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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研究领域的专业机，TRAFFIC对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壹号文件）》表示欢迎，
并认同该框架是朝着达成关键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迈出
的重要一步。

TRAFFIC坚决支持该框架壹号文件对解决
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非法不可持续的野生物贸易的认识，以及可
持续合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在自然保护与人
类发展上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具体体现在目
标5和9中。

令人鼓舞的是，具体目标5的内容描述已明
确涵盖了对野生物种资源采集、贸易和利
用。更重要的是，目前针对各个目标的谈判
充分考虑了所有野生动物、植物和菌类物
种，并鼓励人们集思广益推动藉由减少非法
不可持续贸易，以及推动可持续实践的系统
性变化，从而降低各物种所面临的威胁。

各缔约方必须认识到，除了具体目标5和9，
可持续利用野生物资源对框架中其他目标
的贡献和影响也是至关重要。比如具体目标
1：关于综合生物多样性包容性空间规划如

何提供用以贸易的物种和产品；具体目标4：
确保采取积极的管理行动支持可持续利用；
具体目标6：对提供宝贵生计和经济利益的
引入物种进行生态入侵管理；具体目标7：污
染；具体目标11：因水产养殖带来的水质问
题和沿海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丧失影响人类
生计、可持续性以及经济等其他利益。

具体目标5和9都是需要大量资源配合才能
有效执行的宏大目标。要衡量这些目标的进
展情况必须有一个明确并可衡量的监测框
架，包括强有力的总体指标、阶段性指标和
补充指标，这一点至关重要。同等重要的是，
指标必须与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包括《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
的2021-2030年战略愿景）采用的指标保持
一致。

要点

越南Bắc Kạn省的一名野生植物采集者。图片来源：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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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机制需要更深入的考虑，以确保指标能
够充分衡量目标的进展。在许多情况下，物
种在国内以及整个市场供应链上的利用数
据仍然相当缺乏。因此，开发一套监测框架，
以激励各缔约方不断补充和更新关于物种
利用的知识、信息和可持续性数据是很重要
的一点。TRAFFIC期待未来能加强与各缔约
方的合作，并通过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

（BIP）进一步完善监测框架。

令人鼓舞的是，具体目标5的壹号文件中
提到了“确保人类公共卫生安全”。但是，各
缔约方需要更多的雄心和连贯性来实现框
架中对公共卫生安全与生物多样性之间
的关系的承诺以及有效实施“全健康（One 
Health）”策略。TRAFFIC建议制定更为明确
的衡量指标，来反映出生物多样性和全球健
康行动计划草案（CBD/SBSTTA/24/9）中确
定的优先事项和阶段性目标。

需要加强与森林相关的具体目标10的监测
和执行要素，可考虑参考解决非木林产品可
持续开发与利用的工具和方法，如公平野生

（FairWild）标准，并确保将非木林产品纳
入林业经营和管理规划。

具体目标14、15和16是这份框架壹号文件
的关键要素，这些目标有必要认识到合法可
持续野生物贸易（跨类群）对遏制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贡献。可持续消费的实践需要包括
对遵守负责任的贸易和生产做法进行定期
报告；金融机构从疑似存在非法和不可持续
的野生物贸易项目中撤资，并鼓励在可持续
生产实践中增加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投资；以及将野生物贸易的价值纳入自然资
本核算和其他相关政策。

具体目标16的内容和相关指标似乎只关注
到粮食和其他材料类资源的浪费和过度消
费，这并不足以体现减少多种形式的野生物
资源不可持续消费的必要性。需求的变化可
能是一个更为恰当（或更可被衡量）的目标
和指标，能够反映负责任的消费（例如减少
对非法和不可持续野生物种的需求，从而
增加对可持续采集的野生物资源需求作为
替代）。

在北美地区进行的木材加工。图片来源： Sarah Worth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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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考虑到目前对野生物种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贸易规模（如正在进行的IPBES可持
续利用评估的结果），想要完全实现这一目
标似乎并不容易。仅以CITES公约附录所列
物种为例，超过38700种（约5950种动物和
32,800种植物）的国际商业性贸易受到严格
管制，记录在案的药用植物总数约为26000
种，其中约有1000种的国际贸易都是依赖
野生资源。这些数字突显出野生物贸易的规
模之大。此外，还有大量被利用和贸易的物

种未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包括那些仅在
本国/地区内进行贸易的物种。因此，若要真
正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
投入大量资源，并建立健全的监测机制和能
力建设。

TRAFFIC认为，目前框架壹号文件中该目标
的总体指标和阶段性指标并不足以衡量进
展，我们将提供具体建议以供审议。

基于目前的
采集规模， 
该目标似乎非常

的雄心勃勃

确保野生物种资源的开发、贸易和利用是可持续、合法，并且不会对
人类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风险

具体目标5

TRAFFIC对此目标表示支持，不对目标文
字进行任何修改。

然而，TRAFFIC 认为仍需要就拟议的总体
和阶段性指标做出更多努力，TRAFFIC可
以提供具体建议以供审议。例如，应将对
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收益添加至
国家环境经济核算指标；为生物多样性
指标伙伴关系（BIP）制定的食品和药品
生物多样性指标也可作为一个合适的总
体目标：https://www.traffic.org/site/
assets/files/7300/ biodiversity-for-
food-and-medicine-english.pdf。

其中对于利用野生物种资源人数的指标描
述可能会被误解为鼓励人们越来越多依赖
利用野生物资源，建议可以修改为“受益于
可验证的野生物资源可持续管理实践的人
数”。此一指标可以根据具体目标13提出的
指标组合来衡量（把利用遗传资源和/或传
统知识的收益分享给遗传资源和/或传统知

识提供者的用户数量），并将重点放在生物
资源，而不是仅限于遗传资源。

此一指标还可衡量用于收集可持续利用和
交易野生物资源可衡量收益信息的工具，
例如公平野生(FairWild)标准（在SBSTTA- 
24-INF-20-en https://www.cbd.int/doc/c/ 
ca58/9dba/0dc0d3ef9f902794cb7548f3/ 
sbstta-24-inf-20-en.docx中有所强调用
于衡量野生植物、真菌和地衣资源的公平
与可持续贸易），生物贸易原则（BioTrade 
Principles）等。以FairWild标准为例：指标
可以是能够从符合FairWild标准采集和交
易野生植物、真菌和地衣资源的溢价和溢价
基金中受益的人数。就生物资源的公平贸易
而言，类似指标可应用在其他物种类群。

此外，指标中的“传统就业”是否意指“传统
就业人口的百分比”，以及这一指标将如何
与野生物可持续管理中获益的关联性也不
甚清晰。

若要达成总
体和阶段性

指标，
仍需更多的工作

予以支持

通过加强对陆地、淡水和海洋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并保护土著
居民与社区的民俗习惯与可持续利用方法，将能够确保人们（特别是
最为弱势的群体）的营养补充、食品安全、药品和生计等权益

具体目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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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林业的内容里，值得注意的是，现有
的林业管理计划往往局限在如何确保木材
的可持续生产，但对非木林产品可持续生
产、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维持社会和环境价值
方面缺乏足够的关注。TRAFFIC也同意这一
观点，并建议在这一目标的阶段性指标中明
确纳入监测非木林产品的可持续开发与利
用的工具与方法，如FairWild标准。

此外，TRAFFIC还建议在林业方面要关注林
业和相关政府主管机构的管理，以确保建立
完善的系统、流程和机制，从而能有效地实
现林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确保农业、水产养殖和林业活动都得到可持续管理，特别是通过对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从而提高这些生产系统的生产力和
复原力

具体目标10

林业管理计划
大多时候对非
木林产品可持
续生产
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缺
乏足够的关注

贝宁波西孔的一个繁忙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图片来源: Peeterv /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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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充分纳入政府与所有经济发展部门的政策、法规、
规划、发展进程、减贫战略、环境影响核算和评估工作中，确保所有活
动和投资都能与生物多样性价值保持一致。

从各地方到全球范围内，所有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无论大型、中型
或小型企业）都需要评估和定期报告自身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
性和影响，至少将负面影响逐步减少到一半，并持续增加积极影响，
减少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企业风险，并朝向实现开采与生产、采购、
供应链以及利用和处置全面可持续性目标迈进。

确保鼓励和协助人们作出负责任的选择，获得相关信息和替代方案，
并考虑文化偏好，将食品和其他材料的浪费和过度消费至少减少一
半。

具体目标14

具体目标15

具体目标16

这三个具体目标是框架的关键部分。非常有
必要在这些目标中认识到合法且可持续野
生物贸易（跨类群）对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贡献。应纳入考虑的领域包括：
 

将野生物贸易数据整合至生物多样性价值
衡量工作中，并将这些数据反应在自然资本
评估中，以及使资金流与自然正向结果保持
一致并管理与野生物贸易相关风险（例如从
涉及非法和不可持续野生物贸易的企业和
运营中撤资、加大对可持续、合法和安全性
得到保障的供应链或业务的投资）（具体目
标14）；

通过拒绝参与非法和不可持续贸易和倡导
负责任的做法，在野生动植物贸易供应链上
推动各个经济部门进行可持续实践的改革，
包括全球木材贸易、渔业和野生植物资源部
门以及金融业、运输业、电子商务业、旅游业
和其他部门。（具体目标15）；

野生自然资源（如木材、渔业、野生植物成
分）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以及减少非法野生
物贸易和需求的努力，采取可衡量的步骤向
可持续的消费生活方式转型（具体目标16）。

相较于零号文件，这份壹号文件已删除了具
体目标16中关于消除“不可持续消费方式”
的措辞。虽然目前的“负责任的选择”的措辞
理解为避免不可持续的消费仍有争议，但目
标内容和相关指标似乎只关注在粮食和其
他材料资源的浪费和过度消费，这并不足以
恰当地反映减少多种形式的野生物资源的
不可持续性消费的必要性。需求变化可能
是一个更恰当（或更可被衡量）的目标和指
标，能够体现出负责任的消费（例如减少对
非法和不可持续的野生物种贸易的需求，增
加对可持续采集的野生物种资源的需求作
为替代）。

将野生物贸
易数据整合
至生物多样
性价值衡量

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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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aption title在韩国釜山，一位消费者正在购买海产品。图片来源：Markus Winkler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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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是一个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中致力于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研究的最具引
领性的非政府组织。

更多信息请联系：
Sabri Zain,
TRAFFIC’s Director of Policy
Sabri.Zain@traffic.org

traffic@traffic.org
traffic.org

UK Registered Charity No. 1076722, 
Registered Limited Company No. 3785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