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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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会议 

2013 年 12 月 9–14 日，土耳其安塔利亚 
临时议程项目 4(a) 

平台的初步工作方案：2014–2018 年工作方案 

关于外来入侵物种及其控制的专题评估的初步范围界定 

  秘书处的说明 

          一、导言 

1. 由于认识到 2014-2018 年工作方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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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批准，便将需要着手推进与之相关的工作，

因此主席团和多学科专家小组商定，根据对提交平台的请求、意见和建议进行的

优先排序及工作方案草案 (IPBES/2/2)中所列出的各项交付品，编制数份初步范围

界定文件，供全体会议在本届会议上审议。本说明载有对外来入侵物种及其控制

进行拟议专题评估的初步范围界定。本文件系根据平台交付品编写程序草案 (文件

IPBES/2/9)编制。 

         二、范围、原理、功用和假设 

A. 范围 

2. 对外来入侵物种及其控制进行拟议专题评估的目的是评估那些影响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全球多样性；此类物种对不同类别的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所构成的威胁程度，包括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健康及

生计安全的影响；外来入侵物种在国家之间和内部引进和蔓延的主要路径和促进

                                                            
   文件 IPBE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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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关于外来入侵物种影响的全球现状与趋势，以及区域和次区域各级的相关

管理干预措施，并将各个知识与价值体系纳入考量；对外来入侵物种及其影响程度的

认识充分性，目前国际、国家及国家以下各级所采取的各项生物安全与控制措施的有

效性，以及为防止、根除和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可以采取的相关政策备选方案。 

 B. 原理 

3. 拟议的评估工作是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9 的直接响应，该目标提出：“到

2020 年，外来入侵物种得到查明、排定优先次序，优先的外来入侵物种得到控制

或根除，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入侵路径的措施就位，以便防止外来入侵物种的引

进和种群建立。” 评估工作也将有助于实现爱知目标 5、11、12 和 171。外来入

侵物种已被确认为导致全球物种灭绝的一个主要因素；此类物种会导致栖息地退

化，并对世界各地的保护区造成严重影响。  

4. 外来入侵物种包括种类繁多、并且正在迅速增加的一系列以非本地物种为主

的陆地、淡水及海洋水生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植物和病原体，它们是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粮食、健康及生计安全所面临的最严重、迅速加剧且难以

解决的威胁之一。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外来入侵物种被视为比气候变化更严重的

一项威胁。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包括本地动植物的灭绝，珍稀濒危生态系统和生

态群落的退化，作物欠收和农业生产力下降，动植物品种的多样性丧失，以及对

财产、基础设施、本地渔业、旅游业和户外休闲造成破坏。海洋外来入侵物种的

故意或意外引进（比如在受污染的压舱水中、或作为船体寄生物被引进）对本地

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正在变得日益严重，而且人们对此知之甚少。  

5. 全球和本地的受威胁物种中有很大比例之所以面临风险，是由于与外来入侵

物种竞争、受其捕食或感染。与可以直接得到缓解的污染和土地退化问题不同，

大多数外来入侵物种构成了“活污染”，如不采取措施将不断加剧。外来入侵物

种 – 包括外来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蟹类、软体动物、昆

虫、棘皮动物、陆地和水生杂草、海藻以及一系列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传染病和人

畜共患疾病 – 令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受到的损失很难计量。全球范围内，由外

来入侵物种造成的损失估计超过 1.4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的 5%；在美利坚

合众国，仅这项成本就估计高达 1200 亿美元，受影响面积超过 1 亿英亩，相当于

一个加利福尼亚，而在欧洲，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在每年 125 亿欧元以上。

海洋岛屿受到的影响则更为严重，那里的物种灭绝 – 包括哺乳动物、鸟类、两栖

动物、爬行动物、陆蟹、陆地蜗牛和昆虫 – 大部分都是外来入侵物种直接或间接

导致的。为控制外来入侵物种而使用农药所造成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也是生

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C. 功用 

6. 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所构成的威胁正在迅速

加剧，而决策者对这项威胁的量化和了解通常十分不足。如开展拟议的评估工

                                                            
1    网站链接：http://www.cbd.int/sp/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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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将提高人们对外来入侵物种所构成威胁的性质和严重性的认识；识别须在国

际层面或由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实行的各项政策，以帮助阻止外来入

侵物种的蔓延、根除或控制其影响；并形成一份早期的平台交付品，该份交付品

将着重说明它能如何为制定政策以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贡献价值。  

 D. 假设 

7. 拟议的评估工作将以现有科学文献和各项国家评估为基础，并借鉴以下机构

和网络的工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IUCN/SSC）、入侵物种专家

小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入侵物种倡议、禽鸟生命国际组织的外来入侵物种计划、

CAB 国际、全球外来入侵物种信息伙伴关系（一项获得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支

持的倡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特别是其农业、养殖业和林业部门）以及其

他相关的国际和区域专家机构。鉴于本地农民、猎人、渔民及其他本地专家群体可

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历史、路径、不断变化的影响以及为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而采取

的努力的有效性有最佳、且具有时间深度的了解， 评估工作还将与土著及本地知

识系统建立协同增效，以便尽可能评估外来入侵物种在区域一级的现状。  

       三、章节概述 

8. 计划在一份由六个章节组成的报告中介绍专题评估的相关情况，现将这些章

节的内容概述如下。 

9. 第一章。介绍外来入侵物种的相关概念，包括： 

(a) 它们所构成的当前和未来风险； 

(b) 它们的多样性、起源、蔓延方式与路径、生态学及其影响的严重性；  

(c) 需要提高意识并采取适当的入境前和入境后生物安全政策以应对其影

响和蔓延； 

(d) 用于监测其程度、蔓延和影响的方法及信息系统。 

10. 第二章。概述外来入侵物种的类型、蔓延方式和历史，并按地区概述其对生物

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的影响。主要涵盖以下生物分类群： 

(a) 脊椎动物（如大鼠、小鼠、负鼠、猫鼬、猫、山羊、鹿、猪、马、牛、

骆驼、狐狸、兔子、猴子、蛇、蜥蜴、龟、蟾蜍和青蛙、鸟类和鱼类）； 

(b) 无脊椎动物（如蚂蚁、蚊子、苍蝇、黄蜂、蚜虫、甲虫、白蚁、蟑螂、

蝗虫、飞蛾、螃蟹、蜗牛、蛞蝓和其他软体动物、扁形虫），尤其是群体生物，比

如以蚂蚁、黄蜂和蚊子为载体的疾病，此类疾病的传播范围似乎在扩大； 

(c) 植物（如乔木、灌木、藤、草、药草、海草和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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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疾病和微生物（如真菌、病毒、细菌、蓝细菌、原虫、珊瑚疾病、浮游

生物和寄生虫）。 

11. 第二章将涵盖的其他问题包括： 

(a)  在所有区域和次区域，由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减少、土地退化、粮食和生计安全受损的地域范围和趋势；  

(b)   对变化（积极和消极）阀值和规模的评估，包括近期抵达的新外来入

侵物种； 

(c) 现有信息与土著和本地知识之间的对照和调整。 

12. 第三章。在全球范围内，对导致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和影响不断增加的直接

和间接因素进行评估。这项分析十分关键，具体将包括：  

(a) 对导致变化的间接因素进行评估，比如大宗商品及其他材料的海上、

空中和陆地物流增加，贸易和农业政策，其中包括增加单一作物栽培，在人工林

中种植潜在入侵物种，以及本地社区为燃柴或其他目的而重视某些物种的扩散； 

(b) 气候变化。在全球不少地区，气候变化预计将加快外来物种的入侵速

度，并加剧其影响；  

(c) 认识不足以及国际和国家各级的生物安全程序不到位，包括对直接导

致外来入侵物种不断占据主导的各项因素进行评估，其中包括有利于外来物种入

侵的土地用途变化、土地退化，以及农药的使用。 

13. 第四章。在全球范围内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成本进行评估，

着重评估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考察各种非经济价值，比如

文化价值、社会与共同价值，以及休闲娱乐、科学、精神和审美价值。本章将包

括关于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粮食、健康和生计安全的

影响以及政策选择的全球及区域案例研究。 

14. 第五章。审查机制安排、备选方案和现有方案，包括有效性审查，以便在全

球、国家和地方各级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管理，包括入境前和入境后的管理方

法，以加强生物安全并形成对外来入侵物种问题的认识。本章内容将基于对最佳

实践和包括国家检疫措施在内的现有风险预防方案的有效性的评估。本章还将考

虑和分析旨在实现以下目的的各种备选方案：  

(a) 预防外来入侵物种在全球范围和国家内部的蔓延，包括《生物多样性

公约》可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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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已存在的外来入侵物种予以根除或管理，包括精确施用农药、诱饵

和生物控制以及其他最佳实践。  

15. 第五章还将评估在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政策的潜在权衡因素和备选方案，另外

还将评估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影响。这将包括对缺乏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相关政策 – 
比如缺乏海关管制、缺乏对旅游业的预防方法及其他类似事项 – 所涉及的相对常

见的各项风险进行综合分析。 

16. 第六章。创建或加强现有网络和国家能力，以提高全球意识，形成对外来入

侵物种的多样性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严重程度的早期预警系统，并迅速制定

应对策略，特别侧重于加强国际和政府间网络、战略和程序，以便预测和预防外

来入侵物种的蔓延，实现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根除或控制，从而养护生物多样性，

为促进人类福祉奠定基础。 

        四、 进程与时间表 

17. 下表列出了开展拟议专题评估的拟议进程和时间表。 

        时间框架                                           行动 

2013年 

第 4 季度 
全体会议评审并批准多学科专家小组编写的初步范围界定报告，

并请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在详细范围界定研究后，在商定的成本范

围内继续开展全面评估（2013年12月14日） 

第 4 季度 
专家小组通过秘书处请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名专家协助

开展范围界定工作（2013年12月16日–2014年1月31日） 

2014年 

第1季度 
专家小组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会议根据经批准的遴选标准（见文件

IPBES/2/9），遴选专家参与范围界定研究（2014年2月1–14日） 

第2季度 
专家小组和主席团监督详细的范围界定工作，包括编写纲要、估计成

本和评估可行性（3个月）。2014年4月初召开一次范围界定会议  

第2季度 
将详细范围界定报告分发给平台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供其于

2014年4月的后两周时间进行评审并提出评论意见 

第2季度 

依据详细范围界定工作的结果以及平台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

交的评论意见，在假定可在全体会议批准的预算范围内完成评估

工作的前提下，由多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决定是否在2014年5月
上半月继续开展评估工作 

第2季度 
专家小组通过秘书处请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名专家人

选，负责编写评估报告。提名需在2014年6月底之前提交（1.5个月） 

第3季度 
专家小组根据遴选标准（见IPBES/2/9），遴选报告共同主席、主要作者

协调人、主要作者和编审（2014年7月1日–8月15日）（1.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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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季度 
报告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及主要作者于2015年2月中旬之前

编写报告初稿（6个月）。2014年9月召开第一次作者会议 

2015年 

第 1 季度 各专家于2015年3月底之前评审报告初稿（1.5—2个月）  

第 2 季度 
报告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以及主要作者在编审和专家小组

的指导下，编写报告第二稿和决策者摘要初稿（2015年4月—6月
（3个月））。2015年6月召开第二次作者会议 

第 3 季度 
专家、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于2015年7月至8月评审报告第

二稿和决策者摘要初稿（2个月） 

第 3/4 季度 
报告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以及主要作者在编审和专家小组

的指导下，于2015年9月至10月编写报告最终草案和决策者摘要最

终草案（2个月）。2015年10月召开第三次作者会议 

第 4 季度 
最迟于2015年12月中旬前，将决策者摘要翻译成所有联合国正式

语文（1.5个月） 

2016年 

第 1 季度 

将报告最终草案和决策者摘要最终草案分发给各国政府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供其于2016年1月至2月进行最终评审（1.5-2个月）。

积极鼓励各国政府提交关于决策者摘要草案的书面评论意见。此

类评论意见必须于全体会议第四届会议召开前一周递交至秘书处 

第 1 季度 
全体会议于2016年3月举行的第四届会议上评审并接受报告，同时

评审并批准决策者摘要 

      五、成本估算 

18. 下表列出了开展专题评估和编写专题评估报告的估计成本。 

 （单位：美元） 

年份          成本项目                      假设   成本 

2014年 

范围界定会议（25名与会者：多学

科专家小组/主席团成员+专家） 

会议成本（ 1周、 25名与会

者）（25%为实物形式） 
7 500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19 x 3,000美元） 

57 000 

第一次作者会议（50名共同主

席、主要作者协调人和主要作者

+4名专家小组/主席团成员+1名
技术支持工作人员） 

会议成本（ 1周、 55名与会

者）（25%为实物形式） 
11 250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41 x 3,000美元） 

123 000 

技术支持 
一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50%
为实物形式） 

7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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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第二次作者会议（50名共同主

席、主要作者协调人和主要作者

+14名编审+4名专家小组/主席团

成员+1名技术支持工作人员） 

会议成本（ 1周、 65名与会

者）（25%为实物形式） 

15 000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49 x 3,000美元） 

147 000 

第三次作者会议（50名共同主

席、主要作者协调人和主要作者

+10名编审+ 4名专家小组/主席

团成员+1名技术支持工作人员） 

会议成本（ 1周、 65名与会

者）（25%为实物形式） 

15 000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49 x 3,000美元） 

147 000 

技术支持 
一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50%
为实物形式） 

75 000 

2016年 

2名共同主席和2名主要作者协调

人参加全体会议第四届会议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3 x 3,000美元） 

9 000 

分发与宣传（决策者摘要（10
页）+评估报告（200页）） 

将决策者摘要翻译成所有联合

国正式语文，出版和宣传 

117 000 

合计   798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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