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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 

第三届会议 

2015 年 1 月 12–17 日，德国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5 (c)
 

平台的初步工作方案：各项区域评估、土地

退化和恢复以及价值概念化专题的范围界定

文件   

为关于自然及其惠益（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

的多种价值的不同概念化方法的评估进行初步范围界定（交付品

3（d））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2013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第二届会议上，各成员国批准为关于生物多样性

和大自然对人类惠益的价值概念化的方法评估进行初步范围界定，并为之拟定一

项初步指南，供全体会议第三届会议审议。应此请求，多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

从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名产生的人选中选出了相关专家。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2 日至 5 日在德国锡格堡和 2014 年 9 月 8 日至 12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了两次专家讲

习班，以根据第 IPBES-2/3 号决定（IPBES/2/17）的附件中所载的平台交付品编制

程序编制范围界定文件，以及编制方法评估的初步指南。本说明即为供平台全体

会议第三届会议审议的范围界定文件。初步指南载于文件 IPBES/3/INF/7。 

 二、 范围、原理、功用和假设 

 A. 范围 

2. 拟议的方法评估旨在依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

各项宗旨，评估对自然及其对人类惠益的各种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功能与服务）的多元概念化。这一过程涵盖以下方面：首先，对价值评价方式与

方法进行评估；其次，确定如何认可、整合和衔接不同概念、各类价值、以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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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对应的评价方式和方法，以便作为知识拥有者和提供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

决策；第三，确定价值评价方式与方法对决策的适用性；以及第四，对知识和数

据缺口、各种不确定性和能力建设需求进行评估。本评估将以现有知识为基础，

考虑到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多元世界观，探索对价值评价过程的不同方式

和方法、以及评价所针对的价值的不同概念予以认可、进行整合并尽可能使其互

相联系的一系列实用方法。 

 B. 原理 

3. 对自然及其惠益的价值进行评价，是为决策提供支持的一项关键进程，因为

它能使来自不同部门的利益攸关方——比如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地方社区和私

营部门机构——在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方面做出知情决策。然而，目前的

决策方式和机构设置意味着市场价值被赋予了高于其他一切价值的优先地位，因

此，目前的价值评价方式未能充分考虑到相关价值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4. 相应的，对不同学科和知识体系为概念化、或识别和衡量自然及其对人类惠

益的多种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而采用的价值评价

方式与方法的优点、弱点和缺口开展一项关键评估，将改善知识基础，也有利于

进一步制定政策支持工具和能力建设措施。它还将为进一步修订初步指南提供参

考。此项方法评估也是平台各项专题、次区域、区域和全球评估的一个关键要

素。    

 C. 功用 

5. 评估将产生以下成果：首先，对价值评价的各种概念、方式和方法、价值评

价工作将如何展开、以及这些概念对决策的适用性形成全面的了解；其次，修订

关于如何在专题和次区域、区域、以及全球评估中进行价值评价的指南； 第三，

进一步制定政策工具，使包括政府、民间社会、土著民族和私营部门机构在内的

一系列利益攸关方可以用这类工具把文化、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以及整体、

土著和人类健康价值纳入他们的决策过程。 

6. 因此，此项评估将有助于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开展各项全球、区域、次区域和

专题评估，并将专注于评估成果对一系列利益攸关方而言的相关性，这些利益攸

关方也包括存在于自己特有的生物物理、经济和文化领域内的各个社区。  

 D. 假设 

7. 为确保成功而假定了以下条件：政府将提名一组合适的、构成均衡的多学科

专家，其中包括多个学科的科学家，比如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哲

学、政策、心理学和社会学，拥有和提供知识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和实践者（包括

非政府组织、决策者和私营部门专家），以及传统、土著和地方知识的传承者，

他们应来自五大洲并代表类型广泛的文化传统。此外，鼓励政府提名那些曾参与

起草初步指南和制定范围界定文件的专家，使其人数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比例，从

而确保进程的必要延续性。多学科专家小组将依照平台交付品的编制程序遴选专

家。   

8. 此外，评估的撰写人须能获取必要的文献，包括经同行审评和未经同行审评

的文献，以及来自土著和地方知识拥有者和实践者的投入。技术支持小组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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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席将具备适当的技能组合，并将投入大量时间，依照平台交付品的编制程

序为作者团队的工作提供协助。评估报告应该基于平台全体会议在第 IPBES-2/4

号决定中通过的、载于该决定附件的平台概念框架，以及初步指南专家小组所开

展的工作。  

9. 将与各相关倡议保持协调与合作。作者团队将在各次管理会议和三次面对面

会议期间开展工作（下文列出了这些会议的成本情况），此外还将定期召开电话

会议，并在各章节小组内部和彼此之间进行其他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三、 章节概要 

10. 将在一份决策者摘要和一份由七个章节组成的报告中全面介绍评估工作。下

文列出了各章节概述。每一章节都将包括执行摘要，并酌情对各项有力发现、不

确定性和数据缺口进行详细介绍。 

11. 第一章将是一个导论章节，该章将根据平台的概念框架，概述各种价值本身

与评价这些价值的过程和最后决策之间的关联。它将探索对各种价值进行框定和

评估的更广泛过程，审核各种价值评价方式与方法，同时对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不

可逆转性和这项工作因此的紧迫性给予应有的重视。它将审查评估报告将如何纳

入各种来自不同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多元观点，审核和评估将这些不同观点相联

系的方式，从而力求在价值概念化和价值评价方式和方法方面超越现有的最前沿

水平。  

12. 第二章将研究各种价值和价值评价过程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并对它们之间的

区别程度以及可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协同增效进行评估，以为知情基础上的负责任

决策提供支持。该章将呈现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世界观的多样性，以及价值

和价值体系的多元性。此外，评估报告还将审查和评估不同的价值概念化方式，

包括价值本身的不同类别和类型。  

13. 第三章将审查和评估价值的形成过程以及价值变化的推动因素和态势，包括

空间、时间和社会组织尺度上的变化。它将审查和评估价值变化如何与以下因素

互相关联：由人类引起和非由人类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自然施惠于人类的方

式，以及人为资产（根据平台概念框架的定义）、机构、治理及平台概念框架中

定义的其他间接推动因素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将对变化中的价值的重要性、以

及作为价值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社会学习（包括这种学习的有限性）和研究的机会

的重要性进行审查和评估。还将审查和评估与价值形成和变化有关的结构性问

题，比如权力、公平与包容、贫穷和对自然惠益的获取。  

14. 第四章将审查和评估与不同的智识传统和知识体系相关的一系列价值评价方

式和方法。根据设想，将分小节讨论以下几类方式和方法： 

(a)  生物物理和生态； 

(b)  文化和社会； 

(c)  经济； 

(d)  整体和以土著及地方知识为基础；   

(e)  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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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将审查和评估每种价值评价方式和方法的优点和弱点。它将重点阐述，这些

不同的评价方式和方法在哪些方面已经较为完善，以及现有的知识缺口和不确定

性将如何关乎不同价值评价方式和方法在不同规模尺度上、不同社会和生态背景

下和相对各种独特的世界观的适用性。它还将为开展价值评价研究和评估的框架

提供从范围界定到决策的各种要素。  

15. 第五章将审查和评估可以哪些不同方式整合和衔接各种价值评价方式和方

法，并将评估此类整合和衔接的机会和局限。为此，该章将虑及不同世界观和知

识体系对此类整合和衔接努力的看法，以及在整合和衔接各种价值评价方式和方

法方面目前存在的知识缺口和不确定性。它将审查和评估不同价值评价方式和方

法所产生的结果的不同之处，这里的评价方式和方法仅指那些着眼于共同价值、

而非个体价值的评价方式和方法。  

16. 第六章将评估各种价值评价方式和方法的适用性和相关性，以及在把它们纳

入不同级别和不同背景下的决定支持、治理和决策方面存在多大空间，包括在土

著和地方社区和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相关情况。该章将评估价值评价工作可如何

为必要的机构变革提供协助，从而推动改善在对抗生物多样性的不可逆转的损失

方面的相关决策。它将审查和评估在有效地采用政策方面存在的机会和面临的障

碍。  

17. 第七章将评估目前的能力，确定能力建设需求，并在与平台各工作队合作的

基础上制定应对这些需求的策略和程序，包括通过识别有哪些相关的知识和数据

需求必须首先得到满足，才能将评估的各项发现应用于不同规模尺度上和不同背

景下的决策过程。将与平台各工作队合作，特别关注决策者和政府、土著和地方

知识拥有者和科学界所需的能力建设，以促进相互了解。 

18. 评估报告还将包括一份关键术语词汇表。 

 四、 评估的主要信息 

19. 待评估的信息将取自同行评审期刊、书籍、各项国家和国际评估、政府、联

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还将根据土著和地方知识工作队1有关促进此

类知识的拥有者、土著社区和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方针和程序的建议，对土著和地

方知识进行评估。 

 五、 业务结构 

20. 将设立一个技术支持小组，其中包括一名全职或等同于全职的专业人员。两

名共同主席、80 名作者和 14 名编审将由多学科专家小组依照平台交付品编制程序

选出。  

21. 技术支持小组组长、两名共同主席、提供协作的主要作者（每章一人）、以

及一名多学科专家小组代表和一名主席团成员将参加管理会议。 

                                                           
1
由全体会议在第 IPBES-2/5 号决定中设立。 



IPBES/3/8 

5 

 六、 进程和时间表 

22. 下表列出了编写方法评估报告的拟议进程和时间表：   

时间框架 行动 

2015

年 

1 月 

全体会议第三届会议审议并核准由自然及其惠益（包括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多种价值的不同概念化专家小组在与多学科专

家小组和主席团协调基础上编制的初步范围界定文件 

1 月中旬–3 月

中旬 

全体会议通过秘书处发出呼请，号召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

名专家（报告共同主席、提供协作的主要作者、主要作者和编

审），以根据全体会议批准的范围界定结果开展评估 

3 月中旬–4 月

初 

全体会议依据第 IPBES-2/3 号决定所载的经批准的遴选标准，遴选

共同主席、提供协作的主要作者、主要作者和编审 

4 月–6 月 
设立技术支持小组，组织管理会议（技术支持小组、共同主席、提

供协作的主要作者（每章一人））  

6 月底 
召开第一次作者会议，以拟定附带说明的提纲和章节，分配撰写角

色和责任 

7 月–10 月 编写评估报告初稿 

11 月的第二周 召开管理会议以敲定初稿，供专家审阅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 
公开的专家同行评审过程 

2016

年 

3 月初  
召开第二次作者会议以审议评审意见，为编写评估报告第二稿和决

策者摘要初稿做准备 

3 月–4 月 编写评估报告第二稿和决策者摘要初稿 

5 月–6 月 政府和专家审阅评估报告第二稿和决策者摘要初稿  

8 月 
召开第三次作者会议以审议评审意见，为编写评估报告最终草案和

决策者摘要最终草案做准备 

8 月–9 月 编写评估报告最终草案和决策者摘要最终草案 

10 月初 召开管理会议以敲定评估报告和决策者摘要 

10 月 20 日 向秘书处提交最后文件，以便编辑和翻译决策者摘要 

10 月 20 日–12

月 

由共同主席、提供协作的主要作者和 10 名主要牵头作者对指南文

件进行修订 

11 月底 各份文件提交至全体会议第五届会议（会议前 6 周） 

12 月末 
政府提交对决策者摘要的书面评价意见，为全体会议第五届会议做

准备 

2017 1 月 全体会议第五届会议 

 七、 成本估计 

23. 下表列出了开展方法评估和编写报告的估计成本。 

 

年份 成本项目 假设 成本（美
元）  

2015

年 

第一次管理会议  虚拟会议（视频会议）  0 

第一次作者会议（80 名与

会者：共同主席、提供协

作的主要作者、主要作

者，加上 4 名多学科专家

小组/主席团成员，以及 1

会议成本（1 周，85 人与会）

（25%为实物形式 ） 

15 000 

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64 x 

3750 美元） 

2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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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成本项目 假设 成本（美
元）  

名技术支持人员）  

第二次管理会议 
虚拟会议（视频会议） 0 

无 0 

技术支持 
1 个全职等效职位（50%为实物

形式）  

75 000 

2016

年 

第二次作者会议（35 名与

会者：共同主席、提供协

作的主要作者，加上 14 名

编审，4 名专家小组/主席

团成员以及 1 名技术支持

人员）  

会议成本（1 周，35 人与会）

（25%为实物形式 ） 

10 000 

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27 x 

3750 美元） 

101 250 

第三次作者会议（80 名与

会者：共同主席、提供协

作的主要作者，加上 14 名

编审，4 名专家小组/主席

团成员以及 1 名技术支持

人员）  

会议成本（1 周，100 人与会）

（25%为实物形式 ） 

18 750 

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75 x 

3750 美元） 

281 250 

第三次管理会议和作者会

议，以修订指南文件 

会议成本（1 周，40 人与会） 

 

10 000 

 
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30 x 

3750 美元） 

112 500 

传播与宣传（决策者摘要

（10 页）和报告（200

页）） 

将决策者摘要翻译为所有联合

国正式语文，并进行出版和宣

传 

117 000 

技术支持 
1 个全职等效职位（50%为实物

形式） 

75 000 

2017

年 

两名共同主席和每章一名

提供协作的主要作者参加

全体会议第五届会议  

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贴（7 x 3750

美元） 

26 250 

合计   1 082 000 

 

 八、 宣传与外联 

24. 评估报告及其决策者摘要将会出版并在平台网站（www.ipbes.net）上发布。

决策者摘要还会被翻译成所有联合国正式语文。根据平台的宣传战略，将确定相

关的国际论坛，并在这些论坛上对报告及其决策者摘要进行展示和介绍。此外，

还将针对宣传战略中确定的不同使用者群体的需求，定制化地介绍评估报告的结

果。 

 九、 能力建设 

25. 将根据能力建设工作队的实施计划组织各项能力建设活动，比如在实施研究

金方案领域开展此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