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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FOCAC）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7 月 18 日至 20 日在

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 2000 年，是中非政府间最重要的对话平

台。每三年出台的决策将决定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经济交流合作的层次与

总量。

中非关系无疑对中国和非洲人民乃至国际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

很惊讶地从统计数据中得知，过去 10 年里，中国和非洲的主要发展指标

均呈正相关趋势，简单来说，非洲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反之亦然。

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和援助稳步增长。即将召开的 FOCAC 部长级

会议有机会使贸易和资本流动成为促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以确保

大家都受益于绿色可持续的增长。

会议召开之前，WWF 已提出建议，希望中非在日益紧密的双边关系

中，加强环境和社会标准。我们希望在金融合作、自然资源开采及清洁能

源等关键领域，确保非洲的自然资源可产生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造福

非洲及中国人民。

利用发展机遇的同时，有必要建立有效管理自然资产的经济体系，以

保证社会安全和稳定发展，来保护数百万非洲人民赖以生存的独特生态系

统，如刚果盆地、西非和东非海岸、南非丰富的高山硬叶灌木、尼日尔

河、尼罗河、赞比西河流域、东非大裂谷湖泊和马达加斯加的旱地森林。

我在非洲一个偏僻村庄长大，那里的医疗、教育和水资源都很有限，

我很希望我的同胞和我的大陆能进一步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因此，

FOCAC 即将做出的决策及其在未来实施的方式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Laurent Some

WWF非洲项目办公室

对外伙伴关系主任

中国领跑世界革新全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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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加蓬之行

森林乐章：加蓬与中国的合作之路

作者：黎笛雅（Claudia Delpero），WWF 中国领跑世界革新全球项目对外联络总监

加蓬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长达 800 公里的大西洋海岸线，85%的

热带雨林覆盖率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加蓬成为刚果盆地最繁荣的国家。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正成为对加蓬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可能没有哪个国

家能和中国相比。

加蓬的总人口仅相当于北京人口最少的一个区，但其面积（二十六万

七千平方公里）约是北京的十六倍。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一万五

千美元，几乎是中国的一倍。在 WWF《地球生命力报告 2012》中，加蓬的

人均生物承载力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排名则比较靠后。但加蓬和中国也有

一些共同点：国家发展计划将环境视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非合作论坛（FOCAC）每三年一届，旨在促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

系。在 FOCAC 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我们与中国记者团一起到达加蓬，希

望探索国家的承诺如何得以落实，并提出一些建议，让中国和加蓬可通过

中非合作论坛，采取行动来促进发展与环境保护。

加蓬经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这使该国成为把握这一合作机遇的良好

示范典型。矿产和石油占据了该国 GDP 的很大比重（60%），然而日渐减少

的石油储量迫使政府不得不关注未来投资。2010 年，“绿色加蓬”政策成

为该国刺激经济发展的策略之一。

“绿色加蓬”和林业

“绿色加蓬”的概念是指通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来实现增长。比方

说，推动其 13 个国家公园（占其国土面积 11%）的生态旅游、减少砍伐森

林导致的碳排放、推进木材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总体贡献。2010 年行动伊

始，政府就禁止了原木出口，来促进当地的加工业及就业。新森林法还要

求执行林区可持续管理计划，其中包括规定了 25-30 年的砍伐周期。这些

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其对以往惨痛教训的总结。

我们前往了利伯维尔以南 60 公里的小村 Nyonié，这里是森林过度开采

最早显现的地区之一。在其最多产的时期，该村包括周边的人们都以木

材、鱼类和野生动植物为生。而如今，仅在两个国家公园之间，还居住着

少数的人家和一些老人。伐林者在 30 年前就已经离开，而年轻人则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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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者加蓬行

5 月 14 日至 20 日，WWF 组织

了中国记者加蓬之行，为记者们提

供了与非洲政府、民间组织及在非

中国外交部门及企业对话的机会，

了解与中非合作论坛相关的环境保

护及发展问题。来自新华社、中国

环境报、21 世纪经济报道和三联生

活周刊的四名记者参加了此次加蓬

行。

上图为中国记者一行受到加蓬

水森部部长及刚到任中国大使的接

见。

拜会加蓬水和森林部部长 Gabriel Tchango 先生（右三）。
© 邓佳/WWF

拜会中国驻加蓬大使孙继文先生（右三）。© 邓佳/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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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的可持续投资

5 月，WWF 在利伯维尔举办了可

持续森林管理研讨会。为 10 家在

加蓬的中国林业企业提了国际可持

续标准及认证体系方面的培训。本

次活动为始于去年 11 月的系列研

讨会的一部分。

© 邓佳/WWF

引至拥有学校教育、工作机会和更多机遇的首都利伯维尔周边。现在，当

地食品也都是从首都运过来。

如今，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由一位法国大厨于 20 年前创建的一

处野生动植物旅游点。该旅游点不仅为当地提供电力，还雇佣当地村民。

当地的自然风光美丽动人。热带雨林和天然草原上遍布着象群、野

牛、蛇类和鸟类，还有各种各样的树种——如加蓬最重要的木材种类奥古

曼（Okoumé）——在大海的衬托下茁壮成长。

“这里很美丽，但是这些树的品质并不高。过度开采已经导致了优良

树种的缺失，”WWF 加蓬林业协调员 Bede Makanga Moussavou 解释道。

“林业公司离开了，农业又不可行，我们不能猎杀野生动物，而鱼群

被离岸的大型渔船捕获，我们还剩什么？世界环境问题不是我们的错，我

们只是他人决策的受害者，”当地的一个退休医生在门廊上听广播时这样

控诉说。

过去 15 年中，WWF 已致力于协助加蓬管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为当地

社区开创可持续收入来源。部分工作便是与伐木公司协调合作，鼓励他们

开展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仅此项活动就使加蓬 180 万公顷的森

林获得了 FSC 认证。

“我们正在与中国企业合作，在加蓬拓展一条类似道路，并把最好的

国际标准介绍给他们，”WWF 中国区全球森林贸易网络经理金钟浩说，

“2009 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企业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利用指南，而这

只是个起点。”

中国在加蓬林业方面的影响日益显见。凭借着分别拥有的 23 和 20 家

公司，法资公司和中资公司控制了当地木材产业。2011 年，171048 立方

米的加工木材被卖向中国，同时，143268 立方米的加工木材卖向法国，其

中许多中国公司的产品是面向欧洲市场的。欧洲出台了一项新规定，自

2013 年起，所有入境的木材须配有合法砍伐证明，各国经营者将面临更高

的贸易标准。

“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的木制品取得认证。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一定的

市场，我们别无他选，”一个面向欧洲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代表表示。

中国在此过程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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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野生动物

兰巴雷内是加蓬的第二大城市，刚好位于赤道附近。凭借奥顾河

（Ogooué）向利伯维尔运送原木的便利条件，兰巴雷内自 20 世纪初以来

一直便是林业产业要塞。林业是当地的主要经济部门，道路上满是驶往

加工厂或利伯维尔港口的运木车。但当道路修好并开始运送货物时，暴

利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也开始繁荣起来，给当地居民留下的只有空空如

也的森林和越来越少的资源。

从河堤上的食品市场中可以发现当地不仅吃鱼，甚至还吃鳄鱼、羚

羊和其他野味。作为与大猩猩、黑猩猩、大象、河马、海牛和海龟同样

受保护的濒临灭绝物种，穿山甲被藏在塑料袋里，在市场上销售。

随着需求的日益增加和森林的不断减少，开发活动不得不进入到更

多偏远的地区，连接它们的公路也开始施工。这一情况正在该国北部名

科比（Minkebe）上演。Dja-Odzala-Minkebe 三国地貌（Tridom）分布于

加蓬、喀麦隆和刚果（布）三个国家，占刚果盆地 10%的森林，而

Minkebe 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该地区仍保持着原始风貌，是匹格米人的家

乡，也是大象、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家园。

随着林区的建立、铁矿的开采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兴建，Tridom 地

区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当地至少有六个世界级的铁矿藏正在被开采，开

发者主要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的公司。为了出口铁矿石，在喀麦

隆将会新建一个深海港口，还将修一条连接 Tridom 腹地铁矿的铁路。因

此，一些尚未开发的领土正在被开发，为森林野味和象牙盗猎者提供了

交通便利。

WWF Tridom 地区协调员 Pauwel de Wachter 说：“如果 Tridom 地区

的矿业发展一切照旧，该地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将会衰竭。因此我们需

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比如和所有矿业公司一起规划环境保护，试着在最

大范围内使影响最小化。矿业对生态系统健康与完整性最严重的影响之

一可能就是在原本无人居住的地区发展新城镇。”

新的威胁

十年前，Tridom 地区至少有五万头大象，其中差不多三万头生活在

Minkebe 森林里。如今，大象的数量至少减少了一半。1994-1996 年间，

受埃博拉病毒爆发影响，Minkebe 森林的大猩猩和黑猩猩受重创，数量减

少了 90%。而现在，大象又开始面临着偷猎这一主要威胁。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象牙雕刻制品已成为新富的身份象征。该地

区对象牙需求的激增，导致非洲中部的大象正面临绝迹。过去十年间，

零容忍：加蓬烧毁库

存象牙

2012 年 6 月 27 日，加蓬政府

公开烧毁了其库存的 4825 公斤象

牙，其中包括 1293 块象牙原料以及

17730 件加工过的象牙制品。表明

了该国在打击盗猎大象和非法野生

动物贸易的承诺与决心。

在烧毁象牙前，WWF 和 TRAFFIC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已与

加蓬政府一起，独立审计了官方库

存象牙，以确保烧毁所有库存，不

让任何一根象牙流入非法贸易。

加 蓬 总 统 阿 里 • 邦 戈 （ Ali

Bongo）亲自点燃了象牙堆并表示，

“加蓬对野生动物犯罪实施‘零容

忍’政策，并将进一步落实相关法

律制度，确保这项政策的执行。”

几个星期前，非洲中部国家签

署了一项开创性的区域性计划，以

加强执法力度，更好地打击该地区

的偷猎及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非

洲中部森林委员会（COMIFAC）的

10 个成员国通过了该计划。这些国

家承诺在警察、海关和司法等执法

机构间开展空前水平的合作。

WWF 呼吁象牙主要消费国通过

引导国内市场，减少对濒危及珍稀

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消费需求。

巡护员发现的森林大象，已被盗猎者屠杀。© MARTIN
HARVEY/WWF-C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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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象牙价格增长了 500%至 1000%，不断攀升的价格强烈地刺激着盗猎

者和走私者。

虽然象牙进口在中国是非法的，许多犯罪集团仍能设法满足市场需

求。由于没有更好的更可持续的发展生存方式，当地的匹格米人也成为了

这类商业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世代的森林文化使他们熟知如何更好地追

踪、接近并猎杀大象，然后将象牙卖给班图部落，再通过贸易商将其传递

到贸易链上游，直至亚洲。

联合国负责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机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秘书处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11 年是有史以来非洲大象偷猎

最严重的一年。

作为应对偷猎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项重大举措，加蓬政府在六月

烧毁了其持有的库存象牙。总重 4825 公斤，约取自 850 头死去的大象。

这是很重要的标志，表明政府对盗猎者和非法行为的容忍程度正在降低，

但在如此广的地区内，打击如此猖獗的盗猎行为也面临着很多困难。

中非合作论坛可以做什么？

消耗殆尽的森林、废弃的村庄、非法盗猎贩运及消失的物种都明确表

明，我们需要找出同时符合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的新措施，否则没有人

会长期受益。

中国与非洲日益紧密的合作将随着 7 月 19-20 日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

级会议而迎来高潮。会议的成果之一将会是宣布的行动计划，内容包括中

国帮助非洲的项目。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关注那些依赖非洲自然

资源活动行为的环境、社会及商业可持续发展，并使其摆脱非法行为。

WWF 特别建议，中非就非法木材和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贸易达成共

识，采取“零容忍”政策。中国可以通过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试点项

目、对通过严格的可持续认证的商品采取优惠待遇等，对非洲国家的绿色

经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从飞机上看，加蓬就像一块巨大的跳跃着生命的森林毯子。这些森林

对现在的经济发展和将来的后代都是至关重要的。

“森林就像一部老唱片，若果你刮伤了它，虽然你仍可以听到音乐，

但也会听到噪音。如果保管得当，森林这部老唱片就不会发出太大的噪

音。同样的原理适用于所有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Pauwel de

Wachter 说。

WWF 将绿色经济与中

非合作联系起来

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召

开前夕，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

委员会（国合会）和 WWF 将于 7 月

16 日在北京举办“中非绿色合作

引导未来经济”研讨会。旨在加强

对话，讨论中非合作所带来的绿色

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国合会作为由中外环发领域高

层人士与专家组成的国际性高级咨

询机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推

进发展绿色经济并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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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但不在里约

作者：吉姆·利普（Jim Leape），WWF 全球总干事（该篇观点评论最早发布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的国际先驱导报）

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集聚在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以

制定一项将全人类带向更加清洁、更加绿色未来的全球行动计划。

他们失败了。他们达成共识的文件是外交上的一个讽刺。该文件

“承认”了许多挑战并“鼓励”了许多行动，但鲜有真正的承诺。

我们以超出地球可供给能力的方式生活着。我们消耗的资源已经是

地球承载力的 1.5 倍。如果所有人都像美国人或欧洲人那样生活，我们

将需要 3 个地球。然而还有许多人的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近 10 亿人

营养不良，14 亿人没有电供他们在夜晚照明。

里约会议的使命是带领我们寻求新的道路。这次会议本应关注生

命，关注全球共享的抱负，来创建在地球可承受范围内的繁荣未来。

WWF 名为“认真对待里约峰会”的气球。© J EGBERTO/WWF-C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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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看到一个承诺，即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现代能源，并且是清

洁的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我们需要一个承诺，即政府停止将我们引向错误

方向的荒谬补贴——包括每年 7500 亿美元推动化石燃料使用的补贴。

我们需要承诺，即确保像“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用来衡量进展的指

标，考虑到我们所依赖的森林、河流和海洋等自然资本的健康。我们需要

更好地保护公海及海洋中的生命——如今我们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式让我

联想到拓荒时代被掠夺的美国西部，仿佛一切都是免费的。

但是这些承诺都没有实现。里约文件的最终定稿是“我们想要的未

来”，但并未说明如何实现这一未来。但希望还是有的，环顾里约，你会

看到一些真正的行动，地方和国家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正在设

法改变现状。

各国政府在管理共享自然资源的区域倡议中达成共识。在非洲的绿色

心脏刚果盆地，各国协力控制非法木材贸易，保护世界上的第二大雨林。

莫桑比克总统 Armando Guebuza 在里约宣布了该国新的绿色经济路线图。

各个州和城市也在不断进步。巴西亚马逊的 Acre 州正在通过保持森

林的生命力，创建一个真正的“绿色”经济。在《墨西哥条约》中，250

多个城市做出承诺，测量、减少并报告其碳排放量。

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公司共同开拓新型合作，以实现改变。例如，

通过消费者商品论坛，全球最大的 20 家公司，包括联合利华、可口可乐

和沃尔玛，承诺从其供应链中消除森林砍伐，只供应不毁坏森林而生产的

牛肉、大豆、棕榈油、木材和纸张。

世界上最大的金枪鱼罐头生产商（占市场比重 60%），正通过国际可

持续海产品组织，与 WWF 及联合国为制止非法捕捞并确保金枪鱼储量足以

养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国际工会联盟正动员共持有 25 万亿美

元养老基金的各成员国，投资创建绿色行动，此外，还有许多潜能巨大的

范例。这就是希望所在。如果只是等待 193 个国家就未来道路达成共识，

我们将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或者需要的未来。成功不会来自只符合最低共

同标准的解决方案。

最终，我们需找到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行动的途径，特别是在气候变化

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但同时，领军力量和行动能够而且必须来自各个国家

及其他每一个领域。这一切都正在发生。

WWF 参加国合会边会

WWF 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

（Jim Leape）参加了中国环境与

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的

里约+20 边会，就中国和世界上的

可持续发展机遇问题，与中国国家

总理温家宝等展开了圆桌讨论。

温家宝总理强调了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尤其在面临水和土地等

自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会后，利普还与中国环境保护

部部长周生贤进行了简短交流。

WWF 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拜会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
贤。© 陈波平/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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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命力报告 2012》：我们现在走的

道路是不可持续的
WWF 于 5 月 15 日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2012》指出，人类对资源不

断增长的需求正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地球生命力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

是记录地球健康状况的前沿报告。

该报告由 WWF 与伦敦动物学学会（ZSL）和全球足迹网络（GFN）合作

完成，并在国际空间站发布，为阐述地球的现状提供了独特视角。

《地球生命力报告 2012》使用地球生命力指数（LPI），通过跟踪记录

2688 个物种中 9014 个种群的变化情况，来衡量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1970 年以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 28%。人类的生态足迹——报告中的

另一重要指数——表明我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变得不可持续。

贫穷国家与富国间的差距很明显。高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平均是低收

入国家的 5 倍。人均生态足迹最高的 10 个国家是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丹麦、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和爱尔兰。

“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人们似乎认为还有另

外一个地球可资利用。我们使用的资源量超过了地球供给的 50%。如果不改

变这一趋势，这个数字会增长得更快，到 2030 年，即使两个地球也不能满

足我们的需求，”WWF 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Jim Leape）指出。

报告同时强调了城市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影响。到 2050 年，每三人中有

两人将居住在城市里，人类需要开发新的改良措施来管理自然资源，例

如，北京居民的平均生态足迹已经是中国平均水平的三倍。

“我们可以从减少浪费、合理管理水资源、利用丰富的可再生清洁能

源，如风和阳光等领域需求解决方案，”Leape 补充道。

报告摘要：http://www.wwfchina.org/wwfpress/publication/shift/2012LPR-

RioCN.pdf

太阳照在地球上，国际空间站。© ESA/NASA

“我所有关心与珍爱的都在这

个星球上，”荷兰宇航员 André

Kuipers 在欧洲航天局发布《地球

生命力报告》时说。

“这不仅是我的家园，我家人

和朋友的家园，也是另外 70 亿人

的家园，是美丽的森林、山脉、草

原、海洋、湖泊、河流及所有物种

的家园。我们的星球是美丽的，但

同时也是脆弱的。我们有能力保护

我们的星球，不仅出于我们自身的

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子孙后

代的利益。我们有解决方案，每个

人都可以做出贡献，更明智地选择

如何治理、生产和消费。保护地球

的能力在我们每个人手中。”

宇航员 Andre Kuipers，国际空间站。
© ANDRE KUIPERS/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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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生物多样性在过去的 38 年内下降了

40%
WWF 与非洲开发银行（AfDB）在六月联合发布了《非洲生态足迹报

告：绿色基础设施保障非洲的生态安全》，展示了非洲生态环境的健康状

况。

报告总结了令人担忧的两大趋势，提醒政策决策者和投资者加以关

注，否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首先，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间，

非洲的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约 40%，这反映了非洲现在和将来的繁荣

所依赖的自然资本正在退化。

其次，非洲的生态足迹——生产人类消费的资源所需要的面积——

正在持续增长，如果“一切照旧”，到 2040 年非洲的生态足迹将翻一

番。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管理得当，将能够满足持续增长的人

口所带来的发展需求；同时，只要非洲在可再生能源、城市设计及森

林、水和海洋资源的合理管理方面大范围采取前瞻性举措，非洲有可能

继续保持相对较低的生态足迹。

报告还对非洲绿色发展道路提出了相关建议。

非洲开发银行主席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强调说，

“非洲有很多选择，走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会对环境安全、人

民健康和竞争力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

随着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增长以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临近，

中国在帮助非洲绿色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WWF“中国领跑世界革新”全球项目总监李琳博士表示：“在中非合

作论坛中考虑较高的环境标准，将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生态足迹产生积

极的影响，同时也符合中非的共同利益。”

报告（英文）：

http://wwf.panda.org/about_our_earth/all_publications/living_planet_repor

t/2012_lpr/africa_ecological_footprint_report_2012/

中国电子商务打击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

易
在中国运营的 15 家领先的电

子商务卖家，包括阿里巴巴、淘

宝、腾讯，已经签署了一项“零容

忍”宣言，表明他们不容忍自己的

服务导向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六

月发出宣言之后，中国政府与 WWF

的 TRAFFIC（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

组织）举办了控制网上非法野生动

植物贸易的研讨会。

虽然中国野生动物的执法力度

在实体野生动植物市场已经取得了

进展，但非法野生动植物商品在网

络上日益猖獗。在 2012 年 4 月，

TRAFFIC 在 15 家中文电子商务平台

上，发现了 3389 条非法产品广

告，其中包括虎骨、象牙、犀牛角

和玳瑁产品。同时，中国林警查处

了 700 例类似案件、关闭了 628 家

网店，并从网上删除了 1607 条有

关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信息。

本次研讨会是 TRAFFIC 和 WWF

鼓励电子商务网站拒绝销售非法野

生动植物产品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减少此类违禁品的供应及

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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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亚太地区生态足迹最高的国家

WWF 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六月共同发布的《亚太生态足迹及自然资本投资

报告》中指出，亚太地区人均生态足迹最高的十个国家是澳大利亚、新加

坡、蒙古、韩国、新西兰、日本、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和中

国。

然而从国家的角度看，亚太地区生态足迹总量最大的国家是人口最多

的中国。报告指出，2015 年之前，中国和印度的生态足迹可能经历最快速

的增长，其总和将占据全球生态足迹的 37%左右。

这份报告用地球生命力指数（LPI）衡量亚太地区生态系统的健康。

1970-2008 年间，全球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 28%，而同期亚太地区关键物

种指数下降了 64%。

为扭转婆罗洲、珊瑚三角带、大湄公河流域、东喜马拉雅等四个区域

生命力指数下降的趋势，报告提出了四条关键对策。这些区域不仅为数百

万人提供了食物、水和能源，也是无数珍稀动植物的家园。

报告指出，除了对海洋和陆地保护区进行有效投资和监测外，在项目

早期规划中考虑环境的重要性，也是实现生态供需平衡的关键。此外，类

似于 REDD 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以及私营部门的可持续经营行

为，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在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实现更深层次的、结构性

的、系统性的改革，”亚洲开发银行主席 Haruhiko Kuroda 说，“绿色经

济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并带来新一轮的绿色工作机会，以及更高质

量的生活。”

报告（英文）：

http://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footprint_and_investment_in_natural_capital_in_a
pac.pdf

2008 年亚太主要各国的生态足迹占整个亚太地区生态足
迹的比例图，数据来源于全球足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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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金融

面向银行的“绿色信贷”能力建设

在中国银监会于今年 2 月发布《绿色信贷指引》之后，WWF 配合中

国银监会开始组织一系列相关能力建设活动。4 月 13 日，22 家中国的银

行参加了以推动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主题的首次培训。

《绿色信贷指引》对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提出了新的要求，这

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和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

首次培训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企业和咨询机构提供了一

个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随后， WWF 与银监会于 6 月 8 日向中国第六大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进

行了“绿色信贷”的专项培训。

中国上海商业区内的太阳能板。 © THOMAS HAUGERSVEEN/WWF-NORWAY

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叶燕斐在 4月 13 日的培训上发言。

© 詹义杰/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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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WWF 广泛活跃在

全球五大洲的 100 多

个国家。其中，在非

洲设有 16 个办公室。

1961
WWF 成立于 1961 年。

1980
WWF 自 1980 年起

在中国开展工作，它

在中国的总部位于北

京，并在中国各地设

有 9个地方办公室。

2015
我们的目标：到

2015 年，中国对非援

助与投资决策中充分

考虑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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