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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he year 2021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ASEAN 1 Dialogue Relations and the year 2021 

is also the China-ASEAN Yea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t the Special Summit to 

Commemo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ASEAN Dialogue Relations held on November 22, 2021,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na-ASE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pointed out that China is ready to open a dialogue with ASEAN on climate response, 

increase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experience-sharing, and synergize out pla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is ready to launch the Action Plan on China-ASEAN Green Agriculture to make 

agricultural sector mor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China may also energize the China-ASEAN 

Countries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 the 

Partnership on Blue Economy, and promote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mechanism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with enriched content in diversified forms. Outcom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dialogue and information-sharing,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environment-friendly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as well as capacity building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Kunming Declaration adopted at the first phase of the 15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COP15) that kicked off in Kunming in October 

2021 brought together the global forces of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n ambitious, realistic and balanced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at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onference. 

ASEAN, a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most biodiversity worldwide and the highest value of 

ecosystems in forest, agriculture, wetland, ocean, owns diverse types of rare species, native species 

and ecosystem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SEAN has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uch as ongoing forest degradation, serious wildlife smuggling, imminent risk of 

endangerment and extinction of some wildlife and agricultural biological species, pollution of wetlands 

and marine ecosystems, and overfishing, etc. The service value of its key ecosystems has also 

declined year after year. Moreover, climate changes and invasive species also cast a negative impact 

on its biodiversity. ASEAN, mainly composed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seriously challenged with the 

prominent dilemma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Despite positiv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EAN countries still face many bottlenecks, such as lack of funding, 

inadequate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ck of synergy,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tc., among which the lack of funding stands out prominently. Except 

 

1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was established in Bangkok, the capital of Thailand, on August 8, 1967. It is composed of 
10 member states, namely,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Thailand, Singapore, Brunei, Vietnam, Laos, Myanmar and Cambodia.（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joining ASEAN） 



     

 

Singapore, other nine ASEAN countries all suffered from a funding gap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is report aims to provide relevant stakeholders with recommend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investment 

in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 ASEAN by examining the financing mechanism of ASEAN and 

analyzing the difficulties. Besides, this report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role that China can play and 

give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Source of funding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ASEAN countries 

In ASEAN countries,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mainly financed through government budget,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contributions from enterprises, NGOs and individuals. More than 

half of the biodiversity finance comes from government budget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mong them, the project funding from Global Environment Fund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ultilateral assistance. Compared with public 

sector, private sector and social sector have much less engagement, especially in Indonesia, 

Malaysia, Thailand and Vietnam where biodiversity are quite rich. 

In public sector, the biodiversity finance of ASEAN governments mainly comes from tax revenue, fees 

and charges, conservation funds, revenue of 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es.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ASEAN countries 

are also important sources of biodiversity finance. For example, both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 and German Corpo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IZ) have carried out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ojects in ASEAN countries. Relevant UN agencies, World Bank,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have also provided 

biodiversity finance to ASEAN countries via loan, authorized funds and small grants. The Core 

Environment Program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rridors Initiative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

region (CEP-BCI), initiated by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jointly facilitated by China and five 

ASEAN countries, has already completed the Phase II, which promotes the mainstreaming proc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iodiversity cross-border corridor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nterprises, NGOs and individuals also provide certain funds and other support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ASEAN countries. Enterprises donate to environmental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projects through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rojects, and fin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ia payment of performance bonds. Meanwhile, some ASEAN countries also offer tax 

incentives to enterprises which financ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ots of NGOs have also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 ASEAN countri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ones lik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 (WWF),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WCS), as well as considerable regional and local NGOs, which facilitate the 



     

 

governments to revise policies by mobilizing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engag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recent years, ASEAN countries, including Vietnam, Philippines and Cambodia, have begun to 

explore new financing tool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cluding the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 In 2010, Vietnam issued the Decree No.99 on Payment for Fores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FES), as well as the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s on payment for water resources. 

Philippines taxes hydro-power stations at 1% of the power generation income which will be in turn 

used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basin. Cambodia also launched the 

community-based agri-environment payments project to provide consumers with environment-friendly 

certified rice. 

Vietnam is similar to China in development stage and model, and shares many commonalities in the 

ecosystem. Thus, this report takes Vietnam as an example to further analyze its biodiversity financing 

mechanism. Vietnam, as one ASEAN country with the richest biodiversity, has formulated the 

biodiversity finance policy framework based on laws, regulations, government policies, development 

plans and government budgets. It has set up relatively complete financial mechanism in public, private 

and social sectors. However, Vietnam is still lack of fund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public funds from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government tax, fees and charge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etc. Meanwhile, Vietnam also dedicates to developing 

multiple financing mechanisms, such as the Payment for Fores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FES), 

Reduced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etc.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Vietnam’s Constitution requires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and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Law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Law on Biodiversity , The Law on Fores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Law on Fishery , The Law on Tourism and other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vide a legal basis for 

biodiversity financing. Besides, Vietnam also established the VN Fores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Viet Na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und, etc., attracting funding from the public sector, private 

sector, NGO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y a government-led way. 

Enterprises and NGOs also finance natural reserves and ecosystem related projects, yet Vietnam’s 

biodiversity finance still faces challenges. From 2011 to 2015, its average biodiversity spending only 

accounted for 0.16% and 0.58% of its GDP and government budget, respectively.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on biodiversity is far below the contribu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 to its economy.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has also declined gradually since Vietnam became a middle-

income country in 2010, among which, the biodiversity related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nly 

accounted for about 4.7%. Other stakeholders contribute little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for their 

inadequate awarenes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hina is a close neighbor,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investment and trade partner of ASEAN countries. 

In outbound investment and trade, Chinese government requires Chinese enterprises to strictly abide 



     

 

by the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of host countries and protect local biodiversity, especially in timber 

import and expor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Biodiversity cooperation is 

also a key task in inter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All previous China-ASE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s have liste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one of the priorities i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The Framework of China-ASEA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21-2025) also sets forth relevant policies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Yunnan and Guangxi, two Chinese provinces adjacent to ASEAN countries, 

collaborate with several ASEAN countries by establishing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unching cross-borde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carrying out capacity building and protection studies, etc. Some Chinese NGOs hav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 ASEAN countries. 

Finally,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funding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ffectively achieve 

biodiversity targets in ASEAN,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is report recommends as follows: 

ASEAN stakeholders: 

1.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promo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itments made in the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ction Plan (NBSAP),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to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s and strategies, promulgate and perfect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encourag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follow them, promote bilateral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courage private sector to participat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2. Expansion of biodiversity finance source. The governments of ASEAN countries shall allocate 

more budget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eparate budge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mot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all establish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funds and develop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enterprises shall invest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mplement supply chain 

monitoring, and adopt biodiversity offset when necessary; NGOs, civil society, commun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 may get engaged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rough small donations, and 

project participation, etc. 

3.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sharing of conservation progress. Formulate generally accepted 

integrated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indicators, so as to evaluate the actual progress of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ke full use of funds; establish 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atabase to share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e.g., relevant UN agenci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4. Biodiversity valuation and intensified conservation studies. Advocate accounting of natural 

capital, especially for biodiversity, increase investment in financial and human capital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udies, and impl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ACB); 

and develop and implement science-based biodiversity economic policies. 

5. Facilitation of sustainable industries. Formulate administrative orders and economic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use, develop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forestry, fishery and tourism projects, intensify the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involvement of “the whole society”, such as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enterprises,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 

through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sector to 

realize benefit sharing. 

Chinese stakeholders: 

1. Continuou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oth sides shall carry out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key fields such as wildlife, reserves, agriculture, forestry, ocean, etc.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China-ASEA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21-2025), and take Kunming 

Biodiversity Fund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 source of biodiversity finance, and support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jects and capacity building of ASEAN countries. 

2. More engagement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ASEAN countries. Encoura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engag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jects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forestry and tourism projects of ASEAN countries. U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green project taxonomy as reference,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jects in the 

scope funded by green finance, explore sustainable biodiversit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pportunities. 

3. Better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in key industri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y issue detailed rules 

by industries, referring to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Banking Sector to Suppor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and best practices. Investment funds and related 

enterprises shall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test national policies, focus on the effect of their 

projects on biodiversity, and ensur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easures more effective and operational. 

4. More local cross-borde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operation. Deep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Yunnan Province and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ASEAN countrie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technical exchang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to create a subnational model for trans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llaboration. 



     

 

5. Introduction of multiple players. Deep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in biodiversity studies, especially in species investigation, protect area survey and planning, and 

expert training, etc.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NGOs in ASEA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arry out 

biodiversity exchanges, implement sub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ject, and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德戈拉朗梯田·印度尼西亚 © Unsplash 



     

 

执行摘要 

2021 年是中国－东盟 2 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同时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对话，加强政策沟通和经验分享，对接可持续发展规划。

中方愿发起中国东盟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提高各国农业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要增强中国－东盟

国家海洋科技联合研发中心活力，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东盟

生态环境领域合作机制、合作内容、合作形式不断完善，在环境政策对话、环境信息共享、生物多样性

保护、环保产业与技术交流、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21 年 10 月，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一阶段在昆明举办，发布了《昆明宣言》，汇聚

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合力，为第二阶段会议达成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平衡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盟区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森林、农业、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价值显著，珍稀物

种、本土物种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价值最高的区域之一。但是近年来，东盟生物多

样性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森林持续退化、野生动植物走私严重、部分野生动植物和农业动植物品种

面临濒危甚至灭绝的风险。内陆湿地、海洋生态系统等面临着污染、过度捕捞等问题，重要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逐年降低。此外，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等也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东盟主要是由发展中国

家组成，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突出，虽然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积极进展，但还面临着生物多样

性保护法律政策不完善、技术知识不足、认知不够、资金缺乏等诸多问题，其中，资金缺乏是最为显著

的问题。除新加坡外，东盟其余九个国家均存在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 

本报告旨在通过梳理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分析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资金问题和挑

战，为各相关方投资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建议和方向。此外，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可以扮演的角

色，并给出了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建议。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包括政府预算、官方发展援助、企业贡献、非政府组织（NGO）投入和

个人捐赠等。从资金规模上看，公共部门（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以及官方发展援助为东盟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了一半以上的资金，最有代表性的多边援助是全球环境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资金。

与公共部门相比，私营部门和社会部门参与不足，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泰国和越南，这种情况更为显著。  

从公共部门来看，东盟各国政府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

 

2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简称东盟（ASEAN），1967 年 8 月 8 日成立于泰国首都曼谷，现

有 10 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依照加入东盟顺序） 



     

 

税费收入，以及保育基金、生态旅游收入、可持续产业管理收入等。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对东盟国家的

双多边援助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例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德国国际合作

机构（GIZ）都在东盟国家开展了生态保护项目，联合国相关机构、世界银行（WB）、亚洲开发银行

（AD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也通过贷款、专项资金、小额赠款等形式为东盟国家提供生物

多样性保护援助。其中，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中国与 5 个东盟国家联合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

环境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示范项目”(CEP-BCI)通过三期项目，推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进

程，对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跨境廊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也对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一定的资金和其他支持。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

（CSR）向环境和自然保护项目捐款，以及通过缴纳履约保证金等方式资助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环

境保护，同时，部分东盟国家也为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助的企业出台减税政策。参与东盟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众多，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野

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大量的区域性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它们通过调动

各类资源，纳入多个利益相关方，推动政府修订相关政策。 

近年来，包括越南、菲律、柬埔寨在内的东盟国家开始探索开发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ES）在内的新

型融资工具，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2010 年，越南制定了关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FES）的 99 号

法规，以及水资源费方面的导则和规定。菲律宾对水电站按发电收入的 1%征税，可用于流域内的农村发

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柬埔寨开展基于社区的农业环境支付项目，向消费者提供环境友好认证的稻米。 

越南在发展阶段和方式上与中国相似，中越在生态系统上也有共同之处。本报告以越南为例，深入分析

其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越南是东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中部高地，生态系统和自然

资源退化严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挑战。越南在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资金机

制。目前，越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仍有缺口，该资金组成以政府类公共资金为主，包括政府税收和

收费、双多边发展援助等。同时，越南也致力于使用多种融资工具，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减少毁

林和森林退化引起的排放（REDD）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在全国层面，越南《宪法》规定了

保护生物多样性，强调自然资源有效管理的重要性，《环境保护法》、《生物多样性法》、《森林保护

和发展法》、《渔业法》、《旅游法》等法律法规为生物多样性融资提供了法律基础。此外，越南还设

立森林保护发展基金、环境保护基金等，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

国际社会调集资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会向保护区和生态相关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越南生物多样

性融资仍然存在挑战，2011－2015 年平均生物多样性总支出仅占 GDP 和政府预算总支出的 0.16%和

0.58%，政府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出远低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对经济的贡献。自 2010 年越南成为

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逐渐减少，其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官方发展援助只有 4.7%

左右，其余利益相关方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知仍旧不足，融资额较小。 

中国是东盟的近邻，也是重要的投资贸易伙伴。在对外投资贸易中，中国政府要求中资企业严格遵守东

道国环境管理要求，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在进行木材进出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电开发等

项目合作时。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也是中国－东盟政府间环境保护合作的一项重要议题，历次中国－东

盟环境保护合作计划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双方环境合作的优先领域之一，《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



     

 

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中也涵盖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政策。云南和广西作为中国毗邻东

盟的两个省份，通过建立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多边合作机制、实施跨境保护合作项目、开展跨境保护能

力建设以及开展保护专题研究等方式与东盟多国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一些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也

参与到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中。 

最后，为了帮助东盟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问题，有效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

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合作，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东盟各利益相关方： 

1.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推动落实《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

计划》（NBSAP）中的承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及区域发展计划和战略，出台并完善相关法

律政策，推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落实，推动双边政府间合作，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

系，鼓励民间社会参与保护。 

2. 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来源。各国政府应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单独设立生物多样性保护

预算，推动各国和国际机构的双多边发展援助：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发展绿

色金融产品；企业应投资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实施供应链监管，必要时采取生物多样性抵偿；非政府组

织、民间社会、社区和原住民可通过小额捐款、参与项目等形式参与保护工作。 

3. 推进保护工作的监测、评估和共享。制定公共认可的综合监测机制和指标，衡量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实际进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库，分享管理经验和信息；推动国

际、区域和各国机构（如联合国相关机构、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协调工作，促

进当地能力建设。 

4. 推进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并加大保护研究力度。推进自然资本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核算，加大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资金和人力投资，落实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ACB）等机构的研究成果，协同

制定并执行基于科学的生物多样性经济政策。 

5. 推动可持续产业发展。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行政命令和经济政策，发展可持续农业、林业、渔业和旅

游业等项目，加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政府间合作、公私结合、社会参与的开发模式，推动政

府、国际、企业、当地社区和原住民等“全社会”的参与，并实现惠益分享。 

中国国内各利益相关方： 

1. 持续深化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与合作。依据《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

（2021－2025）》，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农业、林业、海洋等重点领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

与合作。以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为契机，多渠道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支持东盟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加强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 

2. 促进参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类项目。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东盟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类项目，以及可持续农业、林业、旅游业等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项目。借鉴国内外绿色项

目界定标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类项目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探索和开发商业可持续的生物多

样性投融资机会。 

3. 加强重点行业生物多样性管理。金融机构可参考《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

示》，借鉴国际通行标准和做法，分行业出台操作细则。投资基金和相关企业应落实国家最新的政策文

件要求，关注其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4. 深化地方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深化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

策制定、技术交流、项目实施、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打造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地方样板。 

5.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深化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合作，特别是在物种种类调查、保

护区考察和规划建设、专家培训等方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如开展

生物多样性交流、实施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加强能力建设。 

 

 

Masungi 地质保护区·菲律宾 Rizal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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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 Background 

2021 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自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不断加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友好合作，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双边优先发展的领域

之一。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建立中国东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对话，加强政策沟通和经验分享，对接可持续

发展规划。中方愿发起中国东盟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提高各国农业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要增强中国

－东盟国家海洋科技联合研发中心活力，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1]。 

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

都面临着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2]。近年来，中国—东盟生态环

境领域合作机制、合作内容、合作形式不断完善，在环境政策对话、环境信息共享、生物多样性保护、环保

产业与技术交流、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21 年，中国和东盟发布新版《中国－东盟

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明确了未来 5 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的方向和领域。 

东盟区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也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发展与保护之间

的矛盾较为突出。东盟国家的森林、农业、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价值显著、地位重要，珍稀物种、

本地特有物种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但是，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森林面积持续减

少，野生动植物走私严重，部分野生和农业动植物品种面临濒危甚至灭绝的风险。内陆湿地、海洋生

态系统等面临着污染、过度捕捞等问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年降低。此外，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等

也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东盟生物多样性展望 2》，东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完成生物多样性

目标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资金缺乏、意识不高、保护合力不够、技术和专业

知识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资金缺乏是最为显著的问题。资金投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基础支撑，也

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确定的工作目标之一。从东盟

各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来看，除新加坡外，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都存在不少的短板，几乎都与

资金投入不够有关。 

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也是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的重要领域。2021 年，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国，与各国共同协商“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2021 年 10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第 24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

议，强调拓展绿色合作，落实好《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维护全球和区域生物多样性，合理推动能源产业和经济结构转换升级。 

基于此，本报告从分析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和问题出发，解析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并

以越南为案例，梳理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资金问题和挑战。通过分析中国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的角色，报告为各相关方投资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方向，并为中国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进

一步开展合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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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 东盟概况 

东盟前身是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 1961 年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 年 8 月 8 日，印度尼

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

言》，正式宣告东盟成立。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文莱（1984 年）、越南（1995 年）、老

挝（1997 年）、缅甸（1997 年）和柬埔寨（1999 年）先后加入，东盟由 5 个成员国扩大至 10

个成员国。东盟的 10 个对话伙伴是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印度、新西

兰、俄罗斯和美国。中国于 1996 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并于 2021 年正式宣布与东盟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从治理结构看，东盟成立的宗旨是本着平等与合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

进步和文化发展，为建立一个繁荣、和平的东南亚国家共同体奠定基础。根据《东盟宪章》，东

盟最高决策机构是首脑会议，主席由成员国轮流担任。东盟秘书处是服务于东盟十国的行政机

构，监督由这一区域组织启动的计划和纲领，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2015 年，东盟通过

《东盟 2025：携手前行》愿景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促进东盟概念更加深入民心；推动东盟国家

中小企业发展；扩大东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加强东盟机制建设；通过统筹、协调，促进地区和

平与安全；促使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好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2005 年，政府间组织东盟生

物多样性中心（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ACB）成立，以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促

进东盟十国的合作与协调，以及与区域和国际组织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合作与

协调，并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这些自然财富所带来的惠益。 

从地理结构看，东盟国家地处热带，其中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为热带季风气候，马来群岛的大部

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多雨，分布着茂密的热带雨林。东盟自然资源丰富，矿物资源

中以石油、天然气和锡最重要。东盟植物资源种类丰富，产量大，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的橡胶产量居世界前三，整个区域棕榈油、椰子、金鸡纳和胡椒产量居世界第一。东盟是世界上

人口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多分布在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地区。东盟国家民族众多，语言多样。例

如，印度尼西亚有 100 多个民族，缅甸有 135 个民族。 

从经济发展看，截至 2019 年底，东盟十国总人口约 6.61 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8.6%。国内生

产总值（GDP）3.17 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3.25%上升到 2018 年的 3.46%，人

均 GDP 约为 4803 美元，宏观经济呈稳定增长态势[3]。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是东

盟中的农产品出口大国，2020 年农产品出口额均超过了 200 亿美元[4]。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

东盟中的木材出口大国，2019 年，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年木材出口额共超过 120

亿美元，其中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木材出口额均超过 30 亿美元[5]。2020 年东盟超过欧

盟，跃升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这是东盟继 2019 年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后实现的又

一突破。中国则连续 12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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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压力 Enormous pressure on ecosystems 

东盟是生物多样性损失较为严重的区域，东盟十国包含了全球大约 18%的物种、35%的红树林、30%

的珊瑚礁。根据《东盟生物多样性展望 2》报告，东盟区域的森林、农业、湿地、海洋等领域的生物多

样性挑战与机遇共存。 

 森林生物多样性 

东盟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也是大量物种的栖息地。该区域的森林保存着

全球最多的本地特有鸟类和哺乳动物，分别占全球本地特有鸟类和哺乳动物的 9%和 11%。东盟还拥有

全球 25%的本地特有维管植物[7]。但是，过去 40 年，东盟森林面积损失了 30%～45%[8]；过去 15

年，东盟森林面积持续下降，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森林覆盖率年均下降 1.2%[9]，从 2011 年到 2015

年，森林覆盖率年均下降 0.26%。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的全球森林

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系统提供的数据，自 2002 年起至 2020 年，印度尼西亚损失了 975 万公

顷的雨林，占其同期总林木覆盖损失的 36%，其雨林的总面积减少了 10%。马来西亚在这 9 年间损失

了 270 万公顷的雨林，占其同期总林木覆盖损失的 34%，其雨林的总面积减少了 17%[10]。  

森林退化的主要原因包括林木采伐、种植园（包括棕榈油、橡胶、可可、咖啡等）扩张以及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等。东盟是全球棕榈油和橡胶的主要生产地，随着种植园面积的增加，森林面积随之减少，森林

破坏也导致许多物种丧失栖息地。从 1996 年到 2015 年，东盟约有 2296 种植物和动物的栖息地受到威

胁，其中森林破坏是主要原因之一[11]。 

 农业生物多样性 

东盟是全球农业生产力最高的区域之一，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为全球提供了重要且多样的

农产品，包括芒果、香蕉等水果，水稻、蔬菜等农作物以及可可等经济作物。其中，印度尼西亚、越南

是全球主要的稻米生产国，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农业产值占本国 GDP 的 1/4 左右。1961 年到 2013

年，东盟城市人口从 4200 万人增长到 2.83 亿人，而农地面积从 1990 年的 107 万平方千米增长到

2013 年的 131 万平方千米，新增的农地面积主要来自森林砍伐[12]。 

东盟农业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基因资源流失、杀虫剂过度使用等。从本土农业品种来看，54 种

本土猪品种中有 10 种濒危、5 种灭绝，71 种本土鸡品种中有 1 种濒危，52 种本土牛品种中有 3 种濒

危、3 种灭绝。虽然东盟采取了基因资源保护措施，但是具有全球食品和农业价值的 740 万份植物基因资

源中，只有 8%在基因库中得以保存。一些农用地因为城市化被占据，例如，越南平均每年有 0.43%的农

地被转为城镇或工业用地。从 2006 年到 2013 年，东盟统计使用的杀虫剂从 4.3 万吨上升到 6.4 万吨。

此外，蜜蜂、蝴蝶等授粉物种数量下降，外来物种也对东盟农业生物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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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生物多样性 

东盟的湖泊、河流、湿地等水生生态系统面积一共约 200 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东盟十国面积的约

40%。湿地保存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东盟人均年可用水资源量为 1.3 万立方

米，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湿地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来源，其中农业用水占 85.5%，

工业用水占 7.8%，生活用水占 6.6%。东盟地区是亚洲－澳大利亚鸟类东部迁徙通道，湿地在其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此外，湿地还有很强的碳汇功能[14]。 

但是，东盟湿地受到了多重威胁，包括工业和城镇废水排放、固废倾倒、农业面源污染等污染排放，水

坝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湿地破坏等土地占用，以及外来物种入侵、过度捕捞等生态破坏[15]。 

 海洋生物多样性 

东盟的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支持了大量沿海地区人口的生计。东盟预计沿海地区人口将从现在的 6.32

亿人增长到 2030 年的 8 亿人。红树林、入海口、珊瑚礁等海岸生态系统提供了动植物栖息地、生态系

统服务和食物，据估算，海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年达到 6.24 万美元/平方千米。其中，健康的珊瑚礁

生态系统每年潜在的经济价值就达 2.3 万～27 万美元/平方千米[16]。 

东盟的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填海造陆、红树林破坏、珊瑚采集、过度捕捞等，陆源污染、

固废倾倒、海洋事故污染、海水入侵、海平面上升等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破坏的重要原因。2012 年，东

盟生物多样性中心估计，东盟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损失达 21.6 亿美元/每年。随着东盟人口增

加，一些东盟国家的水产品需求在增长，区域内非法捕捞较为普遍。如果不改变现有的过度捕捞模式，

东盟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每年将损失 56.4 亿美元[17]。 

 野生动植物贸易与物种入侵 

东盟有 2587 个保护区，面积共约 80 万平方千米，约为 13%的陆地面积和 2%的海洋面积。其中，印

度尼西亚是东盟保护区数量最多的国家[18]。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大约 3000 万物种中，只识别了 178

万种，还有 10%的脊椎动物、超过 50%的陆地节肢动物、95%的原生动物需要分类识别[19]。东盟区域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有大量物种尚待识别。 

东盟有很多当地特有物种，如亚洲象、苏门答腊虎、马来虎、印度支那虎、猩猩、犀牛、犀鸟等。但是

因为栖息地破碎和丧失、偷猎、动物走私等原因，许多物种面临生存威胁。过去十年间，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对越南爪哇犀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20]，老挝对野生动物的需求已经导致了许多林地破坏和本地野

生动物种群枯竭。2010－2013 年间，在老挝的 93 个市场上记录了 33752 只动物，其中 6400 多只被

认为濒临灭绝或面临灭绝的威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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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地区目前有超过 200 个外来物种，其中 41 个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认定的全球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物种。例如，1990 年，入侵物种金苹果

蜗牛对菲律宾农业造成了 2800 万～4500 万美元的损失。外来物种大含羞草在湄公河下游区域迅速繁

殖，对草地和牧场造成严重影响。在东南亚的保护区内，入侵植物物种正威胁着当地的生态系统，而这

些生态系统维持着大象、犀牛和老虎等标志性哺乳动物种群的生存[22]。 

专栏二 东盟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的关联性也愈加紧密，一

些东盟国家已经开始统筹考虑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东盟国家需要在生态系统恢复中更多

考虑碳汇，更快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随区域、生态系统不同而

变化。例如，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比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森林更适应气候变化。一些物种和植被

的分布区域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改变，森林碳汇也会发生变化。物种的分布、密度、栖息地、迁移

通道等都可能都会随着气候变化而改变。气候变化将影响农业生态结构和分布，但对不同区域的

农业和食品安全的影响不一。海水升温将导致珊瑚礁损失。随着海平面上升，全球 20%的湿地会

消失。对于保护区来说，濒危物种可能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最敏感。 

 

1.3 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面临的挑战                 
Challenges to accomplish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bjectives 

东盟成员国在第五次国别报告（the Fifth National Reports, 5NRs）中列举了在实施《2011－2020 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方面面临的一些挑战。东盟成员国需要在与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法律政策、技术知识、认知、资金等方面进行加强。 

 法律政策不完善 

东盟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和政策仍不完善。部分法律和政策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如农业、渔

业补贴），各种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在责任上有重叠且不够明确。执法机制和执法能力需要提高，无效的

执法导致部分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并不符合实际要求[23]。政府部门缺乏统筹协调，国家规划

和保护行动缺乏具体的目标和执行时间，决策者无法及时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信息和工具，导致资源

利用和保护方案制定具有滞后性[24]。生物多样性保护并未与经济和资源开发部门的相关政策充分对

接，主流化水平仍待加强。东盟在国际、区域和双边合作中仍需要加强保护协调，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

（如政府、区域和国际伙伴关系、企业、金融机构、学术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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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设不足 

东盟在物种分类和生物多样性的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研究不足，缺乏完备的机制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纳入国家核算体系，对于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研究和开发不足且没有纳入利益共享条

例之中[26]。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力、专家和技术缺乏，保护工作队伍人数不足，能力薄弱，并且没有

足够的设备。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受到能力不足、资金缺乏等限制，无法实现保护意愿[27]。除此之外，

部分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欠缺，不同机构持有不同结构和语言的相关信息，整合、分析、共享

和更新变得困难[28]。同时，部分东盟国家没有全面的监测系统和评估体系，特别是在保护区，不能准

确记录和分析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或目标的进展情况[29]。 

 认知不够 

在东盟，生物多样性的许多价值（包括其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在支持人类福祉和创造对气候变化

的复原力方面的作用）仍然被认为是没有市场或价格的“公共”产品和服务[30]，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

统服务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承认。利益相关方（甚至包括政策制定者）仍然缺乏对生物多样性

损失或生物多样性保护紧迫性的认识、理解和关注[31]。 

 资金缺乏 

总的来看，资金缺乏是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基础性和普遍性问题。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来

源比较单一，私营部门参与不足，虽然国家预算中用于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已经增加，但仍然没

有重点，而且资金使用效率很低[32]。对许多投资者、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在其经济活动中消耗生物

多样性比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更有经济意义[33]。从基础性来看，项目、技术、人力、专家、

执行等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支持。《东盟生物多样性展望 2》提出，东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方面

存在的各种问题都与资金不足有关[34]。从普遍性来看，东盟国家除了新加坡为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

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且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还处于农业化发展的阶段，资金缺乏不仅是生物多

样性保护面临的问题，还是整个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从需求来看，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丰富，价值很

高，但面临的退化破坏等问题严峻，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还需要做大量

的工作，也反映出较大的资金需求。 

 其他方面 

尽管许多政策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进行了规范，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制定法律、监管框架和计

划，并采取公共和私人措施，以及实施政府激励措施，但是东盟仍然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威

胁，包括森林和土地火灾、非法砍伐森林、非法捕鱼、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甚至有一些部门

活动、市场驱动、政策等因素导致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和下降趋势，这些因素包括

缺乏知识和意识、缺乏协调和执行力度、高市场需求、腐败、贫困、人口过剩、过度开发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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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在森林地区发放大量的采矿许可证、砍伐红树林、允许将泥炭地转为种植油棕等[35]&[36]。此

外，东盟部分国家也存在过分强调生产和消费以实现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性，缺乏政策方案实

施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等问题[37]。 

 

1.4 方法学介绍 Methodology 

东盟区域面临着各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并且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面临着多方面尤其是

资金方面的挑战。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主要由公共部门主导、企业以及社会部门参与，生态系统

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作为新型资金机制，也为东盟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由于对自然环境保护的认知不足，部分东盟国家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同时，资金缺乏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人力、技术都缺乏资源支持。因此，本报告

总结梳理了东盟各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贡献，并选择越南作为国别案

例，分析了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政策、资金机制、利益攸相关方角色、资金使用情况和融资挑

战，随后整理了中国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能做出的努力，涵盖了政策合作、投资贸易合作、研

究合作、对话合作等方面，最后针对中国和东盟利益相关方提出了相关建议，以寻找东盟生物多样性

保护融资的更多可能。 

本报告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参考东盟各国向《生物多样性公约》递交的《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ction Plan, NBSAP)、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发布的《东

盟生物多样性展望 2》，以及东盟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金融项目（BIOFIN）发布的国家

生物多样性《财政政策和机构审查》以及《资金支出审查》报告，梳理了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情

况，以及中国在保护东盟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出的努力。本报告的具体数据（包括资金额等）均来自东盟

各国发布的官方报告、各国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 OECD）债权人报告系统（Creditor 

Reporting System , CRS）提交的报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总署、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erman Corpo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IZ）、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的统计数据。 

本报告通过了解资金缺乏是东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发掘东盟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随后

梳理了东盟国家各利益相关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中的角色，试图发掘更多的融资渠道。本报告通过

具体分析越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和中国现有的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合作，发掘其中的

挑战和机遇，最后给予双边利益相关方完善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的建议。报告第一章描述了东

盟和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挑战，强调了资金不足是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

主要问题；第二章展示了东盟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阐述各利益攸相关方对东盟生物多样性

保护融资的贡献，以及东盟可持续产业的发展情况；第三章以越南为例，详细描述了越南现有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现状和资金机制，并讨论其中的挑战与机遇；第四章以中国－东盟合作为背景，梳理双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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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地方政府、企业、民间以及研究机构对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第五章进行总结并给出双边利

益相关方的融资建议。 

本报告现阶段使用的资金数据均来自各国自行发布的报告，并没有使用统一的口径标准。由于各国的

计算方式不同，并且东盟各国发布的报告中并没有将官方发展援助明确区分为赠款和低息贷款，因此

无法准确计算各国收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援助资金数据。由于资料的缺乏，本报告并没有体现各融资

工具对资金总额的贡献水平，也就无法评估各融资工具的有效性。同时，本报告并没有对东盟生物多

样性保护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描述和追踪。考虑到资金的使用效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有重要

影响，在之后的研究中，团队会继续加强资金使用方面的梳理和研究，挖掘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

使用方面的问题，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同时，团队下一步也会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参

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体资金机制的可行性评估方面，为中国政府、企业、社会与东盟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合作提供有效渠道。 

 

莱茵湖 © Madeline Ann,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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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保障，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

估计为每年 780 亿～910 亿美元（2015－2017 年平均）。其中，81 个国家平均每年 678 亿美元的国

内公共支出（政府支出）、每年 39 亿～93 亿美元的国际公共支出（官方发展援助），以及每年 66

亿～136 亿美元的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据此得出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相当

于全球 GDP 的 0.1%左右[38]。 

在 2015－2017 年期间，48 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年集体花费 158 亿美元，主要是用于“生物多

样性和景观保护”，欧盟（EU）每年在欧盟内部和国际上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出约为 145 亿美元。

大部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发展资金都是针对陆地和淡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只有一小部分被分配

给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据估计，每年有 3.6 亿美元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和 6300 万美

元的多边官方发展援助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主要或重要目标[39]。2010－2012 年间，平均而言约

78%的双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承诺为赠款，22%为贷款，2004－2006 年间的赠款份额为 59%[40]。

2014－2015 年间，赠款占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提供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官方发展

援助的近 90%，而低息贷款则更多流向中等收入国家[41]。 

许多商业和金融组织的维系和发展都依赖于生物多样性，这些组织的运营也在反过来影响生物多样

性。在大多数国家，私营企业和家庭拥有或租赁大片土地，因此，私营部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私营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涉及生物多样性抵偿、可持续商品、森林碳融资、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 

BIOFIN 报告显示，平均而言，生物多样性保护支出占 GDP 的 0.03%～0.94%，或占整个公共预算的

0.14%～4.60%[42]。其中，2011－2015 年间越南平均生物多样性保护总支出占 GDP 和政府预算总支

出的 0.16%和 0.58%[43]，相对贡献略高于泰国（占 GDP 和预算总支出的 0.1%和 0.5%）[44]和菲律宾

（占 GDP 和预算总支出的 0.08%和 0.31%）[45]。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一般有政府资金、多双边援助、

企业贡献和社会资金等类型，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公益性，中央和地方政府资金一般是其主要来

源。从双多边援助来看，发达国家援助、全球环境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资金是东盟生物多样性

保护最大的资金池。近年来，各种新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途径不断在东盟国家推广，企业、非政府

组织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1 资金参与主体 Biodiversity financiers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资金、官方发展援助（包括双边发展援助和多边发展援

助）、企业贡献、非政府组织投入和个人捐赠。从资金规模上看，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资金是生物多样

性保护资金的主要来源，双边发展援助和多边发展援助也占了一定的比例，近年来，以生态系统服务付

费为代表的新型融资工具也在东盟国家不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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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资金 

东盟各国政府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税费收入，以及

保育基金、生态旅游收入、可持续产业管理收入等。越南政府自 2006 年开始，承诺将政府预算的

1%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但实际只有 0.4%左右。近年来，越南政府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在不

断增长，并建立了越南环境基金、越南保育基金等[46]。菲律宾政府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包括

国家、地方和特别基金等，其中，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从 2012 年的 3.15 亿美

元、2013 年的 4.06 亿美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4.46 亿美元，占政府预算的 1%。增长的原因包括生

态 旅 游 发 展 、 可 持 续 珊 瑚 礁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 保 护 区 等 项 目 资 金 的 增 长 [47] 。 菲 律 宾 开 发 银 行

（Development Bank of the Philippines）通过促进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向 44 个再造林项目预计投资 273 万美元。马来西亚于 2014 年建立自

然资源国家保育信托基金（The National Conservation Trust Fund, NCTF），中央政府投入约 236

万美元的种子资金，目标是到 2020 年，该基金每年能拨付至少约 47 万美元于生物多样性保护[48]。

一些东盟国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产业发展中，如林业、农业、渔业、旅游业等，通过制定法律法

规、管理制度、发展计划和鼓励倡议等形式促进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

保护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实现多赢。 

 双边发展援助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援助被定义为促进《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三个目标中至少一个，即保

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组成成分的可持续利用，或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共享遗传资源的商业利益和其

他形式的利用。依据经合组织的债权人报告系统（CRS），在 2002－2005 年间，丹麦、日本和荷兰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双边援助的主要捐赠国，约占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双边援助的 25%左右。在此期间，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是接受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双边援助金额排名前十位的两个东盟国家，接受援助金额

分别为 8800 万美元和 3800 万美元，资金接受部门主要是一般环境保护（与环境有关的政策和能力建

设）部门、农业、林业、渔业和农村发展部门、供水和卫生部门[49]。 

2010－2012 年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成

员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双边援助总承诺平均每年达到 61 亿美元，占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5%。在所有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援助活动中，其中 59%（36 亿美元）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重要

目标，41%（25 亿美元）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主要目标，且 82%的活动旨在同时解决减缓气候变

化、适应气候变化和荒漠化的问题[50]。在 2007—2012 年间，欧盟、挪威、日本、法国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相关援助的主要捐赠者，东盟中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接受生物多样性保护援助金额排名前五

位的国家，分别接受了全球 6%和 3%的相关援助[51]。2011—2015 年间，德国、美国、日本和法国提

供了最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援助，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是接受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援助金额排名前十位的国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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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国家的双边捐赠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来源，2010 年和 2011 年印度尼西亚

接受发达国家双边捐赠额达到 6500 万美元和 6070 万美元，其中日本、德国、欧盟分别占 24%、20%

和 9%[53]。柬埔寨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捐赠国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法国、德国、日

本、韩国、荷兰、新西兰、瑞典、英国、美国等。但是，大部分双边捐赠经费被各捐赠国的非政府组织

或企业所使用。例如，日本和德国的两家政府性国际开发合作机构参与到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是日本政府性的国际开发合作机构，在其自然环境保护项目中，开展了一

些东盟国家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性项目[54]，包括越南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项目（2015－2020

年）、老挝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森林保育、森林可持续经营、增加碳汇行动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and the role of 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enhancement of forest carbon stock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DD+）支持项目（2014－2020 年）、印度尼西亚－日本 REDD+执行机制发展项目（2013－2018

年）和印度尼西亚林地防火社区迁移项目（2018－2022 年）。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是德国政府性的国际合作机构，在德国联盟经济合作和发展部的支持下，

GIZ 在东盟实施了“东盟成员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范围涵盖东盟十国，由位于菲律宾的东盟生物

多样性中心（ACB）实施。项目目标是支持东盟成员国强化生物多样和气候变化政策和战略，提高东

盟生物多样性中心在东盟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该项目通过补贴、资助、试点等方式支持东盟生物多

样性中心及其成员国合作伙伴的机构和人员能力建设，成为为东盟区域和全球伙伴以及广大公众提供

服务、信息和战略发展的平台。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支持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加入“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支持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部开展环境

服务付费项目，支持东盟国家在海洋保护领域开展蓝色解决方案项目，支持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

国开展保护地野外调查工作[55]。 

 多边发展援助 

多边发展援助的援助方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援助方式包

括贷款、专项资金、小额赠款等。例如，2013 年，菲律宾接受的所有发展援助是 126.5 亿美元，其中

18 个项目共 21.6 亿美元属于气候变化或减灾的内容[56]。印度尼西亚累计接受多边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

约为 120 亿美元（含带动资金 88.65 亿美元），其中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und, 

GEF）及其带动资金占比约 95.5%[57]。 

参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边开发机构较多，资金投入量最大的为全球环境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的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GMS）项目。全球环境基金成立

于 1991 年，最初是世界银行的一项支持全球环境保护和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试点项目，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是全球环境基金计划的最初执行机构。1994 年，全球环境

基金进行重组，与世界银行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常设机构。作为重组的一部分，全球环境基金受托

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个环境公约的资金机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项目和资金支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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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印度尼西亚从 1991 年开始接受球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共 22 亿美元（带动联合支持 73.5 亿美

元），平均每年 2 亿美元。查阅全球环境基金网站并进行梳理总结，涉及东盟十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项目数量和资金见表 1[58]。 

表 1 全球环境基金各增资期东盟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和资金 

增资期 项目数量 资金总额（亿美元） 

试点期 7 0.43 

GEF 1 7 1.43 

GEF 2 26 1.43 

GEF 3 13 3.24 

GEF 4 35 7.19 

GEF 5 34 16.7 

GEF 6 36 37.4 

GEF 7 28 66.2 

注：统计可知，全球环境基金在东盟国家一共开展了 180 余个项目，涉及资金共 134 亿美元。但是因为部分项目

覆盖国家不全为东盟国家，且个别项目可能取消，所以实际用于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数量低于 180 个，

资金总额低于 134 亿美元。 
数据来源：GEF project: https://www.thegef.org/projects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 1992 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国际合作计划，涉及流域内的六个国家，包括

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生物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地区。自 1992 年以来，六个成员国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立了经济合作平台不断

加强经济关系、促进区域合作。截至 2017 年，该机制已经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近 210 亿美元，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 10 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从 50 亿增长至 4140 亿美元。但是，减贫、适应和

缓解气候变化、节能增效、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城镇化等依旧是该区域发展需要应对的挑战[59]。 

2004 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示范项目”（The 
Core Environment Program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rridors Initiative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CEP-BCI），涉及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六国，除中国外，都属于东

盟国家。该项目分为预备期（2004－2005 年）、一期（2005－2012 年）和二期（2011 年至今）3 个

阶段。预备期主要是制定规划和行动方案，一期开展了行业战略环评、生物多样性廊道识别等项目，二

期开展了气候变化适应、跨国生物多样性廊道保护等项目。与一期相比，二期主要从国家的具体生物多

样性热点保护项目转向更广阔的跨国景观和多行业规划协调[60]。 



     

15 

 

一期典型项目包括行业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和生物多样性廊道识别等。例如，该项目分别支持越南开展水

电行业战略环评、柬埔寨开展旅游行业战略环评、南北经济廊道开展跨境道路战略环评等，通过战略环

评识别行业环境现状和问题，并纳入国家的环境政策制定。该项目识别出了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区域，并

制定了 5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的可持续管理计划。二期典型项目包括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管理

等。通过项目向所在国相关人员介绍和推广了“廊道”的概念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推动涉及廊

道的国家和省级部门之间的协调，制定管理计划指引等[61]。总的来看，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在大湄公河

次区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累计调动和投入资金约 6000 万美元[62]，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和廊道的

识别、规划、发展、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CEP-BCI 的详细项目资金来源情况见表 2。 

表 2  CEP-BCI 的详细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
分期 预备期（TA6213） 一期（TA6289） 二期（TA7987） 

项目

名称 
GMS 生物多样性保护

廊道计划 

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

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示

范项目一期 

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

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示

范项目二期 

所属

行业 
农业和自然资源——环境和

生物多样性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发

展——基于土地的自然资

源管理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

发展——基于土地的自

然资源管理 

亚洲

开发

银行

资金 

40 万美元（来自日本

专项资金） 

373 万美元（来自气候变

化基金、减贫基金、区域

合作减贫基金、技术援助

特别基金等） 

80 万美元（来自技术援助特

别基金等） 

联合

资助 
无 

2613 万美元（来自芬兰、

荷兰和瑞典政府） 

2852 万美元（来自芬兰政

府、瑞典政府、北欧发展基

金、全球环境基金等） 

共计 40 万美元 2986 万美元 2932 万美元 

主要

项目 
制定项目发展战略框架和

行动方案 

经济行业战略环境评价

（9%），生物多样性保护项

目执行（46%），环境表现评

估（8%），机构环境管理能

力建设（23%），项目发展、

产生和可持续融资（14%） 

环境规划系统、方法和保障

（35%），跨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景观规划（17%），气候适

应和低碳战略（21%），环境

管理机构和融资（27%） 

表格整理自：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dependent Evaluation, 2018. Core Environment Program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rridors Initiative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port. pp.8-9 [63] 
数据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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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贡献 

东盟国家的一些企业致力于资助与环境相关的活动。菲律宾资源勘探及发展公司（Sagittarius Mines, 

SMI）为保护自然环境累计投资超 300 万美元[64]。在泰国，建筑、矿业和石化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CSR），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企业捐赠，泰国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Thailan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BCSD）涵盖了制药、金融服务、农业和消费品行

业，而投资于绿色项目的公共和私人公司有资格获得泰国投资委员会（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BOI）对经济林种植和绿色生物技术的税收优惠，并且泰国的企业也依据泰国国家环境质量法

（Thailand’s Nat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向环境基金（Environmental Fund）提供资金[65]。

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Bank Negara Indonesia, BNI）每年将 4%的净利润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基金，每

年支持环境管理项目约 2000 万美元。印度尼西亚 Sidomuncul 医药公司每年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活

动捐赠 1000 万～1500 万美元，用于药物原料资源开发、药草基金管理、农场发展和管理等[66]。印度

尼西亚的企业捐赠可以抵消公司申报所得税时的总收入，但是扣除金额不超过上一纳税年度净收入的

5%[67]。越南企业通过绿化企业空间、为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捐款、缴纳履约保证金以及彩票收入捐赠

等方式，为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内的环境保护提供资助[68]。 

事实上，企业也将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受益，例如，采矿、水泥和石化等企业的信誉和经营许可越来越

多地依赖于良好的环境实践。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和生物多样性抵偿使这些企业能够了解生物多

样性损失导致的风险，并提高其国际声誉。 

专栏三 东盟可持续产业发展 

（1） 可持续林业 
推广可持续林业，特别是阻止大规模的商业采伐，是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东盟

国家采取了各种方法推广可持续林业管理（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模式。例如，马来

西亚通过减少影响采伐（Reduced Impact Logging, RIL）的方法，承诺保护一半面积的森林，到

2012 年，马来西亚有 14 万平方千米的森林被划为永久森林保护区域。缅甸森林注册委员会通过

森林产品注册的方法，保证森林采伐符合可持续林业的要求。越南基于可持续林业的原则，制定

了《越南林业发展战略 2006－2020》，目标是推动森林覆盖率的增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菲

律宾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推行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Community-Based Forestry Management, 

CBFM）模式，已经纳入了 6 万平方千米的森林面积。泰国持续推动将当居民纳入森林管理中，到

2010 年，在保护区之外，已经有约 7000 处注册的社区森林[69]。 

2021 年，东盟农业和林业部长会议采纳了“东盟选择性非木材森林产品的可持续采伐和资源管理协

议”。协议主要目的是统一各国在藤、竹、蜜、树脂、水果等林产品的可持续采集方面的标准和要

求，既保证协议的科学性，同时也纳入原住民和森林管理者的经验知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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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 东盟可持续产业发展 （续） 

（2） 可持续农业 
农业是东盟国家的重要产业，在一些国家是国家经济和出口的主要产业。东盟国家多为发展中国

家，单位面积土地生产力高，劳动力密集。为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东盟国家开展了诸如实施卫

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最高残余限量、农作物从耕作到收获再到包装的全过程研究等。一些与可持

续农业发展相关的项目也在推广，如减少水稻收获后的损失技术、湄公河三角洲可持续农业的技

术发展及其应用、印度尼西亚雨林农业的水资源有效利用等。 

以泰国为例，泰国政府的农业政策目标是扩大生产和出口，在可持续农业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

法。一是整合农业，也就是至少两种农产品同时加工和互补栽培，如鱼稻结合、猪鱼蔬菜混作等

模式。二是有机农业，即利用有机肥和草本植物杀虫剂对大米、水果和蔬菜进行耕作栽培。三是

自然农业，即尽量减少与农业无关的投入，避免干扰农田生态系统，如在泰国东北部偏远地区开

展农业生产。四是农林业，即农业生产和林业生产相结合，农民在生产粮食的同时，也增加了林

业资源。五是“新理论”农业，即针对小型农业的形式，主要在缺水的贫困灾区实践，使农民在确保

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自给自足，最大限度提升生活质量[71]。 

（3） 可持续渔业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制 定 了 《 可 持 续 渔 业 操 作 准 则 》 （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同时纳入了技术、社会经济和环境考虑，用以指导可持续渔业和水产生产。2015

年，在《食品安全和减贫框架下的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导则》（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Securing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制定发布，对可持续渔业操作准则进行了补充[72]。可持续渔业对于东盟国家很重

要，应推动其纳入各国的政策框架中。例如，柬埔寨和越南每年在湄公河捕捞的淡水鱼类都超过

100 万吨，可持续渔业和食品安全是这两个国家渔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考虑[73]。 

（4）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影响最小的旅游方式，在观赏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推动生物多

样性和区域保护。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估计，全球旅游人数到 2030 年将达到 18 亿人次，其

中 1/4 为生态旅游。在有限的保护性资金之外，生态旅游能为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提供额外的保

护性资金。东盟国家通过大量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推动发展生态旅游。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通

过“东盟遗产公园”项目，开展培训、研讨、野外考察等活动，推动生态多样性保护、区域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74]。 

例如，马来西亚的 Kinabalu 山国家公园世界遗产通过公私结合的模式开展生态旅游，推动了

旅游者人数的增长，每年旅游收入达到 180 万美元，除去 159 万美元的支出，剩下的收入可

以用于改善公园的管理。公私结合的开发模式也推动了私营企业者的开发和当地社区的参与，

达到了多赢的效果[75]。 



     

18 

 

 新型融资工具 

近年来，东盟国家开始探索开发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在内的新型融资工具，用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2010 年，越南制定了关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Fores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FES）的 99 号法规，以及水资源使用付费方面的导则和规定。2009－2014 年，越南的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规模从 910 万美元增长到 5100 万美元，其中 92.8%来自 190 座水电站，3.4%来自工业企业，2%

来自供水企业，0.17%来自碳存储服务，0.11%来自旅游企业。截至 2010 年，越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规模共计 446 万美元，涉及 22 个森林管理委员会和企业，以及 9870 个家庭，其中少数民族家庭

6858 个。通过实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超过 2000 平方千米的受威胁森林得到了保护和恢复，平

均每个家庭增收 540～615 美元，同时，因为加强了森林保护和巡护，区域内的非法伐木和偷猎等活动

减少了约 50%[76]。其他东盟国家也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相关实践。例如，菲律宾对水电站按发电

收入的 1%征税，用于流域内的农村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柬埔寨开展基于社区的农业环境支付项

目，参加该项目的水稻种植者采取改良的生产方式并将水稻以优惠的价格通过村委会卖给市场协会，市

场协会对稻米进行环境友好型产品认证，同时也会为水稻种植者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77]。 

专栏四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是一种将自然生态系统服务

转化为市场化价值的方式，一般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识别、服务定价、费用支付等步骤。

PES 能够将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市场化定价，从而明确生态系统服务的价

值，以规避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激励各相关方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有研究对

PES 各种机制进行划分，包括双方自愿支付（如服务供给合约、私人双边协议、生物勘探协

议、环境认证等）、集体自愿支付（来自社会捐赠，补偿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措施）、强制双

方支付（如景区入场费、特定服务税费）和强制集体支付（如集体地役权强制缴费，用于补偿

一些税费和补贴）等方式[78]。 

公私部门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是指公共和私有资金联合，共同开展生态环保类项目，应对生

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风险，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 Meloy 基金、东盟催化绿色融资机制和自然加速

基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 Meloy 基金是支持东南亚可持续小规模渔业的基金，由全球环境基金等

国际发展机构、个体户、投资管理者等投资，审慎资本（Deliberate Capital LCC）负责运行，目标是

与当地渔业企业合作，为渔业企业提供贷款或股权融资，推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鱼类资源和珊瑚礁

生态系统保护。东盟催化绿色融资机制（ASEAN Catalytic Green Finance Facility）是东盟基础设施基

金下的绿色基础设施资金机制，由亚洲开发银行、法国开发署、德国复兴开发银行、欧盟等投资，目的

是加速支持东盟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推动实现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目标，并希望通过恰当的机

制，每 1 美元公共资金能至少带动 3 美元的私有资金，达到 14 亿美元的融资目标。自然加速基金

（Nature+ Accelerator Fund）的目标是发展到 2 亿美元的项目库，聚焦海洋保护和海岸弹性、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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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生态保护和恢复、服务、金融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其中，全球环境基金带动投资 800 万

美元，投资公司 Mirova 3 负责组建和运作基金，IUCN 提供技术专家，私有投资保护联盟（Coalition 

for Private Investment in Conservation）负责制定投资蓝图[79]。 

 非政府组织投入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国际性、区域性和本土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在各个领域发挥的作

用也越来越显著。生态环境领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领域，也一直是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热点。例如，

在柬埔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较为活跃的区域性非政府组织就有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Development Centre，

SEAFDEC）、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等。参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众多，其中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 WWF）、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

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WCS）等是影响力较大的几家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具

有行动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广泛整合各类资源，联系相关领域的专家，邀请各利益相关方参与，以较

为客观的角度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环境非政府组织往往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问题很敏锐，能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并推动政府制修订相关政策。 

非政府组织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开展了多样的活动。例如，WWF 在参与地方环境规划、投入资

金和人员对保护区进行环境调查和评估、开展环境保护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提高了当地居民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推动了原生林的保护。WWF 与湄公河流域的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并通过项目合

作识别新的鱼类物种，参与大象生态走廊的保护和重建，缓解人象冲突。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 FFI）支持柬埔寨环境部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进行分区规划，协调当地居民与保护

区的关系，并资助保护区居民的生计。IUCN 组织科学家在考察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自然保护区

之后，发布了关于保护区破坏现状的研究报告；各类非政府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总结了东盟国家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知识产品[80]。一些

基于社区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的机构，如越南自然与环境保护协会（VN Associat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 VACNE）、越南人类与自然中心（People and Nature 

Reconciliation, PanNature）等，也将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机构目标。 

 个人捐赠 

一些国内外个人通过捐款或参与项目等形式参与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例如，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

莉捐赠 1000 万美元给柬埔寨，用于 Roneam Daun Sam 和 Samlaut 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81]。 

 

 

3 Mirova 是一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金融的管理公司，为其客户提供投资方案，在财务业绩与环境和社会影响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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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金主要用途 Usage of biodiversity finance 

近年来，东盟向《生物多样性公约》报告生物多样性支出的情况有所改善，每个成员国为减少其境内

的生物多样性威胁做出了广泛努力。东盟通过更明确的目标，并与其他成员国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伙

伴合作，不断扩大项目和活动，以保护该地区丰富但脆弱的生物多样性。例如，东盟在扩大保护区的

覆盖面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领土面积较大的东盟成员国是实现基于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的

关键[82]。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区建设和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能力建设等方面。 

 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支出一般包括保护区设立、规划编制、机构和人员设立、生物多样性信息收集

和整理、相关设施和装备配备、生态修复和恢复等费用，其他还包括保护区原住民的搬迁、生计恢复等

相关费用。例如，缅甸保护区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过去 5 年，保护区每年的资金投入约 190 万

美元，其中 79 万美元来自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部门，110 万美元来自外部资金，保护区收费每年不到

1.7 万美元。5 年间，保护区的政府资金投入增长了约 50%，国际援助资金增长更快，例如，2014 年

国际援助承诺资金约有 2000 万美元。但目前，缅甸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较大，满足不了基础设

施、仪器、经营维护等基本费用。如果要达到保护区人员齐整、管理优良、网络扩展的水平，估计资金

缺口为每年 900 万美元[83]。2005－2011 年间，GEF、荷兰政府和欧盟通过世界银行资助越南保育基

金，向 30 个保护区各提供 5 万美元用于保护区能力建设、社区意识提高等[84]。老挝近几年接受的发展

援助也在增长，主要用于可持续森林利用、可持续农业、渔业、水资源管理等方面[85]。 

 野生动植物保护 

野生动植物保护费用包括濒危动植物种类识别、濒危和保护物种名录编制、保护物种研究、物种的就地和

迁地保护、物种迁移廊道修复和建设、防范和治理外来入侵物种、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等费用，其他

还包括法律法规制修订、规划编制、机构和人员常规费用、公众参与等相关支出。需要注意的是，野生动

植物保护费用与保护区建设和管理费用是有较大部分重合的，因为建设和管理保护区的主要目的一般是保

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态系统。据估计，东盟国家每年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额有 200 亿美元[86]，因

此，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贸易的工作非常重要，虽然相关人员和执法费用并不充足。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主要是指对森林、草地、湿地、海洋等重点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恢复和重建，目的

是恢复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例如，马来西亚识别敏感生态区域，开展红树林的修复。菲

律宾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红树林修复项目，联合 80 多个地方政府，采取央地合作的方法开展红树林生态

系统修复。地方政府的参与有利于地方发挥主动性，也能够有效吸引地方政府的投资[87]。东盟国家还

开展了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和修复。例如，2009－2015 年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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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一共造林 1.68 万平方千米，同时修复退化森林 1.9 万平方千米。2000－2015 年期间，越南森林覆

盖率从 33%增长到 45%。菲律宾通过实施社区森林管理，将 6 万平方千米的森林纳入政府主导的社区

可持续经营中[88]。 

 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基础保障，主要包括人员配备和技能提高、科学研究、规划编制

和管理、生态系统管理体系建设、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和执法能力建设、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多个方面。

能力建设是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支出的重点方面，但总体缺口较大。例如，泰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领域缺乏人力和资金，特别是在物种分类方面[89]。文莱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需求共计约 2190 万

美元，包括：婆罗洲之心计划（Heart of Borneo, HoB），主要任务是在 Ulu Belait 野生动植物避难区

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管理，在林区开展野生动植物多样性调查，在 Tasek Merimbun 东盟遗产公园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再造林和生态旅游项目，以及对长鼻猴现状和分布进行研究；海洋生物多样性

中心，主要任务是年度监测、基线调查、深度调查、制定行动计划以及制作公共教育材料等；生物技

术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进行跨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组织对话交流和培训等；传统草药研究中

心，主要任务是建立实验室、收集分析数据、调查、存档等[90]。图 1 总结了东盟生物多样性整体资

金机制和资金使用情况。 

图 1 东盟生物多样性整体资金机制和资金使用情况 

 

来源：创绿研究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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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                      
Biodiversity funding gap of ASEAN countries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2020 目标（即“爱知目标”）包括四个战略目标和 20 个具体目标，其中第 20 个目标

要求缔约国为有效实施《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要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金，融资应在

现有基础上显著增加。各缔约国（包括东盟十国）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网站上公布了生物多

样性保护资金的使用和需求情况，但数据深度不一。表 3 依据东盟各国公布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

动计划》（NBSAP）或东盟各国在 BIOFIN 官网公布的《资金支出审查》报告整理得到了各国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但是各国的统计的年份不一致，并且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没有公

布统计年份，因此使用该国 NBSAP 的公布年份作为替代。虽然东盟各国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府预

算可以通过多个来源找到更新数据，但是数据来源的口径不统一，并且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支出的定义

不统一，会导致数据不具备可比性。 

总的来看，东盟十国除了发达国家新加坡之外，其他国家都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从接受国际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数量来看，越南、印度尼西亚最多，其他国家相对较少。地方、国家、区域以及

国际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都会为东盟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金。其中，文莱在 2015 年的国家生物

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中公布了包括婆罗洲之心计划、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等行动计划，总资金需求为

2190 万美元[91]；柬埔寨并没有明确公布具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但是却明确承认了缺口的存

在[92]；印度尼西亚是东盟目前已知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最大的国家，约 5.22 亿美元/年，其中政府

部门每年约提供 4.52 亿美元的保护资金，官方发展援助也是印度尼西亚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主要来

源[93]；老挝与其他东盟国家差别较大，私营部门投资贡献了一半以上的保护资金，政府预算只贡献了

10%～12%[94]；马来西亚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资金额以及缺口，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为马来西

亚经济和人口带来的重要价值相比，公共预算拨款相对较少[95]；缅甸统计了用于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资金量，政府支出贡献占比 41%，其他支出贡献占比 59%[96]；菲律宾公共部门 2008－2013 年生

物多样性保护支出约 986 万美元/年，环境和自然资源部接受的生物多样性官方发展援助约 1290 万美

元/年[97]；新加坡 2019 年发布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显示出该国并没有资金缺口，所有资

金来源于政府支出[98]；泰国政府预算贡献了 80%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官方发展援助约 412 万

美元/年[99]；越南公共部门贡献了 77%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私营部门和社会资金一共贡献了

23%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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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越南生物多样性概况 Biodiversity of Vietnam 

 越南生物多样性现状 

越南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具有类型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物种以及遗传资源。在越南，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给人类带来了直接的好处，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农业、林业和渔业等部门。

同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也确保了越南的粮食安全，维护了养殖动物和农作物的遗传资源，提供了建筑

材料、医药材料和食品。此外，类型多样的生态系统在气候调节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越南

约有 49200 个物种，包括近 7500 多种微生物，20000 多种陆生和水生植物，以及 11000 多个海洋物

种。由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越南被公认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优先的国家之一，这主要表现在维持

生态功能（环境保护）、提供经济供应（直接使用）和提供社会文化参与三个方面[101]。如今，越南的

一些保护区得到了有效保护，陆地保护区面积占领土总面积的 9%，海洋保护区面积占海域总面积的

0.24%，森林覆盖率达到 45%，原始森林面积保持在 57 万公顷，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维持在现有

水平，15%的退化关键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国际公认的保护区数量增加到 10 个拉姆萨尔湿地、10 个生

物圈保护区和 10 个东盟遗产公园[102]。 但是，由于非法和过度开发生物资源、栖息地碎片化和生态退

化、污染、外来物种入侵、气候变化和森林火灾等原因，越南正面临着严峻的生物多样性退化问题。 

 越南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 

近年来，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和流动，越南不得不依赖其自然资源（如土地、水、森林、海洋、动物、植

物和矿物），以维持当地生计，加上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特别是在中部高地，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退

化严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挑战。在过去 20 年里，越南把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重点，很少重视环境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越南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是环境的失调和退化，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与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之间一直存在着利益冲突。高度依赖的农业出口导向型经济推动了自然栖息地迅速、

大规模且通常不受管制地向稻田和虾塘转化。 

 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挑战 

尽管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每年为越南提供价值数亿美元的服务，但这些服务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没有得到承认，也尚未反映在国家核算体系中。同时，由于缺乏适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新型可持

续发展管理方法还没有被广泛开发或使用。越南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机构，国家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由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自然资源和环境部以及地方人民委员会共同承担，部门

间职能存在一定的重叠和冲突。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新的和复杂的问题，如遗传资源的获取、生物多样

性惠益的分享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的应用，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注，同时，社会（包括部分决策者）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对其真正价值的理解不足。资金问题同样是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的重要

桎梏，虽然越南国家预算中用于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在增加，但是资金量与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的要求相差甚远，且缺乏重点，效率很低。非政府组织的大部分资金用于短期项目，并依赖于援

助，因此很难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长期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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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                             
Source of Vietnam’s biodiversity finance 

2011－2015 年期间，越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支出总额为 229.10 亿越南盾（约合 10.18 亿美

元），相当于年均 45.82 亿越南盾（约合 2.03 亿美元）。《生物多样性财政政策和机构审查》

（Biodiversity Financ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PIR）的结果显示，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

绝大部分由政府提供（77%），其次是社会资金（19%）和私营部门资金（4%）。2011－2015 年平

均生物多样性总支出仅占 GDP 和政府预算总支出的 0.16%和 0.58%，相对贡献略高于泰国（占 GDP

和预算总支出的 0.1%和 0.5%）[103]和菲律宾（占 GDP 和预算总支出的 0.08%和 0.31%）[104]。越南政

府采取了多样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政策，并且致力于加大各利益相关方的作用。越南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资金机制如图 2 所示。 

 

越南 © 一夕云, pc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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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 

 

注 1：公共支出被定义为在国家、省和地方层面指定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管理机构的支出；社会支出被定义为社会组

织的支出，其资金流由政府（国家、省、地方）以及社区和私营部门的捐款积累而成；私营部门支出被定义为包括个人、私

营企业、私人基金等的支出。 

来源：创绿研究院 整理  
参考文献：The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 BIOFIN VIETNAM, 2018. Mobilizing Resources for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Financ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105]; The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 
Biofin Vietnam, 2018. Mobilizing Resources for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Expenditure 
Review)[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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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资金 

越南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通过了《环境保护税法》（The Law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ax , 

EPT），增加了政府预算，并限制对环境有害的产品使用，其中包括石油、煤炭、塑料袋、限制使用的

杀虫剂、除草剂以及林产品保护剂。在 2012－2016 年间，越南政府征收了 42.39 亿美元的环境保护

税，年均政府预算贡献率为 1.48%～4.27% [107]。越南于 2009 年通过了旨在对自然资源开采征税的

《自然资源税法》，计算方法是用税率乘以企业在该年度的开采量。2014 年，越南征收的自然资源税

约 15.85 亿美元，占政府收入的 4.4%。自然资源税的增加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减少使用可再生和

不可再生自然资源，防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108]。越南于 2016 年也开始对包括采矿、水资源开采等

在内的 19 个行业征收生物多样性保护费用，目的是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改善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
[109]。虽然越南政府出台了多种税费政策，但是依旧没有实现政府预算的 1%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

诺（2006 年），实际生物多样性保护支出只有政府预算的 0.4%左右。近年来，越南政府颁布了多项

政策、战略和计划，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越南在 1994 年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员后，于

1995 年发布了第一个《越南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在《2020 年面向 2030 越南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Viet Nam’s NBS to 2020, Vision to 2030）中，提出到 2030 年 25%的具有国家和国际意义的

退化生态系统将得到恢复，生物多样性将得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公民带来重大利益，并为国家的社

会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110]。同时，越南也不断颁布包括《环境保护法》、《生物多样性法》、《森

林保护和发展法》、《渔业法》和《旅游法》等在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111]。 

  双多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是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部分官方发展援助

投资来自多边（联合国相关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双边（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德国国际合

作机构、丹麦国际开发署、荷兰大使馆）[112]。2011－2015 年间，越南是世界上收到双边和多边发展

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共接受了 36.32 亿美元 [113]，双边发展援助占越南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70%[114]，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同期，越南位列接受双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发展援助最多的 10 个

国家之一，每年平均接受近 1.5 亿美元，总计 4.02 亿美元，占越南双边发展援助总额的 4.7%[115]，为

了调动双边发展援助，越南政府与各国政府合作，如爱尔兰、英国、奥地利等[116]。2011－2015 年

间，越南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主要分配给交通、能源和工业行业，其中 18.65%分配给城市发展和环境

行业，包括供水、卫生和气候变化等行业，9.47%分配给农业和乡村发展行业，包括减贫等方面，

4.56%分配给保健行业，3.35%分配给教育培训行业，11.05%分配给科学技术、能力建设和机构发展行

业[117]。具体官方发展援助资金额见表 4。债转自然（Debt-for-Nature Swaps, DNS）即通过自然保护

承诺减少本国债务，也是越南调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官方发展援助的手段之一。越南已将 DNS 机制应用

于森林发展项目，自 1996 年起，越南参与了双边和多边 DNS 计划，与德国的 DNS 计划下的债务总额

为 1040 万美元，与意大利的 DNS 计划旨在用于资助优先项目，如减轻气候变化对生态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森林保护的影响，债务额约为 870 万美元[118]。由于越南公共债务的增加，考虑到越南政府实

施 DNS 计划的经验，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DNS 计划有很大的发展潜力[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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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1－2015 年越南接受官方发展援助中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援助金额 

指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官方发展援助支出（万美元） 3660 4183 5137 5655 3700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官方发展

援助（万美元） 
172.0 196.6 241.4 265.8 173.9 

数据来源：The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 BIOFIN VIETNAM, 2018. Mobilizing Resources for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Expenditure Review)[120] 

 企业 

为了资助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内的环境保护项目，越南的企业已经实施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空间绿

化、为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捐款、履约保证金、和彩票收入捐赠。空间绿化是指企业根据政府要求，将

其收入或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开发花园、公园，并在其经营场所周围种植更多的绿色树木，特别是在工业

园区，其中 Vinacomin 煤矿公司、水泥生产公司等大企业是这一政策的支持者。为环境保护和自然保

护捐款是指各种大型和小型私营部门为相关项目提供资金。例如，可口可乐公司与 WWF 合作项目致力

于保护 Tram Chim 国家公园，水泥混凝土公司 Holcim 为 Kien Giang Man 生物圈保护区（Biosphere 

Reserve, MBR）及其周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金等 [103] 。。履约保证金（Performance 

bonds ） 是 指 矿 产 开 采 企 业 根 据 在 获 得 采 矿 许 可 证 之 前 预 先 在 越 南 环 境 保 护 基 金 （ Viet Na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und , VEPF）中存入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环境恢复和保护，在完成环境恢复

后，这些保证金将被返还给企业。彩票收入是指政府要求各省将彩票利润收入的 50%～60%用于教

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10%用于新农村建设[121]。 

 其他融资工具 

2010 年，越南引入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FES）的资金方案，目的是为森林保护和其他发展目的

从商业部门筹集资金。到目前为止，它是越南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成功的新型融资工具之一。

森林所有者是 PFES 的接受者，包括企业、家庭和个人。水力发电部门、生态旅游部门、供水部门和

工业部门如果受益于森林服务，就有义务向 PFES 付款。2011－ 2015 年期间，PFES 平均每年收取

5000 万美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累计的 PFES 总量为 2.713 亿美元，PFES 收取的费用中约 90%已

经转移给 PFES 的最终接受者，包括 50 万农民，他们可以保护 587 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越南全国森

林总面积的 44%[122]。 

自 2008 年以来，越南参与了各种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引起的排放（Reduced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的计划，并制定了多个相关政策，如《应对气候变化

的国家目标计划》、《绿色增长国家战略》、《2011－2020 年国家森林保护与发展计划》、《2011－

2020 年 REDD 国家行动计划》、《到 2020 年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越南是最初的联合国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引起的排放（UN-REDD）计划的试点国家之一，UN-REDD 已经协助政府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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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 REDD+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协调 REDD+相关问题。该计划在

越南致力于进行土地使用权澄清、森林种植规划和基于结果的财政援助[123]。 

在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实施阶段，越南政府于 2007 年批准了《清

洁发展机制融资政策》（The Policy on Financing for CDM），促进对节能和林业的投资。越南有 254

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被清洁发展机制国际环境委员会认可，林业方面的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于

2008 年在 Hoa Binh 省实施，目标是在 2008－2024 年的 16 年内减少 2665 吨二氧化碳排放，到 2015

年，该项目已支持 320 名农民在 309 公顷的土地上进行植树造林。越南正在进行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在其有效期内估计将减少 1.374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124]。 

专栏五  越南可持续发展行业 

（1）可持续发展农业 

由于农业集中化，以及更多地区使用不同来源的化学农药，导致农村和郊区的鸟类及昆虫种群减

少。许多消灭害虫的有益鸟类被杀害了，导致田间虫害疾病等的爆发。因此，越南农业与农村发

展部推广有机农业，帮助扩大农产品市场，提高价格及利润，执行《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并且

推动客户转向生态认证的产品供应商。 

（2）可持续林业 

在越南，大约 2500 万人中 20%～50%的收入来自非木材森林产品（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NTFP)，其中包括数百种药用植物和乳胶植物。陆地和沿海植被通过碳储存、过滤空气和水、分解

废物以及减轻自然灾害（如滑坡、洪水和台风）的有害影响，帮助调节气候。红树林每年可节省

数十亿越南盾的堤坝维护和修理费用，避免对沿海地区农村和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破坏。《2006

－2020 年林业发展战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即 1620 万公顷的森林，包括 840 万公顷的

生产林、570 万公顷的保护林和 220 万公顷的保护区，到 2020 年将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47％。越

南已经批准 30 个国家公园、58 个自然保护区、11 个物种保护区、45 个景观保护区、20 个实验

研究林区和 16 个海洋保护区的名单。 

（3）可持续渔业 

渔业是越南大约 2000 万人赖以生存的行业，包括 300 多个有经济价值的海洋物种和 50 多个淡水

水生物种被开发和利用。越南政府致力于提高公众对水资源保护的认识，并且通过了《2020 年面

向 2030 年环境保护政策》、《至 2020 年水产发展规划》、《越南至 2020 年水产发展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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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  越南可持续发展行业（续） 

和 2030 年展望》。不仅如此，越南政府还加强了对破坏性捕捞技术的控制和罚款。八个省的沿海

地区颁布了《2020 年龙虾养殖总体规划和 2030 年展望》，预估预算为 970 万美元，其中 96%的

资金由政府提供。 

（4）可持续旅游和娱乐业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美丽的陆地、岛屿、沿海景观是越南旅游业快速扩张的基础。越南政府通过

了《越南旅游业至 2020 年、面向 2030 年发展战略》，提出生态旅游企业必须将其年收入的

1%～2%支付给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FES）基金。 

（5）可持续水力发电 

水电站大坝和水库往往会造成陆地栖息地破坏，同时对洄游鱼类造成影响，改变水生物种的生物

行为，并对大坝下游的河流甚至沿海河口造成很大影响。许多水力发电项目使得河流季节性流量

发生重大改变，对原住民和经济造成了损害，并对下游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事实上，为了保

护环境，一些水电项目已被拆除，2017 年，Dak Lak 省有 17 个水电项目和 69 个可行水电项目场

地被拆除。越南政府规定水电站必须向森林服务付费基金支付每千瓦时 20 越南盾（约合 0.0009

美元）的费用，用于保护森林，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这费率几乎翻了一番，达到每千瓦时 36

越南盾（约合 0.0016 美元）[125]。 

 非政府组织 

一些国际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在越南专注于不同的目标，包括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贫。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系统（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BCI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行动援助

（ActionAid）、世界面包组织（Bread for the World）、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乐施会

（Oxfam）、越南自然和环境保护协会（VACNE）、植物保护协会（Plant Protection Association）、

越南医药协会（VPA）、越 南园艺协会（VACVINA）、 协助社区可持续 发展中心（ Centre for 

Assisting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环境与社区发展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越南人类与自然中心（PanNature）。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直

接向越南国家公园、保护区或社区组织（包括各级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提供小额赠款，支持自然保

护和改善生计[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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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六 越南公益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越南自 2004 年起，先后成立了森林信托基金（Trust Fund for Forests, TFF）、越南森林保护发

展基金（VN Fores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VNFF）、越南水资源保护发展基金

（Viet Nam Fund for Aquatic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VNFARPD）、越南环境

保护基金（Viet Na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und, VEPF）和社区基金（Community Funds, 

CFs），从公共部门和（或）国际社会、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调集资金。森林信托基金的一

个组成部分是越南保育基金（Viet Nam Conservation Fund, VCF），该基金为保护区提供资金

支持，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越南，大约有 50 个国家公园和国家自然保护区获得了森林信托

基金。越南森林保护发展基金已经成为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先驱性非营利国家金融机构，支

持森林保护和发展项目。在地方层面，地方森林保护发展基金（Province Fores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P-VNFF）由地方人民委员会（Province People’s Committee）决定设立，

截至目前，越南已经建立了 37 个地方森林保护发展基金。越南水资源保护发展基金是一个不由

国家预算支持的公共非营利机构，它将动员来自不同国家和国际伙伴的捐款，该基金将支持政府

未提供资金或投资不足的水资源保护开发项目。越南环境保护基金是由越南自然资源和环境部管

理的政府金融机构，地方层面也会建立地方环境保护基金（Provinc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und, P-EPF），该基金向有偿还能力的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贷款，如废物管理项目，从贷款中收

取的利息被用于支持非贷款项目，据估计，该基金所收利息的 20%被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社区基金是由不同参与方创建的小型基金，如国家公园、非政府组织、社区发展项目或土著居

民 。 大 多 数 社 区 基 金 都 建 立 了 小 型 循 环 储 蓄 － 信 贷 计 划 （ small revolving savings-credit 

schemes），调动当地的小额储蓄并扩大参与者。每个社区基金都有各自的目标，例如将减贫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或环境保护相结合[127]。 

 

3.3 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用途                           
Usage of Vietnam’s biodiversity finance 

2011－2015 年间，越南国家预算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支出主要用于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占

40%），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占 34%），负面影响控制（占 13%），濒危、野生和珍稀物种保护（占

7%）以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占 6%）等[128]。越南政府公布保护、再生和发展水生物种

名单红皮书，制定海洋保护区分类标准和相关环境措施法规，以保护珍稀水生物种和发展可持续渔业。

五年间，越南国家和地方森林保护发展基金共支出了 43690 亿越南盾（约合 1.94 亿美元）用于管理和

保护森林以及可持续林业发展[129]。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负责维护多个国家公园的日常运营，实现国

家一级森林管理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越南建立高保护价

值地区和分类识别系统，以监测国家生物多样性，同时发展国家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并且，越南实施的

基因库计划着重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和评估，以协同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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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挑战与发展机遇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financing biodiversity 

越南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退化严重，尽管生物

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为越南每年带来数亿美元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社会的承

认。通过分析整理越南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报告发现越南和很多国家一样，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资金不足以支持相关保护活动。政府部门通过税费政策收取生物多样性保护费用，但是用于保护的支出

低于政府承诺的保护预算。越南接受了大量的双多边发展援助，然而更多的用于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等

方面，仅有 4.7%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越南私营部门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力度严

重不足，2011—2015 年间仅贡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 4%。森林信托基金、环境保护基金、水资

源保护发展基金、森林保护发展基金和社区基金等社会资金从政府、国际社会、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

等调集资金，并在 2011—2015 年间贡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 19%。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FES）是越南最成功的新型融资工具之一，并且前景尚佳，PFES 五年间供收取了 2.713 亿美元的

费用，将其中 90%分配给了当地农民用于保护全国 44%的森林。自 1994 年越南公布了第一份《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以来，制定了以法律法规、政府政策、发展计划和政府预算为基础的生物多

样性融资政策框架，融资问题带来的挑战需要越南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 

 融资挑战 

在法律政策方面，越南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并不集中，在政府预算支出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

资金包含在其他支持项目中。生物多样性支出编码被纳入在政府预算编码系统的环境保护编码中，且保

护区编码尚未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既不是政府支出和《国家预算法》中的优先项，也没有在预算

分配计划中明确规定。虽然政府规定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所有组织必须将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纳入其发展计划和战略，但是这一要求并没有在问责制度中得到所有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落实，并

且政府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中比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占据更多主导地位，这很可能会导致官僚主

义和低效率。事实上，地方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数量众多，包括 63 个省、713 个县（2016 年）、

11000 个乡镇（2008 年）、219 个保护区和数十万家商业企业和国家部门，他们都更接近实地，但他

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的好处的看法和认识并不充分，而生产和贸易的好处却很直观。关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融资的专题监测任务对于改善政府的政策执行非常重要，越南 63 个省都已经建立自己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或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规划，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数

据库来共享信息和经验[131]。 

在资金机制方面，政府预算是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最重要的来源，但是政府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资

金的预算很低，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对经济的贡献不相匹配，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获得的政府预算支持远

远低于它们对经济贡献的自然服务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官方发展援助拨款一直

保持稳定，但自从越南在 2010 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分配给越南的官方发展援助正在减少，并且由

于许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受地方政府管理，该地区是否会收到越南政府批准的全部资金援助仍然有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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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政府通过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给自足的创收举措，但是这些举措很有可能会导致政府减少拨

款。在越南，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部门在创造就业、出口和纳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也造成

越来越多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这些损失会影响到大多数低收入人口赖以生存且与生物多样性高度相关的

部门。在 2016－2020 年期间，越南政府投资计划中也没有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计划[132]。 

 发展机遇 

在越南，不同的法律和政策都涉及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资金，包括宪法、法律、政府法令和各部门规

章等，特别是 2013 年颁布的新国家宪法。其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重要法律也陆续生效，包括

《国家预算法》（从 2017 年起）、《森林法》和《渔业法》（从 2019 年起），而其他法律正在修订

中，包括《生物多样性法》。为了实施这些法律，越南政府将修订旧的法令或发布新的法令，以支持、

指导资金管理，并且私营部门和社区也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定的过程。越南的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是推动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综合政策，越南政府已经承诺为越南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的实施提供

多种资金来源[133]。 

越南为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保护建立了不同的资金机制，其中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FES）是

最成功的机制之一。越南政府可以通过开发不同物种和地区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标准系统，改善生物多

样性保护资金的分配问题。信托基金也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调集资金的有效渠道，越南可以推动企业

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管理越南森林保护发展基金（VNFF）和越南环境保护基金（VEPF）等信托基

金，以提高其财务的可行性。其他的资金机制（如旅游附加费、彩票和生物多样性邮票等）也可以成

为筹集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潜在选择。同时，参与 BIOFIN 项目也可以为越南提供更多的机会学习

其他国家的资金机制，以低成本的方法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如生物勘探（bio-prospecting）和

营养配额（nutrition quota）等[134]。

越南 © 一夕云, pc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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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东盟的近邻，也是重要的投资贸易伙伴。在对外投资贸易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要求中资企业严格遵守东道国环境管理要求，切实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时，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中国和东盟也有持续的合作和交流。2021 年 5 月，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中国－东盟环

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135]。2021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第 24 次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强调拓展绿色合作，落实好《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和区域生物多样性，合理推动能源产业和经济结构转换升级[136]。2021 年是全球

环境治理的重要年份，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国，与各国共同协商 2020 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与行动。2021 年也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积极为全球环境治理做出中国贡献[137]。2021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东盟建立

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作用，拓展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同时，

中方还提出发起中国东盟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的建议，促进双边农业和海洋可持

续发展[138]，表 5 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东盟生态环境合作内容。 

表 5 近年来中国－东盟生态环境合作内容 

年份 内容 

2003 
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强调加强合

作，通过更多的科技、环境、教育、文化和人员交流，加强“这些领域的相互合作机制” 

2007 
2007 年 11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 11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国

－东盟环保合作中心并制订合作战略 

2009 
－ 

2013 

2009 年，中国和东盟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2009－2015）》，确

定了合作目标、原则和六大优先合作领域；2010 年，成立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2011 年，中国和东盟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1－2013）》；

2013 年，双方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4－2015）》 

2015 
2015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 18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希望双方早日通过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2016－2020）》，以及建设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发展

伙伴关系和中国－东盟环境信息共享平台 

2016 

2016 年 5 月，中国生态环境部与东盟成员国环境主管部门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

战略（2016－2020）》，并把环境可持续城市、环境信息与数据管理纳入九大优先领域

之一；2016 年 9 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2016）上正式启动了

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发展伙伴关系 

2017 2017 年，双方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为中国和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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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内容 

未来五年的环境合作提供指导 

2018 
2018 年 9 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2018）上正式启动了中国－

东盟环境信息共享平台 

2019 
2019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 22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方愿在中国－东

盟生态友好城市发展伙伴关系框架下推动“海洋减塑行动”，启动中国－东盟应对气候变化

与空气改善协同行动   

2020 
2020 年 11 月 12 日，李克强总理在第 23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宣布，中方欢迎

2021 年确定为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愿同东盟加强生态环保、防灾减灾、气候

变化、减贫等领域合作 

2021 
2021 年 11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宣布建

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东盟加强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绿色金融等领域合

作，提高各国农业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来源：根据中国－东盟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暨 2021 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和生态环境部网站整理[139] 

 

4.1 加强对东盟投资贸易合作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Enhancing biodiversity polices impact in investment and 
trade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贸易也同时要遵守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生态

环境保护规定。在对外投资贸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中国出台了相关政策引导性文件，以及操作性

规定。各部门从顶层政策设计层面和实施操作指引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指南、行为规范等文件，规

范对东盟的投资贸易合作中有关生物多样性损害的行为。 

 顶层政策设计层面 

2015 年，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

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

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140]” 2017 年，原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环国际〔2017〕58 号），提

出要“推动水、大气、土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环境保护，促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绿色化、低碳

化建设和运营水平”，要“推动制定和落实防范投融资项目生态环保风险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对外投资的

 

表 5（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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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141]”2021 年，商务部

和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商合函〔2021〕309 号）提出，推动企业

按照东道国法律法规要求，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降低或减缓投资合作可能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

对生物多样性的不良影响，依法或按照国际惯例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142]。 

 实施操作指引层面 

2013 年，商务部和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商合函〔2013〕74 号）提出，企

业应当审慎考虑所在区域的生态功能定位，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具有保护价值的动、植物资源，企业可以在

东道国政府及社区的配合下，优先采取就地、就近保护等措施，减少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143]。对

于由投资活动造成的生态影响，鼓励企业根据东道国法律法规要求或者行业通行做法，做好生态恢复。

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联合制定的《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

行为规范》（发改外资〔2017〕2050 号）提出，对于由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生态影响，民营企业境外分支

机构要根据东道国（地区）法律法规要求或者行业通行做法，做好生态修复[144]。 

除了政府部门的政策要求之外，2021 年，3 家政策性银行、6 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商业银行签

署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共同承诺在投融资活动中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与支持，强化“生物多样性风控”，避免出现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行为[145]。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也在

其投资运作过程中制定并实施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2009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博鳌亚洲论

坛上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一个总规模达 100 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该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主发起成立，基金一期为 10 亿美元，于 2010 年 4 月开始运营，出资人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中

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等。该基金以东盟十国的基础设

施、能源和自然资源行业为主要投资目标，主要项目包括菲律宾航运项目、柬埔寨光纤通信项目、泰国

港口项目、老挝钾盐矿项目等。该基金一期于 2015 年结束投资期，二期正在设立进程中，计划规模将

达 30 亿美元，以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为重点投资领域，重点关注工业园区、电力、机械、建材、钢

铁、化工项目，港口、机场、电力电网、通信骨干网项目，资源与农业领域的优势资源项目，高端经济

作物及农产品深加工项目，以及消费领域的物流、通信、医疗、旅游、新型模式商业项目[146]。 

 

专栏七 “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参考指引”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参照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颁布的《绩效标准》，制定了“社会责

任与环境保护参考指引”，其中一条要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包括

是否对项目涉及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进行了解和处理，是否在受法律保护的地区进行活动，项目执

行过程中是否会引入外来物种，项目所需要利用到的自然资源、森林及植被、淡水和海洋资源是

否可以重新再生等方面的内容[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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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投资贸易中影响生物多样性的行业                    
Industries influencing biodiversity in investment and trade  

对外投资贸易中，尤其是生态影响类行业的项目，对生物多样性可能会造成影响，如农产品贸易、工

业、农业、城镇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等行业。中国与东盟开展经济贸易合作，也涉及这些行业。 

 木材进出口行业 

中国既是木材生产大国，也是木材消费大国。由于木材消耗量增大，同时林业部门实施禁止天然林商品

性采伐等政策，中国的木材供需失衡问题突出。为缩小木材供给缺口，中国从国外进口大量木材，已成

为世界第一大原木和锯材进口国。中国的原木主要进口来源国有新西兰、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

国，没有东盟国家。但是，中国的锯材主要进口来源国除了俄罗斯、加拿大等国，也包含泰国、越南、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148]。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木材产

品，可能对东盟国家森林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间接的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铁路等“长距离线性工程”）会直接占用土地，影响动植物栖息地，破坏沿

线区域周围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线性工程还可能造成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隔离和栖息地破碎化，一

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可能出现下降。另外，交通设施运行后，还可能使得盗猎、盗采活动以及生物入侵

变得更加容易，增加野生动物意外死亡几率（如公路意外）[149]。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分析东南亚公

路、铁路空间数据与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交通设施的 1 千米缓冲区范围

内，将穿越 32 个保护区、4 个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和 29 个陆地生态区；在新建铁路的 5 千米缓冲区

内，将影响到 142 个受威胁物种，包括 26 个严重受威胁物种；在海洋交通设施沿线 50 千米的范围

内，分析表明可能与 20 个海洋保护区和 16 个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相交[150]。在具体项目层面，中国在

东盟国家开展交通项目合作时，能够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项目生态环境管理，例如，中老铁路项

目专门设置了动物通道，有效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151]。 

 水电开发 

随着国际社会对水电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已

成为影响水电项目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水电开发不可避免会对项目所在河流以及周围的生态环境造

成影响，包括淹没大面积的陆地，改变河流流速、流量和水位，减少下游河道来水；淹没陆生生物的栖

息地，坝体阻隔洄游鱼类；淹没农田和城镇农村居民地，影响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计；以及水电

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工程占地、采石、取土、弃渣等活动对周围植被、土地、水质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水电市场始于 2006 年，以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投资缅甸政府兴建的瑞丽江

一级水电项目为标志。此后几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以建设—经营—转让（BOT） 模式投资的太

平江水电项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2015 年 7 月更名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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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瓦底江水电项目、中资联合控股参与投资的萨尔温江水电项目等一大批由中资企业全额投资或参与

投资的水电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到 2014 年，包括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五大电力集团在内的国内水电企

业在东南亚已经投资兴建和计划投资兴建的水电项目达 60 余项，预计投入资金上千亿元，项目遍及缅

甸、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152]。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水电站质量可靠、成本适宜、践行生态环保理念，受到所在国的欢迎。但中

国在东南亚投资的水电项目中，也有一些因为生态环境、移民征地甚至政治方面的问题，受到了影响，

例如缅甸某水电站项目停滞至今。印度尼西亚巴丹托鲁水电站因为破坏当地森林，影响到保护性物种达

班努里红猩猩的栖息地，使得参与水电站投资建设的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受到了争议。 

 

4.3 政府间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是中国－东盟政府间环境保护合作的一项议题。2009 年，中国与东盟通过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2009－2015）》，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双方环境合作的优

先领域之一[153]。2010 年，第 13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关于可持

续发展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应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开展合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取得了突出的进展[154]。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中提出，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和东

盟生物多样性中心共同开发实施了 “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合作行动计划 ”一期和二

期，投入资金分别为 11 万和 12 万美元。两家机构还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实施“加强东南亚

国家制定和实施 2011－2020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能力项目”，获得联合环

境规划署中国信托基金 15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155]，项目包括政策对话、知识和经验分享、人员交

流、联合研究等方面的内容[156]。 

在《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简称

《行动计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仍然是其中重要的议题，包括推动负责任渔业行为，打击非

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及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合作，落实地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合作倡议，同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合作，探讨同东

盟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对话，推动生物多样性成为主流，提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重视和能力建设，推

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通过后，支持其落实[157]。目前，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已经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是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重点合作内容[158]。《行动计划》旨在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

宣言》和第 24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成果，以加强和

提升 2021－2025 年间中国和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159]。中国和东盟会通过“一带一



     

43 

 

路”倡议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落实《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160]，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现[161]。《行动计划》中多项政策通过不同的合作机制直接或间接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

发展可持续经济。 

在林业和农业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领域，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也与东盟开展了合作。2016 年，中国

－东盟林业合作论坛发起《中国－东盟林业合作南宁倡议》，强调了林业在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和区域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安全和提高人民绿色福祉中的作用，确定了林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林业产业和相关贸易、林业科技、野生动植物保护、林业灾害联防等五个合作领域。其中，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密切相关的内容包括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森林保育、森林可持续经营、增加碳汇行动

（REDD+）相关技术和激励机制，开展森林旅游等合作，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合作，探索联合建立跨

境林业自然保护区或建设生态廊道等[162]。2018 年，《落实中国－东盟林业合作南宁倡议的行动计划

（2018－2020）》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与东盟国家在野生动物保护、森林旅游、林业科技和森

林有害生物防控等方面开展合作。在农业领域，2002 年，中国与东盟秘书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交流、农业实用技术

示范与推广、农产品商贸促进等方面开展合作，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内容包括农业新品种与种业国

际科技合作、农业技术师范项目推广、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交流合作等[163]。 

 

4.4 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Sub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具备明显的

地缘优势。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南接中南半岛，是全球 36 个物种最丰富且倍受

威胁的陆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的“中国西南山地”“东喜马拉雅地区”及“印度－缅甸”三大区域的核心和交

汇地带，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许多物种的起源和分化中心，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

国”和“物种基因库”的美誉[164]。云南省承办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法规，即《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165]。 

云南省与东盟在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实施合作项目、推进合作能力建设以及实施专题研究四个方面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在多边合作机制方面，云南省与老挝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备忘录》，与缅甸签

订了“中缅边境资源保护联防协议”，与越南建立边境地区疫源疫情双边联防与交流合作机制，在“一带一

路”等框架下积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合作；在项目实施方面，2009 年西双版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南塔省签署《中老边境联合保护区域项目合作协议》，此外，云南还参与了大湄

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示范项目等；在能力建设方面，2015 年以来，云南省

围绕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污染防治、环境政策等方

面，针对南亚、东南亚（东盟）等地区举办 40 余期国际培训，例如，中国牵头的亚太森林组织（The 

Asia-Pacific Network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APFNet）在云南昆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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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广泛的合作交流[166]；在专题研究方面，云南省公布了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调查报告、重点物

种跨境廊道示范研究报告及云南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研究报告等多份报告[167]&[168]。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珠江流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野生动植物种类数

量达 1.8 万多种，居全国第三位[169]。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力加强与越南等邻国以及有关国际组

织之间的交流合作，成功实施多项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项目，包括与越南高平省签署《生物多样性保护

合作谅解备忘录》，参与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示范

项目等[170]。在生物多样性履约，特别是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方面，广西取得了积极进展。2021 年 9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是中

国首部遗传资源方面的地方性法规[171]。 

 

4.5 生物多样性研究合作 Biod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简称东南亚中心）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依托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组织、建设、运行和管理 [172]。东南亚中心通过联合缅甸自然资源与环保

部、缅甸林业司、缅甸林业研究所、泰国国家科学基金委、老挝传统药物研究中心、柬埔寨环保

部等，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以及人口健康等领域，

开展联合科学研究、科技攻关及人才培养工作，并面向当地和周边地区相关行业提供技术服务。

从东南亚中心公布的 2020 年年报来看，受疫情影响，2018－2020 年东南亚中心年度支出从

1092 万元缩减至 466 万元和 546 万元[173]。 

此外，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西南林业大学成立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也成立了国际河流

与生态安全研究院，针对云南五条跨境国际河流生态环境、鱼类洄游通道和动物廊道开展监测和研究，

为下游国家流域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科学利用提供培训。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ICIMOD）近年来与

中国科学院等国内相关机构合作开展东喜马拉雅景观保护项目（HI-LIFE），积极推动云南省与印度、

缅甸等周边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跨境合作和政策对话[174]。 

 

4.6 环境合作平台与论坛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platforms and forums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自 2011 年启动以来，除 2020 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迟举办以外，已经

成功举办十届。该合作论坛的目的是就双边环境合作的主要问题交流意见，为双边开展全球和区域环境

战略和议题对话提供重要平台，吸引了来自中国和东盟的政府官员、企业代表、科研人员、国际机构和

非政府组织等各方代表进行对话与交流。依据国际和区域生态环境热点议题和双方的合作需求，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将是未来中国－东盟环境合作重点关注的四大战略方向之一，主要活动包括以

下方面。一是开发与实施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合作项目，就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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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湿地生态保护和管理、泥炭地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等具体内容开展政策对话。二

是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 2020 年后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做出贡献。在

2021 年 10 月广西南宁举办的新一届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上，双方表示要实施好《行动计划》，加

强政策沟通，促进立场协调，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进程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要抓住绿色复苏机遇，

深挖合作潜力，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动力[175]。 

2017 年，中国－东盟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决定建立中国－东盟环

境信息共享平台（China-ASEA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EISP）。该平台建设的

主要目标是促进中国和东盟之间环境信息的互联、互通、互用，提高环境信息和数据收集、整理、分

析、加工和应用的能力，缩小环境信息和数据发展差距，提高环境管理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南南

环境合作水平，促进区域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176]。 

 

4.7 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Involvement of China’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ASEAN’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中国的部分非政府组织开始参与到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例如，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开展了中国

－东盟红树林保护、促进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中缅木材贸易管理、

中国与老挝可持续土地利用与自然资源管理合作等项目，通过开展系列对话和研究，促进东盟相关领域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177]。 

此外，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专题研究、发布研究报告等形式，参与到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工作中，例如，创绿研究院发布《中国可再生能源对外投资机遇与挑战案例国研究——越南》[178]和

《迈向昆明 展望 2030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识别与管理参考指南》[179]，WWF 中国办

公室发布《助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础设施项目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手册线性基础设施生物多样性风

险减缓案例》[18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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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结论 Conclusions 

东盟区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也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发展与保护之间的

矛盾较为突出。东盟国家的森林、农业、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价值显著，珍稀物种、本土物种和生态

系统类型多样，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价值最高的区域之一。近年来，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森林面积持续丧失、野生动植物走私严重、部分野生动植物和农业动植物品种面临濒危甚至灭绝的

风险。内陆湿地、海洋生态系统等面临着污染、过度捕捞等问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年降低。此外，

气候变化、外来物种等也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法律政策不完善、技

术知识不足、认知不够、资金缺乏等诸多问题。 

资金投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基础支撑，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确定的目标之一。资金

缺乏是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基础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从基础性来看，项目、技术、人力、专家、

执行等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支持。从普遍性来看，东盟国家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发

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矛盾突出，除新加坡外，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都存在不少的短板，几乎都与

资金投入不够有关。从需求来看，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丰富，价值很高，但是总体需要大量的保护工

作，也反映出较大的资金需求。除此之外，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比较单一，私营部门参与不

足，资金使用没有重点且效率低下。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包括政府资金、官方发展援助、企业贡献、非政府组织投入和个人捐赠等。从

资金规模上看，公共部门（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以及官方发展援助为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

一半以上的资金。东盟国家大多数国家政府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都没有达到预算的 1%的水

平。发达国家和全球环境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资金是最主要的来源。从国家来看，越南和印度尼

西亚是接收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最多的国家，然而印度尼西亚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依然达到了

5.22 亿美元/年。近年来，以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为导向的资金融资模式也在东盟国家不断推广，企业贡

献、非政府组织投入、个人捐赠等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越南是东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中部高地，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退化严重，生物多样

性保护面临挑战。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以政府类资金为主，包括政府税收和收费、双多边发展援助

等。此外，企业贡献、非政府组织投入、多个融资工具（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也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了新的资金渠道。PFES 是越南最成功的新型融资工具之一，截止 2016 年，PFES 收取的费用

用于保护越南约 44%的森林。越南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颁布多项法律、出台多个政策、建立多种

资金机制，囊括公共和私营部门，但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旧尖锐，生物多样性保护未主

流化、资金预算不够、保护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各利益攸相关方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知不足、参与力度

不够依旧是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东盟的近邻，也是重要的投资贸易伙伴。在对外投资贸易中，中国政府要求中资企业严格遵守东

道国环境管理要求，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在木材进出口、交通基础设施和水电开发等项目合作

时。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也是中国－东盟政府间环境保护合作的一项重要议题，历次中国－东盟环境保

护合作计划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双方环境合作的优先领域之一。目前，《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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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动框架（2021－2025）》已经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点合作内容。

与东盟多国接壤的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实施合作项目、推进合作能力建设以及

实施专题研究等方式与东盟国家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除此之外，一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到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中。 

 

5.2 建议 Recommendations 

东盟国家拥有多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盟生物多样性资金问题是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桎梏

之一，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以及有效地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报告建议： 

东盟各利益相关方： 

1.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推动落实《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

计划》(NBSAP) 中的承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及区域发展计划和战略，出台并完善相关法律

政策，推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落实，推动双边政府间合作，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

鼓励民间社会参与保护。 

2. 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来源。各国政府应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预算，单独设立生物多样性保护

预算，推动各国和国际机构的双多边发展援助，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发展绿

色金融产品；企业应投资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实施供应链监管，必要时采取生物多样性抵偿；非政府组

织、民间社会、社区和原住民可通过小额捐款、参与项目等形式参与保护工作。 

3. 推进保护工作的监测、评估和共享。制定公共认可的综合监测机制和指标，衡量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实际进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库，分享管理经验和信息；推动国

际、区域和各国机构（如联合国相关机构、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协调工作，促

进当地能力建设。 

4. 推进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并加大保护研究力度。推进自然资本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核算，加大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资金和人力投资，落实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等机构的研究成果；协同制定并执

行基于科学的生物多样性经济政策。 

5. 推动可持续产业发展。制定可持续利用的行政命令和经济政策，发展可持续农业、林业、渔业和旅

游业等项目，加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政府间合作、公私结合、社会参与的开发模式，推动政

府、国际、企业、当地社区和原住民等“全社会”的参与，并实现惠益分享。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有着长期、多领域的合作基础，相关部门、地方、金融机构、企

业、科研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方都致力于参与到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

东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合作，报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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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各利益相关方： 

1. 持续深化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与合作。依据《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

（2021－2025）》，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农业、林业、海洋等重点领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

与合作。以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为契机，多渠道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支持东盟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加强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 

2. 促进参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类项目。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东盟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类项

目，以及可持续农业、林业、旅游业等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项目。借鉴国内外绿色项目界定标准，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类项目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探索和开发商业可持续的生物多样性投融资机会。 

3. 加强重点行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在东盟国家开展农业、林业、渔业、能源、铁路、公路、港口等行

业的投资建设项目，都存在一定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特别是当所在区域为生物多样性丰富区或敏感区

时，影响可能更为显著。金融机构可参考《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借鉴国际

通行标准和做法，分行业出台操作细则。投资基金和相关企业应落实国家最新的政策文件要求，关注其

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4. 深化地方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气候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类

型、生物多样性种类等方面与东盟国家相似，与相邻东盟国家地缘相近，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交流与合作方面具有良好基础优势。云南省出台了中国首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法规《云南省生

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

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办法（试行）》，在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方面走在前列。

两省份可深化与东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定、技术交流、项目实施、能力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打造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地方样板。 

5.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深化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合作，特别是在物种种类调

查、保护区考察和规划建设、专家培训等方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

作用，其中既包括国际和区域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包括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非

政府组织在整合国内外资金资源、开展生物多样性交流、实施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加强能

力建设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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