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主题： 绿色发展新趋势

生物多样性：助力绿色发展的重要领域

摘要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人类对自然和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先生曾经说过，“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已变得如此之大，

以至于它有可能毁灭大自然本身。”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生命进化则

是与环境协调和适应的结果。每一次疫情的爆发，都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可能就是

生态失衡导致的结果。

21世纪，各国开始探索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方式。近年来，

中国也提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作为生态保护的重要一环，生物多样性也逐步被各个国家提上议程。但是，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还没有被广泛认知和重视，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迅速丧失，约百万物种面临灭绝

威胁。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

重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全社会的支持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过去几十年来，日益全球化和高度专业化的农业系统让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得

到了提高，满足了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同时也削弱了农业生物多样性和

膳食营养多样性，并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退化。企业界日益认识到，食品、纺织品

和个人护理行业所使用的资源高度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因此企业有动力去保护和

恢复生物的多样性，力争改善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达能认为，人类的饮食选择对于自身的健康、社会的健康乃至地球的健康都

具有深远的影响，而饮食的来源高度依赖生物多样性，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亟需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系统化变革。生物多样性保护应以平衡生态保护和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为基本理念，推动全社会参与共治。实现生物多样性共治，应以建

立法规和治理框架为基础，推动再生农业等创新方式，加强企业和公众参与，从

而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文旨在分析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借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包

括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框架和措施以及企业参与等方面，简要阐

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并针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提出建议，助力中国绿色发展。

1.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1.1. 生物多样性迅速丧失：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以及形成的自然模式，包括动物、植

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我们今天所见的生物多样性是数十亿年进化的成果。它经过天然过程以及越来越

多的人类影响被塑造成了今天的样子。它形成了一个生命网，我们人类是这个生

命网上的组成部分，并完全依赖它。

生物多样性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所进行的大量相互作用，使得地球成为了适合

各物种生存的家园，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我们身体的健康、经济的健康和人类

社会的健康都依靠各种生态服务的持续供给，这极其昂贵也无可取代。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生命线，它创造并维持生命，修复并维护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对维持人类生计、确保粮食和营养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当前，全球正面临生物多样性危机，尽管联合国发布了《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世界各国、保护组织以及科学家都共同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

生物多样性仍在以惊人的速度丧失。据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

策平台（IPBES）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世界 800万个物种中，有 100万个正因

人类活动而遭受灭绝威胁。栖息地减少、自然资源过度开采、气候变化、污染造

成物种丧失，全世界 40%以上的两栖动物物种、33%的造礁珊瑚和 1/3以上的海



洋哺乳动物都因此面临灭绝风险。1

1.2. 食品体系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角色

过去几十年来，各国政府、农业产业专注于提升粮食生产的生产效率和生产

力，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然而，全球化和高度专业化的农业系统也削弱了

农业生物多样性和膳食营养多样性，并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退化。专业化的生产体

系、土地用途变化、单一农作物种植和高强度耕作导致自然生物和农作物的多样

性丧失，仅粮食系统就造成了全球 60％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有 6,000多个植物物种用于生产粮食，其中 9个

物种占全球作物总产量的 66％。全球畜牧生产来自于约 40个物种，极少数的物

种提供了大部分的肉、奶和蛋。全球 27％的森林砍伐用于商品生产，其中对棕

榈油、大豆、纸张、牛的需求占了多数。2 当前粮食系统对健康、环境和经济造

成的负面影响有一半来自于不可持续的粮食生产方式。

各国关于变革因素对生产系统中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结果

数据来源：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和农业多样性状况报告》

另一方面，据调查显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

积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农业管理方式，包括再生

农业、生态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多样化种植、有机农业、低投入农业等。

1 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19/05/nature-decline-unprecedented-report/

2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和农业多样性状况报告》: http://www.fao.org/state-of-biodiversity-for-food-agriculture/en /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19/05/nature-decline-unprecedented-report/%20
http://www.fao.org/state-of-biodiversity-for-food-agriculture/en


各国关于农业管理实践对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数据来源：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和农业多样性状况报告》

生物多样性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共同行动，

推动系统化变革。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其他科学研究显示，

人类有 10年的时间采取措施，压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线。3

1.3. 国际社会积极采取行动，推动系统性变革

近年来，国际社会、世界各国和企业日益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已采取措

施应对挑战，如平衡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建立法规和治理框架、鼓励企业参与

等，从各个维度已逐步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3.1.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手一起抓

生物多样性保护首先需要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在过去

数年间，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忽视了资源保护，从而牺牲了生态环境。但是，随

着人类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各个国家和组织已经深谙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3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 1.5℃特别报告》:

https://www.ipcc.ch/2018/10/08/summary-for-policymakers-of-ipcc-special-report-on-global-warming-of-1-5c-approved-by-governments/

https://www.ipcc.ch/2018/10/08/summary-for-policymakers-of-ipcc-special-report-on-global-warming-of-1-5c-approved-by-governments/


并提出结合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确保两者都能兼顾。

欧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生物多样性在该区域内丧失非常严重。因此，欧盟一直在尝试和采取不同措施，

致力于在区域内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过去几十年，欧盟农业发展迅速，粮食

生产达到了自给自足。为了平衡资源保护和农业发展的需求，欧盟始终坚持考虑

和兼顾生产者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因农业生

产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致使土壤质量总体下降，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受到威

胁，欧盟修订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将各项补贴政策与遵守环境保护、食品

安全、动物健康标准等方面的法规要求相结合。2014 年，欧盟就先后投入 300

多亿欧元农业发展基金，用于建立农业生产标准模式、支持生产者培训、发展有

机农业等。此外，政策还要求 30%的财政收入用于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5%用于对天气灾害等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30%的农业补助资金用于

鼓励包括多样化种植在内的绿色种植方式。4 经过多年的实践，欧盟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欧盟还发布了“欧洲绿色协议”，其中包括 2030

年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进一步加强欧盟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保护和恢复生态

系统的努力。

1.3.2. 制定和完善法规框架，推动共识，确保区域内各方步调一致

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部分自然资源的共享和保护已超出了

地域和领域的界限，诸多生物多样性保护话题涉及跨地域和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参

与。因此，制定有效可行的法规治理框架是多方获得共识、达成效果的基础。生

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框架和体制机制，平衡和兼顾各利益相关

方的利益，从而为达成共识和共同行动提供基础。

早在 1992年，联合国环境署就发起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呼吁全球

各国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公约为全球各国提供了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治理框架，提出了总体目标，为各国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提供了基础。

同时，公约权衡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利益冲突，促

4 朱小丽, 张桂兴, 李静娟等, 法国绿色农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J]. 中国农业信息, 2017(5).



进双方在财政和技术上达成共识与合作。

21世纪以来，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国际社会和各国

进一步加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措施，呼吁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

公民共同加入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将于 2021年 3月在中国昆明召开，旨在推动各方共同制定未来十

年远大、切实可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框架，塑造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框架的里程碑。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框架下，各国也根据各自国情制定了相适应的政

策和法规，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实现。2016 年 8 月，法国政府通过了

《生物多样性法令》，整合国家资源，成立国家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将生物多样

性融入农业、渔业、生态环境保护等政策中。此外，法国还积极邀请私营部门和

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参与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工作，同时

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确保战略在各个机构和行业内落实；成立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组织，加强企业与各利益相关方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各项鼓励

社会参与的举措，法国民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进一步提升。2018年，欧

盟对成员国开展的生物多样性公众调查显示，法国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意识最高的

国家之一。5

1.3.3. 企业参与，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坚力量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对于企业，尤其是生产资源高度依

赖生物多样性的农业、食品等领域来说，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企业发展和资源

保护更具双重价值。企业界已开始采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建立更公平、更可持

续的供应链。达能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健康食品公司，其产品基本来源于农业生产。

自创立之初，达能就一直秉承“商业成功与社会进步”双重责任承诺。近年来，

公司始终致力于从自业务身出发，与农民、消费者等共同推广可持续农业。与此

同时，达能也意识到各方分散的行动存在局限性，企业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创

造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环境。2019年 9月，由达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

5 欧洲生物多样性公众意识情况：https://www.eea.europa.eu/data-and-maps/indicators/public-awareness-2/assessment

https://www.eea.europa.eu/data-and-maps/indicators/public-awareness-2/assessment


理事会（WBCSD）牵头，21家6全球专注农业领域的知名企业组成的“One Planet

Business for Biodiversity”联盟（以下简称“OP2B”）正式启动，着力于采取积

极行动，改进供应链和产品组合，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OP2B成员企业承诺积极探索保护和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创新解决方案，转变

价值链并产生规模效应，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恢复生态资源，改善农民的收入和

生计。OP2B联盟主要关注的三大领域包括：

 促进再生农业规模化，保护土壤健康；

 通过开发产品组合、促进种植多样性，增强粮食和农业系统的复原力；

 停止森林砍伐，加强对高价值自然生态系统的管理、恢复以及保护。

OP2B力争在 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次缔约方会议召开时

取得关键性进展，具体措施包括：

 制定系统性、可衡量的解决方案，以便成员企业在价值链中实施；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次缔约方会议期间发布具有时效性的、可衡

量的承诺和有助于实现承诺的政策建议。

2. 中国：积极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2.1. 生物多样性呈下降趋势，亟待采取行动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

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面临多方面的威胁，包括人口增长、工业化、快

速城市化进程所引起的野生生物生态环境的退化或丧失、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

单一品种的大规模种植和气候变化等。目前，中国野生高等植物受威胁种数已达

3,767种，占总种数的 10.9%；耕地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 40%；中国 90%

的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和沙化；野生稻原分布点中的 60%-70%已经消失或

萎缩；中国超过一半的地方畜禽品种数量呈下降趋势，濒危和濒临灭绝品种约占

地方畜禽品种总数的 18%。7

6 Balbo Group、百乐嘉利宝、达能、帝斯曼、芬美意、谷歌、InVivo、Jacobs Douwe Egberts、家乐氏公司、开云集团、Livelihood Funds、欧莱雅、Loblaw Companies

Limited、玛氏公司、Migros Ticaret、McCain Foods、雀巢、Sonae、德之馨、联合利华及雅苒

7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报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2.2. 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积极应对挑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于 2018年 3 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

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持续推进。

2.2.1. 初步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

2010 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明确了中国在今后 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目标、战略任

务和行动。先后颁布了包括《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多项条例，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2.2.2. 形成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自然保护区网络

截至 2017年底，中国各类陆域保护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18%，提前

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提出的到 2020年达到 17%的目标。8 自然保护区保护

了中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 65%的高等植物群落，

涵盖了 25%的原始天然林、50％以上的自然湿地和 30％的典型荒漠地区。9

2.2.3. 积极推动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交流与合作

目前，中国已批准加入 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10，引导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

政府重视保护、恢复和明智利用生物多样性，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并支持

制定和实施兼具雄心和实际的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如促进政府首脑积极参与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从

《2021-2030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11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富有雄心的

行动，遏止和扭转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恢复至少 30%

8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https://www.cbd.int/sp/targets/
9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报告

10 生态环保部部长李干杰：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3/c414536-29604145.html

11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press-release/new-un-decade-ecosystem-restoration-offers-unparalleled-opportunity

https://www.cbd.int/sp/targets/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3/c414536-2960414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1/t20200117_760049.html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press-release/new-un-decade-ecosystem-restoration-offers-unparalleled-opportunity


可恢复的退化生态系统，从而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治荒

漠化和土地退化以及粮食安全做出贡献；与法国合作，发表《中法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2019年 11月，中法两国承诺将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

确保子孙后代的未来，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并在必要时呼吁地方政府、企业、非

政府组织和公民，加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加快向绿色、低碳和气候韧性

发展过渡。

2.3. 生物多样性保护依然面临问题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保护工作仍然

任重道远。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的挑战。

2.3.1 法规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比较广泛的领域，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不足

以覆盖问题的方方面面，中国尚未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本法，一些领域如惠

益分享、湿地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等没有专门的法规，不能满足当前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监管的新需求。

2.3.2 生物多样性保护未融入农业政策

据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12，中国现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农业政策

忽视了“农业关联生物多样性”，即忽视了生活在农业生产系统内部和周边的各

种生物，建议将广义的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政策当中，

开展更为广泛、细致的农田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研究工作，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本

底，识别重要农业生物多样性地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农业领域的主流化。

2.3.3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意识缺失

生物多样性保护缺乏社会、经济、政策、文化等方面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

护尚未实现在全社会、各行业、多领域的“主流化”，“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理念尚未获得广泛认知和认可。

2.3.4 公众和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缺乏

12 Li Li, Ruocheng Hu, Jikun Huang等, 中国应建立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自然—生态学与进化》2020



尽管中国政府已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顶层部署和战略规划，企业和公众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仍较为缺乏。企业和公众能够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渠

道、机会比较有限，往往停留在加强意识和认知层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措

施、项目尚未融入企业、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使得公众和企业认知度低、

参与积极性低。

3.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

达能认为，人类健康和地球健康息息相关，地球和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生物

多样性共治是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针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

临的挑战，基于达能的一些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3.1. 进一步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和治理框架，建立共治基础

法律法规体系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

法律法规和治理框架，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重大。

第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融入法律体系。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修订《农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森林法》等法律，加强湿地保护、外来物种入侵、惠益

分享等方面的立法；修改《自然保护区条例》，将本土资源纳入自然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管理范围；健全完善生态农业发展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农业生产关

系，平衡协调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第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框架。参与国际社会和各利益相关方的讨论磋商，

评估生物多样性公约现阶段目标的实施进展，为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做出积极贡献。总结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向国际社会分享和推广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最佳实践。同时，加强国际和区域性合作，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域性多边合作，借鉴、支持并扩展现有的倡议，促进跨国界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邀请国际组织、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共同治理中。

第三、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拓宽共治渠道。加强财政投入。增加



政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扩展对包括再生农业、有机农业等在内的重点领

域的投入。引入社会各方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设立各类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吸纳社会和民间资本，形成多元化资金机制。

3.2. 企业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共治创新

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界日益认识到，食品、

纺织品和个人护理行业所使用的资源高度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因此企业有动力去

保护和恢复生物的多样性，也要力争改善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私营部门与公

共部门合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系统性变革。

以再生农业为例，这是农业生态实践的一部分。鼓励和推动再生农业，可以

有效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进而保护生态环境。达能曾推出了一项耗资 600万美

元、为期数年的土壤健康研究计划，以帮助农民改善土壤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动

再生农业。

再生农业以保护土壤健康为中心，对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有积极的影响，

通过利用植物的力量将碳保持在土壤中（碳汇），提高土壤的蓄水能力，增强农

作物的适应力，让食物重获营养，减少对外部投入的依赖，支持农民的生计。同

时，再生农业还能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推动再生农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制度安排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发展碳

汇市场，将补贴转向对支持绿色农业的私营部门投资。改革农业财政激励措施，

取消破坏生物多样性生产方式的补贴，确保经济向更可持续、更具社会包容性、

生物多样性友好型转型。

其次，调整现有补贴范围，覆盖包括农民、地方政府和消费者在内的价值链

中的关键参与者，激励并帮助他们参与绿色农业和绿色消费。此类补贴还可用于

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和农业固碳项目，发展包括基于产出的融资机制或混合融资机

制的创新金融机制，鼓励私营部门、银行和保险系统加入到资金机制中。



另外，再生农业也需要供应链上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由达能公司发起的

OP2B联盟提出，要求供应链中的利益相关方在食品和相关产品的种植、交易和

使用中，应确保原料、种子、本地物种和动物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

同时，联盟鼓励成员企业向消费者倡导尊重生物多样性的饮食方式，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同时确保当地小农户及农民的收入，尊重当地及土著人的利益，鼓励私

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作用的投资，支持公众采取健康的饮食。

3.3. 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实现全民共治

公众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和参与积

极性，实现全民共治，将有益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首先，加强生物多样性公众教育，将生物多样性融入终身教育，建议将野生

动植物和农作物生物多样性知识纳入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体系中, 并贯穿学前教

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公民教育等各阶段。

其次，拓宽社会组织、企业、学校、社区、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

作渠道, 将自然保护项目、教育、农作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

联合国曾与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合作推出“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的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十年传播项目，介绍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的联系以及生物多样性提供的

益处，帮助公众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联合国还发起了教育儿童和年轻人认

识生物多样性的“绿浪”活动，推动公众参与植树和其他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活动

的“浪潮”，并提供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学习材料，支持该年进行的学习和活动。此

外，消费者都可以通过在日常采购中做出更好的知情选择，优先选择使用自然农

业方式生产或本地采购的产品，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此外，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的披露。定期分享国家、城市、行业、企业

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果和情况，并建立年度多样性调查定期了解利益相关方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的需求。定期发布有关信息及通过会议交流分享各地区、



各领域进展与经验，推进政府与企业及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与协作。

4. 结语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人类对自然和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

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是自然生态系统

的一部分，而生命进化则是与环境协调和适应的结果。每一次疫情的爆发，都似

乎在告诉我们这可能就是生态失衡导致的结果。人类需要善待自然，保护生态，

尊重生命。

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对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至关重要，各方应把握时机取得积极成果，为更可持续的未来创造积极条

件。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应继续保持和加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通过生物多样性共治，

推动系统性变革，推动和支持全球、区域、国内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达能也

希望与中国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