久，使得许多森林因为裁定悬而未决而被大火吞没。因此，政府、

企业和环保组织者逐渐发展建立了一种合作模式，通过签定协议，开展

合作项目，加强森林管理，即从联邦林地上获得木材，但不能以牺牲环

境价值为代价。对于学界而言，这一森林管理模式虽不是万灵药，但却

好过于因为林地使用而引发争端。曾有观察组织担心这种合作方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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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逃避环境监管的风险，且不能真正提高森林健康状况，但从目前

进展情况来看，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陈洁)

粮农组织赋予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退化土地新生命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7年 9月 14日消息：FAO在《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第 13次缔约方大会（COP13）期间举办

的一次活动指出，在未来几年加倍努力逆转或防止土地退化，对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ment States，SIDS）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至关重要。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列出的 57个 SIDS主要分布在 3个地区：

加勒比海、太平洋和 AIMS（即非洲、印度洋、地中海和南中国海）。

这些国家普遍遇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包括领土面积较小、人口日益增

长、资金有限、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较弱、环境脆弱以及过分依赖国

际贸易等。在 1992年 6月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上，SIDS被定义为一个发

展中国家集团。SIDS里只有新加坡为发达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发展中国

家或最不发达国家。

FAO气候、生物多样性、土地及水利部助理总干事勒内•卡斯特罗

（René Castro）在中国鄂尔多斯举行的 UNCCD COP13上指出，这是

所有国家首次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全球退化土地评估和确定各自恢复目

标的机会。

在德国和欧盟的资助下，FAO与谷歌（Google）建立了伙伴关系，

期望到 2018年中期能够展示土地面积、土地生产力和地上地下碳含量

的全球趋势。根据对土地使用者的土地利用信息以及管理方式信息的收

集和分析，FAO目前正在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退化土地进行评估，包括

培训当地工作组利用遥感技术来评估其土地利用变化和退化情况以及

采取参与性方式与当地社区开展工作。数据收集方法是已成功在 30多
个国家应用的土地退化评估（LADA）体系。评估结果将被用于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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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决策进程，以应对气候变化，提高人们及其土地的抗灾能力。

此评估可以帮助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土地退化零增长

（LDN）目标，从而促进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和恢复方法。扭转土地退化

趋势有利于提高土壤生产力，增加保水率，促进可持续生计和增进人们

的抗灾力。LDN还可以促进实现其他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实现零饥

饿（SDG 2）、水的获取（SDG 6）和有效的气候行动（SDG 13）。

佛得角是第一个使用高分辨率卫星图像评估国家土地退化状况的

岛国。在 FAO的支持下，佛得角农业和环境部协调开展相关分析工作，

并指定一个技术专家小组开展分析。部长吉尔贝托•席尔瓦（Gilberto
Correia Carvalho Silva）在 COP13会议期间参加了 FAO主办的高级别活

动。在活动上他表示，早期成果显示，佛得角的退化土地已得到恢复，

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该评估工具已经在非洲植树造林“绿色长城倡议”（the Great Green
Wall initiative）中得到成功应用，而现在它作为一项重要手段，将提供

关键信息以了解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恢复需求。

实现 LDN目标需要更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更多的工具。为此，FAO
和 UNCCD 全球机制（Global Mechanism）在高级别活动中签署协议，

以期加强合作，旨在支持 SIDS制定实现 LDN的国家目标。

COP13期间，FAO还发布了土地资源规划工具箱（a Land Resource
Planning Toolbox）在线数据库，其中包含了现有工具、目的、目标群体、

案例研究等方面的宝贵信息，以及为各国和从业者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

提供支持的其他信息。 （张建华）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