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 是对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开展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在应
对多种社会挑战的同时，提升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项目
科学部汇总近期国际以及国内有关于 NbS 的研究动态，政策动态以及相关活动，为关注
NbS 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信息参考。 
 

标准和指南 
 

Ecosystem Restoration Playbook: A Practical Guide to Healing the Planet 

《生态系统修复实用指南（中文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6 月 5 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世界环境日发表了生态系统恢复实用指南的中文版，为个人、 社

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了关于生态系统修复的相关指导和建议。 

 

《IUCN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中文版）》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6 月 23 日 
IUCN 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8 大准则及 28 项指标，倡导依靠自然的力量和基于生

态系统的方法，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

性丧失等社会挑战。 

 

《IUCN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使用指南（中文版）》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6 月 23 日 
为设计、验证和推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指导和框架。该指南包括 NbS 全球一致的

准则和指标，用符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基本原则来衡量项目措施的力度。 

 

研究和观点 
NbS for climate change in the UK 《英国应对气候变化中的 NbS》 

英国生态学会（BES）, 6 月 1 日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讯 2021 年 8 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Round-up 

科学部 2021 年 Vol.2 （总第 2 期） 

 

https://huanbao.bjx.com.cn/news/20210607/1156713.shtml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documents/2020-020-Zh.pdf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documents/2020-021-Zh.pdf
https://www.britishecological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NbS-Report-Final-Designed.pdf


这份报告对 NbS 在英国减缓气候变化和提升生物多样性的潜力进行了全面评估。结合 100

多位专家的研究和对现有证据的综合评估，详细阐述了 NbS 在英国的大规模实施所需要

做出的政策创新和相关利益的权衡。 

 

Biodiversity-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s are key to nature-based climate solutions 《生物多

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是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的关键》 

Nature, Mori, et al., 6 月 3 日 

该研究发现，未来 50 年陆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将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持续下降，而减

缓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维持树木多样性，从而避免这一下降趋势。同时，该研究强调了气

候、生物多样性和社会三赢的机会，在未来的再造林规划和项目实施中，应充分考虑获得

三赢的机会。 

 

Protected Planet Report 2020《2020 保护地球报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5 月 19 日 
此报告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 的完成情况进行了总结。报告还展望了一系列在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指引下即将出台的新的全球自然保护目标。同时该报告指出保

护地作为一种 NbS，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社会挑战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在受到广泛认

可。 

 

State of Finance for Nature《自然融资状况报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经济论坛（WEF）, 5 月 27 日 
报告指出如果要充分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的挑战，从现在开始到

2050 年所需要的自然投资累计达 8.1 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按照 2020 年关于 NbS 的

投资 1340 万亿美元计算，到 2030 年这一金额应增加 2 倍，到 2050 年应增加 4 倍，每年

达到 5360 亿美元。 

 

Using ecosystem services to measure the degree to which a solution is nature-based《应用

生态系统服务来衡量一个解决方案“以自然为基础”的程度》 

Ecosystem Services, White et al. 2021, 8 月 6 日 

该研究指出 NbS 在实践层面的定义仍然模糊。为便于评判一个解决方案是否是 “以自然为

基础”，即一个项目或措施是否可以称之为 NbS，作者认为要同时满足两个标准：1）该解

决方案要针对一个明确的问题；2）在此解决方案中，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最大。此外，

作者提出一个综合概念框架，用以评判解决方案是否“以自然为基础”。 

 

Smart,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cities: the Power of NbS 《智慧、可持续、韧性的城市：

NbS 的力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7 月 23 日 
这篇报告借鉴了 G20 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十多年的研究和经验，研究了 NbS 在帮助建设智

慧、可持续、韧性的城市方面的潜力。该报告概述了世界各地城市对实施 NbS 的最佳实

践以及一套指导原则，帮助改善国土治理，建立多层次治理框架，以提升政策和私人投资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1-01062-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1-01062-1
https://livereport.protectedplanet.net/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state-finance-natur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204162100088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2041621000887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586/SSRC.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586/SSRC.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586/SSRC.pdf?sequence=1&isAllowed=y


的影响力和可持续性。包括 TNC 全球首席 NbS 科学家 Rob McDonald 在内的数十位专家

都对该报告有所贡献。 

 

Fram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 》 

WIREs Climate Change, Osaka et al., 7 月 15 日 

这篇文章探讨了 NbS 在保护、修复、管理、增强或模仿自然生态系统方面的框架、定义

和背景。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将特定解决方案定义为“自然”或“非自然”对气候政

策具有深远影响。比起非自然解决方案，NbS 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性价比更高、更高可

行性，以及更强的民主性。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NbS 应用于废水处理》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国际水协会（IWA），7 月 31 日 

科学地将 NbS 应用于废水处理系统中，可以提供包括温度调节、固碳、为动植物提供栖

息地、提升人类福祉等多重附加效益。该报告介绍了 NbS 应用于废水处理系统的历史和

现状，以不同区域的大量案例详细介绍了各类措施，如土壤渗透系统、自然湿地、污泥处

理芦苇床等。 

 

《灰、绿、蓝方案相辅相成：中国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效益评估》 

世界银行, Wishart et al., 2021 
该报告根据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召集的水问

题高级别小组阐明的水资源价值评估原则为基础，制定了一个方法学框架，用于评估利用

NbS 进行城市综合洪水管理所能带来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并对利用各种融资渠道的

融资方案进行了探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进展、问题与对策》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安岩 等，2021 

这篇文章通过对 NbS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生态系统的政策工具的划分，发现了我国初

步形成了以命令控制型政策为主，重视通过经济激励型政策引导，并逐步完善自愿参与型

政策的 NbS 体系。然而，NbS 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仍存在许多的问题，该文章为如

何更好的发挥 NbS 潜力提出了多项建议。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林业增汇减排路径、潜力与经济性评价》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田惠玲 等，2021 

这篇文章在国内外 NbS 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林业领域 NbS 的内涵和路径、国

际和国内相关政策和已采取的措施，重点分析了林业 NbS 路径的减排潜力、成本与效

益。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框架研究》 

地学前缘，周妍 等，2021 

https://wire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wcc.729
https://wire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wcc.729
https://iwaponline.com/ebooks/book/834/Nature-Based-Solutions-for-Wastewater-TreatmentA
https://iwaponline.com/ebooks/book/834/Nature-Based-Solutions-for-Wastewater-TreatmentA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5687/160001CH.pdf?sequence=5&isAllowed=y
http://www.climatechange.cn/CN/Y2021/V17/I2/184
http://www.climatechange.cn/CN/10.12006/j.issn.1673-1719.2020.103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XQY202104003&dbcode=CJFD&dbname=CJFDTEMP&v=0gLKa1S6GOckzRLu24hMcsvN3KA1VhPd4O_Kn1uyUiTzN_YHKzpNfR5jDHHZQtKq&UID=WEEvREcwSlJHSldTTEYzVTFPU25PSzR5c0JhcjlaVGhIczVEa0JoUkk1WT0%3d%24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PlatForm=kdoc


这篇文章在梳理景观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相关理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适应性管理、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等相关理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有区域

（省）、景观、生态系统以及子项目 4 个层次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框架，并

提出了项目实施全程监测管理的技术要求，以期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保

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政策动态 

 

国际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在《自然契约》中对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作出承诺 

今年 6 月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7）上，各国共同商定了一项共同

的《七国集团自然契约》，其中概述了七国集团的主要承诺，旨在到 2030 年制止和扭转

生物多样性丧失，解决气候变化、森林砍伐、海洋垃圾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问题。 

 

多个缔约方提交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s）中提出了与 NbS 相关的目标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7 月份发布的报告《国家自主贡献减排力度-自然的力量》统计

了目前已提交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s），多个缔约方出台了与 NbS 相关的计划与

政策，如孟加拉国的森林投资计划、哥伦比亚的零毁林协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全国植树

造林战略以及黎巴嫩的国家森林火灾管理策略。英国在新一轮的 NDCs 中提到“英国将履

行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拉姆萨尔公约和领导人对自然的承诺；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愿

景是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恢复和明智利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维持

一个健康的地球，并为人类提供必不可少的利益。这些措施将提供显著的气候减缓和适应

效益。”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初稿）》于 7 月 5 日发布 

该框架建立在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

划，实施广泛的行动和转变社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以确保在 2050 年实现“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共同愿景。框架提出要降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通过基于生态系统的

方法帮助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每年为全球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至少贡献 10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并确保所有减缓和适应努力均避免对生物多样性的任何负面影

响。 

 

欧洲委员会于 7 月 14 日发布《欧盟 2030 年新森林战略》 

该战略是《欧洲绿色协议》的旗舰举措之一，以《欧盟 203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为基

础。该战略将有助于实现欧盟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到 2030 年减少至少 55%的温室气体减

排目标，以及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此战略提出了森林的核心和多功能作用，

以及整个森林价值链为到 2050 年实现可持续和气候中性经济的贡献。 

 

https://www.g7uk.org/the-cornwall-summit/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wwf_uk_ndcs_a_force_for_nature_3rd_edition.pdf
https://www.cbd.int/doc/c/9e0f/a29d/239fa63d18a9544caee005b5/wg2020-03-03-zh.pdf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communication-new-eu-forest-strategy-2030_with-annex_en.pdf


国内 
 

《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6 月 2 日 

《意见》旨在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对科学绿化进行系统谋划、合理布局绿

化空间、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等要求，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0 年度报告》，7 月 13 日 

《2020 年度报告》全面展示了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规划制定、

体制机制建设、社会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其中包括增加森林、草

地、湿地以及农田土壤的碳汇以减缓气候变化；推进在农业和水资源领域的建设，加强森

林和其他陆地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以适应气候变化。 

 

7 月 24 日，在主题为“全球绿色复苏与 ESG 投资机遇”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京峰

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的政策体系将很快发

布，同时强调要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上采取加速转型和创新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解振华

还表示，2030 年碳达峰是二氧化碳的达峰，2060 年前要实现碳中和包括全经济领域温室

气体的排放，包括从二氧化碳到全部温室气体。 

 

7 月 30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专家论证

会。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方精云、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等 15 名专家

组成，聘期 5 年。国家林草局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专班，正筹备成立碳汇研究院，

组织编制《林业和草原碳汇行动方案（2021-2030 年）》和《实现 2030 年森林蓄积量目

标实施方案》，探索推进林草碳汇交易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着力提升林草生态系统

碳汇能力，与有关企业共同研发推进碳中和林建设。 

行业交流与合作动态 
 

6 月 22 日，世界银行发布《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21-2025）》旨在气候变化领域推进

世界银行绿色、韧性和包容性发展的方法，以可持续的视角消除贫困、共享繁荣。该行动

计划承认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在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

NbS 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将增加对 NbS 的支持力度。 

 

6 月 23 日，自然资源部与 IUCN 合作，结合我国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与实践，在全

国范围内选取了 10 个代表性案例，发布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 

 

6 月 28 日，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等机构合办的“生态系统碳汇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春

季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研讨会邀请到来自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学术机构、公益组织

的代表从政策、市场、金融三个维度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对我国林业和草原碳汇行动方案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6/02/content_5614922.htm
http://www.mee.gov.cn/ywgz/ydqhbh/syqhbh/202107/W020210713306911348109.pdf
https://mp.weixin.qq.com/s/ulQH9ZqMHRPCOi0pq5ghOg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586/20210731/075613762775514.html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586/20210731/075613762775514.html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5799
http://www.xinhuanet.com/expo/2021-06/23/c_1211213654.htm
http://www.thjj.org/sf_3689A7836A2E4F94ABBF7416CAA553AB_227_EDA1756B456.html
http://www.thjj.org/sf_3689A7836A2E4F94ABBF7416CAA553AB_227_EDA1756B456.html


的编制和碳中和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首席科学官

张小全从国际组织角度阐述了 NbS 的中国实践、机遇与挑战。 

 

随着在湛江的全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的成功，不同生态系统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作出的

贡献引起了更多的关注。7 月 11 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森林康养 中国之道”主题论坛召开，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并向全球推介了贵州丰富、独特、优势的森林康养资源，并助力了中国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会议上，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威尔·麦戈

德里克（Will McGoldrick）发表了以《森林生态系统的多重价值》为题的主旨演讲，强调

了森林中碳储存量在实现碳中和以及碳达峰目标上的重要性。 

 

7 月 12 日，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和贵州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海洋生态保护论

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在贵州贵阳召开。该论坛发布了《海洋

生态保护论坛倡议》，分享和推广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理念和成功实践，推动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本土化、主流化，探讨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7 月 12 日，在清华大学与贵州大学联合主办“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主

题论坛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CCSD）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

于自然解决方案全球案例》报告。作为 ICCSD 的重要战略伙伴，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为报告的编写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持。该报告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制定研究标

准，汇集全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优秀案例，为中国开展相关实践提供借鉴，助力实现碳

中和目标。 

 

7 月 28 日，自然气候解决方案联盟（NCSA）和万亿棵树倡议发起了一项新的碳市场挑战

活动，呼吁全球采取创新的解决方案，利用碳市场的潜力帮助释放资金和技术，支持

NbS 在解决气候和环境问题中的应用。目前正在公开征集项目建议，最佳的 10-20 份建

议将被认定为“顶级创新者”，并被邀请参加由世界经济论坛为期 4 个月的加速项目。 

 

8 月 2 日，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宝洁中国共同发起的 2021-2022 年“宝洁中国先锋计

划”按照生态环境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

要求开展，现正进行项目征集。该计划主题为“青年与基于自然的的解决方案“，支持大学

生关注气候变化，了解并亲身参与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实践工作中，为推动“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贡献中国青年智慧，发挥青年先锋力量。 

 

会议与活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大会   IUCN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https://mp.weixin.qq.com/s/shBDM-xSVA83vOetjH2wSw
https://www.sohu.com/a/477052974_726570
https://mp.weixin.qq.com/s/ticSt6EAJFxh0VxD9Z6iHw
https://mp.weixin.qq.com/s/ticSt6EAJFxh0VxD9Z6iHw
https://uplink.weforum.org/uplink/s/uplink-issue/a002o0000133fZW/carbon-market-challenge
https://uplink.weforum.org/uplink/s/uplink-issue/a002o0000133fZW/carbon-market-challenge
http://www.cepf.org.cn/jjhdt/202108/t20210802_853696.htm
http://www.cepf.org.cn/jjhdt/202108/t20210802_853696.htm
https://www.iucncongress2020.org/


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法国政府联合举办的 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大会

将在 2021 年 9 月 3 日到 11 日在法国马赛举行。此次大会将成为自然保护和制定新的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里程碑。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OP15)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的第十五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在 2021 年 10 月 11 日

至 24 日在中国昆明举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P26) 
COP26 峰会将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12 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届时，各方政

府将一起加快实现《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的行动。 

 

线上工作坊：造林与森林修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 Forest restoration and tree-planting 

–What impact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日期：9 月 7 日 

主办方: Euractiv and Life Terra 

https://www.cbd.int/doc/c/018c/3bce/8a468e15f0c6b1807a62be6e/cop-15-01-zh.pdf
https://www.cbd.int/doc/c/018c/3bce/8a468e15f0c6b1807a62be6e/cop-15-01-zh.pdf
https://www.cbd.int/doc/c/018c/3bce/8a468e15f0c6b1807a62be6e/cop-15-01-zh.pdf
https://ukcop26.org/
https://ukcop26.org/
https://ukcop26.org/
https://www.eventleaf.com/Attendee/Attendee/EventPage?eId=UqwI0TNO8HPYdqrK2pgTSw%3D%3D
https://www.eventleaf.com/Attendee/Attendee/EventPage?eId=UqwI0TNO8HPYdqrK2pgTSw%3D%3D
https://www.eventleaf.com/Attendee/Attendee/EventPage?eId=UqwI0TNO8HPYdqrK2pgTSw%3D%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