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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he 15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is going to be held in 
Kunming. The conference will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work of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adopted in 2010, and in particular of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CBD’s parties will negotiate 
and adopt a new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which determines the goals and directions of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owards the year 2030 and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looking 
forward to COP15 with great interests and high expectations.

This repor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argets for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and references major 
discussions in both academic and policy areas,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argets and the debates 
over the targets’ effectiveness. We have found: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ichi targets have been viewed as not ambitious 
enough,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not as well as people would have liked. As a result, global ocean protec-
tion in the next 10 years,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needs to boost its ambition and redouble its efforts.

The target of protecting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ocean originated from discussions on the conservation 
goal of biodiversity on l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been  decad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s-

 in the policy and science realms, the protection targets formalized through policies have been far  
below what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has been calling for.

Voices calling for further raising the ambition of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started to appear as soon as the 
Aichi targets were adopted. In recent years, the call for protecting 30% of the world’s ocean in 2030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support.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3030 target varies across initia-
tives promoted by different entities, but most of the initiatives share the vision of a protection threshold 
based on sciences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The necessity in setting a target to protect a percentage of the ocean lies in: a) goal setting is a must for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because global environment issues are uncertain by nature, and their 
changes non-linear.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loss are good examples. Responding to these types 
of problems calls for appropriately ambitious goals to inspire the will to act and to mobilize resources across 
an entire society; b) in comparison to setting only a system of rules, a target in the form of a percentage is 
more helpful for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to assess the progress and robustness of protection actions, 
and to make timely adjustment to policies when progress is s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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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执行摘要

Meanwhile, the period of 2011-2020 have witnessed waves of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movements and 
actions, as well as the unprecedented increase in the political will to protect the ocea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
munity. It is thanks to these that the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target COP15 will adopt is getting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Calls for Protecting 30% of the world’s ocean by 2030 (the 3030 target) have kept popping up in 
many places and on many occasions; the 3030 target has also appeared as one of the text options in the draf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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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ation of an area percentage based target is its reliance on the percentage number cannot ensure 
that important places and key species get the necessary protection. Nor can it ensure the reversal of the 
trend in biodiversity loss. It even has the risk of misleading actions. For these reasons, area percentage can 
only serve as one reference to measure the robustness of actions, while policy development and adjust-
ment need to give more consideration to the actual outputs and effects the actions bring.

Due to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protection/conservatio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eds for public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area percentage based goal itself 
also leaves governments room for flexibility in addressing the tension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for 
resources.

Unlike the space for emissions,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area percentage target is hard to distribute numeri-
cally among countries. Most of the ocean areas are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se areas requires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target under the CBD cannot be directly converted into state responsibilities. Instead, it is more 
similar to a commitment to or a declar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its own collective responsi-
bilities.

For the reasons above, it is the view of this report that post-2020 global marine protection:

Needs an ambitious global protection area percentage target, which can be used to fully mobilize resources 
from the states and civil societies for designating and manag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Needs the synergy between qualitative targets such as representation, connectivity, completeness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the quantitative target of area percentage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effica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PAs, and a clarification of the roles of MPAs   and other effective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In additions to targets, needs to urge oth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 fully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cean protection and other issues such as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This means that negotiations 
under these processes need to coordinate across secto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holistic  insights and lead-
ership, as well as to broadly seek input from civil societies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Politically, states, particularly the states of powerful nations, need to come up with resolute political wil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for a 10-year determined fight in order to push the paradigm shift in ocean protection 
in the next deca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build consensus, resist isolationism, strengthen mutual trust, and strive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partnerships for coopera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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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即将在中国昆明举行，此次大会将总结2010

年通过的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特别是战略中“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落实情况。

CBD各缔约方将审议通过新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20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目标和方向。国际社会对COP15高度关注并寄予厚望。

与此同时，2011-2020年期间，全球海洋保护行动风起云涌，国际社会保护海洋的政治意愿得到了空前

的提升，也因此，本次COP15将制定怎样的全球海洋保护目标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到2030年保护30%

的海洋”（3030目标）的呼声不断出现在各种场合，也作为备选文案出现在了“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的谈判文本中。

本报告回顾了全球范围海洋保护目标发展的历史沿革，参考了学术和政策领域的主要讨论，包括目标

设定背后的理论依据以及对其有效性的辩论，由此发现：

全球海洋保护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爱知目标”被认为雄心不足且落实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气候

变化的挑战下，未来十年的全球海洋保护需要提振雄心，加倍发力。

海洋保护百分比目标源于对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相关讨论。政策领域的相关讨论与自然科学

界的讨论已有数十年的互动，但是通过政策正式确定下来的保护目标远远低于科学界的呼吁。 

“爱知目标”通过后，进一步提升全球海洋保护雄心的声音就开始出现。近年来，“到2030年保护

30%的海洋”的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不同倡议主体所支持的3030目标的具体内容不 

尽相同，但多是基于科学依据和风险预防原则提出的一个“保底”的愿景。

设立海洋保护百分比目标的必要性在于：a）目标设定对全球环境治理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全球环

境问题从其性质上具有不确定性，且往往属于非线性的变化，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应对

这类问题需要制定适度高远目标以激励行动的意愿并动员全社会资源；b）相比仅设立规则制度，

百分比的目标形式更益于公众和政府评估保护行动的进展和力度，并在进度缓慢时及时调整政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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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ope that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s in this report will help read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post 
2020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target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fic meaning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and limitations of the ocean protection targets currently 
under discussion; we also hope that the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will inspire them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debates about and actions in marine protection, thereby bringing a convergence of more atten-
tion and ideas into global ocean protection in the next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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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报告认为后2020全球海洋保护：

 

希望本报告的总结和思考能帮助关心后2020全球海洋保护目标的读者深入理解目前讨论中海洋保护目

标的实际含义、历史背景及其必要性与局限性，并在理解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讨论与行动中，为下一个十年的全球海洋保护汇聚更多关注与思想。

需要一个有雄心的全球保护面积百分比目标，以此为海洋保护区（MPA）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动员国

家和民间的资源。

需要代表性、连通性、完整性和有效管理这些“质”的目标与面积上“量”的目标相互协同，以确

保MPA建设的质量和有效性，同时明确MPA与其他管理措施之间的关系。

目标之外，需要敦促其他国际机制充分考虑海洋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其他议题之间的关

系，这意味着这些机制的谈判进程需要在跨领域的视野和领导力下开展部门间的协调，并且广泛征

求民间和科学界的意见。  

在政治层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为推进未来十年海洋保护的“范式转变”，需要拿出壮士

断腕、决战十年的政治意愿和经济资源。

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共识，抵制孤立主义，提升互信，推进全球治理与合作的伙伴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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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百分比目标的局限性在于仅靠百分比数字体现进度，并不能确保重要的地区和关键物种得到了必

要的保护，也不能确保能就此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甚至存在误导行动的风险。因此，面积百

分比只能作为衡量行动力度的参照之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更需要考虑行动带来的实际产出及效果。

由于“保护”的定义不同、保护区存在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保护区对公共资源的需求也不一样，

因此保护区百分比的目标本身也给政府在资源的需求和供应矛盾中留出了寻求灵活性的空间。

与污染物排放空间不同，全球海洋保护面积百分比目标无法在国家间进行数量上的分配。大部分海洋

处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这些海洋空间的保护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CBD下的全球海洋保护

目标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的责任，而更接近于国际社会对自己共同承担的责任的一种承诺或者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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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图1  保护区在海洋和陆地的比例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以下简称COP15）即将在中国昆明举行，此次大会将

回顾2010年通过的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落实情况，并对

2021-2030年的全球行动指明方向。

2010年制订的爱知目标第11条（以下简称爱知目标11）提出：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

以及10%的海岸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通过建立

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连通性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而得到

保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1。

从目前全球的执行情况来看，爱知目标11在陆地上完成的程度要好于海洋。如图1所示，截至2019年12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以下简称为IUCN）的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中有242,423个保护区记

在案，其中大部分的保护区都在陆地上，总共保护了20,240,785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地球

录

陆域面

积的15.0％。海洋保护区（MPA）尽管数量较少，却也覆盖了27,631,644平方公里的地球，占世界海域

面积的7.6％。与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区域（ABNJ）相比，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区域（专属经济区

(EEZ)，距海岸200海里以内）得到的保护面积占比更高（17.7％）3 。

1   

2 

3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通过的决定X/2.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获得地址  

https://dev-chm.cbd.int/sp/?lg=zh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27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一个在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领域开展工作的国际组织。这些工作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研究，实地项目，宣传和教育。IUCN的使命是

“影响，鼓励和协助全世界的社会，以保护自然，并确保对自然资源的任何使用都是公平和生态可持续的”。IUCN本身并不旨在动员公众支持自然保护。它试图通过

提供信息和建议以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影响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动。该组织以编制和出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而闻名于世，IUCN

拥有1400多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约有16,000名科学家和专家志愿参加了IUCN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它在50多个国家/地区拥有约1000名全职员工。其总部

位于瑞士格兰德。自然保护联盟在联合国具有观察员和咨商地位，并在执行若干有关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公约方面也发挥着作用。

保护星球报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9年12月更新，获得地址：https://livereport.protectedplanet.net/chapter-2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27日

在陆地和海洋上的保护区面积覆盖百分比  

在陆地和海洋上的保护区面积覆盖百分比（包括专属经济区（EEZ）和国家管辖外海域（ABNJ））  

保护区面积覆盖百分比 

保护区面积覆盖百分比  

Introduction

来源： UNEP-WCMC 与 IUCN.  2020年8月. 保护星球: 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 2020年8月版 , 剑桥, 英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以下简称COP-15）即将在中国昆明举行，此次大会将

回顾2010年通过的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落实情况，并对

2021-2030年的全球行动指明方向。

2010年制订的爱知目标第11条（以下简称爱知目标11）提出：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

以及10%的海岸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通过建立

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连通性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而得到

保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1。

从目前全球的执行情况来看，爱知目标11在陆地上完成的程度要好于海洋。如图1所示，截至2019年12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以下简称为IUCN）的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中有242,423个保护区记录

在案，其中大部分的保护区都在陆地上，总共保护了20,240,785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地球陆域面

积的15.0％。海洋保护区（MPA）尽管数量较少，却也覆盖了27,631,644平方公里的地球，占世界海域

面积的7.6％。与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区域（ABNJ）相比，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区域（专属经济区

(EEZ)，距海岸200海里以内）得到的保护面积占比更高（17.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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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审视7.6%的受保护海域，会发现其中一大部分受到的保护只是名义上的。2018年的一篇论文

显示，实际得到落实的与严格禁止使用的保护区只占海洋面积的2%4。如图2所示，有大量的海洋保护

区或者是有规划没管理，或者是依然允许一定强度的利用。

在此背景下，COP-15即将讨论并设定的2021-2030年全球海洋保护目标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多年民

间讨论和推动下，已有不少科学家、民间环保组织（ENGO）和一些国家正式提出倡议，希望在新的十

年能加大保护力度，把海洋保护目标提升至：“到2030年保护30%的海洋(3030目标)”。但是也有学者

和政府官员质疑这种百分比目标是否科学和有效 6

5

。

     支持保护30%海洋的不同声音

不同主体提及“3030目标”时的表述是不同的。从政府立场来看，2018年9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夕，英

国正式宣布支持保护30%的全球海洋。同时，英国环境大臣Thérèse Coffey呼吁其他国家一起推动通过

设立海洋保护区来实现保护全球30%的海洋的目标7。在英国的倡议下，承诺“在2030年保护30%的海

洋和陆地”的政府间“为了人类和自然的高雄心联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 for Nature and 

People，简称HAC）迅速形成。在2021年1月法国主办的“一个星球”峰会上，该联盟正式宣布成立 ，52个

国家 已经加入，由英国、法国和哥斯达黎加担任联合主席国。

8

9 。

图2  保护区在全球海洋面积中的占比（截止2018年1月）

来源： Sala等， 2018年

4

5

6

7

8

9

Sala,E.,Lubchenko,J.,et al.Assessing real progress towards effective ocean protection, Marine Policy, Volume 91,May 2018,Pages 11-13 获得地址：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8597X17307686?via%3Dihub

参见 https://www.oceanunite.org/30-x-30/  

参见 Visconti.P,et al.Protected area targets post-2020, Science 364 (6437),239-241,2019年4月

参见英国政府网站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calls-for-30-per-cent-of-worlds-oceans-to-be-protected-by-2030

参见新闻稿：https://www.hacfornatureandpeople.org/hac-launch-at-one-planet-summit-advisory

参见成员国家列表 https://www.hacfornatureandpeople.org/hac-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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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民间环保组织（ENGO）公开表达支持2030年保护30%的海洋，主要发布了三个大型联署倡议。一个

是美国的ENGO给众议院的联署信（65家机构），呼吁“保护美国30%的海洋和陆地”，这一倡议在2021 

2021年被美国政府采纳为官方政策。另一个是英国的“为海洋兴起”倡议（74家机构） ，呼吁

“（i）建立一个由有效且有代表性的海洋保护区和土著人民与地方社区（IPLC）保护区组成的全球网

络，这些区域得到充分或高度保护，以提供气候、粮食安全、生计和生物多样性惠益；（ii）确保为

这些领域提供足够的资金，并充分落实议定的保护计划”。还有一个是欧洲的“蓝色宣言”倡议（96

家机构），这一倡议呼吁“严格甚至全面保护至少30%的海洋”。

10

11

12

     保护30%海洋的不同涵义

当我们审视当前有关3030目标的不同表述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不同语境下，该目标的涵义有所区别。

图3统计了上文提及的来自于不同政府或者非政府主体的“3030目标”的表述中，描述目标的关键词

的出现频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发声主体对于30目标是一个“至少”的目标具有最大的共识。但是由于

“保护”一词可以有多种涵义，导致这些声音表达的立场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如美国ENGO的联署信主

要针对的是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保护，但是没有具体提到“海洋保护区”；英国和欧洲ENGO的倡议针对

的是全球性的保护，不仅明确提出是通过海洋保护区进行保护，而且还强调了30%的保护是“严格甚至

完全”的保护；由英国主导的倡议虽然采用了“海洋保护区”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强调“严格”或者

“完全”保护。

这些用词之间的区别显示了不同倡议者立场之间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差异就需要对于“严格甚至完

全”保护的“海洋保护区”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目前对于海洋保护区（MPA）最常用的定义来自IUCN大会的17.38号（1988年）和19.46号（1994年）

决议：“任何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的，对其中部分或全部环境进行封闭保护的潮间带或

图3  民间支持的2030年保护30%海洋目标的倡议中，不同关键字出现的频度 

来源：创绿研究院

10   获得地址：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lt/files/3030-house-letter-02072020.pdf

11   参见 https://www.riseupfortheocean.org/

12   获得地址：https://seas-at-risk.org/images/pdf/publications/SAR_BLUE_MANIFESTO_WEB.pdf

13 有少数国际NGO同时参加了2-3个倡议，该表格统计的单位是“机构*次”

13

众多民间环保组织（ENGO）公开表达支持2030年保护30%的海洋，主要发布了三个大型联署倡议。一个

是美国的ENGO给众议院的联署信（65家机构）11，呼吁“保护美国30%的海洋和陆地”。另一个是英国

的“为海洋兴起”倡议（74家机构）12，呼吁“（i）建立一个由有效且有代表性的海洋保护区和土著

人民与地方社区（IPLC）保护区组成的全球网络，这些区域得到充分或高度保护，以提供气候、粮食

安全、生计和生物多样性惠益；（ii）确保为这些领域提供足够的资金，并充分落实议定的保护计

划”。还有一个是欧洲的“蓝色宣言”倡议（96家机构）13，这一倡议呼吁“严格甚至全面保护至少

30%的海洋”。

     保护30%海洋的不同涵义

当我们审视当前有关3030目标的不同表述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不同语境下，该目标的涵义有所区别。

下图3统计了上文提及的来自于不同政府或者非政府主体的“3030目标”的表述中，描述目标的关键词

的出现频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发声主体对于30目标是一个“至少”的目标具有最大的共识。但是由于

“保护”一词可以有多种涵义，导致这些声音表达的立场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如美国ENGO的联署信主

要针对的是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保护，但是没有具体提到“海洋保护区”；英国和欧洲ENGO的倡议针对

的是全球性的保护，不仅明确提出是通过海洋保护区进行保护，而且还强调了30%的保护是“严格甚至

完全”的保护；由英国主导的倡议虽然采用了“海洋保护区”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强调“严格”或者

“完全”保护。

这些用词之间的区别显示了不同倡议者立场之间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差异就需要对于“严格甚至完

全”保护的“海洋保护区”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目前对于海洋保护区（MPA）最常用的定义来自IUCN大会的1417.38号（1988年）和19.46号（1994年）

决议：“任何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的，对其中部分或全部环境进行封闭保护的潮间带或



潮下带陆架区域，包括其上覆水体及相关的动植物群落、历史及文化属性”，此定义已被政府及NGO广

泛采用，所以可视其为一项国际标准，各国国内制度中对MPA的定义也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CBD对

海洋和海岸保护区（MCPA）有特定定义——“海洋环境之内或附近的区域，及其上覆水域和相关动植

物，历史文化特色已通过立法或其他有效手段（包括习俗）予以保留，其结果是其海洋和/或沿海生物

多样性享有的保护水平高于周围环境”15，这与IUCN的保护区定义基本一致。只是IUCN的自然保护区

的定义16更强调保护目标的长期性。IUCN强调，有些区域的划分虽然能够实现自然养护的目的，但是

在设立时没有明确说明自然养护的目标，这类区域不能被称为保护区。IUCN也强调，保护区的养护目

标必须是长期的，因此渔业管理中临时关闭的渔场也不能被视作海洋保护区17。

如表1所示，IUCN把保护区分成几种类型：I类：严格自然保护区,荒野地保护区（Ia类：严格自然保护

区、Ib类：荒野地保护区）；II类：国家公园；III类：自然纪念物保护区；IV类：生境和物种管理保

护区；V类：陆地和海洋景观保护区；VI类：资源管理保护区。IUCN保护区类型暗示了人类干扰的程

度，其具体管理目标中适当体现了这种区别。如表1所示，管理类型Ⅰ—Ⅲ主要涉及人类直接干扰和改

变有限的自然区域；而在类型IV、V、VI中具有明显的人类干扰和改变18。

从IUCN的分类中可以看到，“持续利用资源”和“旅游和娱乐”也可以成为保护区的管理目标，但是

只有I、II、III类这些不以持续利用资源为首要和次要管理目标、禁止开采性利用的保护区才能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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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下带陆架区域，包括其上覆水体及相关的动植物群落、历史及文化属性”，此定义已被政府及NGO广

泛采用，所以可视其为一项国际标准，各国国内制度中对MPA的定义也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CBD对

海洋和海岸保护区（MCPA）有特定定义——“海洋环境之内或附近的区域，及其上覆水域和相关动植

物，历史文化特色已通过立法或其他有效手段（包括习俗）予以保留，其结果是其海洋和/或沿海生物

多样性享有的保护水平高于周围环境”14，这与IUCN的保护区定义基本一致。只是IUCN的自然保护区

的定义15更强调保护目标的长期性。IUCN强调，有些区域的划分虽然能够实现自然养护的目的，但是

在设立时没有明确说明自然养护的目标，这类区域不能被称为保护区。IUCN也强调，保护区的养护目

标必须是长期的，因此渔业管理中临时关闭的渔场也不能被视作海洋保护区16。

如表1所示，IUCN把保护区分成几种类型：I类：严格自然保护区,荒野地保护区（Ia类：严格自然保护

区、Ib类：荒野地保护区）；II类：国家公园；III类：自然纪念物保护区；IV类：生境和物种管理保

护区；V类：陆地和海洋景观保护区；VI类：资源管理保护区。IUCN保护区类型暗示了人类干扰的程

度，其具体管理目标中适当体现了这种区别。如表1所示，管理类型Ⅰ—Ⅲ主要涉及人类直接干扰和改

变有限的自然区域；而在类型IV、V、VI中具有明显的人类干扰和改变17。

从IUCN的分类中可以看到，“持续利用资源”和“旅游和娱乐”也可以成为保护区的管理目标，但是

只有I、II、III类这些不以持续利用资源为首要和次要管理目标、禁止开采性利用的保护区才能被称

14

15

16

17

18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OP 7 Decision VII/5:Marine and coastal biological diversity.(2004).

IUCN的海洋保护区定义需要结合其自然保护区的定义一起来理解。IUCN对自然保护区的定义是：“具有清晰地理范围界定，通过法律和其他有效方式认可、明确和管

理，以实现对自然和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的长期养护”

Guidelines for Applying the IUC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to Marine Protected Areas,IUCN,2012，第9页

获得地址：http://cmsdata.iucn.org/downloads/uicn_categoriesamp_eng.pdf

Davey,A.《保护区国家系统规划》，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8-49页，获得地址：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docu-

ments/PAG-001-Zh.pdf

同上

主要管理目标 Ib II III IV V VI

科学研究

荒野地研究 

保存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维持环境服务 

保护特殊自然和文化特征 

旅游和娱乐 

教育 

持续利用生态系统内的资源 

维持文化和传统特性 

1 3 2 2 2 2 3

2 1 2 3 3 - 2

1 2 1 1 1 2 1

2 1 1 - 1 2 1

- - 2 1 3 1 3

- 2 1 1 3 1 3

- - 2 2 2 2 3

- 3 3 - 2 2 1

- - - - - 1 2

注：“1”表示主要管理目标；“2”表示次要管理目标；“3”表示可能使用的；“-”表示不适用的。 

表1  IUCN保护区类型及其主要管理目标归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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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格甚至完全保护的保护区。英国在其管辖海域内设立的MPA并不强调“禁止利用 9”1 ，这些MPA中

的大部分允许不同程度的利用，因此可以认为英国推动的国际倡议中提到的MPA应该也把允许多重利用

的MPA囊括在内。加拿大在使用保护区概念时也没有使用“严格”或者“完全”保护的字眼，因此也应

该理解为包含了多种类型的保护区。而目前民间提出的保护30%的倡议主要指的是禁止开采性利用的严

格MPA的面积。这是目前支持3030目标的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之间最大的区别。

爱知目标11中提到的MPA是与“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概念。既然MPA

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也允许不同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手段，那么其与OECM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2018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8号决定（14/8）把OECM定义为“保护区以外的地理定义地区，对其治理和管

理是为了实现生物多样性就地养护的积极、持续的长期成果，并取得相关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以

及在适用情况下实现文化、精神、社会经济价值和其他与当地相关的价值” 。20   与上文提到的IUCN和

CBD的海洋保护区定义相比，虽然也提到了目标的长期性和治理与管理，但是更强调通过保护来利用生

物多样性的服务与价值。从字面含义上看，OECM与MPA有很大的交集，也就是为什么在OECM的定义之前

一定要加上一个“保护区以外”的定语。此外，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的

谈判中，还有一个“划区管理工具”（ABMT）的概念，主要指的是单个行业的管理措施21。

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划区的保护工具，无论其名称是什么，最关键的是：

管理目标（是否长期）；

管理范围（是否综合/覆盖多行业、是为外界保护多重价值还是寻求界内的多价值可持续利用）；

管理效力（是否有效落实了管理）。如下面的矩阵所示，MPA和OECM在目前实际上都被视为广义上

的海洋保护区，因为其着眼于长期目标的实现，而且通过的是综合管理的手段。

综上所述，截至2020年7月，支持3030目标的政府主体的立场是到2030年在全球30%的海域上设立广义

的MPA，不仅包括允许多重利用的MPA，也包括不同类型的OECM。而目前民间所倡导的3030目标指的是

要通过IUCN的I-III类保护区禁止所有形式的工业化开采行为，以保护全球30%的海洋，但是可能不禁

止非工业化或非开采性的商业利用。这是各界对3030目标在理解上的最大差异。

 

1

3

2

参见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marine-conservation-zone-designations-in-englan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OP 14 Decision 14/8: Protected areas and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2018)

参见 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 in Marin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uilding ambition, broadening participation and planning ahead,IUCN, 

2019, p15-16. 获得地址: https://www.iucn.org/sites/dev/files/content/documents/iucn_abmt_-_report_final_web.pdf

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www.ospar.org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ccamlr.org

19

20

21

22

23

综合保护 综合管理 行业保护 行业管理

长期目标

短期目标

保护区：

罗斯海保护区

...

ABMT:

北冰洋中央公

海渔业协定

OECM：

OSPAR公约22

CAMLR公约23

ABMT：

渔业管控措施

ABMT：

鲸类保护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ABMT：

长期禁渔区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ABMT：

排放控制区

特别敏感海洋区域特别

环境利益区

ABMT：

临时禁渔区

表2  不同类型的保护工具举例 



复活节岛海域 ©陈冀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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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目标的历史沿革

3030的海洋保护倡议建立在自然保护政策领域数十年全球讨论的基础之上。IUCN在百分比划区保护目

标的全球讨论中发挥着推进者的作用。IUCN世界公园大会（WPC）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自然保护论坛之

一，主要推动保护区相关议程的设定，大约每十年举行一次。 自1962年以来，IUCN历届大会在协助各

国政府建立新的保护区以及将更多资源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WPC持续推动和

影响着关于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讨论，每次大会对于随后十年的全球保

护政策的制定和创新都至关重要24。

全球保护百分比目标的讨论最早出现在1982年第三届WPC上，当时有人提到了保护10%的地球的目

标25，此后百分比保护目标开始进入了国际政治的讨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

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当时的保护区面积需要至少翻三倍，相当于12%26。1992年，第四届WPC通过的

《加拉加斯行动计划》把1982年的讨论正式化为建议“保护每个生物群系的10%”27。2003年在德班举

行的第五届WPC标志着自然保护区的范式从作为（孤立的）“保护之岛”向提供“超越边界的效益”

（“benefits beyond boundaries）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转变。这一转变还应确保这些保护区域持

续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出贡献。随着面积百分比目标讨论的推进，独立的海洋目

标也开始出现。德班大会通过的第22号建议针对海洋提出保护每个栖息地的20-30%的目标28。但是这

一倡议并没有进入相关的政治进程。近二十年来，在百分比目标问题上，IUCN平台的建议雄心不断提

高，而官方的国际进程中所采纳的全球保护目标一直在10%左右。

爱知目标11也不是第一个专门针对全球海洋保护的划区管理目标。在1992年的里约地球高峰会上，各

国就已经同意通过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来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2000年以来，海洋保护区作为一种管

理工具，因为其减少、预防和扭转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持续下降的显著功能，而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因此在爱知会议之前，已经出现了三个全球海洋划区保护的目标。 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

会（WSSD）通过的执行计划提出要在2012年前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29。2003年第

五届WPC把WSSD提出的海洋保护区网络的计划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到2012年大幅增加海洋保护区所

管理的海洋和海岸地区的建议；这些网络应包括至少每个栖息地的20％至30％的严格保护区”30。在

2006年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届缔约方会议上，“到2010年有效保护世界上每个生态区域（包

括海洋和海岸地区）至少10％”的目标31。 这些讨论都为爱知目标的设定铺平了道路。

IUCN, What is the World Park Congress?, 获得地址：https://www.worldparkscongress.org/wpc/about/history

Svancara, L.,et al.Policy-driven versus Evidence-based Conservation: A Review of Political Targets and Biological Needs,BioScience,Volume 55,Issue 

11,November 2005,Pages 989–995,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 Common Future,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7,第六章第72

节，获得地址：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5987our-common-future.pdf

IISD,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 WORLD PARKS CONGRESS(WPC)2014,2014 获得地址：https://enb.iisd.org/iucn/w-

pc/2014/html/crsvol89num16e.html

第五届世界公园大会建议，第57页，WPC 建议 5.22 获得地址：https://www.uicnmed.org/web2007/CDMURCIA/pdf/durban/recommendations_en.pdf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联合国，2002年，第四节，第32（c）段）获得地址：https://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WSSD_POI_PD/En-

glish/WSSD_PlanImpl.pdf

同18 https://www.uicnmed.org/web2007/CDMURCIA/pdf/durban/recommendations_en.pdf

CBD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t its Eighth Meeting(Decision VIII/15,Annex IV).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uritiba,Brazil,2006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A Review of the Policy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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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知目标通过后，IUCN很快就开始了对2020后保护目标的讨论。在2014年的悉尼世界公园大会上，

海洋被作为四个“跨界主题”之一进行了讨论。该主题的重点是如何设计和管理海洋保护区及其网

络，以应对各行业所关切的关键挑战。讨论集中在三个子主题上：1）“投资更多”，增加对海洋保护

区的资金、时间和合作伙伴的投资；2）“参与更多”，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建立新的伙伴

关系，并从意识转变为行动；以及3）“保护更多”，也就是扩大海洋保护区的范围，以实现保护目标

并最大程度地发挥保护作用。在这一讨论所产出的建议中，第一条就提出“迅速增加以下政策工具所

覆盖的海洋面积：首先是得到有效和公平的管理的、具有生态代表性和联系紧密的海洋保护区体系，

第二是其他有效的养护措施。该（保护区）网络应把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目标，并应

包括至少每个海洋生境的30％。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完全可持续的海洋，其中至少有30％禁止开采活

动” 。32 尽管这些建议对于政府没有约束力，但它们代表了从业人员的专业建议、对有效保护力度的

呼吁和对该领域当前的优先事项的评估。

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指向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GDs），其中目标14是专门针对海洋保护的33。

2016年在夏威夷举办的世界保护大会（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延续了2014年WPC对于海洋保

护的讨论，并将讨论成果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放在第50号决议中，最终经过表决获得通过。（89%

的政府成员和94%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对此项决议投出了赞成票）

2018年联合国正式启动了针对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法律文书的谈判，这一文书将包括设立公海

保护区的程序安排。2020年1月CBD发布了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零文案”，30%的目

标已经出现在了等待谈判的方括号中，而且也保留在了7个月后发布的第二版文案中。

The Promise of Sydney:Recommendations on MPAs,World Park Congress 2014,获得地址：https://mpanews.openchannels.org/news/pa-news/world-parks-con-

gress-recommends-target-30-no-take-mpa-coverage-worldwide

参见 https://sdgcompass.org/sdgs/sdg-14/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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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保护大会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第50号决议34 

1.呼吁总干事和自然保护联盟的所有组成部分促进和支持下文第2-4段所述的行动；

2.鼓励自然保护联盟国家和政府机构成员通过设立和管理高度保护的海洋保护区和其他基于划 
    区的有效保护措施网络把每个海洋栖息地的至少30％面积保护起来，其最终目的是至少创造一
    个完全可持续的海洋，其中30％没有开采活动，但要遵守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

A.致力于按照IUCN保护区管理类别和治理类型的规定，通过努力在其国内水域通过设立和有 
    效落实海洋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保护其至少30％的海域；

B.建设性地参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国际共管及其管辖范围内海域内建立海洋保护区，包括 
    通过以下方式：

i）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一项新的文书，以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 
   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该新文书应建立有力机制来设立有效和公平管理的，具有生态 
   代表性和良好联系的海洋保护区系统，包括禁捕区；和

ii）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通过现有的南大洋保护区提案，并及时准 
    备并通过新的海洋保护区提案；

3.敦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会员国加速在实现2020年爱知目标11方面取得进展；

4.鼓励《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考虑制定新的程序，以制定2020年后的目标，到2030年将高度受
    保护的海洋区域的比例提高到30％；并且

5.要求所有会员支持实现以上第2、3和4段所述的行动。

34   2016年世界保护大会第50号决议， 获得地址：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resrecfiles/WCC_2016_RES_050_EN.pdf



“伴游”科考船的南大洋虎鲸  ©陈冀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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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目标的科学依据

     全球面积保护百分比目标

面积百分比的划区保护目标最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学术界为方便管理者首先提出。Odum在1970年

提出美国佐治亚州需要保护其面积的40%以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并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生态可持续的人

类-自然复合生态系统35。他在1972年又提出南部的弗罗里达州需要保护50%的面积才能实现生态可持

续性36。之后百分比保护目标逐渐在区域保护领域中开始应用，但是总体而言尚未被广泛接受。

物种-面积关系的相关研究，为保护百分比目标的设定提供了方法学和理论基础。2005年，Svancara等

回顾了159篇报告和222篇期刊文章，以评估百分比目标这种政策驱动和基于证据推算面积设立目标的

方法之间的差异。这份研究表明，为基于实际保护需要所推荐的百分比目标，几乎是政策驱动方法推

荐的百分比目标的三倍37。这个研究针对的是地区和国家层面的保护，并不是全球保护的目标。2016

年，被誉为社会生物学之父的资深生物学家E.O.Wilson通过他的新书《半个地球：我们星球的生存之

战》具体阐述了基于面积比例的栖息地保护的重要性。他的主要论点如下：首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目标是把物种灭绝的速度降到人类出现之前的水平（百万分之一至十的物种每年）38；其次，栖息地

可支持的植物和动物物种数量随栖息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或减少而减少，这种数量关系可粗略地按面

积的四次方根来计算39。按照这个粗略的计算，如果能保护半个地球，那么85%的物种就有可能保留下

来40。Wilson认为需要这么大比例的保护的另一个出发点是风险预防（预警）原则，他在书中反复强

调人类对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作用的关系和功能所知仍然甚少，几乎不可能像管理人类设计的系统那

样来管理生态系统，因此需要扩大保护的范围。2018年，Jonathan Baillie和张亚平在《科学》杂志

上撰文呼吁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的同时指出，“大多数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系统效益所需

空间的科学估计表明，必须保护25％到75％的区域或主要生态系统。但是，由于对地球上物种的了解

有限，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或它们所提供的收益以及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增长中的风险了解不足，空

保护目标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将目标设定得太低可能会对子孙后代和所有生命产生重

间

大负

面影响。因此，任何估算都必须谨慎 41” 。

Odum EP,Optimum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A Georgia microcosm,Current History,58:355-359,1970

Odum EP,Odum HT,Natural areas as necessary components of man's total environment,Proceedings of the North American Wildlife and Natural Resources 

Conference, 37: 178-189, 1972 

Svancara.K,et al.,Policy-driven versus Evidence-based Conservation:A Review of Political Targets and Biological Needs,BioScience,Volume 55,Issue 

11,November 2005,Pages 989–995,获得地址：https://academic.oup.com/bioscience/article/55/11/989/220923

目前的物种灭绝至少比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速度快数十至数百倍（IPBES，2019）

这个数量关系的计算如下表所示：

参见Wilson,Edward O.Half-earth: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First edition.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a division of W.W.Norton & 

Company,2016.

Baillie.J,Zhang.Y,Editorial:Space for Nature,Science,14 Sep 2018,获得地址：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1/6407/1051.summary

35

36

37

38

39

40

41

The Scientific Basis

保护面积百分比 保护面积百分比的四次方根 得到保护的物种数量百分比

100 3.16 3.16/3.16=100%

10 1.78 1.78/3.16=56.2%

50 2.66 2.66/3.16=84.1%

70 2.89 2.89/3.1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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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42。六个目标分别是：（1）保护生物多样性；（2）确保种群连通性；

（3）尽量减少渔业/种群崩溃的风险，并确保种群的持久性；（4）减轻选择性捕捞对进化的影响；

（5）最大化或优化渔业价值或产量；（6）使多个利益相关者满意。结果在所有研究中，超过一半的

研究（56％）表明应保护30％以上的海洋以实现他们所研究的目标。如果要实现81%的目标，海洋保护

区需要覆盖大于50％的全球海洋，而当保护区覆盖率≤10％的时候只有3％的目标可以被实现。2019

年，Dinerstein等针对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发表了题为《为了自然的全球协定：指导原则、里

程碑与目标》的论文，提出2050的全球保护应该覆盖半个地球，2030年保护30%是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43。2020年Jones等梳理了全球值得保护的海洋区域，认为至少需要保护26%的全球海洋44。绿色和平

在2018年发布的《30×30全球海洋保护的蓝图：如何在2030年之前保护全球30%的海洋》也推演了保护

30%海洋的可能性45。

     

来源： O' Leary等，2016年

图4  海洋保护区覆盖面积百分比与海洋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综合 

 

O'Leary,B.C.,et al.Effective Coverage Targets for Ocean Protection.CONSERVATION LETTERS,2016,获得地址：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

doi/full/10.1111/conl.12247

Dinerstein.E,et al.A Global Deal For Nature: Guiding principles, milestones,and targets, Science Advances,April 2019

Jones.K,et al.Area Requirements to Safeguard Earth's Marine Species,One Earth,VOL.2,ISSUE 2,P188-196,FEBRUARY 21,2020,获得地址：https://www.   

cell.com/one-earth/fulltext/S2590-3322(20)30043-9?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259033

2220300439%3Fshowall%3Dtrue

获得地址：https://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publication/21604/30x30-a-blueprint-for-ocean-protection/

42

43

44

45

     海洋面积保护百分比目标

对面积百分比目标的讨论从陆地开始，而海洋保护百分比的目标最近十年才开始受到关注。2016年3

月O'Leary等基于126篇主要通过模型来研究海洋保护区效果的文献评估了保护区覆盖面积与六个重要

保护生物多样性         确保连通性                避免崩溃               避免逆向演化             渔业价值              多利益相关方

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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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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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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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与陆地保护的区别 

在讨论全球海洋保护的目标的时候，需要深入理解海洋与陆地的区别。首先，大部分海洋处于国家的

管辖范围之外。因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工作机制主要是各国完成自己国内的工作，因此陆地上和

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保护区设立进展从百分比来看要比公海快很多。而因为海洋的大部分处在国家

管辖区域外，在这些区域设立相关保护措施需要在不同国家间展开谈判。国家之间出于经济利益上的

关切以及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一项海洋保护措施往往需要多年的谈判才能通过，例如，南极罗斯海保

护区从最初的工作文件、到形成提案进入谈判、最后达成共识，一共用了十年多的时间46。在海上设

立综合的保护区还需要不同行业性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且当前正在谈判

中的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协定有可能改善这一状况，但是这一协定也没有办法消除国家间利益

和观念上的分歧。

其次，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能简单套用陆地生态系统保护的观念。表3梳

理了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区别47，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根本差别在于栖息环境，水介质对海洋物

理特性和生物特征具有深远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网结构和陆地很不一样，很多海洋生物的生活

史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也远远超过陆地上的动物，例如存在大规模洄游性的鱼类和哺乳动物，它们的洄

游路线经过多国的管辖海域和公海。因此这些物种在保护措施的尺度需求上与陆地也不一样。在设定

百分比目标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问：30%应该是面积的百分比还是体积的百分比；在同一水体下，不同

深度的水层是否必须采取相同的活动限制；如何既采取风险预防（预警）的管理方式，同时也保持一

定的灵活性？这都是对保护目标制定者的智慧考验。

第三，由于海洋空间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挑战，人类对海洋的了解也远远不及对陆地生态系统的了解。

例如陆地上可以通过化石研究来描绘历史不同时期的生态系统的状况，有助于寻找保护参照点，而海

洋中就缺乏化石这样的资料。与几乎平面的陆地生态系统不同，海洋生态系统是立体的，有大量的水

体和海底人类尚未进行足够探索和认知。从历史经验来看，人类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的行动滞后于认识

理解问题的速度，而认识问题的速度又滞后于问题产生的速度。因此设立保护措施的时候，更加需要

应用风险预防（预警性）方法/原则，不能用设立陆地保护措施的数据要求来设立海洋上的保护措施。

参见创绿研究院博客《明天更漫长：写在罗斯海保护区诞生前夜》 获得地址：http://ghub.blog.caixin.com/archives/153060 

Carr,M.COMPARING MARINE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COASTAL MARINE RESERVES,Ecological Applications,13(1) 

Supplement,2003,pp.S90–S107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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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在环境和生态特征和人类影响模式及后果方面的区别

特 征 陆地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

无脊椎动物和小型脊椎动物的个体繁殖率  较低              较高

哺乳动物的单体繁殖率         低                 低

生活史阶段分布的差异        较低                较高

对环境变量的响应率        较低               较快

对大尺度环境变化的敏感度        较低               较高

繁殖体传播的空间尺度        较小              较大

种群的空间结构      较不开放           较开放

种群增长对外源补充量的依赖        较低               较高

本地自我补充的可能性        较高               较低

对栖息地碎片化的敏感度        较高               较低

对小尺度扰动的敏感性        较高               较低

对大尺度事件的响应时间   较慢（以世纪计）   较快（以十年计）

肉食者对外源性被捕食者的依赖        较低               较高

被捕食者种群受外源性捕食者影响        较低               较高

脊椎动物的显着遗传突变        少见             非常常见

有效种群的规模        较小               较大

基因流的空间尺度        较小               较大

种群间的基因多样性        较高               较低

栖息地破坏        广泛             空间集中

生物栖息地结构的丧失        广泛             空间集中

受到威胁或利用的营养级  较低（初级生产者）   较高（捕食者）

驯化程度        较高               较低

水介质的普遍程度        较低               较高

物种分布的维度         二维               三维

化学元素和其它物质传播的尺度         较小               较大

本地环境的开放性        较低               较高

种系多样性        较低               较高

环境

生态

生活史特性

种群结构

营养级

基因

初级生产者周转率
慢

（较多多年生植物）

较高

（较少多年生植物）

能量的横向传输
低

（较少食浮游生物者）

高

（较多食浮游生物者）

现代人类威

胁的类型和

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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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百分比目标有效性上的争议

爱知目标11可以说是建立在几十年关于保护政策的讨论的基础上，而这些针对基于面积百分比的保护

政策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政策的有效性展开的。对百分比目标设定的质疑论点主要包括：1）百分比的

数字往往是“专断”48的，例如为什么是10%不是11%？2）现有百分比的目标不够进取49，不足以扭转

生物多样性退化的趋势。而支持采用面积百分比目标的观点则认为百分比目标简单易懂且可操作性

强，是可衡量可实现的目标50和有效的政策工具。

2019年Visconti等在《科学》杂志的政策论坛中发文专门讨论了爱知目标的问题：1）这个目标让决策

者关注保护区的数量而不是保护的价值，为了满足数量的目标保护了很多不很重要的地方；2）这个目

标并不能确保管理的落实，可能造成以保护之名行开发之实；3）爱知目标强调生态区域的代表性而不

是物种的代表性；4）各国行动的成果并不适合进行简单的累加。该文提出，新的全球保护目标应该是

“通过PA和OECM，记录、保持和恢复所有对生物多样性具有全球意义区域的价值” 。而Woodly51 等人

则撰文进行反驳，认为“设定2020年后的目标不需要在生物多样性重要性或空间百分比保护目标之间

进行选择，而是两者需要兼顾，同时也需要有明确的方法来确保政府履行承诺。目标11是所有20个爱

知目标中最成功的目标，仅用狭隘的技术性目标代替爱知目标11的建议误解了更广泛的政策背景和执

行现实”。因此，他认为进取的保护目标应该能够促成成功的结果、关注生物多样性、尊重对人类的

利益、并考虑碳的价值，也能帮助实现巴黎气候目标52。 

尽管在落实中出现了重“量”不重“质”的问题，爱知目标11从其文本来看其实是“质”和“量”都

强调的，除了百分比的目标，其文本中也强调了“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

区域”、“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连通性好的”、“有效保护措施”。不论是

“爱知目标”还是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零文案”中的目标，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

相联系、彼此支持的一个整体。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行动目标的区分也有助于理解这些目标之间的关

系。2020后GBF的谈判本身就是评估行动和保护需求之间的差距、从而调整目标的一种过程，这需要在

爱知目标的基础上，基于这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调整和更新，而不是另起炉灶。

Wright,R.G.,Scott,.JM.,Mann,S.,Murray,M.Identifying unprotected and potentially at risk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western USA,Biological Conserva-

tion,98: 97-106,2001

Solomon,M.,et al.Conservation targets for viable species assemblages?.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12: 2435-2441, 2003

Sierra,R.,Campos,F.,Chamberlin,J.Assess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iorities:Ecosystem risk and representativeness in continental Ecuador,Land-

scape and Urban Planning,59:95-110,2002

Visconti.P,et al.Protected area targets post-2020,Science 364 (6437),239-241,2019年4月

Woodley S,et al.A bold successor to Aichi Target 11, Science 365 (6454), 649-650, 2019年8月

48

49

50

51

52

Debates 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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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百分比目标的时间维度

图5  海洋管理的不同思维

学术界和政策界对2020后海洋保护目标的讨论常常聚焦在保护的“质”和“量”上，而实际上2030年

目标的时间维度也至关重要，因为2020-30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向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

的关键十年，2030年的海洋保护目标实现的路径将影响到2030后行动的方式。而不太成功的历史经验

说明，要有规划、系统性地实现2050年的愿景，制定和落实海洋保护区目标的思路可能要有所转变。

现有海洋管理的思路是在生态系统已经发生问题以及生态系统特别重要的地方通过设立保护区来解决

当前的问题。而现实是，很多保护区建在了与经济冲突较小的海域，例如地处偏远地区、人类活动较

少的海域和开发过度、已经没有经济利用价值的海域。设立保护区似乎是管理失败后的最后选项。在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a》（中文译名《假如海洋空荡荡》）一书中，通过回顾海洋管理

的历史，英国著名海洋学家Roberts认为这种缝缝补补的思维模式需要改变：“我们不应只想着在特殊

或者偏僻的地方设立海洋保护区，而是必须将保护区视为所有管理的基础”53。 如下图所示，目前最

主流的观点是逐渐增加管理区、保护区和禁止利用的保留区的面积，把保护区一块块从密集使用区中

“抠”出来，是一种与利用活动“竞争空间”的思路。Roberts所指的新思维，虽然也是要增加保护，

但是更像是一种资产管理的思维，即把一个健康的海洋提供各种服务的能力看作为核心资产，通过开

辟管理区和保护区等手段，确保其能持续地为人类创造价值。这个思路与中国现有的“生态文明”的

阐述和实践是一致的，“应保尽保”思想反映的就是这个思路。以这种新思维来规划未来的海洋保

护，就不再是“尽力而为”、随机地向前一点点推进，而是基于现有的科学为不同的海洋空间设立管

理目标，也就是先把金字塔的分层规划出来。我们可以把保护区看作海洋管理中最核心的资产，作为

金字塔的基石，再根据每层的需要同步推进不同划区管理工具的设置。

53   Roberts,C.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a （2007）中译版《假如海洋空荡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1-362页

图：作者基于C.Roberts图稿修改

The Time Dimension



如上图所示，如果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2011-2020年战略计划中确定的2050年“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愿景理解为：在2050年，所有存在经济开发利用活动的、特别是已有开采性利用活动的海

域，都需要实现可持续、公平和有效的管理。这种管理要求具有长期的管理目标，在目标的制定中科

学的信息得到充分考虑，并且需要采用风险预防（预警）的方法，制定的管理规划和措施与管理目标

相匹配，而且得到有效的落实。据此倒推至2030年，至少应该先完成绝大多数海域管理目标的设定，

也就是确定这片海域落在上图中金字塔的哪一层，并选取每一层的其中一部分优先设立有效的管理，

之后在2030-2050年依据新的科学信息修正原来的管理目标，在推动短期目标的基础上同时推进长期目

标的建设，逐步消除有目标无管理的“纸上管理区”。

结合上图和前文对不同类型管理工具的介绍，2030年和2050年的海洋保护面积百分比目标可以通过下

图表现：即2030年尽可能在所有的空间区域设立合理的管理目标，区分出优先管理的区域并设立和落

实有效的管理，然后在2030到2050年间逐步消除只有短期目标或者缺乏管理的区域。从2030年和2050

年采用不同工具分布比例的分配可以看出，百分比目标虽然看上去是一个空间上的目标，但其更重要

的意义可能在于其在时间上的参照作用，从而帮助国际社会规划整个海洋管理的进展步伐。

*此处的的百分比只是举例数字，并非任何机构的立场

无管理目标  

 

2030年              综合保护           综合管理          行业保护           行业管理         无有效管理

长期目标
保护区：

10-20%*

OECM：

10-20%

ABMT：

10-20%

ABMT：

20-30%

10-20%

ABMT:

10-20%

OECM：

10-20%

ABMT：

10-20%

ABMT： 

0%

10-20%

0% 0% 0% 0% 0%

仅有短期目标 

无管理目标  

 

2050年              综合保护           综合管理          行业保护           行业管理         无有效管理

长期目标
保护区：

20-40%

OECM：

20-40%

ABMT：

20-30%

ABMT：

20-30%

0%

ABMT:

0%

ABMT：

0%

ABMT：

0%

ABMT： 

0%

0%

0% 0% 0% 0% 0%

仅有短期目标 

表4  2030-2050 海洋保护措施覆盖百分比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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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需要怎样的海洋保护目标
总结与讨论

     历史讨论的总结

总结上述的历史讨论，我们可以看到：

海洋保护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爱知目标被认为雄心不足，落实也不尽如人意。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    

下，未来十年的全球海洋保护需要提振雄心，加倍发力。

   

海洋保护百分比目标的讨论起源于陆地保护的相关讨论，政策领域的讨论也有多年自然科学界的讨

论作为基础。爱知目标通过后，进一步提升全球海洋保护雄心的声音就开始出现。

   

近年来，在2030年保护全球30%海洋的呼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虽然不同倡议所支持

的3030目标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科学依据和风险预防的理念提出的一个“保底”

的愿景。

百分比的目标的必要性在于：a）目标设定对于全球环境治理来说可能是必须的，因为全球环境问   

题（包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非线性的变化。回应这样的问题

的时候，需要制定适度高远的目标来激励行动与动员资源，与规则制定相比，目标设定似乎是更可

取的方法54；b）百分比的形式确实更有益于公众和政府评估保护行动的进展和力度，并在进度缓慢

时及时调整政策。

面积百分比目标的局限性在于仅靠百分比数字所体现的进度，并不能确保重要的地区和物种确实得  

到了必要的保护，也不能确保能就此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甚至存在误导行动的风险。因此

Vinsconti等之后也同意不能采用狭隘的技术性指标，而是要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果，而不是

专断的百分比来衡量行动的有效性和目标的实现” 。也就是说面积百分比只能作为衡量行动56 力度

的参照之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更需要考虑行动带来的实际产出或效果。

    

由于“保护”的定义不同，保护区存在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保护区对公共资源的需求也不一样，   

因此保护区百分比的目标本身也给政府在资源的需求和供应矛盾中留出了寻求灵活性的空间。尽管

这种灵活性可能会导致“纸上公园”或者是避重就轻的数字游戏，但是也可以使得这种形式的目标

在国际社会获得更高的接受度。如果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这种灵活性也不会减损其在激励变

革、动员政府和民间资源方面的作用。

6

5

1

2

3

4

Summary and Discussion 

55

Young,O.Governing Complex Systems: Social Capital for the Anthropocene,MIT Press, 2017

Christopher,J.L.How the race to achieve Aichi Target 11 could jeopardize th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anada and beyond,Marine 

Policy,Volume 99,Pages 312-323,2019年1月

Visconti,P,et al A bold successor to Aichi Target 11—Response, Science365(6454):650.1-651, 2019年8月 

54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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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年的挑战

要讨论2020后GBF中需要怎样的海洋目标，首先需要回顾在2030年全球海洋保护行动所回应的问题。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在其2019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全球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中指出：“在海洋生态系统（从沿海到深海）中现已可以看到人类

活动的影响，沿海海洋生态系统不但以往的损失程度和状况十分严重，而且仍在以很快的速度衰退

（成立但不充分）。在2008年，40%以上的海洋面积受到多种驱动因素的严重影响，而在2014年，66%

的海洋面积受到越来越大的累积影响。在2014年，仅有3%的海洋被认为没有受到人类压力（成立但不

充分）。从1970年到2000年，海草草场的面积每十年减少10%以上（成立但不充分）。珊瑚礁上的活珊

瑚覆盖面积在过去150年减少了近一半，并且下降速度在过去二、三十年大幅加快，原因是水温升高和

海洋酸化与其他导致损失的驱动因素相互作用并使此类驱动因素恶化（充分成立）。这些沿海海洋生

态系统是全球最具生产力的系统之一，它们的丧失和恶化降低了它们保护海岸线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

和物种抵御风暴的能力，也降低了它们提供可持续生计的能力（充分成立）。海洋生态系统受到的严

重影响表现为33%的鱼类种群被归类为过度开发，55%以上的海洋面积受到工业化捕捞的影响（成立但

不充分）” 。57 可以看到，在区域尺度的人类直接利用所造成的生态系统损失的基础上，气候变化及

其相关的全球变化进一步导致了生态系统的恶化。

IPBES在2019年也对爱知目标的进展进行了评价。如下图所示，陆地和海洋的面积百分比这两个力度目

标属于少数进展良好的目标，很多以成效来衡量的目标则进展不佳。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存在几种可

能性：1）保护面积百分比目标有可能设定的雄心还不够，或者说与其他目标的匹配程度不够；或者

2）保护面积百分比目标的落实过程中可能对保护质量的重视不够；或者3）以上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无论如何解释，都再次说明了保护的“量”和“质”之间相互替代性很小，更可能存在的是“木桶效

应”，即实现得最糟糕的那些目标决定了整体的保护效果。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2019年,获得地址：https://ip 

bes.net/sites/default/files/ipbes_7_10_add.1_zh_0.pdf

57

与污染物排放空间不同，全球海洋保护面积百分比目标无法在国家之间进行数量上的分配。因为大

部分海洋处于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外，这些海洋空间的保护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生多公

约下的全球海洋目标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的责任，而更接近于国际社会的对自己共同承担的责任的

一种承诺或者宣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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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PBES，2019

表5  爱知目标的实施状况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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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2030年的海洋保护行动需要：

提升保护的规模，进一步约束区域尺度的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

在保护的规模上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额外风险，也就是Tear等在2005年提出的制定可衡量保护

目标的六项标准58中3R里的“冗余”和“弹性”。

加强保护的规模和质量之间的关联，确保保护措施，不论是海洋保护区还是其他有效的养护措       

施，都能规划合理且得到有效管理。

58   Tear.T.,et al.How Much Is Enough? The Recurrent Problem of Setting Measurable Objectives in Conservation,BioScience,Volume 55,Issue 10,  

     October 2005, Pages 835–849,获得地址：https://academic.oup.com/bioscience/article/55/10/835/274365

59   Nowlis,J.,Fridlander,A.海洋保护区的设计与指定,《海洋自然保护区》, 海洋出版社,2008年,113页

60   Edgar,G.,et al.Global conservation outcomes depend o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with five key features,Nature,2014, Vol 506,p.216

制定可衡量目标的六项标准

·使用现有最佳科学
·提供多种选择
·设定长期和短期目标
·纳入“3R”
   1）代表性（representation）：需要把生态要素或感兴趣的目标（例如种群，物种或流域类型）的 

。护保入纳”容内有所“       
   2）冗余性（redundancy）：对风险要采取预警的态度。
   3）弹性（resilience）：通常被称为生态要素的“质量”或“健康”，是指该要素在严峻的考验中得以 
       持久的能力。
·为关注的生物系统量身定制目标
·对误差和不确定性进行评估

     保护多少才够？

本文回顾了海洋保护目标的历史讨论，重新审视现在政府和民间提出的“3030目标”，可以发现“30%”

和“至少”都反映各界对提振雄心的呼吁。因为保护区有比较系统的定义，所以通过“严格保护”

和“海洋保护区”来描述的“30%”目标体现出呼吁者对保护的“量”与“质”之间关联的强调。

Nowlis和Fridlander（2004）认为应该从风险最小化而不是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待MPA，而风险

最小化需要的是较大、且更有雄心的MPA或者MPA网络59。在气候变化的风险下，海洋保护需要在量上

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2014年Edgar等比较了87个不同的MPA的效果，认为

MPA要产生积极的作用，需要在“质”上具备这些条件：完全禁捕、执法良好、长时间（10年以上）、大

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以及被沙地或者深水所隔绝60。这种“量”与“质”的关联其实已经反映

在了“爱知目标”中，讨论“量”的目标的有效性的同时，也需要解决那些导致“质”的目标实现情

况欠佳的问题。

在保护目标的“量”与“质”之外，保护目标和保护行动的协商进程也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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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Maxwell,S.L.,et al.Being smart about SMART environmental targets, Policy Forum,Science, Vol 347,Issue 6226,2015年3月6日

62   Balmford,A.,et al.,The worldwide cost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 101:9694-9697

63   2020年粮农组织《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显示全球当年度的捕捞渔获价值为1510亿美元，这里将其30%约为450亿美元作为渔业因保护导致的机会成本的参照 

     值。实际上可能有出入因为不同渔获的价值不同而且海洋保护区的溢出效应也可能导致渔获的上升。

64   Sumaila,R.,etal.,Updated estimates and analysis of global fisheries subsidies, Marine Policy, Volume 109, November 2019

2030年通过严格保护的MPA保护全球海洋的30%”是民间对2030年海洋保护之“应然”的期待。从国际

政治的“实然”来看，有争议的环境问题会导致谈判各方将灵活性纳入目标中，以确保达成协议。

Maxwell等认为，对于未来的环境协定，仅仅为量化目标而争论可能会遗忘目标的“灵活性”实际是为

了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而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仅仅通过量化目标是无法解决的。因此设定国际环境目标

的时候，除了量化的目标，也应该关注相关的进程本身，来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支持作用，

如何更有效地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并在国家之间建立共识61。

因此，我们需要对2020后的海洋保护目标树立理性和积极的期待。如上所述，这一目标可以发挥的作

用包括：1）为海洋保护汇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2）为海洋保护行动的大方向提供指引；3）为迈

向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愿景的进展提供参照。这些目标无法发挥的作用包括：1）以国

家责任的形式强制国家开展保护；2）为2020后的保护提供全面的规则指导；3）一蹴而就地替代具体

地点保护目标和措施的决策过程；4）确保各国平衡推进“质”和“量”的目标的落实；5）解决国际

合作中的资源和互信缺乏的问题。

建立在这些认识之上，我们认为后2020的全球海洋保护：

需要一个有雄心的全球保护面积百分比目标，来充分动员国家和民间的资源投入到MPA的建设和管  

理中去。雄心意味着这个目标回应了科学界基于预防性原则的建议，哪怕这个目标的实现在当下看

来是可能是困难重重的。

需要在代表性、连通性、完整性和有效管理这些的“质”的目标来确保MPA建设的质量和有效 

性，同时明确MPA与其他管理措施之间的关系。

在目标之外，需要敦促在海洋保护相关的其他国际机制中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其他相

关议题的关系，这也意味着这些机制中的谈判工作需要在跨领域的视野和领导力下开展部门间的协

调并且广泛征求民间和学界的意见。 

在政治层面，需要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为了在这十年推进海洋保护的“范式转变”，拿出壮 

士断腕、决战十年的政治意愿和经济资源。2004年Balmford等估算了运作一个占世界海洋30%的海

洋保护区网络的成本，大约在140-150亿美元左右62。如果再加上因保护而减少的渔获的产值450亿

美元63，全面的海洋保护成本约在600亿美元左右。而2018年全球的渔业补贴总额就有354亿美元，

其中224亿美元是用来支撑捕捞产能的64。可见资源上的缺口尽管巨大，却也并不是不可能弥合的。

最后，还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抵制孤立主义，提升互信，针对全球问题推进全球治理与全球合 

作。全球61%的海洋面积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这片海域的管理需要通过国家间的协商来实现。

海洋的连通性有助于发挥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优势，但是也需要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各国政府拿

出信任和合作的资源，开展基于善意的有效合作，才能遏制孤立主义的影响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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