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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1992 年地球峰会“里约三

公约”之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长期以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但是，从实际行动和效果来看，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

却难以令人满意，2010 年《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确立

的“爱知目标”基本未能实现。随

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在中国昆明召开，如何通

过“转型变革”推动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步入新阶段，正成为国

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两山论”实践，为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提

供了难能可贵的中国经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困境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界定，

生物多样性是指来自陆地、海洋和

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生态综

合体的生物之间的多样性 ：包括物

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

对于人类的生存与良好生活质

量而言，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界提供了食物、能源、药品和

遗传资源，以及对人类身体健康和

文化传承至关重要的各种材料。在

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曾与自

然和谐共生，通过生物多样性获益

良多。然而，随着工业文明来临，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升，逐

渐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尤

其是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受到土

地和海洋利用改变、过度开发、气

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等五

个直接因素影响，全球生物多样性

丧失在广度、深度与烈度上，都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评估，目

前 75% 的陆地生态系统面临人类

活动的影响甚至重压，森林覆盖面

积尤其热带雨林面积持续减少，现

有全球森林面积仅为工业革命前的

68% ；内陆水域和淡水生态系统衰

退 严 重，1700 年 时 存 在 的 湿 地 到

2000 年时仅剩 13%，1970 年以来每

年减少 0.8% ；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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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经验
周方冶

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

28

青海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
图为无人机拍摄的玛多湿地。（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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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33% 的鱼类种群被过度开

发，55% 以上的海洋面积受工业化

捕捞影响，珊瑚礁上活珊瑚覆盖面

积在过去 150 年里减少近半 ；1970

年以来，物种种群数量大幅下降，

陆地物种减少 40%，淡水物种减少

84%，海洋物种减少 35%。生物多

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

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随着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人类生存与发展受

到严重负面影响。

从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尤其是

1972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环境规

划署以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

到国际社会重视，并形成一系列双

多边合作框架。其中，1993 年生效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具有关键性

的里程碑意义。对此，2018 年的联

合国报告指出，“相较于早期的自然

保护文书，《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用

更加全面的方法，查找造成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力求

在所有相关政策领域中考虑到生物

多样性因素。”

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多

边合作框架确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开始步入快车道。迄今为

止，《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已

达 196 个，成为全球参与度最高的

联合国多边环境保护协定之一。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推动下，近年

来国际社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付出较为积极的努力，但实际效果

难 以 令 人 满 意。2010 年《 生 物 多

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制定

了《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

计划》及“爱知目标”，旨在为此后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战略

框架和行动指南。然而，2020 年《生

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评估指出 ：

20 个“爱知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

现，仅有 6 个部分实现 ；60 个“爱

知目标”具体要素仅有 7 个实现，

38 个有进展，9 个无进展，2 个进

展情况不明，4 个偏离目标。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
变革”诉求

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

的困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明确提出，

“按照目前的轨迹，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自然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无法实现，2030 年及以后的目标只

有通过涵盖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和

技术因素的‘转型变革’方能实现。”

所谓“转型变革”，是指对各种

技术、经济和社会因素，包括范式、

目标和价值观，进行全系统根本性

重组。目前，“转型变革”概念日益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被写

入《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预稿》，将成为下一个 10 年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但

是，国际社会在如何理解和把握“转

型变革”的具体问题上莫衷一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存

在严重分歧。究其原因，关键是在

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取舍上，各方始

终难以达成共识。

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禀赋分配在

空间上并不均衡，从而使生物多样

性保护面临保护与发展的结构性矛

盾。对此，2019 年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

决策者摘要》指出，“如果优先考虑

自然对人类的某一种贡献，例如粮

2021年9月4日拍摄的巴西境内亚马孙雨林遭砍伐照片。（IC Photo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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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产，可能导致生态变化，从而

使其他贡献减少。其中一些变化可

能会使某些人受益，而其他人，特

别是最脆弱者要承受代价，技术和

体制安排方面的改变也是如此。”

针对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取舍，

国际社会迄今未有共识方案。国际

社会通常在表态时采取“权衡取舍”

的中性立场，但在落实过程中，由

于国际话语体系长期受西方影响，

很容易导致“权衡取舍”结果不利

于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发展

中国家，甚至会以牺牲发展中国家

的可持续发展权益为代价，满足发

达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诉求。

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 2019 年

《全球环境展望（第六版）：地球健

康，人类健康》报告中对当前不合

理不公平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话

语体系表达了深刻担忧。

“两山论”为“转型变革”贡
献中国经验

相较于全球困境，中国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其中最显著的是植树造林。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中国森林

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 30 年保持“双

增 长 ”。2000—2017 年， 中 国 对 全

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全

球新增绿地面积中有 25% 以上来自

中国。此外，从“爱知目标”来看，

中国除了尚未以国家专门立法实施

《名古屋议定书》（目标 16）以及沿

海与海洋保护面积未达 10%（目标

11）之外，其他目标均已实现或基

本实现，成为全球落实“爱知目标”

最具成效的国家之一。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如此

成就，最为重要的就是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确立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称“两山

论”）的广泛社会共识，从而解决了

保护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率先迈

出了国际社会所期盼的“转型变革”

关键步伐。对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有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辩证关系的“三阶段论”，不难发现

当前国际社会正在“两山论”第二

阶段迈入第三阶段的门槛前徘徊。

具体而言，“第一个阶段是用绿

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这是各国起

步阶段的普遍做法，片面强调发展

优先，对环境承载力不考虑或者鲜

有考虑。20 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

环保意识增强，国际社会目前已基

本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或“边

污染，边治理”的相关做法，从而

整体上跨越了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

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是各国

在工业化起步后面临的发展困境，

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生态

问题之间矛盾显现，人们逐渐有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辩证

思维。不过，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

言，很难独自承担起兼顾“绿水青

山”的发展成本。据统计，2008 年

到 2019 年，中国为保护全国自然保

护区内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2021年10月31日，在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江苏省宿迁
市泗洪县拍摄到白鹭嬉戏。（IC Photo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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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拨付资金 5235 亿元。如果以此

为参照，未来十年全球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的年均资金缺口将高达

7000 亿美元。

“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

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

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通过“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就是”

二字，“两山论”在第三阶段从辩证

统一的哲学高度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第二阶段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两难

取舍不复存在，“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相辅相成，形成“浑然一体、

和谐统一”的关系。

例如，地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

区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通

过采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协调的

解决方案，近年来成功脱贫，摘掉

国家级贫困县“帽子”，并于 2019

年入选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

织等联合发起的“110 个全球减贫

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例。

不过，“两山论”第三阶段是

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大跨越，

不仅需要资金、技术与人才储备，

而且需要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结构

性的产业升级。中国经过 40 年改革

开放努力奋斗，特别是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依托“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初步实现了发展阶段的

跨越式迈进。

反观当前国际社会，有能力有

条件推动文明跨越的发达国家不仅

无意放弃在工业文明阶段积累的优

势地位，而且试图继续坐享不平衡

不公正的全球产业格局伴生的“超

额红利”，始终不愿踏出迈向全球生

态文明的关键步伐。广大发展中国

家既无资金亦无技术与人才储备，

更无消费市场支撑，根本无力推动

文明跨越，唯有被动承受“权衡取舍”

的不利后果。

以“两山论”重塑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话语体系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处于艰

难调适关口，能否有效推进“转型

变革”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与 2050 年生物多样

性愿景的达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事

关人类未来，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

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

身事外、独善其身。中国作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

献者、引领者”，需要“深度参与全

球环境治理”，增强“在全球环境

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

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

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

案”。

随着国际社会对“转型变革”

认同的日益加深，长期以来西方把

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话语主导权开

始动摇，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传统上

过度强调保护与发展“权衡取舍”、

漠视甚至压制发展中国家公平合理

发展诉求的国际话语体系提出质疑，

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

为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提出更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进而重

塑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不过，随着当前中美战略博弈进一

步加剧，双方曾经关系较为融洽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很有可能从

“合作”转向“竞合”甚至“竞争”，

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也可能被“政

治化”，成为美国新的“对华遏制”牌。

鉴此，如何以“两山论”为依托，

把握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型变

革”的历史契机，重塑国际话语体系，

改变传统上局限于西方工业文明立

场的话语表达，构建更开放、更包容、

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生

态文明话语逻辑，也就成为确保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着正确方向前

行的关键所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而道远，

再加上国际话语体系长期由西方主

导，任何改变都很难一蹴而就。因此，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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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环境治理要坚

持循序渐进，要通过全方位多层次

的引导工作，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以“知

行合一”建构“两山论”在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国际话语引领

地位。

第一，加强多渠道对话，促进

理念转变。国际多边合作是全球生

物多样性合作的重要高地，特别是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合作框

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权威性与引领

性。中国作为东道国，抓住《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的重要契机，开展全方位多渠道国

际宣传有重要价值，将有助于面向

全球更好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然而，国际多边合作长期受西

方中心主义影响，而且存在错综复

杂的利益纠葛与机制约束，要在既

有合作框架下推动模式创新相当困

难，非短期努力就能见效。事实上，

从以往《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大会来看，印度尼西亚、肯尼亚、

马来西亚、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

家东道国都曾积极努力，试图在既

有合作框架下印刻体现本国特色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但从成效来

看，更多仅取得短期形象效应，难

以形成长期重大影响。

为了进一步推进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引领“转型变革”，使“两山

论”成为引领新时代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权威话语，有必要加强多渠

道对话。除了官方渠道之外，还要

通过智库媒体等，以生动形象的“中

国故事”讲实讲深讲透“两山论”，

并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与国际受众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众一道探索“两

山论”在对象国的实践应用，扎实

推进“两山论”在全球的本土化进程。

第二，深化南南合作，推进制

度创新。相较于国际秩序既得利益

方的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面

临更为严峻的“保护与发展”结构

性矛盾，也更可能理解和接受“两

山论”。但在当前不合理不公正的全

球产业格局约束下，发展中国家缺

乏自主选择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的

必要条件，只能被动接受国际社会

“权衡取舍”不利结果。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

帮助。近年来，中国在绿色经济、

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等领域开展了一

系列提高发展中国家环境管理能力

的项目和活动，至少有 80 多个国家

从中受益。习近平主席更是在《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上表示，将“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

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

业”，同时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

资。

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有序提供资金、技术与人才储备支

持，并在此基础上“以南促北”推

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创新，

以“两山论”的中国实践为蓝图，

发展和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合作平台等多边制度框架，既有助

于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变

革”观念共识及时有序转化为具体

行动，也有助于防范相关观念共识

在西方影响下出现倒退甚至逆转。

第三，拓展次区域合作，打造

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尽管中国生

这是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新闻中心拍摄的大幅彩绘。（新华社图片）

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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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想指引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

要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

型变革”，仍面临西方主导下的既有

国际话语压力。为此，通过深化次

区域合作，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功样板，既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

的信心，“知行合一”发挥“两山论”

在对象国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

引领作用，也有助于“让事实说话”，

遏止西方否定中国经验的不实言论。

其中，“绿色澜湄”合作颇具

代表性。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简

称澜湄流域）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

拥 有 不 少 于 2 万 种 植 物、1200 种

鸟类、800 种爬行和两栖动物、430

种哺乳动物，并持续有新物种被发

现。同时，澜湄流域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内陆渔业，占到全球淡水捕捞

量的 25%，为至少 6000 万人提供生

计。不过，澜湄流域正处于经济发

展和减贫的重要时期，环境和生态

系统面临沉重压力，尤其是森林覆

盖率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从 55% 降至

34%，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近年来，

中国在澜湄合作框架下与老挝、缅

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积极

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并取得了显著

成效。从 2017 年成立澜沧江—湄公

河环境合作中心，到 2019 年各国批

准通过《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

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澜湄

次区域合作重要内容。

从中长期来看，进一步探索和

推广“绿色澜湄”合作成功经验，

以现有的中俄、中蒙、中日韩、中

非等双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有序

拓展次区域生物多样性合作，将有

助于夯实共识基础，进而由点及面、

自下而上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转型变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2021年10月2日，昆明市在重要片区、道路设置立体花坛，喜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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