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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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UNFCCC COP26）先后在中国昆明和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本期通讯从 NbS

的视角梳理了相关信息和观点。

标准和指南
Corporate Net-zero Standard
《企业净零标准》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10 月
该标准指出，到 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减半，大多数公司必须在 2050 年之前将
自己的排放量削减 90-95%，以实现净零。这意味着必须优先从内部业务和供应链中削减
排放，这包括投资 NbS，避免和减少土地利用的排放，消除和封存大气中已经存在的二
氧化碳。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Handbook: A Technical Guide for Assessing Nature-Based
Mitigation Opportunities in Countries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手册：各国评估基于自然的减缓潜力的技术指南》
TNC, 10 月
该手册阐述了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的内涵及其在完成国家自主贡献中的重要作用。以 TNC
在中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美国等 5 个国家开展的 NbS 减缓气候变化的
潜力分析和政策研究工作为例，详细介绍了如何确定优先路径、选择基线和模型、开展数
据分析等气候潜力分析的各关键步骤。
Guidelines for Integrating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 into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 (NAPs)
《将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bA) 纳入国家适应计划 (NAP) 的指南》
UNEP, 9 月 6 日
该指南是在国家适应计划——全球支持计划（NAP-GSP）框架下与 FEBA 网络合作制定
的，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实施，以支持不同国家推进其国家适应

计划。使用 NbS 来提升韧性，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策略被称为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该指南详细说明了采用 EbA 来适应气候变化的多重效
益以及挑战。
IUCN Restoration Intervention Typology for Terrestrial Ecosystems
《陆地生态系统修复措施分类》
该体系将被纳入指导和监测恢复进展的工具——生态恢复晴雨表（Restoration
Barometer）中，为执行《格拉斯哥宣言》、《波恩挑战》和《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等承
诺提供了有效工具。生态系统恢复被认为是一种 NbS，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利用自然
的力量来改善基本资源的获取及人类的生计，为无数物种构建和恢复栖息地，并通过碳汇
功能以帮助缓解气候变化。
《红树林生态修复手册》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10 月 8 日
该手册适用于我国退化红树林和红树林迹地的生态修复工作。修复的对象包括具体红树林
地块和某一区域内的红树林，以及历史上是红树林但被转化为滩涂或养殖池塘等其他利用
类型的湿地。该手册给出了红树林生态修复的原则、技术流程、工作内容，以及生态本底
调查、退化诊断、修复目标与修复方式确定等工作对应的技术要求和方法。

研究和观点
Time to integrate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science-policy agendas
《抓住整合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科学政策议程的时机》
Pettorelli et al., 2021, 9 月 21 日
本文提出应对由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所带来的威胁，使用 NbS 可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
有效方法。研究指出目前实施 NbS 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不足，
以及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资源的缺口。
专项政策研究报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9 月
该研究报告概述了 NbS 的概念内涵、科学证据、面临挑战以及研究发展的趋势等，以
NbS 在可持续粮食系统、陆地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城市、海洋等部门的经验作
为实例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对 NbS 开展成效评估的方法，最后从政策、途径和实践
层面给出了建议。
Plann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Principles, steps, and insights
《规划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原则、步骤和见解》
Christian Albert et al., 10 月 14 日
结合文献和德国兰河景观案例研究，该研究设计了一个规划 NbS 的框架，包括六个步
骤：共同定义环境，了解挑战，创建愿景和场景，评估潜在影响，制定解决方案策略，并

实施和监测。它的实施遵循五个原则，即场所特异性、证据、系统性、公平和多学科交
叉。
Regional scalable priorities for national biodiversity and carbon conservation planning in
Asia
亚洲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固碳能力协同保护规划
LI ZHU et al., 8 月 25 日
本文的研究团队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马克平研究组。研究提出了多尺度（亚洲、生
物群区、国家）保护优先区逐级保护原则以及具体行动方案。该研究确定了多样性和固碳
能力协同增效区域，并为后 2020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中保护 30%陆地面积的战略目
标划定亚洲保护优先区，这将有效保护超过 70%的物种和 2.3-3.6 千亿吨碳储量。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nature-based solutions to a national ‘net zero’
climate target
《基于陆地的 NbS 对国家净零目标的潜在贡献》
Tom Bradfer-Lawrence et al., 9 月 6 日
该研究以英国为例，分析了泥炭地修复、盐沼修复、造林等三个基于陆地的 NbS 措施对
国家净零目标的潜在贡献。总体上看 ，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权衡成为这三类 NbS
措施大规模实施的障碍之一。泥炭地修复单位面积的减缓潜力最高，而盐沼由于面积较小
削弱了贡献。该研究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大规模 NbS 实施对于英国而言是可行的，同时
给人与生物多样性带来很多附加效益。然而为了实现净零目标，更依赖于大量和持续地减
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考虑这些气候行动不能危害生物多样性。
Areas of global importance for conserving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carbon and water
《保护陆地生物多样性、碳汇、和水资源的重要区域》
Martin Jung et al., 11 月
研究指出保护 30%的陆地可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供应方面产生
重大收益。具体来说，这将保证世界上 62%以上的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碳不被释放，保护
68%的淡水，同时保护 70%以上的陆地脊椎动物和植物物种不会受到灭绝的威胁。为了实
现这些目标，需要利用空间规划工具从土地规划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层面对保护措施进行战
略性布局。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减缓气候变化》
UNEP, IUCN 11 月 5 日
该报告通过对已有研究综合分析，认为 NbS 可以在 2030 年前实现每年至少 50 亿吨的二
氧化碳减排量和清除量，保守估计到 2050 年可实现 100 亿吨。报告强调，除了全球经济
的快速脱碳之外，NbS 可以为《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以内目标的实现发挥
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其潜力，NbS 需要更多资金投入，且必须按照严格的标准实施。
NDCs-A force for nature?

《国家自主贡献-自然的力量》（第四版）
WWF, 11 月
该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NbS 在解决气候危机中的价值。在评估的 114 份最新
NDCs（国家自主贡献）中，约 92%涵盖了 NbS，其中有 69 份明确了量化的 NbS 目标，
并主要针对森林部门。46 份 NDCs 在与 NbS 相关的阐述中，提及除气候外的其它全球多
边协议，可持续发展目标、《拉姆萨尔湿地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30
份 NDCs 明确指出 IPLCs（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对 NbS 实施和推动的重要作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碳中和的“无悔”路径
曾楠 等，8 月 26 日
在对 NbS 的讨论和实践中，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量化研究不足、对概念的
理解狭隘，缺乏激励性政策等。此外，尽管 NbS 是能够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丧失双重危机的有力举措，但在它被作为一种减缓气候变化的手段时，不应以牺牲强有力
的减排为代价。
Accelerating Climate-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China
《加速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
WRI, 11 月 9 日
该报告论述了农业干旱、城市洪涝、沿海风暴潮等三种类型的气候风险，这也是中国基础
设施在未来将主要面临的气候风险。报告提出中国提高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投资的 3 种途
径：改善对风险的认知；量化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通过创新融资机制填补资金
缺口。自然基础设施是典型的 NbS，也是可以用于提升气候韧性的主要基础设施类别之
一，包括滨海湿地、红树林防洪建设等。
From Global Commitments to National Action: A Closer Look at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from a Food and Land Perspective
《从全球承诺到国家行动：从粮食和土地角度对国家自主贡献的深度观察》
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FOLU），11 月 6 日
该研究对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等 15 个国家的 NDCs 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NDCs 在粮
食和土地部门的转型方面如何以行动为导向？有哪些政策措施已经被提出？何种体制机制
正在被实施？最后识别出主要的政策缺口和机遇。该研究认为各国需要基于对空间数据的
分析，以确定不同土地利用变化下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力，并确定实施 NbS 要解决的首要
威胁和优先区域。
Foodscapes: toward food system transition
《面向食物系统转型》
TNC, 9 月 21 日
该报告认为新科学定义了食物景观（Foodscapes）类别，将世界各地食物产地的生物物理
特性和管理属性结合在一起。在绘制地图时，食物景观形成了一个个交错系统的马赛克，
有助于使对立地条件敏感的 NbS 发挥出应有的潜力，同时也了解生产食物时经济、政治
和社区系统是如何相互交织的。

Finance Sector Roadmap for Eliminating Commodity-Driven Deforestation
《消除商品驱动的毁林：金融部门路线图》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initiative (AFi)，11 月 3 日
该路线图用于指导金融机构落实避免毁林等自然保护的相关承诺，提供更切实可行的指
导，以期使金融机构更好地应对毁林、土地转换及其相关的人类权益，在 2025 年以前剔
除可能会导致这类问题的投资。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mangroves
《全球红树林现状》
Global Mangrove Alliance, 8 月
红树林保护和修复是能够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 NbS 路径，该报告聚焦红树林生
态系统的效益、现状和全球发展趋势，概述了目前有关红树林研究的最新信息，以及正在
实施的红树林保护行动，指明了未来红树林保护的方向。该报告由 100 多位来自科学、金
融和政策领域的国际专家参与完成。

NbS 在 UNFCCC COP2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 26 次缔约方会议（COP26）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开幕。蛰伏一年后的气候大会，“自然”获得前所未有的拥护。NbS 在多个边会现场
的嘉宾发言和主要观点中被多次提及，甚至一度出现在决议文件的草案中。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在大会闭幕前达成：
《公约》减缓部分指出“强调保护和修复自然和生态系统对实现《巴黎协定》温度目标的重要性，
包括森林和其它陆地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在作为碳库的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社会和环境安
全。”NbS 在 10 日的《公约》草案中还作为独立名词与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并行出现在减缓部
分。12 日修订版的《公约》草案尽管没有直接提及 NbS，但在开篇的重要决定部分强调了对生态
系统开展保护和修复能够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同时，缓解生物多样性丧失，并确保社会和环
境安全。而最终版的案文并未将这一条款作为开篇的重点部分。IUCN 在 COP 闭幕后的观点文章
中认为 NbS 没有被明确包含在《公约》中，这一点需要尽快被重新审视。

新的承诺：






中国、美国、巴西等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旨在到 2030 年前停止滥伐森林并
扭转毁林趋势，承诺投入近 200 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来保护和恢复森林。协议签署国的
森林面积占全球森林总面积超过 90%。
加拿大、挪威、日本、美国等 12 个国家承诺在 2021-2025 年针对森林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
理提供 120 亿美金，力争到 2030 年制止和扭转森林丧失和土地退化。
英国、挪威等 5 国政府联合 17 个资助方承诺投入 17 亿美金用于帮助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保护
热带森林。
超过 30 家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承诺将致力于解决由农产品贸易驱动的毁林，以 NbS 和可持
续生产方式推动全球生产模式的转型。这 30 家机构管理着全球 8.7 万亿美元的资产。







包括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在内的 8 家公司共同宣布了价值 30 亿美元的承诺，用于支持南美洲
牛肉和大豆生产中避免毁林和土地转换，到 2022 年该承诺将兑现超过 2 亿美元。
贝索斯地球基金（Bezos Earth Fund）承诺投资 20 亿美元，用于支持土地保护和粮食系统转
型。就在该基金宣布这一决定的六周之前，该基金宣布了投入 10 亿美元，用于保护刚果盆
地、安第斯山脉和热带太平洋地区的自然、原住民和当地文化。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 9 家多边发展银行联合承诺，将在政策对话和投
资中推动“自然”的主流化，支持各国承诺和实施 NbS。
巴西承诺将结束非法砍伐森林的时间从 2030 年提前到 2028 年，同时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
削减 50%且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多方观点：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向《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UNFCCC）》COP26 提交的立场文件指
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应协同应对；NbS 可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的
同时，提升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等 SDG 中的其它维度的目标；缔约方应提振 NDCs 等气候
战略的雄心，将更切实的 NbS 目标纳入其中；各缔约方应创新机制，调用更多资金，确保
NbS 大规模顺利实施；在对《巴黎协定》第六条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必须确保环境的完整性，
包括 NbS 在该条款下被用于减缓气候变化时；遵照《巴黎协定》第十四条开展的首次全球盘
点筹备工作中要系统性地考虑 NbS。
回看 IUCN 在 2009 年提交给 UNFCCC COP15 的立场文件，首次提出 NbS 应被纳入气候变化减
缓和适应的战略和规划中，这一立场下重点支持以避免毁林和森林退化为主的 REDD+
（Reducing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机制。而在提交 COP26 的立场
文件中，NbS 已经成为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途径，逐渐融入到《巴黎协
定》重要条款的落实中。在过去的十余年里，NbS 作为自然保护的理念从内涵界定、标准指
南开发、理论和实践探索、各界支持力度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或许格拉斯哥带给我们最好的消息就是自然和原住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二者在应对气
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优先释放森林、农田和湿地的气候减缓潜力，
以实现到 2030 年所需的三分之一的减排量。——TNC 全球气候政策总监约翰·福迪亚克（John
Verdieck）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组成部分，希望 NbS 可以出现在大会决议的案文
中，自然是气候一揽子计划中的重要元素。——Laurence Tubiana, CEO of the 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
自然已经真正的被融入气候对话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热衷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两个议程的协
同治理，如果 NbS 能够出现在最终的案文中，这也将为其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提供支持，在早期的谈判中，由于一些非洲国家、巴西、阿根廷等缔约方的反对，NbS 被从
CBD 早期的案文中移除。——Gavin Edwards, WWF’s nature lead at Cop26
原住民治理属于 NbS 的范畴，应该得到认可和支持，同时要确保 NbS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充分
考虑并尊重原住民的权益。——Jing Corpuz, an Igorot leader from the Philippines







NbS 在 CBD COP15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10 月 11 日-15 日第一阶段
会议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会议主要包括高级别会议、领导人峰会和生态文明论坛等。
高级别会议通过《昆明宣言》
10 月 13 日，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缔约方承诺将制定、通过和实施有效的 2020 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使生物多样性最迟到 2030 年走上一条通向恢复的道路，并且到
2050 年全面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昆明宣言》采用了“基于生态系统的办
法”这一术语，在脚注中说明“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又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新的承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宣布投资 15 亿元人民币（约合 2.3 亿美元）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并邀请其他国家共同为基金做出贡献。
日本政府宣布对日本生物多样性基金增资 18 亿日元（约 1700 万美元）。
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快速的财政
和技术支持，以便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年通过后，可以迅速付诸实施。
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将 30% 的气候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将与各界一道保护全球 30%的陆地和海
洋 30%，共同保护自然。修复 30%的受损生态系统。
英国宣布，其增加的气候资金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生物多样性。
9 家机构承诺未来 10 年将认捐 50 亿美元资金支持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欧盟宣布将生物多样性资金从 55 亿欧元增加到 60 亿欧元。

生态文明论坛在大会期间成功召开
14 日至 15 日，COP15 生态文明论坛召开，论坛主题为"同舟共济，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世界"，生态文明论坛共设置生态文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青藏高原生态文明与生
态安全等 7 个主题论坛，国内外嘉宾在 7 个分论坛上围绕不同议题进行讨论，并发布“共

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倡议。
10 月 14 日，生态文明平行论坛之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修复”主题论坛召开。联
合国粮农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IUCN、英国生态与水文中心、清华大学、生态环境部
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林草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等机构（单位）的
10 多位专家，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和案
例交流分享。该论坛由自然资源部指导，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与 IUCN 联合承办。论坛中发布了《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含 18 个案例）。这些
案例是从相关部委、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益组织等单位推荐的 127 个案例中遴选而
出，兼顾生态系统类型的多样性、生态问题的典型性、修复手段和方法的综合性，体现出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展现了中国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10 月 14 日，生态文明平行论坛之“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主
题论坛召开。来自国内外多个机构的专家、学者针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两个多边进程
如何协同治理、相互促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经验分享。论坛由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世界自然基金会、CGTN 智库承办，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大自然
保护协会、宝丰碳中和研究院协办。论坛中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报告
（C+NbS）综合报告中文版摘要和全球案例报告英文版，同时启动了应对气候变化视角
下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 2022 年度新案例的全球征集工作。

综合报告中文版摘要下载二维码：

全球案例报告英文版下载二维码：
多方观点：
为了确保所有人获得公平、可持续的利益，我们必须要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
机，这两者必须被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不能单独分开应对。——《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
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
中国政府致力于与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构建一个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我们要推动社会各方面变革，建设生态文明，推动自然受益型经济。——CBD COP15 执行
委员会，刘宁
为了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国已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国家战略，不断完善法律和政策框架，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鼓励公众参与。——Bruno Oberle，IUCN 总干事
生物多样性的资金低于气候资金的原因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资金相对匮乏，以及超过一
半的气候资金以贷款的形式存在。公共和私人投资者都知道，在为太阳能工厂或电池研发等项目
融资时，他们可能会看到投资回报。相比之下，保护一个水源地或湿地更像是一项公共服务——
因此更有可能从税收中获得资金。目前大约 86%的生物多样性资金以拨款的形式来自公共来源。
——Nature Portfolio
在 10 月 13 日的 COP15 高级别会议闭幕式上，NGO 代表之一“第三世界网络”发言称：“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并非同义词，在没有明确定义的情况下在《公约》 的决定中接受
这个有争议的术语，就像开一张空头支票。”在他们看来，核心问题是要阐明“用谁的自然，来解
决什么问题？”（Whose nature is being asked to solve which problems?）——中外对话

政策动态
国际
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大会（IUCN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IUCN WCC）
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大会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到 11 日在法国马赛举行。IUCN 全
体会员对大会的主要成果文件《马赛宣言》达成一致。《马赛宣言》中指出，IUCN 敦促
各国政府在大幅减少化石燃料排放的同时，实施 NbS。此外，大会承认格拉斯哥净零金
融联盟等倡议，强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重要性。宣言还指出，NbS 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
性，就业、生计和健康。
欧盟委员会发布《评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影响:决策者摘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证据
支持
该手册为决策者提供了系统性的 NbS 影响评估框架，以及一套强有力的指标和方法，以
评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气候变化、水资源、人类健康等 12 个社会挑战领域的影响。
该影响评估将支持利益相关方理解和记录 NbS 干预措施的效果和成本，从而在 NbS 实施
的各个阶段提高实施质量、开展效率和有效性。
英国政府发布了生物多样性足迹报告（The UK’s Footprint on Global Biodiversity）强调
增加 NbS 资金支持
9 月 31 日，英国发布了一份新的环境审计委员会（EAC）报告，报告指出不可持续的消
费正在威胁生物多样性，政府和企业必须付出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该报
告还强调了英国政府对于实现国际气候融资承诺的局限性，呼吁政府为 NbS 提供资金。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 2000 万美元用于产生碳信用额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将向南美洲的森林保护计划投资 2000 万美元，
以产生可在自愿碳市场交易的认证碳信用额。该项目将与保护国际（CI）联合开发，CI
已承诺投入 50 万美元配套资金。该项目将为巴西、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森林保护和
恢复工作提供资金，为当地社区提供收入来源，并通过向私营部门出售碳信用额产生投资
回报。
亚马逊与 TNC 合作保护巴西帕拉州社区生计和热带雨林
9 月，亚马逊（Amazon）宣布与国际自然环境保护组织 TNC 合作，推出混农林和生态复
原加速器（Agroforestry and Restoration Accelerator），为巴西亚马孙河流域帕拉州成千上
万名农民创造更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同时通过天然的碳捕获和碳储存方式恢复原生热带雨
林，以应对气候变化。

国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
《意见》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设计、修复、管护等全过程，
明确社会资本通过自主投资、与政府合作、公益参与等模式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并明晰了

参与程序，鼓励社会资本重点参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农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城镇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并探索发展生态产业。
我国将首次承办《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将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29 日在湖北武汉举办。这是我
国首次承办该国际会议，此次会议主题为“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务院办公厅
于日前发布了同意成立《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组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函。
中国连发五份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文件，10 月 24 日-10 月 28 日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发布。意见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能源体系，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
10 月 26 日，国务院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提出了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等主要目标。《方案》第八条提出应
巩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控生态空间占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稳定现有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岩溶等固碳作用。
同时，需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等。
10 月 27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
新闻发布会。此次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年来，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
出的位置，不断提高碳排放强度削减幅度，不断强化自主贡献目标，以最大努力提高应对
气候变化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气候治
理。白皮书第五条提到，中国应强化气候变化影响观测评估，提升重点领域和关键脆弱区
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10 月 28 日，中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联络人向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中国
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和《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
略》。
《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总结了 2015 年以来，中国落实国家自主
贡献的政策、措施和成效，提出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及落实新目标的重要政策和举
措，阐述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立场、所做贡献和进一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
作的考虑。
《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在总结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重要进展
的基础上，提出中国 21 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愿景，战略
重点及政策导向，并阐述了中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与主张。推进 NbS 作为战略重
点及政策导向之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
要》

《规划纲要》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我国林业草原保护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和重点任
务。提出了“十四五”林草事业发展的 12 个主要目标，其中有 2 项约束性指标，即森林覆
盖率达到 24.1%，森林蓄积量达到 190 亿立方米；10 项预期性指标，包括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到 57%，湿地保护率达到 55%，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
积比例超过 18%，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 亿亩等。

行业交流与合作动态
11 月，牛津大学 NbS 中心发布以“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Action in the UK（NbS 在英
国）”为主题的纪录片，探讨了如何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合作（恢复、连接和保护自然栖
息地），在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经济复苏和提供身心健康益处的同时，为应对气候变化提
供解决方案。影片以与参与或受项目影响的当地人（包括农民、当地企业和保护组织）的
对话为主，辅以对世界领先的气候科学家和生物多样性专家的采访。
11 月 10 日，IUCN 成立 NbS 国际标准委员会（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ISC），
以期进一步推动 NbS，确保其可靠、包容、可衡量。ISC 由一批领先专家组成，在生态研
究、保护行动、本土知识、捐赠方领导力和私营部门参与等方面具备专业性以及地域多样
性。
11 月 1 日，自然气候联盟（Nature4Climate）与 Metabolic 共同发布 NbS Policy Tracker
（NbS 政策追踪工具）。该工具是在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World Atlas 展示的全球各
国 NbS 气候减缓潜力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各国 NbS 相关政策的梳理及成效评估。分析发
现全球最主要的 NbS 集中在海岸带修复，在 13.6%的政策中有所提及，随后是避免毁
林、社区主导的保护、再造林。然而，仅有很少的政策提及了土壤健康、再生农业等措
施。
近期，伯利兹启动美洲第一个基于海洋保护的债权转换。伯利兹承诺保护高达 30%
（10113 平方公里）的海洋区域，包括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和其他重要的海洋栖息
地。为了支持这一承诺，在 TNC 的帮助下重组了该国约 5.5 亿美元的外债，占该国国内
总产值的 30% ，并将国家债务减少 12%，偿还期延长。
由宜可城（ICLEI）主办，欧盟地平线 2020 的两个姐妹项目——“连接自然”和“智在城市”
联合在中国推出了“城市与自然共生”系列培训，与中外城市的先锋实践者共话城市自然保
护之道。继去年 11 月在第四届国际高层可持续城市发展论坛期间成功启动后，该系列培
训的第一期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线上举行，目前已举办三期。该系列研讨会致力于为全
球 NbS 实践提供交流经验的平台，以促进将 NbS 的理念和原则，更好地纳入城市发展的
政策、空间规划和可持续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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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昆明的路上——关注中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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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COP15: Biodiversity Threats,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Part 1 of 2)
COP15:生物多样性威胁、保护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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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自然共生”系列培训第四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技术实施
会议时间：11 月 24 日
主办方：ICL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