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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海，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陆地和毗邻陆地的海洋上，主权国家都已经设立了相

应的管辖权，来规制这些区域内的人类活动。然而，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地球上百分之六十

的海洋面积是处于主权国家管辖之外的公海，在公海的人类活动因为需要通过船只来开展，管辖的

责任也因此主要落在船只所悬挂国旗所代表的国家身上。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消费国外进口产品或者深海鱼类时，很少人会去了解这些产品在集装箱中穿越大

洋的漫漫航程，或是现代化渔业捕捞日夜不停的作业。公海是遥远的，是陌生的，是神秘的，就像

是另一个星球。 保护公海的最大挑战不是监管技术、执法成本、国际合作制度，而是社会中广泛存

在的陌生感、距离感。

进入新世纪，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迈向生态文明并成为海洋强国。中国的海军已经从一支褐水海军迅

速成长为蓝水海军 1，中国的远洋海上科研力量也不断增强，中国的渔船更是遍及每一片大洋。中国

不仅积极参与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制度的制定，也是国际海底管理局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作为新成长

起来的海洋强国，中国将如何在公海治理的国际舞台上践行生态文明的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设，也备受瞩目与期待。

作为一家环保公益机构，创绿研究院长期关注全球公域治理，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南极海洋保

护等。我们关注着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期望通过促进国内对公海保护的讨论，支持中国在全球海

洋保护进程，尤其是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程中的负责任参与。

在这本报告里，我们会聚焦在 BBNJ 2 进程中涉及的公海海洋保护区议题，从政治、科学、管理和

法律的角度进行讨论，希望帮助不同专业领域的读者走近深海远洋，激发读者尝试以“由海向陆”

的视角对海洋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与思考，促进国内对于公海保护的关注与讨论，为应对公海治理

的挑战贡献智慧。

1 代表中国海军实力从近海拓展到远洋 .

2 全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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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海洋，曾被我们认为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人口的剧增与

科技发展带来的开发效率大幅提升，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海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90% 以

上的渔业资源被充分或过度捕捞 3，继化学污染和海洋富营养化之后，海洋垃圾成为更为严重的污染

物来源 4，海洋脊椎动物的种群数量减少了 49%5，几乎所有的海洋大型动物都面临灭绝的危险。温

室气体的排放所导致的海洋酸化和暖化更是直接威胁到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

健康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海洋保护逐渐成为近年来国际环境政治中的热点议题，政府间和民间的海洋合作会议

不断，例如《经济学人》的海洋峰会和政府组织的“我们的海洋”大会。海洋保护不仅被列入了联

合国 2030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6 之内，海洋议题还被要求加入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讨

论日程中。2017 年联合国召开了首次海洋大会，推动各国为扭转海洋衰退的趋势做出自愿承诺 7。

2020 年即将在中国组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也

是热点关注议题。

这些进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联合国大会决定在 2018 年正式启动针对 BBNJ 的谈判。这一决定

建立在10年的联合国大会特设工作组会议和两年的预备委员会的讨论基础上。这一协定将设立在《海

洋法公约》下，且具有法律约束力 8。各界对通过此协议结束公海的“无政府状态”抱以极高的期望，

甚至有人称之为海洋的《巴黎协定》。

本文将聚焦 BBNJ 进程中备受关注的公海海洋保护区相关讨论，从不同角度来呈现在公海积极采取

保护措施的必要性和公海治理的复杂性。

3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16，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a/2016/en/
4 《海洋地图集：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威胁——事实与数据》，2017 年 .

    https://cn.boell.org/sites/default/files/boe_meeresatlas_innenteil_ch.pdf
5《海洋生命力报告》，世界自然基金会，2015 年 .

    https://c402277.ssl.cf1.rackcdn.com/publications/817/files/original/Living_Blue_Planet_Report_2015_Final_LR.pdf?1442242821
6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世界粮农组织 .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goals/goal-14/zh/
7 联合国海洋大会 .

    http://www.un.org/zh/conf/ocean/about.shtml
8 第 72 届联大决议 72/249.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7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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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图片来源：创绿研究院



公域（common）一词起源于英国圈地运动前大量存在的资源共享的“公地”（common land）。

公域中的共享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的特征是：因成本特别高，很难或者不可能进行

排他性使用。由于公地资源可以竞争使用，容易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破坏，发生“公地悲剧”9。

国际法一般把公海（水体和海底）、大气层、南极和外空视为全球公域——“处于国家管辖之外的资

源或区域”。

全球公域具有以下的特点：

无主性

不为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所单独占有或管辖，经济、环境、法律与安全各维度所涉及的资源、领

域与区域均系主权国家之外的“无主物”;

非排他性

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对全球公域利益的享用不应妨碍其他个人、组织或国家的同等利益，所有国

际行为主体负有同等的进入、使用与保护的权利与义务 ; 

公共性

全球公域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其所涉及的资源、区域或领域必然具有公共使用价值，与全人类的

生存发展与根本福祉紧密相连，能够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 ; 

联动性

其所引起跨国的“公益问题”或“公害问题”必然要通过多边协商才能得到解决。

公域的资源开发与污染防治等问题都要靠协商建立的国际机制网络实现有效治理。特别是包括国

际条约在内的法律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被确认为全球公域，就要被纳入全球议程，受国

际法约束 10。

目前全球公域的治理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种是以“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来指导，区域内的资

源不仅属于当代的全人类，还属于未来的人类社会，例如公海海底和外空，强调一旦开发，利益由

全人类共享；一种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保护”的形式，例如南极；第三种形态是“各自开发、共同

保护”，例如公海的生物资源。

9 公地悲剧：英国学者哈丁于 1968 年提出的理论，以牧羊人为例，说明如果大家在公共草地上放羊，会倾向于人人养更多的羊，最终导致公共草地的迅速恶化。

    用以比喻人口成长和地球资源使用中可能出现的过度开发利用的情景 .
10 韩雪晴、王义桅，全球公域 : 思想渊源、概念谱系与学术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06 期 .

政治视角：作为全球公域的海洋

全球公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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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http://www.un.org/zh/law/sea/los/article5.shtml

狭义的海洋公域

广义的海洋公域

狭义上，作为全球公域的海洋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海。公海的概念成型于国家对毗邻海域设立主

权管辖的努力，国家管辖之外的海域就被称为公海。所以公海一词的原意是“远海”(high seas) 或

者“自由的海”(mare liberum)。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

的生效确定了全球海洋空间及资源管辖权的分配，法律意义上的公海范围才正式明确下来。在《海

洋法公约》的谈判进程中，不仅所有的沿海国，就连大多数内陆国都参与到专属经济区、大陆架、

国际海底区域、公海等制度规则的谈判和制订过程之中。从各个国家对毗邻海域管辖权的立场区别

中体现了传统海洋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对于海洋的理解和利益的差异。《海洋法公约》中的公海制度

即是基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对海洋的理解水平，也是平衡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之后的体现。

《海洋法公约》明确了国家行使海洋管辖权的规则，在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域就是公海。根据《海洋

法公约》，领海是邻近大陆的海域，国家具有主权，宽度不超过十二海里 11。而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

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国家可以开发利用此区域内的资源，宽度不超过 200 海里。领海和专属

经济区都由所属的国家管辖。在国家专属经济区外的海域不处于任何国家的管辖之下，是需要全球

共同拥有，共同治理的公海。

海洋作为广义的公域，在范围超越了法律上的空间划分。“海权论之父”马汉可能是最早提出全球公

域的人，他把海洋视作一个整体，将其描述为“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这个“公域”

的定义是基于贸易的观点，并没有区分国家管辖内外，也就是说，对马汉而言，海洋连接着全世界，

是资源和财富流通的公共渠道。这固然是一种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观点，但却完全抓住了海洋“连

通性”的本质。

《国际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空间进行的划分

图片来源：海洋 Atlas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不断加深。海洋这种介质之于陆地的差异越发凸显。仅

仅在“通道”意义上，海洋不再只是人类开发的商贸路线，而本来就是物质和能量的传输通道。在风力、

摩擦力和地球自转力造成的科氏力（Coriolis Force）的作用下，海洋表面的海水以环形流动，即

所谓大洋环流，而由于温度和盐度的差异，深层洋流和表层洋流之间形成交换，使得海水在温暖的

表层和寒冷的深层之间，在极地与赤道之间永不停歇地循环，是为“大传送带”12。海洋也借此成

为全球气候的调节器。海洋在光合作用和水循环中的角色，使得人类“喝下的每一滴水，呼吸的每

一口空气，都是跟海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无论生活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13。

从生态视角来看，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支柱之一，为地面上的生物生存提供了必须的氧气、水资源、

蛋白质，调节着全球的气候。因此，不论水域是否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内，海洋的健康是人类共同关

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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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丽莎 · 扬特，深海中的河流，《奇异的深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18 页 .
13 西尔维亚 · 厄尔，《无尽深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年，第 19 页 .
14Elisabeth Mann Borgese, The Oceanic Circle: Governing the Sea as a Global Resourc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

海陆视角转换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不断加深。海洋这种介质之于陆地的差异越发凸显。仅

仅在“通道”意义上，海洋不再只是人类开发的商贸路线，而本来就是物质和能量的传输通道。在风力、

摩擦力和地球自转力造成的科氏力（Coriolis Force）的作用下，海洋表面的海水以环形流动，即

所谓大洋环流，而由于温度和盐度的差异，深层洋流和表层洋流之间形成交换，使得海水在温暖的

表层和寒冷的深层之间，在极地与赤道之间永不停歇地循环，是为“大传送带”12。海洋也借此成

为全球气候的调节器。海洋在光合作用和水循环中的角色，使得人类“喝下的每一滴水，呼吸的每

一口空气，都是跟海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无论生活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13。

从生态视角来看，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支柱之一，为地面上的生物生存提供了必须的氧气、水资源、

蛋白质，调节着全球的气候。因此，不论水域是否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内，海洋的健康是人类共同关

切的问题。 

虽然 BBNJ 讨论的是狭义上的海洋公域，但是在思考海洋的时候不能因此脱离其广义上的含义。特

别是从“陆地视角”向“海洋视角”的转换。因为人类文明建立在陆地之上，所以人们倾向于用陆

地视角看问题，认为海洋是陆地的延伸。而海洋视角则认为陆地是海洋的延伸，因为不仅生命是从

大海中萌发的；而且在适应在陆地上生存后，生命依然极其依赖于海洋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知

名的海洋政策专家伊丽莎白 · 杰泽教授提出：“海洋与陆地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促使我们要应用不

同的思维模式。海洋这种介质让万物相连，万物流动，促使我们把聚焦从原有的范式上移开，重新

聚焦到一种新的范式上。那些在大陆上演化了千年的概念，如‘主权’、‘地理边界’或者‘所有权’

在海洋上无法发挥（同等的）作用，而海洋自身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概念正在浮现，并将在 21 世

纪的国际社会、经济和法律秩序中发挥作用”14。

对于人类而言，海洋可能显得极其遥远，很多人抬头就能看到星空，想看到海岸却需要长途跋涉，

更不要说进入远洋深海。对于非海洋研究者而言，在海岸线之外，在海平面之下，海洋与我们千丝

万缕联系是不易察觉的。这是全球治理向“海洋视角”转换的巨大障碍。

“海洋视角”也要求我们在审视海洋的时候打破原有的行业部门分类。海军、航运、科研、渔业、环

保在海洋上的工作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远洋渔船和海军可以执行撤侨任务，也可以成为科研的平台，

海军、海警也可以执行海上环保执法任务。现在有的国家的武装力量甚至会乘坐海洋保护组织的船

只开展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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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目前《公约》有 155 个缔约国，包括 154 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欧盟）。在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网页上有缔约国的完整名单。其中美国是签署了“关于

      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而未批准 .
16 公海自由：根据 1958 年《公海公约》第二条规定，公海对各国一律开放，任何国家不得有效主张公海任何部分属其主权范围。而对沿海国及非沿海国而言，公海

     自由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与管线之自由、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科学研究自由 .
17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1990.

公海治理

公海处于国家管辖范围外，不代表公海上发生的活动是完全不受约束的。1994 年正式生效的《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可以说是“海洋的宪法”，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签署和批准了该《海洋

法公约》15。  《海洋法公约》 从军事行动，领土争议到航运，深海矿业和渔业活动都设定了一些规则。此外，

《海洋法公约》融入了几世纪以来的海上活动的惯例，例如“公海自由”16，也就是说公海对所有人开放。

《海洋法公约》的主要条款形成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谈判，而在那个时代资源和环境的问题还不突出，

相关议题很少，且缺少执行或惩罚的效力。

国际上还建立了一些专业的机构承担相应的公海治理职能，例如规制公海采矿的国际海底管理局。 

《海洋法公约》的监督和执行，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各成员国和现有的组织来进行，结果就是“九龙

治水”，全球海洋委员会称之为“制度化的灾难”。 

渔业是公海上最主要的人类开采性活动，而渔业管理是公海治理最大的难点。公海上三分之二的渔

业存量被过度捕捞，这是国家管控海域的两倍。非法无管制和不汇报的捕捞（IUU）的渔获物价值

达到每年 100 至 240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渔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据世界银行所言，对渔业的不当管

理导致了每年 500 亿美元的损失，这意味着如果合理管理，渔业通过效率提高至少可以获得这些利润。 

除了渔业，公海生物资源治理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公海中的海洋基因资源。对这一资源的关注起源

于公海海底热液喷泉及其附近高温高压环境下生存的生物的发现。这些生物独特的生理特性被视为

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因而迅速成为各国海洋科学研究的热点。如果《海洋法公约》不对此作出安排，

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技术先进的国家和企业抢先将深海基因资源的应用注册为专利，并将其产品化

获得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则会被排除在这些利润的分享之外。而无限制的开发利用可能导致脆弱的

海底生境和生态系统的永久性破坏。

根据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 · 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为了避免公地悲剧，需要给所有

有权利使用的人在运营上有发言权，在有权利和无权利的人之间划清界限，指定受使用者信任的监

督者，并且使用直接的手段来解决冲突 17。而目前的情况是，公海治理没能满足上述任何一个条件。

海洋保护区只是公海保护的工具之一，但是其决策和管理都与公海治理的大背景紧密相连。例如，

保护区的设定主体应该是谁？ BBNJ 全球框架与行业和区域组织如何协调？不同的国家各自应该承

担什么样的责任？都是 BBNJ 谈判所要寻求的答案。不过在进入 BBNJ 的保护区讨论之前，在后面

三章，让我们先来讨论海洋保护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自身的背景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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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教授对于有效公共资源治理提出的 8 项原则：

定义明确的管理边界。

将管理共同商品使用的规则与当地需求和条件相匹配。

确保受规则影响的人员可以参与修改规则。

确保（利益相关的）社区成员的规则制定权利得到外部当局的尊重。

建立由社区成员开展的监测成员行为的系统。

对违规者采用分级制裁。

提供可获得的、低成本的争议解决方法。

自下而上，从最低层到整个互连的系统建立起逐层嵌套的公共资源的责任制度。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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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 Jacquet,Marine Extraction in Galapagos, Science Blogs.

      http://scienceblogs.com/shiftingbaselines/2007/05/08/fishing-in-galapagos/
19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网站 .

      https://www.ccamlr.org/en/fisheries/toothfish-fisheries
20Dan Botolotti, 《蓝鲸志》，猫头鹰书房（台湾），2010 年，第 90 页 .

谈到海洋保护，我们首先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海洋可以被称为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

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健康的状态作为参照，来评估海洋的现状和监测海洋的变化，这个状态一般

称之为环境基线。

陆地生态系统存在许多地质的和文献的历史信息可以作为确立环境基线的依据，而在海洋中这样的

数据极为有限，我们无法像确立陆地环境基线那样，以某个年代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作为基线。

我们也许知道近几十年从海里捕捞了多少鱼，但我们不知道海面之下还剩多少鱼，其他的海洋生物

究竟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在实际决策中，管理者往往只能依靠近几十年的捕捞数据来评估当下海洋生态系统的状况，然后假

设几十年前的海洋就是健康的。但是，这些假设成立吗？

被遗忘的原生态

直至现在，人们说起加拉帕戈斯群岛，仍然认为它代表着纯朴、原生态的动植物环境，在旅游的宣

传品上仍称之为“未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实际上，1835 年达尔文在当地记录下了一种“常见的”

石斑鱼（Sailfin grouper，拉丁文名 Mycteroperca alfax）18，这种鱼现在已经进入了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这是不是显得有点矛盾？

南极的罗斯海也常常被称为“未受人类干扰的纯净之海”或者“最后的海洋”，但是实际上，自

2005 年起，工业化作业的渔船队几乎每年都要从罗斯海所在的 88 号渔区钓走 3000 多吨南极犬牙

鱼 19。更不要提以前六十多年的南极捕鲸，光是蓝鲸就至少捕杀了 33 万头，1963 年的一次评估认

为南极的蓝鲸数量只剩下六百头左右 20。而蓝鲸还不是捕鲸开始时最优先的目标。

“环境基线”是我们理解环境变化的参照系，而海洋生态学家丹尼尔 · 保利认为，我们现在所采用的

环境基线是不准确的，因为健康的海洋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每代人都会以他们有意识之初的画面作

为参照，通过与之比较来评估所产生的差距，结果就是人们把这种差距视为一种损失，却把之前造

成的损失都忽略了。这类现象被称为“变动的环境基线”。

也有人称“变动的环境基线”为“景观失忆”。我们理解环境变化的最直观的渠道首先是自身的记忆。

例如，一个人记得 1990 年北京的夏天，在晚上睡觉是要盖被子的，而现在是要开空调的，这就是

这个人对于全球变暖的最直接的感受，这种感受虽然不一定可靠，而当客观证据比较齐全的时候，

这种感受可能有助于理解全球变暖的现实。但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式是把自己记忆中的状态假设为“自

然的状态”，而忘记其实环境的变化在自己出生之前早就开始了。

客观证据是修正这种思维定式的重要工具。对于气候变化而言，地下的化石和极地冰柱里的气泡中

封存的古代空气可以帮助理解古代气候历史。但是对于海洋而言，要了解过去的海洋生态系统的状态，

客观的证据就没有那么容易获得了。卡鲁姆 . 罗伯茨在《假如海洋空荡荡》（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a，直译为《海洋的非自然史》）一书中整理了大量由于客观性不足没有资格成为“科学证据”

的古代文献中对于海洋生产力相关内容的记载，以及近现代的图文资料，尽可能勾画出海洋生态系

统在人类作用下的变化史。在这本书中，从“不计其数”到“消身匿迹”的案例数不胜数，最令人

吃惊的是，这种变化在工业化捕捞开始之前就发生了。

科学视角：变动的环境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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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环境基线示意图，横轴上的数字为世代（0 为当代），纵轴代表生物资源的丰富程度
                                                                              图片来源：创绿研究院

直至现在，人们说起加拉帕戈斯群岛，仍然认为它代表着纯朴、原生态的动植物环境，在旅游的宣

传品上仍称之为“未受人类干扰的”地方。实际上，1835 年达尔文在当地记录下了一种“常见的”

石斑鱼（Sailfin grouper，拉丁文名 Mycteroperca alfax）18，这种鱼现在已经进入了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这是不是显得有点矛盾？

南极的罗斯海也常常被称为“未受人类干扰的纯净之海”或者“最后的海洋”，但是实际上，自

2005 年起，工业化作业的渔船队几乎每年都要从罗斯海所在的 88 号渔区钓走 3000 多吨南极犬牙

鱼 19。更不要提以前六十多年的南极捕鲸，光是蓝鲸就至少捕杀了 33 万头，1963 年的一次评估认

为南极的蓝鲸数量只剩下六百头左右 20。而蓝鲸还不是捕鲸开始时最优先的目标。

“环境基线”是我们理解环境变化的参照系，而海洋生态学家丹尼尔 · 保利认为，我们现在所采用的

环境基线是不准确的，因为健康的海洋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每代人都会以他们有意识之初的画面作

为参照，通过与之比较来评估所产生的差距，结果就是人们把这种差距视为一种损失，却把之前造

成的损失都忽略了。这类现象被称为“变动的环境基线”。

也有人称“变动的环境基线”为“景观失忆”。我们理解环境变化的最直观的渠道首先是自身的记忆。

例如，一个人记得 1990 年北京的夏天，在晚上睡觉是要盖被子的，而现在是要开空调的，这就是

这个人对于全球变暖的最直接的感受，这种感受虽然不一定可靠，而当客观证据比较齐全的时候，

这种感受可能有助于理解全球变暖的现实。但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式是把自己记忆中的状态假设为“自

然的状态”，而忘记其实环境的变化在自己出生之前早就开始了。

客观证据是修正这种思维定式的重要工具。对于气候变化而言，地下的化石和极地冰柱里的气泡中

封存的古代空气可以帮助理解古代气候历史。但是对于海洋而言，要了解过去的海洋生态系统的状态，

客观的证据就没有那么容易获得了。卡鲁姆 . 罗伯茨在《假如海洋空荡荡》（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a，直译为《海洋的非自然史》）一书中整理了大量由于客观性不足没有资格成为“科学证据”

的古代文献中对于海洋生产力相关内容的记载，以及近现代的图文资料，尽可能勾画出海洋生态系

统在人类作用下的变化史。在这本书中，从“不计其数”到“消身匿迹”的案例数不胜数，最令人

吃惊的是，这种变化在工业化捕捞开始之前就发生了。

上图把罗伯茨书中描述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总结。简而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捕鱼活动的

效率越来越高，整体而言可以分为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现代化工业时代，与前一个时代相比，

新的时代不仅捕鱼效率更高，捕鱼效率的上升速度也更高，因此捕捞量越来越高，而且捕捞量的上

升也越来越快。当被取走的量提升了，海中剩余的生物资源的丰度就相应降低。

对于早年的渔民和渔业管理者而言，他们所参照的环境基线大多是上一代人的口述。我们这一代人

之所以能意识到环境基线变动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捕鱼的时代资源量变化太快，

同时人的平均寿命大幅提升，一代人中的环境变化就能产生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因为照相和视

频的广泛采用以及捕鱼量的汇报制度而产生了隔代的客观记录。

2009 年，McClenachan 搜集了 1956 年至 2007 年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地区竞技捕鱼比赛的历

史照片，评估了 13 组比赛中捕获的珊瑚鱼的平均个体大小和物种组成。这些图片就显示出示意图

中最后一段陡峭的曲线在现实中是怎样一种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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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捕捞珊瑚鱼的渔获物变化

1950 年代

1960 年代

1980 年代

2007 年

上图把罗伯茨书中描述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总结。简而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捕鱼活动的

效率越来越高，整体而言可以分为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现代化工业时代，与前一个时代相比，

新的时代不仅捕鱼效率更高，捕鱼效率的上升速度也更高，因此捕捞量越来越高，而且捕捞量的上

升也越来越快。当被取走的量提升了，海中剩余的生物资源的丰度就相应降低。

对于早年的渔民和渔业管理者而言，他们所参照的环境基线大多是上一代人的口述。我们这一代人

之所以能意识到环境基线变动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捕鱼的时代资源量变化太快，

同时人的平均寿命大幅提升，一代人中的环境变化就能产生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因为照相和视

频的广泛采用以及捕鱼量的汇报制度而产生了隔代的客观记录。

2009 年，McClenachan 搜集了 1956 年至 2007 年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地区竞技捕鱼比赛的历

史照片，评估了 13 组比赛中捕获的珊瑚鱼的平均个体大小和物种组成。这些图片就显示出示意图

中最后一段陡峭的曲线在现实中是怎样一种观感。

图片来源：门罗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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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aniel Pauly, Anecdotes and the 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 of fisheries, Tree, Vol.10, No.10, 1995.

避免不可逆转的变化

海水之下虽然肉眼很难看见，但是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与地面上相比一点都不小。海洋生物“变动

的环境基线”的观点，把受到人类活动严重影响的鱼类带进了传统上由热带和其他雨林居民占据核

心位置的生物多样性的讨论中 21。我们捕捞的鱼越来越小、越来越少这一变化，反映出我们把一种

经济物种过度捕捞成所谓的“濒危”物种后，仍在采用同样的方式和强度来捕捞其他的曾经被我们

认为低价值的小鱼小虾。采用“变动的环境基线”来思考海洋保护的问题，可以让我们跳出“沿着

食物链往下捕”的恶性循环，重新考虑我们保护措施的依据在哪里，是否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还

是要采取更加警惕性的措施来帮助生态系统恢复到那个我们可能没有亲眼见过的“基线”状态？

基于“变动的环境基线”的思维，人们意识到，虽然灭绝的动物在灭绝之前就是“濒危物种”，但是

这些物种很可能原本不是濒危的，而是在几代人类的累积影响下慢慢变得濒危的。也就是说这些种

群在历史上是存在过一个相对健康的水平，如果不使这些种群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在适度利用下

仍能自我恢复的水平，在保护上投入的资金就相当于工业污染中的“末端治理”，无法产生任何经济

效益。

如下图所示，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对于某一物种生物量在一定范围内的改变，生态

系统具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但是一旦超过了自我恢复能力的阈值（Threshold），生态系统就可能发

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达到另外一种稳态。地球上人口激增，对蛋白质的刚需随之增长，海洋的生态

系统不可能恢复到无人干扰的状态。但是，在部分时空范围上，给海洋物种一些保护，在一定程度

上恢复其生产力还是有可能的。长期而言，这也有益于经济上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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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示意图
图片来源：创绿研究院

“变动的环境基线”这一观点鼓励决策者为了更佳的经济和生态效益，短期内采取更大范围、更加严

格的保护措施。下文将要讨论的预警原则就是应用了这一观点的一种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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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lex Rogers海底采样机器人



不可持续的“最大可持续捕捞量”

过去 80 多年来，海洋中的鱼类种群是我们最关注的海洋生物，而各国渔业管理机构是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实际上最主要的管理方，所以他们倾向于从渔业利用可持续的角度来衡量海洋里鱼群的健康

程度。被国际社会广泛应用的标准之一就是“最大可持续捕捞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这个概念专注于个别目标鱼种，预期单个鱼群可以承受的最大可捕捞水平，然后允许渔民

按此水平进行捕捞。

以最大可持续捕捞量来制定渔获物目标听上去是一个合理的概念，这个概念考虑到了让当下的利用

不损害未来的利用机会，比“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早了半个世纪。这说明渔民和渔业管理者早

就意识到了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有限的。

而 MSY 概念的实际应用广受批评。主要的问题在于：首先，人们很难精确地掌握目标鱼种的种群

结构（年龄组成，产卵量），往往只能通过基于捕捞量的渔业模型来评估种群的状况，而对于目标鱼

种和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之间的复杂关系所知更少；其次，在社会和经济的压力下，渔业管理机构

倾向于对种群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估，他们所采用的证据来自渔船的统计，但出于自身利益，渔船倾

预警原则，也称预警性方法或者风险预防原则，建立在对于“变动的环境基线”的认识之上。为

数众多的来不及补救或是补救过晚的生态环境灾难，使得预警原则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环境政

策制定和生态系统管理上。以公海的保护和治理为例，我们确实需要坚实的科学研究和数据来支

持有效的管理，而在现实中，数据通常是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充分地评估风险，不

因“科学不充分”而拒绝开展行动。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是通过预警原则保护海洋环境的

重要应用手段。

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它们的能力广泛采取提前预警性措施。在凡有可能造成严

重的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地方，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推迟采取成本有效

（cost-effective）的环保措施的借口。

                                               ——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十五条原则，1992 年

从科学到政策：预警原则 向于提供有利于乐观评估的数据。直白地说，即使我们可以大概估算出自己捕捞了多少鱼，（考虑到

非法渔业的存在，实际上这个数据也并不准确），而我们并不知道海里剩下的鱼群的情况，所以我们

制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是自欺欺人的、无法可持续的标准。

现在，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变动、海洋环境承受的压力加剧、目标鱼种在其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以

及在不当管理下造成该鱼种消失的后果，各界对于以 MSY 为渔获目标的渔业管理实在过于冒险这

一点，已经形成共识。在承认 MSY 的这些缺点后，国际社会于 1995 年同意采用预警性方法

（precautionary approach）管理公海鱼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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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 .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overview_fish_stocks.htm
23 欧洲环境署，《疏于防范的教训》，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

      https://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late-lessons-2 ( 英文版 )

控制风险而非亡羊补牢

“预警”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是环境保护工作中控制风险的核心原则之一。它有着深厚的基础，

“一分预防胜似十分治疗（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宁可事先谨慎

有余，不要事后追悔莫及（better safe than sorry）”等谚语即表述了这一意义。随着 20 世纪末环

境问题日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人发现，很多时候等到找到证据证明损害与活动之间的关系时，不

可挽回的损害已经发生了。

公海不像近海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像陆地上的荒漠，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很多种群集群生活

并有迁徙的特性，简单的层级和生物学特性导致公海的生态系统更脆弱，且一旦衰退不易恢复。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有很多的传统渔业因为过度捕捞而退出历史舞台，整个种群突然崩溃，之后

即使长期采取严格的禁捕措施资源依然无法恢复，例如加拿大北方鳕鱼（northern cod）、加利福尼

亚沙丁鱼（sardine）、北海鲱鱼（herring）、玉筋鱼（sandeel）、蓝鳕（blue whiting）、毛鳞鱼

（capelin）种群的崩溃。包括我国近海的大黄鱼，曾经是四大海产之一的常见鱼种，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由于使用破坏性渔具过捕导致种群崩溃，之后即使年年增殖放流，资源始终无法恢复，现在市

场上野生大黄鱼已是千金难求。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如何在科学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提

前采取行动，以规避不可挽回的损害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23。预警原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

越广泛地应用在国家和国际立法中，而且在很多问题的法律制定上发挥核心作用，包括气候变化、

有毒化学品、转基因生物（GMOs）、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和海洋。

也就是说，在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生态系统中某一物种到底减少到什么程度才会触发不可逆变化时，应

该采取比较大胆的行动来保护这种物种，或者说在科学证据不足的时候，不再等待更多的证据（但不

停止继续的研究），需要依据已有的最好的科学成果（Best available science）做出保护的决定。

过去 80 多年来，海洋中的鱼类种群是我们最关注的海洋生物，而各国渔业管理机构是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实际上最主要的管理方，所以他们倾向于从渔业利用可持续的角度来衡量海洋里鱼群的健康

程度。被国际社会广泛应用的标准之一就是“最大可持续捕捞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这个概念专注于个别目标鱼种，预期单个鱼群可以承受的最大可捕捞水平，然后允许渔民

按此水平进行捕捞。

以最大可持续捕捞量来制定渔获物目标听上去是一个合理的概念，这个概念考虑到了让当下的利用

不损害未来的利用机会，比“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早了半个世纪。这说明渔民和渔业管理者早

就意识到了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有限的。

而 MSY 概念的实际应用广受批评。主要的问题在于：首先，人们很难精确地掌握目标鱼种的种群

结构（年龄组成，产卵量），往往只能通过基于捕捞量的渔业模型来评估种群的状况，而对于目标鱼

种和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之间的复杂关系所知更少；其次，在社会和经济的压力下，渔业管理机构

倾向于对种群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估，他们所采用的证据来自渔船的统计，但出于自身利益，渔船倾

向于提供有利于乐观评估的数据。直白地说，即使我们可以大概估算出自己捕捞了多少鱼，（考虑到

非法渔业的存在，实际上这个数据也并不准确），而我们并不知道海里剩下的鱼群的情况，所以我们

制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是自欺欺人的、无法可持续的标准。

现在，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变动、海洋环境承受的压力加剧、目标鱼种在其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以

及在不当管理下造成该鱼种消失的后果，各界对于以 MSY 为渔获目标的渔业管理实在过于冒险这

一点，已经形成共识。在承认 MSY 的这些缺点后，国际社会于 1995 年同意采用预警性方法

（precautionary approach）管理公海鱼群 22。

这个概念有两个核心，第一是针对的问题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第二就是“成本有效”，也就是说

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考虑量力而为，至少不能以预警之名影响到人的基本生计。所以这条原则

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风险、成本、效益都会有量的大小。严格的预警原则认为除非证

明没有任何危害否则任何开发不能进行，而且举证责任在于拟从事风险活动的一方。而现实中预警

原则的应用意味着对于风险的恰当评估和应对，而成本由资源开发方来承担。

预警原则认为“合理利用”的前提是“充分的知识”，而设定保护则不能以“知识不充分”为借口，

所以实际上“预防原则”也暗示了加强科学研究以及丰富知识对于进行“合理利用”的决策的重要性。

“预警”针对的是明确的后果而不是可能的风险，英文为“precautionary”，这有别于中国环境保护

政策中经常提到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预防”（preventative）。以防止污水排放影响水产

养殖举个例子，“预警”是指知道污水排放一定会影响隔壁的水产养殖，管理者就需要防止出现这种

情况。而预防原则是说，污水经过处理可以达标排放，达标后排放就对养殖没什么影响，但是污水

处理系统有发生故障的风险，所以作为管理者需要建立应急的工作机制（或者买保险也行）来对抗

这种风险。

应用预警原则的三个关键点是风险事件发生的几率、风险事件发生的严重性和预防措施的成本效益

（是否显著降低了变化发生的几率或者严重性）。以汽车和飞机事故的保险赔付为例，因为有大量历

史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所以人们能够得出比较清楚的结论。但是谈到生态系统的管理，特别是深海

大洋这样人迹罕至的区域，研究和数据都十分有限，要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就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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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

      https://www.ccamlr.org/en/organisation/camlr-convention
25 国际海洋法法庭，Case No. 3 & 4.

      https://www.itlos.org/en/cases/list-of-cases/case-no-3-4/#c596

“预警”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是环境保护工作中控制风险的核心原则之一。它有着深厚的基础，

“一分预防胜似十分治疗（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宁可事先谨慎

有余，不要事后追悔莫及（better safe than sorry）”等谚语即表述了这一意义。随着 20 世纪末环

境问题日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人发现，很多时候等到找到证据证明损害与活动之间的关系时，不

可挽回的损害已经发生了。

公海不像近海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像陆地上的荒漠，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很多种群集群生活

并有迁徙的特性，简单的层级和生物学特性导致公海的生态系统更脆弱，且一旦衰退不易恢复。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有很多的传统渔业因为过度捕捞而退出历史舞台，整个种群突然崩溃，之后

即使长期采取严格的禁捕措施资源依然无法恢复，例如加拿大北方鳕鱼（northern cod）、加利福尼

亚沙丁鱼（sardine）、北海鲱鱼（herring）、玉筋鱼（sandeel）、蓝鳕（blue whiting）、毛鳞鱼

（capelin）种群的崩溃。包括我国近海的大黄鱼，曾经是四大海产之一的常见鱼种，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由于使用破坏性渔具过捕导致种群崩溃，之后即使年年增殖放流，资源始终无法恢复，现在市

场上野生大黄鱼已是千金难求。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如何在科学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提

前采取行动，以规避不可挽回的损害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23。预警原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

越广泛地应用在国家和国际立法中，而且在很多问题的法律制定上发挥核心作用，包括气候变化、

有毒化学品、转基因生物（GMOs）、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和海洋。

也就是说，在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生态系统中某一物种到底减少到什么程度才会触发不可逆变化时，应

该采取比较大胆的行动来保护这种物种，或者说在科学证据不足的时候，不再等待更多的证据（但不

停止继续的研究），需要依据已有的最好的科学成果（Best available science）做出保护的决定。

形成中的国际惯例

许多国际机构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已经在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与政

策中采纳了预警原则和预警措施。例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CAMLR）养护的概念的

第三个子原则：“尽量降低发生不可逆转的生态系统改变的风险”24。在司法上，通过在判决中纳入

预警方法，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曾在南部蓝鳍金枪鱼案中，鼓励各方采取“审慎和谨慎”的行动，

以确保海洋生物的保护 25。

在实践中，各国和国际组织已经制定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来实现对预警原则的应用，其中包括：

1）举证责任转移，也就是说以前是环保主义者要证明开发行为对环境有害才能阻止开发，而应用预

警原则就需要开发方来证明自己的开发项目是无害的才能开展项目。设立环境影响评价就是基于这

样一种理念；2）设立预警点，根据历史数据和科学研究，制定某一区域对于某些物种的捕捞限额，

一旦捕捞达到限额必须马上停止。目前区域渔业组织所采取的捕捞配额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过去 80 多年来，海洋中的鱼类种群是我们最关注的海洋生物，而各国渔业管理机构是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实际上最主要的管理方，所以他们倾向于从渔业利用可持续的角度来衡量海洋里鱼群的健康

程度。被国际社会广泛应用的标准之一就是“最大可持续捕捞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这个概念专注于个别目标鱼种，预期单个鱼群可以承受的最大可捕捞水平，然后允许渔民

按此水平进行捕捞。

以最大可持续捕捞量来制定渔获物目标听上去是一个合理的概念，这个概念考虑到了让当下的利用

不损害未来的利用机会，比“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早了半个世纪。这说明渔民和渔业管理者早

就意识到了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有限的。

而 MSY 概念的实际应用广受批评。主要的问题在于：首先，人们很难精确地掌握目标鱼种的种群

结构（年龄组成，产卵量），往往只能通过基于捕捞量的渔业模型来评估种群的状况，而对于目标鱼

种和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之间的复杂关系所知更少；其次，在社会和经济的压力下，渔业管理机构

倾向于对种群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估，他们所采用的证据来自渔船的统计，但出于自身利益，渔船倾

向于提供有利于乐观评估的数据。直白地说，即使我们可以大概估算出自己捕捞了多少鱼，（考虑到

非法渔业的存在，实际上这个数据也并不准确），而我们并不知道海里剩下的鱼群的情况，所以我们

制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是自欺欺人的、无法可持续的标准。

现在，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变动、海洋环境承受的压力加剧、目标鱼种在其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以

及在不当管理下造成该鱼种消失的后果，各界对于以 MSY 为渔获目标的渔业管理实在过于冒险这

一点，已经形成共识。在承认 MSY 的这些缺点后，国际社会于 1995 年同意采用预警性方法

（precautionary approach）管理公海鱼群 22。

这个概念有两个核心，第一是针对的问题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第二就是“成本有效”，也就是说

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考虑量力而为，至少不能以预警之名影响到人的基本生计。所以这条原则

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风险、成本、效益都会有量的大小。严格的预警原则认为除非证

明没有任何危害否则任何开发不能进行，而且举证责任在于拟从事风险活动的一方。而现实中预警

原则的应用意味着对于风险的恰当评估和应对，而成本由资源开发方来承担。

预警原则认为“合理利用”的前提是“充分的知识”，而设定保护则不能以“知识不充分”为借口，

所以实际上“预防原则”也暗示了加强科学研究以及丰富知识对于进行“合理利用”的决策的重要性。

“预警”针对的是明确的后果而不是可能的风险，英文为“precautionary”，这有别于中国环境保护

政策中经常提到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预防”（preventative）。以防止污水排放影响水产

养殖举个例子，“预警”是指知道污水排放一定会影响隔壁的水产养殖，管理者就需要防止出现这种

情况。而预防原则是说，污水经过处理可以达标排放，达标后排放就对养殖没什么影响，但是污水

处理系统有发生故障的风险，所以作为管理者需要建立应急的工作机制（或者买保险也行）来对抗

这种风险。

应用预警原则的三个关键点是风险事件发生的几率、风险事件发生的严重性和预防措施的成本效益

（是否显著降低了变化发生的几率或者严重性）。以汽车和飞机事故的保险赔付为例，因为有大量历

史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所以人们能够得出比较清楚的结论。但是谈到生态系统的管理，特别是深海

大洋这样人迹罕至的区域，研究和数据都十分有限，要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就比较困难。

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也被日益视为预警原则在海洋环境的重要应用手段，改善传统渔业管理、

数据和建模不能一直保证海洋生物的长期可持续性。海洋保护区则有助于防范渔业管理中不可避免

的不确定因素、错误和偏见。禁止捕捞的保护区很可能是最简单和最好的贯彻预警原则的方式。关

于海洋保护区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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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据《中国海洋报》相关报道和白佳玉、庄丽在《国际展望》上的文章编写 .

    北极中央公海的范围
图片来源：T.I. Van Pelt 等，2017

许多国际机构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已经在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与政

策中采纳了预警原则和预警措施。例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CAMLR）养护的概念的

第三个子原则：“尽量降低发生不可逆转的生态系统改变的风险”24。在司法上，通过在判决中纳入

预警方法，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曾在南部蓝鳍金枪鱼案中，鼓励各方采取“审慎和谨慎”的行动，

以确保海洋生物的保护 25。

在实践中，各国和国际组织已经制定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来实现对预警原则的应用，其中包括：

1）举证责任转移，也就是说以前是环保主义者要证明开发行为对环境有害才能阻止开发，而应用预

警原则就需要开发方来证明自己的开发项目是无害的才能开展项目。设立环境影响评价就是基于这

样一种理念；2）设立预警点，根据历史数据和科学研究，制定某一区域对于某些物种的捕捞限额，

一旦捕捞达到限额必须马上停止。目前区域渔业组织所采取的捕捞配额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案例： 全球变暖带来的捕鱼机会与北极中央公海 26 保护

在地理位置上，面积达 280 万平方公里的北冰洋中部国际水域被加拿大、美国、俄罗斯、格陵兰岛（丹

麦）和挪威管辖的专属经济区所环绕。由于该处海域常年被厚冰覆盖，该海域的商业捕捞问题在过

去一直没有引起关注。但是近些年，由于气候变化，在北半球夏季来临的时候，北冰洋国际海域的

永冻冰开始融化，变成开阔的水面。尤其是在 2012 年的夏季，40％的北冰洋国际水域海冰完全融化。

相关机构预测称，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持续，在未来的几十年，北冰洋或将出现“无冰之夏”，大面

积的渔场会随之诞生。如何管理北冰洋的渔业因此也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

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也被日益视为预警原则在海洋环境的重要应用手段，改善传统渔业管理、

数据和建模不能一直保证海洋生物的长期可持续性。海洋保护区则有助于防范渔业管理中不可避免

的不确定因素、错误和偏见。禁止捕捞的保护区很可能是最简单和最好的贯彻预警原则的方式。关

于海洋保护区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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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专属经济区所属国家具有勘探、开发、使用、养护、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自然资源的权利，以及对人工设施的建造使用、科

      研、环保等的权利。其它国家仍然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其他符合国际法的用途（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等）。该国对其专属经济区的渔业资

      源和矿产资源拥有开发利用或准许它国利用的专有权 .
28“Timeline: Toward a Fisheries Agreeme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Waters of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 Pew Charitable Trusts.

       http://www.pewtrusts.org/en/projects/arctic-ocean-international
29 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又译为北极议会、北极委员会、北极协会。北极理事会是由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北欧五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

      八个领土处于北极圈的国家组成的政府间论坛，于 1996 年 9 月在加拿大渥太华成立 .
30 创绿研究院博客 《最后的海洋，保护 35 年够不够？》.

      http://ghub.blog.caixin.com/archives/153432

这片国际海域虽然被北冰洋沿岸五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和丹麦所包围，但是渔船

有通过别国专属经济区进入这片公海捕鱼的自由 27。专属经济区之“专属”体现在所有国对区域内

的渔业资源和矿产资源拥有开发利用或准许它国利用的专有权。 2015 年 7 月 16 日，北极五国达成 

《关于防止北冰洋核心区不规范公海捕鱼的宣言》，明确表明在有充分科学证据证明北冰洋渔业可持

续发展之前，五国不会授权本国船只在北冰洋核心区的国际水域进行商业捕捞 28。但是这一宣言针

对的只是北极五国所管辖的船只，要在北极公海实现科研先行、捕捞在后的规制，必须把北极域外

的有兴趣在北极公海开展捕捞的国家包括进来。

2015 年 12 月，北冰洋公海渔业第一次政府间磋商会议在美国举行，中国、日本、韩国、冰岛、北

极五国以及欧盟 10 个代表团参加会议，正式开启了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的国际磋商进程。经过 6

轮磋商，2017 年与会各方就《防止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文本达成一致。

《协议》的目标是为未来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积累科学数据。待时机成熟时，应根据相关国际法，建

立正式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这样的渔业组织已经普遍存在于其他公海海域，是依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第 117 和 118 条成立的）。协定通过“日落条款”把这一积累数据的时间确定为 16 年，

从生效日期开始计算。

“科研先行，开发在后”的制度安排体现了严格的预警原则的应用。国际海底管理局在公海海底采矿

的制度安排中采取的也是类似方法。《防止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的这种预警性的安排可以

说开创了人类渔业管理史的先河。这一协定的达成，也是因为北极治理的传统就是关注环境，并且

通过科学来推进规制。作为北极治理最主要机制的北极理事会 29 就是建立在 1991 年北极八国签署

的《北极环境保护策略》之上。因此，在北极，环境保护是政治决策的道德高地。在《防止中北冰

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的谈判中，渔业国家尽力避免“临时性禁渔”变成“永久性禁渔”，最终确

定了禁渔期限的“日落条款”。这一方面体现了捕鱼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可持续发

展原则”中人类发展的因素。保护本身并不能构成目的，保护依然是为了利用。预警原则所确保的

是基于科学的、审慎的、平衡沿岸国与全人类、当代人与后代利益的智慧利用。这一思维也体现在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谈判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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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一艘作业中的渔船。 图片来源：创绿研究院



31 例如粮农组织报告显示全球捕捞渔业的产量已经达峰，现在处于缓慢但是稳定的下降状态 .
32 MPA News, The Big Picture: The continuing debate over the value of large vs. small MPA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field, 2018.5.17.

     https://mpanews.openchannels.org/news/mpa-news/big-picture-continuing-debate-over-value-large-vs-small-mpas-and-what-it-means-field

公海海洋保护区的特点

“具有清晰地理范围界定，通过法律和其他有效方式认可、明确和管理，以实现对自然和相关生态系

统服务和文化的长期养护”，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自然保护区的定义。海洋的自然保护

区就被称为海洋保护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广泛地采用了这一定义，各国的海洋保护区的定义都建

立在此基础之上。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区域的划分虽然能够实现自然养护的目的，但是在设立时没有明确声明自然养

护的目标，这类区域不能被称为保护区。此外，保护区的养护目标必须是长期的，因此渔业管理中

临时关闭的渔场也不能被视为是海洋保护区。

全球来看，面积最大的 20 个面积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占据了全球海洋保护区总面积的 70%，而海洋

保护区的平均面积是却只有 3 平方公里左右 32。

随着技术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的远洋捕捞和航行能力大大加强。人类的开发活动迅速扩张

到全球各个海域和不同深度的海洋，海洋能承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能力迅速达到极限 31。借鉴陆地自然

保护区的经验，人们开始在海上建立对人类活动区域性的限制，以恢复或者保护海洋持续提供生态系

统服务的能力。2010 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缔约方大会上通过十年内保护全球海

洋 10% 的目标，新的十年保护区建设目标也已经开始讨论。但是“海洋保护区”的概念，似乎没有

字面意义上这么简单。本章将通过一些争议的论点来帮助读者理解，海洋保护区到底应该是什么。

管理视角：海洋保护区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地球上的深海远洋长久以来一直就是海洋保护区，保护它们的不是人类的法律和武

装力量，而是遥远的航程和落后的捕捞与航行能力。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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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洋保护区分布图，截至 2018 年 2 月，条纹的区域为讨论中尚未设立的保护区 

实际上大部分国家管辖海域内的保护区面积都不会很大，因为近岸海域在沿岸经济的发展中承担着

重要功能，渔业、航运、油气资源开发等已经占据了大片的区域，所以保护区的空间实际上受到了

先天的限制。加上近海的保护区所要保护的往往主要是本地生境和物种，一般而言从规模上来看不

会太大。同时因为近岸海域人类活动密集，活动中所采集的数据可以为保护区的建设提供比较坚实

的科学依据。

与近岸海域相比，公海上的人类活动密度低，牵涉到的经济社会利益相对较小，而需要保护的物种

迁徙的尺度极大，因此可能更适合建设大型的海洋保护区。

针对大尺度生态系统保护的特点，IUCN 专门发布了《大型海洋保护区：设计与管理指南》，其中提到：

大型海洋保护区并不比小型保护区更加重要，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需求、挑战和效益是有区别的。

这些区别包括 33 ：

涵盖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

涵盖足够大的区域，以保护许多迁徙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面对主要的气候不确定性，示范预防措施。

充当天然实验室并提供科学基线，以增加我们对当地和全球压力源之间差异的理解。

保护广泛的文化空间，例如传统的航行路线

因此，尽管设立大型和小型海洋保护区都需要考虑科学基础并且应用预警原则，但是与小型的海洋

保护区相比，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需要考虑更多、更大尺度的因素，包括海洋暖化和酸化背景下生

态系统的适应和变迁。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图片来源：MPA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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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和严格的保护区（中仅仅提案的，设立的和实施的）在全球海洋面积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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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 大型保护区的管理

巴西于2018年3月在其远海岛屿的专属经济区创建了两个大型海洋保护区（MPAs），总面积超过

90万平方公里。这一举措将该国的受保护水域从1.5％提高到接近25％。然而，仔细观察后会发现

，这些新的海洋保护区实际上允许各种各样的利用活动，包括商业捕鱼和休闲钓鱼，采矿以及石油

和天然气勘探，只有一小部分栖息地是完全保护的。除此之外，因为需要更多的政府投入，远海大

型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和实施常常会因为预算有限而打折扣。

2018年， Sala等在《海洋政策》中发表的一篇论文34中提出，虽然看起来海洋保护区的建设正朝着

2010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十年内保护全球海洋10%的目标稳步迈进，但是

其中有效落实了管理的区域只有3.6％左右，其中只有2％是受到严格保护的区域。�

保护不力、管理不严的保护区往往被称为是“纸上公园”。2014 年，Edgar 等在一篇论文中比较了

87 个不同的海洋保护区的效果，认为海洋保护区要产生积极的作用，需要具备这些条件：完全禁捕、

执法良好、长期有效（10 年以上）、大面积（100 平方公里以上）、被沙地或者深水所隔绝 35。

不过，批评“纸上公园”的目的是敦促更加有效的保护区设计和管理，而不是反对保护区的建设。

美国海洋科学家，号称“深海女王”的 Sylvia Earle 认为，只有先建立保护区，把划定的保护区域

在官方文件中正式化，才有可能实施有效保护。保护区规划意味着对一片区域的保护价值的正式确定，

在具体的管理措施上，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让更多利益相关方和更多资源参与进来 36。

现在看来，虽然全球已经设定了保护 10% 的海洋的目标，但保护区的设计与管理比保护区的尺寸

更加重要。在海洋上进行划区管理并不违背引言中所呼吁的“海洋视角”的转换，反而是立足海洋

生态系统自身的“本钱”，量入为出，开展可持续海洋管理的一种方式。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保护区在全球海洋面积中占比（2018 年 1 月）

2.1%

1.6%

3.6%

0.5%
0.6%

2.0%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图片来源：Marin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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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创绿研究院博客《译文：事故预报：更多船只将陷于南极海冰》.

      http://ghub.blog.caixin.com/archives/66271

保护不力、管理不严的保护区往往被称为是“纸上公园”。2014 年，Edgar 等在一篇论文中比较了

87 个不同的海洋保护区的效果，认为海洋保护区要产生积极的作用，需要具备这些条件：完全禁捕、

执法良好、长期有效（10 年以上）、大面积（100 平方公里以上）、被沙地或者深水所隔绝 35。

不过，批评“纸上公园”的目的是敦促更加有效的保护区设计和管理，而不是反对保护区的建设。

美国海洋科学家，号称“深海女王”的 Sylvia Earle 认为，只有先建立保护区，把划定的保护区域

在官方文件中正式化，才有可能实施有效保护。保护区规划意味着对一片区域的保护价值的正式确定，

在具体的管理措施上，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让更多利益相关方和更多资源参与进来 36。

挑战 : 公海保护区中的公平问题

现在看来，虽然全球已经设定了保护 10% 的海洋的目标，但保护区的设计与管理比保护区的尺寸

更加重要。在海洋上进行划区管理并不违背引言中所呼吁的“海洋视角”的转换，反而是立足海洋

生态系统自身的“本钱”，量入为出，开展可持续海洋管理的一种方式。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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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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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章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海洋保护区，所讨论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实际上同时

适用于所有的海域，在本章我们将进一步聚焦海洋保护区在公海上的实践，以此来理解当下讨论中

的联合国 BBNJ 协定可以发挥的作用。

谁来设立公海保护区

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开展公海海洋保护区的选划与管理，但众多的联合国机构、

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已经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标准设立不同类型的海洋划区管理工具。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是规制海洋中的所有活动的主要法

律框架。它规定了各国在使用海洋及其资源以及保护海洋和沿海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1993 年 12 月 29 日生效，它定义了生物多样性，旨在促进其保护，

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除在其缔约方的管辖

或控制下进行的程序和活动，CBD 同样适用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ABNJ）。值得一提的

是 CBD 在 2010 年设立了爱知目标，其中包括到 2020 年在全球 10% 的海洋设立保护区。至今为止，

这一目标还远远无法达成。2020 年的 CBD 缔约方大会备受瞩目，这一次会议将在中国主办。

此外，还有众多专门的机构和组织设置了不同特殊海域的评估方式，这些尝试都为未来公海海洋保

护区的选划与管理提供了基础。见下页图：

法律视角：BBNJ 协定的需要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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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公海保护区 / 划区管理工具选划与管理的国际进程与组织
                                               图片来源：创绿研究院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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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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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根据 IUCN 报告 Lessons from the Sargasso Sea:Challenges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编译，作者为 David Freestone 和 Kristina Gjerde.

案例 : 马尾藻海委员会对公海保护的启发

马尾藻海地图，红色划定区域为马尾藻海联盟研究区域，

之外的蓝灰色区域为北大西洋环流；粉色阴影为高气旋涡

旋区域；绿色阴影为高反气旋涡旋区域；虚线为专属经济

区域；点代表海底山，实线为大西洋中洋脊。

马尾藻海 38，英文名 Sargasso Sea，位于北大西洋亚热

带地区，是被洋流环绕的“洋中之海”。其核心区域涵盖了

百慕大群岛周围大约 200 万平方海里的海域，其中大部分

在主权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外。马尾藻海以其浮动的马尾藻

（                                  和                  ）命 名，这 片 海 域 支

持着多样化和高产的海洋生态系统，是许多物种的迁徙路

线和产卵地。因其特殊的生态保护价值，马尾藻海被 CBD

认定为“生态或生物重要海域”（EBSAs）。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图片来源：马尾藻海委员会

Sargassum natans S. flui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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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Gulf Coast Research Laboratory



39Hamilton declaration on collabor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argasso Sea.

    http://www.sargassoseacommission.org/storage/documents/Hamilton_Declaration_on_Collaboration_for_the_Conservation_of_the_Sargasso_Sea.

    with_signatures.pdf

2014 年 3 月，来自十一个国家的政府代表聚集在百慕大，签署了《关于保护马尾藻海的汉密尔顿

宣言》39，该《宣言》在签署国政府之间建立了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框架，使之可以通过现有的国际

和行业组织开展工作，尽量减少人类活动的不利影响 ；并根据《宣言》成立了马尾藻海委员会以“行

使管理职责，并在持续的回顾中保持其健康，生产力和适应力”。

马尾藻海委员会以 EBSA 标准的认定作为参考，与现有国际和区域的行业组织内寻求适当的保护措

施。然而不同国际机构和行业组织都有其独特的管理范围和运行机制，例如，国际海事组织（IMO）

有权采用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特殊区域和特别敏感海域（PSSAs）来限制一

些航运影响，非金枪鱼的区域渔业组织有权保护脆弱的深海海底生态系统，而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根据海洋保护区代表性网络的设计原则，在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地区指定了 9 个非采矿“特

殊环境利益区”。

因此委员会针对马尾藻海受到的航运威胁与 IMO 寻求合作；针对金枪鱼和金枪鱼的物种寻求与大西

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ICCAT）合作；针对北纬 35 度以北小范围深海底渔业与北大西洋渔业

组织寻求合作 ；针对海底采矿与 ISA 寻求合作。还有其他区域和志同道合的机构，例如“移徙物种

公约”等跨领域组织。

这些机构和组织依照各自的评估标准开展活动，缺少协调机制。即使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施加的压

力有助于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式纳入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如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的议程之中。但是

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只负责管理公海深海的捕鱼，无法管辖其他形式的有危害的捕捞。同时，也没有

机制来考虑不同行业的累积影响和气候变化加剧这些因素。

此外，在有效应用基于生态系统原则和预警原则的海洋管理方面，行业性机构做得很有限。例如，

ICCAT 迄今拒绝遵循其生态系统分委会的建议，在马尾藻海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法。亦

有组织拒绝采用预警原则开展活动。

在没有专门组织直接支持的情况下，马尾藻海委员会做出的公海保护努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

体现出对一个具有一定权威和协调功能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管理机制的需求。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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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J：新的公海生物多样性协定

BBNJ 进程的关键时间点

在公海中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一部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正在形成

中。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上决定，根据《海洋法公约》制定一项关于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

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BBNJ）的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为此开启了一个谈判进程。在召

开了两年的预备委员会会议后，第七十二届联大决定，从 2018 年 -2020 年将首先召开四次政府间

谈判会议。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特设工作组

“一揽子方案”

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大会

（里约 +20）

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书

预备委员会

根据联合国大会 2004 年第 59/24 号决议设立的研究 BBNJ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不

限成员名额非正式特设工作组，就机构协调、短期措施的必要性、处理非法，无管制和未

报告的捕捞（IUU）和破坏性捕捞方式、海洋基因资源（MGRs）、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

科学研究（MSR）、海洋保护区和环境影响评估交换意见。从 2006 年到 2010 年，一共

举行了三次会议。

工作组第四次会议（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纽约）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一系

列关于启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BBNJ 的法律框架的进程的建议。这些建议建立在明确差

距和前进方向的讨论之上。当时存在的前进方向包括通过执行现有条约和机制和根据《海

洋法公约》制定多边协定的可能。这些建议还包括在这一进程中要把一系列问题作为一个

整体来讨论，这些问题包括：海洋基因资源，包括关于惠益分享的问题；环境影响评评价

和划区管理工具等措施，包括海洋保护区 ;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是为“2011 年的

一揽子方案”。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各国承诺加速推

进特设工作组的工作，第六十九届联大会议结束之前，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BBNJ 的问

题作出应对，包括就是否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国际条约作出决定。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工作组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国际文书的范围、参数和

可行性进行了互动式实质性辩论。在第九次工作组会议上，工作组就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

九届会议上决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一项关于 BBNJ 的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书（ILBI）的决定达成了共识，并为此开启了一个谈判进程。

根据联大第 69/292 号决议，设立了 BBNJ-ILBI 的预备委员会，预委会的任务是就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下的 ILBI 案文草案的内容向联大提出实质性建议，需要考虑到工作组联合

主席编撰的关于工作组的讨论的一系列报告 ; 联大计划在第七十二届会议上决定是否召集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来针对国际条约的具体案文开展谈判。筹委会审议了 ILBI 的范围及其

与其他文书的关系，指导方法和原则，以及一揽子计划的要素。最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的预委会成果包括：

ILBI 案文草案要素的非排他性，最大程度凝聚了共识 ;

明确列出了一系列存在意见分歧的主要问题；

建议联合国大会尽快就召开政府间委员会作出决定。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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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NJ 协定的内容和相关机制

如下图所示，依据 2011 年的“一揽子方案”，BBNJ 进程中讨论四个主要的议题 ：海洋基因资源、

海洋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以及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除此之外，还要讨论支持实现这些

功能的整体的制度框架，例如是否要设立常设机构，是否要设立科学顾问机构等等。而这些讨论，

毫无疑问必须建立在现有机制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未来的协定也必然要与现存的区域和行业机制

产生互动。

BBNJ 的讨论，有望以马尾藻海为代表的公海保护区管理带来改变，重申预警性办法和基于生态

系统的管理等基本原则，以及详细制定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区域管理工具的机制、环境影响评

价和战略环境评价等。新条约可能还将鼓励和推动包括与发展中国家伙伴的国际科学合作、能力

建设、海洋技术获取等。这将是构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完善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一步，

可以为其提供更全面综合的手段。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现有机制：

国际海底管理局

南极条约的环保议定书

现有机制：

现有环境公约的技术转让机制和资金机制，

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现有的国际海洋科学合作项目

……

现有机制：

区域渔业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粮农组织；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它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鱼类种群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

物种养护公约，如《国际管制捕鲸公约》、

《保护迁徙物种公约》

BBNJ 条约中需要

作出安排的内容

“一揽子”

实施程序

BBNJ 决策程序、常设机构等

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资金能力

来源机制

法律定义 法律定义

法律定义

法律地位

惠益分享机制

深海基因资源

海洋保护区

实施程序

现有机制：

CBD《名古屋议定书》

国际海底局

WTO 知识产权体系

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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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设立海洋保护区也与陆地上的“圈地”行为不同。虽然一样是设立划区管理，在陆地上首先意味着

确定排他性的管辖权，而在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因此首先是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其相关的管

理需要，规制的对象也不是具体的国家或者单位而是行为。

公海保护区由谁来划定，隐含着公平的问题。首先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海洋保护区

设立的过程中，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利益的相关方，它们的诉求是否充分得到了表达？如果保

护区设置导致了相关经济社会利益的减损，有否建立公平有效的补偿机制？但是如果相关经济活动

本来就是政府补贴所支撑的，那设立保护区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市场扭曲进行纠正，政府原来用来补

贴的资金可以投入在保护区管理、支持产业转型和相关人员再就业上。

设立海洋保护区，意味着海洋利用的后来者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则约束。这对于后来者是否公平？

资源的稀缺常常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在大城市，当道路资源稀缺的时候，后来者持有车

辆的成本就会上升。但是如果对于车辆数目不进行控制，那后来者根本就不会有机会持有车辆。在

海洋管理上也是一样，管理不力的捕捞已经导致很多鱼类种群的崩溃，相关的渔场不复存在，对于

后人而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与这种情景相比，如果海洋保护区能够维持海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产率，对于代际的公平是有力的促进。

在公海设立大型的保护区，对于国家之间的公平也有促进作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对海洋的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利用，原来只有少数国家分享的食物来源的价值相对降低，而气候的调节、

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美学和科研方面的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是全人类共享的。而公平的

本质，是人与人的公平。

另一个海洋保护区对促进公平的例子是南极罗斯海保护区。这一保护区的设立防止了渔船尾随科考

破冰船进入其本来无法涉足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那些本来被海冰保护的鱼类，另一方面，也规避

了用公共资金运营的科考船因为要救援私营渔船利益而影响作为公共利益的科考任务的风险 37。

公平的理念以及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其实都包含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人类中心的概念，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促进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尽管海洋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生态承

载力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则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同时采用预警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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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到要在公海上设立大型海洋保护区的时候，质疑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吗？

有的学者会批评小型的海洋保护区不足以满足保护全球海洋的目标，而也有专家表示不能为了海洋

保护区的政治目标把工作都聚焦在大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纸面上的保护区就别建了？设立无法

实现有效监管的保护区有何意义，以及海洋保护区的公平问题。

实际上，海洋保护区只是海洋保护的众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才能有效

发挥作用。但是，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全球海洋、保障人类对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海洋利用的

公平性上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保护区的作用，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海洋保护

区选划的决策上，在政府和管理者之中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和经验。

在公海上设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不仅存在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还存在国家间信任以及区域组织之

间协调合作的挑战。正如 2018 年 8 月号《科学进展》的社论中所说的，公海制度的建立“将考验

我们的人性、合作能力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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