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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摘要 

土地是生产粮食 保护生物多 性 进自然水系管理以及碳储存的重要资源 适 的土地管

理可以为社会保护 些服务并将 最大化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和二十一世纪，荒漠化 土地

退化和 旱 DLDD 状况 剧，尤 是在 旱 半 旱和 湿润 旱地区 土地退化的潜在

生物物理和人类诱因是多方面 重叠的  

为了有效解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需要明 驱动因素并制定方法来激励可持续的土地

管理 对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经济 的了解包含了一种评估方法，可以对土地退化的真

社会影响进行评估 些构成了 定如何最好地分 资金 术和人力资源以解 荒漠化 土

地退化和 旱的基石  

为 ，本背 资料的第一部分对世界各地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成本或可持续土地管理

SLM 的收益进行了估值 工具框说明了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各项收益如何 到评估 改

前土地利用以使 更 可持续的相 成本 执行 交易和机会成本 被纳入考虑范围  

任何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CBA 均需考虑遏 土地退化所得收益和

成本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 强大的工具，它可以 策者在 土地使用管理策略中做

选择，从而在资金有限时可以追求有效的 恢复力建立 预 从更广泛的意 说，通过对

考虑体系的自然 治 经济 人力或物 资本投资，任何 家 社区或小农的恢复力均可

得到强化 力追求一个无土地退化的世界-通过可持续土地管理避免土地退化或通过土地恢

复来抵 - 用一系列法规和经济手段是建立恢复力的 键  

通过经济手段来扩大可持续土地管理所依靠的理念是 对于通过降低 地土地退化影响来提供

效益的组 ， 所付 的 力 得到回 ，而那些引发土地退化或破坏土壤生产力的组 ，则

必须根据他们所 成的损失作 赔偿 通过法规通常可以 执行可持续土地管理的能力，并

动改革以 进地 稳定和改善 完全的资本 场 在全球范围来说，相对流入导 可持续

土地退化的资金，目前可持续土地管理的投资相形 因 ，企业和金融部门的作用非常重

要 一方面它们可以为可持续土地管理提供资金，另一方面 可以减轻 供 链对环境产生的

影响  

背 资料的 半部分从更广阔的视角充分体 了 约 约之间的联系和协 作用 别是对

解 生物多 性丧失 扶贫 土地退化和气候 化减 以及适 经济手段 流化的显著空间进

行了论证 然而， 要 于 格的 测和基准 置使各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指标得以协作

一 方面 经 得了长足的进 本文在结论中介 了 些进 如何有 于扩大经济评估

和绿色 民经济 算 改善 策并建立有效的工具以改 们管理土地的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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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对 于 气候带，尤 是在 旱 半 旱和 湿润 旱地区越来越

多的人提 了挑战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UNCCD 将 些地方 为 旱地区 由于土壤

形成的 度极为 慢，一 物理 生物或化学 性开始恶化，则 种自然 生基本无法实

UNCCD 2012c 因 ， 生的 发展中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要求在立足于有效科学投入

的基础 ，改善 前土地管理行为 然而，在目前的 治议程中，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

经济方面未得到充分的解 ， 经是广泛的共识 未 管的 场 未作 响 管为农

业用地付 的 价在增 ，防治退化的投入 显得滞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针对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尤 是对那些世界

生态系统最脆弱 生活着低收入群体的 旱地区 约 的 195 个 约方共 力以改善

旱地区人民的生活水 ，保持并恢复土地和土壤的生产力， 时减轻 旱的影响 UNCCD 

2012a  

在第 届会议 ， 约方大会 COP 定强化 约 的科学依据 为 ，根据第 13/COP.8

定， 约方 定科学 术委员会 CST 每届常会 由 CST 团和拥有 约方会议选

定相 题方面 门知识的 有资格的牵头机构/企业集团磋商 ， 要以科学和 术会议一

类的形式 以 排 达沃 全球风险论 GRF 是 CST 组 选定的牵头机构，在 CST 团

的指导下组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第二届科学会议  

根据第 16/COP.9 定， 约方大会 定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第二届科学会议的具体 题

为 燥 半 燥和 湿润 旱地的荒漠化 可持续土地管理和 逆性经济评估 1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经济问题尚未在 前 治议题中得到充分体 ， 旱地可持续发

展的经济重要性缺少可靠的 据是导 对 旱地发展之投资有限的重要因素， 于 点 达成

广泛的共识 各层面缺 可靠的经济 据以达成有效知情的 策，和 旱地区生态系统经济估

值相对有限的科学基础有 时， 生的 发展中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要求在立足于有效

科学投入的基础 ，改善 前土地管理行为  

科学咨询委员会 SAC 由 CST 团成立， 在对本次会议的实 性筹备工作提供指导 2在

科学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下，两个工作组起草了两份 皮书 一 皮书是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对经济 社会的影响，二 皮书是解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之 策和实践的成本和

                                                           
1
ICCD/COP(9)/18, http://www.unccd.int/Lists/OfficialDocuments/cop9/18add1eng.pdf 

2
ICCD/COP(10)/CST/5, http://www.unccd.int/Lists/OfficialDocuments/cop10/cst5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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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皮书的目标是 1 确定和评估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类别的成本，并制定

可以发展有效 策和策略的方法论，包括在地区层面对塑 行动进行支持 2 综合 有的

科学知识，为 策建议提供基础 3 确保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第二届科学会议 知识的

流通 于该会议的更多信息可以在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第二届科学会议 方网站获 3 

两份 皮书的摘要可以在科学和 术委员会第 次 别会议的 方文 到 4本背 资料

以一 和二 皮书为依据，但是一独立的，批判 整合的文 ，着重于 荒漠化 土地退化

和 旱经济学 策方法和分析  

本背 资料采用结构如下 第 2 章介 了世界各地 于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产生的损失，

或通过可持续土地管理 得收益的 估值 本章 介 了一种工具框，可以将土地退化产生

的最紧 结果和可能的经济评价方法相结合起来 第 3 章概述了恢复力框架，通过强化 考虑

体系中的自然 社会 经济 人力或物 资本基础，有 于将建立恢复力活动概念化 本章认

为可持续土地管理是建立恢复力中一项重要活动，可以 打破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恶性循环

第 4 章对可 进更广的可持续土地管理活动和生态系统恢复的经济手段和 他补充 预手段使

用方式进行了考虑 鉴于 约 约中因素 问题和响 具有深 的联系和协 作用，第 5 章

吁各方共 力，将减轻贫困 解 生物多 性丧失 和和适 气候 化之经济手段 流

化 然而， 首先依赖于知识管理之提高和 约 约之间更大的协调 最 ，第 6 章说明了

为什 知识管理- 要是对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指标的 格 测和基准 置-是使成本效益分析

以及绿色 民 算成为更好 策中 流的 键因素  

  

                                                           
3
 http://2sc.unccd.int. 

4
ICCD/CST(S-3)/3,http://www.unccd.int/Lists/OfficialDocuments/CSTS-3/3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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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经济 社会影响 

本章回顾了有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社会影响的 有证据以及如何以 形式估算 地

地 直接和间接的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成本 估值工具框说明了如何使用 经济评价

方法对 类影响进行估算 本章 概述了对通过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土地管理解 土地退化，

以及持续的土地退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  

2.1. 问题定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是相互 联并联系着的 土地退化降低了土地的生产力，尤 在 旱

地， 使土壤暴露并易 到 旱等气候灾害的侵害 据最 估计，每年有 120 万 顷的土地

成了 人 沙漠 UNCCD, 2011a ， 世界 四分之一的农业用地高度退化-有些是 可逆的

FAO, 2011a 土地资源的退化有多种表 方式，仅举几例，如荒漠化 水土流失 土壤次

生盐渍化和水涝，并 少影响到地球 分之一的人类 FAO 2011b; Von Braun et al., 2012

一些地区比 它地区的情况更 重 例如在非洲，高达 分之二的富饶土地 到土地退化的影

响 5 

无论是由人类行为 生物物理 是两者之间共 作用引起的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都会引

起自然资产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或损害 土地退化使得社会中土壤 水以及动植物的资源减少，

包括初 生产和相 产业的生态系统 能和过程， 时 降低了生态系统的服务 量以及自然

和转 系统中生物多 性的水  

Rio+20 峰会成果文 们希望的未来 认可了 约 约对于 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并

敦 所有 约 依据各自原则和规定 全面履行 根据 约对发生 重 旱和/或荒漠化 家的

诺  

然而，所有 约方遏制土地退化的协 和负 任的行动要求对可测量成果的确认 测量进展

的一个障碍是，在对退化区域进行确定时，缺少全球和区域性统一的定 包括定性和定量参

，即建立基准 次，对退化地区和相 术语存在许多 的定 ，6包括生态系统和

家土地 法管辖 利于开展工作 IUCN 2012; Vogt et al., 2011 广泛认可的土地退化定 如

下  

                                                           
5
 http://www.terrafrica.org/about/land-degradation/. 

6 退化土地 是指生物物理方面，而 边 用地 是指社会经济方面 相 术语包括 闲置 弃置 浪 未使用 以
及 为充分利用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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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第一条将土地退化定 为 由于土地使用 一种或 种共 作用导 的 旱 半 旱和

湿润 旱地雨浇地 水浇地或草原 森林以及林地的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复 性降低或丧失，

包括人类行为和居 模式所引起的进程，例如 1 风蚀或水蚀引起的土壤物 流失 2

土壤的物理 化学及生物学 性或经济 性的退化 3 自然植被的长期丧失 荒漠化是

燥气候条 下 旱 半 旱和 湿润 旱地 的土地退化  

全球环境基金 GEF 将土地退化定 为 影响到生态系统的整合性和自然恢复能力的各种土

地生产潜力下降，无论是可持续生态系统生产力 是 生物物种丰富度  

些定 都清 地表明了，最好将土地退化看成是一个因人为或自然因素 或两者 而有之所

引起的过程 意味着对 到土地退化影响地区的确定要求时间序列资料，而 是静态的 据

集 幸 的是，科 的迅 发展和卫 像可以支持时间序列 据 例如，在地面植被采用

一化植被指 NDVI  

本文着重介 了因土地使用方式改 导 生态系统服务 化的 场和非 场影响 管最近在

测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影响方面有所进展， 然存在着强有力的 据和能力约束妨碍扩大并

保证在所有 旱地区生态系统一 的估值 本文-通过介 如何利用经济工具来改善 策工具-

从更好的测量和 测到评估 预案和 策咨询，为扩大 力提供了动力  

2.1.1. 土地退化的直接和潜在原因 

在二十世纪，随着诱因及 综合效 的增 ，土地退化和荒漠化 度 剧 根据 Geist and 

Lambin (2004)研究， 类因素可以分为两类 直接原因和潜在原因 直接原因是指那些可以直

接影响到 地生态系统的因素 些因素 气候条 以及能导 土地盐碱化 生物物理学 的

旱和沿海潮等极端 气相 直接原因 过度开垦 过度 牧和过度森林转化等 可持续

的土地管理行为 人为 有 潜在原因是指那些间接地影响着直接原因的因素，例如缺 制

定可改善可持续土地管理的法规或规章的机构 FAO 2011 贫困和 全的土地所有 可

能通过阻碍奖励或土地使用者投资可持续土地管理行为而引起荒漠化和土地退化 Kabubo-

Mariara 2007 第 2.2 节回顾了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以及未能解 些问题相 的

要影响和成本 本章随 介 了一个用 对 类影响估值的工具框 个工具框最 将被用

于 策者进行土地使用规划，并在可能的土地使用之间进行 衡  

2.2. 测量问题 

2.2.1.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直接成本 

2.2.1.1. 荒漠化和土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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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在很大程度 限制着土地生产力及 在地区 家和区域范围内提供生态系

统服务的能力 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表 为以下方面能力的降低 土壤肥力 固碳能力 木

生产 地下水补给 牧和狩猎机会以及旅游-所有 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 到土地退化影响

的经济  

但是，大多 研究都集中在 地生产力的损失在农业 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 些研究

用 1-10%对一些 家每年经济损失在农业 内生产总值内 比估算 直接成本 包括氮 磷

钾和有机物等土壤 分流失 要是由于土壤风蚀 以及农业产 损失 种植业和畜牧业相

有 解 土地退化生物物理影响需要更多的投入，而 些投入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 ，

从而影响到农业的收入 Von Braun et al., 2012 下面例子为以前的一些研究结果提供了全球

视简况  

在中 ，荒漠化影响的居民超过 4 人，每年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美元 Wang et 

al., 2012 在 度，侵蚀 成的损失在 1989 年 1994 年之间增 了 倍 在一项针对荒漠

化 土地退化和 旱对 纳影响的综合性调查中，Diao 和 Sarpong 2007 使用可计算一般均

衡模型对土壤流失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估值 该模型预测土地退化将使得 纳的农业收入在

2006-2015 年间减少 42 美元，约为 期农业 GDP 的 分之 在整个非洲大 ，据估计有

4%-12%的 GDP 损失由环境恶化引起的， 中 85%由土壤侵蚀 分流失和农作物改 引起

Olsen and Barry, 2003 在拉 美洲， 土地退化有 的农业 GDP 损失在 之间以及

家内部都有很大的 ，在巴拉圭为 6.6%，在危地马拉为 24% Morales，Dascal，Aranibar 

Morera，2012 在全球范围内， 些直接成本 对 容忽视 据全球机制 GM 委托的一

项研究估计，全球土地退化的损失大概 全球农业 GDP 的 3-5% Berry et al., 2003  

2.2.1.2. 气候 化和 旱的影响 

旱的直接影响 越来越显著 从 1960 年开始，所有 要农作物的播种面 都遭遇了越来越

多的 旱 旱影响的玉米产区扩大了一倍以 ，从 8.5%到 18.6% Li, Ye, Wang, and Yan 

2009 2010 年， 罗 热浪引起的 旱导 粮食减产 25%，使得 罗 府禁 小麦 口，

经济损失达 150 美元 约为 内生产总值的 1% Barriopedro et al., 2011 最 的研究

经将全球 近年来破纪录的 旱以及热浪联系在一起 表 1 列 了近年来 常的

目前，大量的科学证据将 全球 联系起来，置信度为中 到高 World Ban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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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 2000 年以来破纪录的气象 及 社会影响 摘自 WORLD  BANK  2012-降低热度 为什 要避免

一个气温升高 4代C 的世界 地区 影响/损失 

地方  影响/损失  

 马 西部
2010  

旱 奥内格罗历史最低水 7
 树木死亡显著升高的地区横跨 320 万 方

7
 

西欧(2011) 自 1880 年以来历史记录气温最高
和最 燥的春 8

 

法 谷物减产 12% 

美 (德克萨
州 克拉荷马

州 墨西哥州
路易 那州

) 2011) 

自 1880 年以来破纪录的夏 高温
和 燥910

 

森林火灾面 3 万英亩/初 影响达 60-80

美元11
 

美 大
2012) 

自 1895 年以来，七 份历史记录
温度最高和最 重 旱12

 

粮食损失导 全球粮食价格突然升高13
 

罗 西部
2010  

自 1501 年以来夏 气温最高14
 莫 科周边地区 500 从次森林火灾，作物减

产约 25%，死亡人 约 55000 人/经济损失

约 150 美元 10
 

2.2.1.3. 分 影响 

到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影响最 重的 是发展中 家最贫困 最易 到损害的家庭

要 咎于他们的生活 自然资源基础密 相 在全球范围内，贫困和土地退化呈 相

的 系 全世界约 42%贫困人口的生活来源于退化和边 地区，相比而言，中度贫困为 32%，

非贫困人口为 15% Nachtergaele et al., 2010 贫困人口 仅 到 依赖 退化土地相 的直

接损失，一 发生土地退化，就会产生负 馈环，从而影响到范围更广的自然过程 Von 

Braun et al., 2012 以下部分将对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 地效 及 引起的间接成本进

行讨论  

2.2.2.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 地成本 

                                                           
7
Simon L. Lewis, Paulo M. Brando, Oliver L. Phillips et al., The 2010 Amazon Drought, Science, 331-554 (2011). 

8
WMO, http://www.wmo.int/pages/mediacentre/press_releases/gcs_2011_en.html (2011). 

9
NOAA, http://www.ncdc.noaa.gov/sotc/national/2011/8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1). 

10
D.E. Rupp, P.W. Mote, N. Massey et al., Did Human influence on climate make the 2011 Texas drought 

more probable? BAMS, 1053 (2012). 
11

NOAA, http://www.ncdc.noaa.gov/sotc/hazards/2011/8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1). 
12

NOAA, http://www.ncdc.noaa.gov/sotc/national/2012/7 (published online Aug 2012) (2012). 
13

World-Bank, Press release (available: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2012/08/30/severe-droughts-drive-food-

prices-higher-threatening-poor) (2012). 
14

D. Barriopedro, E.M. Fischer, J Luterbacher et al., The hot summer of 2010: redrawing the temperature record map of 

Europe.332 (6026), 220 (2011).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2012/08/30/severe-droughts-drive-food-prices-higher-threatening-poor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2012/08/30/severe-droughts-drive-food-prices-higher-threatening-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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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土地退化诱因行动的缺 可 因于 所 及的 地成本非常高，而 是退化负 地区所没

完全经历过的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 地影响包括沙尘暴 旱地盐碱化 水流 化 灌

溉水流可靠度 饮用水 的降低以及在河流 湖泊 珊瑚礁系统以及水坝中的淤 等  

对于 者来说，水 中 侵蚀土壤的沉 会降低水 蓄水能力，引起 备损坏，降低防洪结构

的效力， 溪流环境生态，减少适航水道和港口，增 水坝维护成本，并缩短了水 的寿

类间接损失非常显著 2008 年，肯 的大坝淤 成本约为 1.27 美元，或每 方 的

流域面 约 1000 美元 Nkonyaet al. 2008 在全球范围内，水 淤 的成本据估计约为 185

美元 Basson 2010 然而，土壤侵蚀的 地影响包括在河谷 原的 土沉 ，从而形成

肥沃的土壤或高产的土地 Pimentel 2006 旱地盐碱化 是 地影响的一个因素 一 农

民对盐度 或非盐度 的管理通过地下咸水的改 和/或将盐水排入水道而影响到邻近的农场

自然生态系统 镇 水资源 道路以及 它基础 施 在经济方面，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 地影响被看作是因外部因素导 的 场失效，包括从一 农民到另一农民以及从农业部

门到非农业部门的外部损失 Pannell et al. 2001 据估计，全球的农业因盐度损失约为每年

120 美元 Pitman and Läuchli 2004   

2.2.3.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间接成本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共 作用的结果是非常显著的 例如，较低的农产品供给可引起粮食

价格 升，从而对农 贫困 粮食 全以及营 良产生显著的连 效 荒漠化和 旱对健

康的潜在影响包括 15因粮食和水供 减少引起营 良的威胁增 由卫生条 差和 净水

缺少引起的水和食品 播疾病增 因风蚀和 他空气 染物导 大气降尘所引起的 吸疾病

以及随着人口迁移 成的 染病扩散 联合 饥饿 告 FAO 2012 显示，在 2010-2012 年期

间，将近 8.7 人口，或每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慢性营 良 约 11 人口无法获得

全的饮用水 最高全球饥饿指 GHI 在 隆 ，厄立 ，海地，埃塞 比 ，

得，东帝汶 IFPRI et al., 2012 ， 些 家有着发生率很高的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通过

使用生物经济模型，Holden 和 Shiferaw 2004 对土地退化 人口增长 场 完善以及 旱

对家庭生产 福利和食品 全的共 作用进行了分析 他们发 ， 旱通过影响作物和牲畜产

品价格而对家庭福利的间接影响比 旱对生产的直接影响要大   

荒漠化和 旱对社会问题和矛盾 可能产生 馈效 ，例如被 迁移 社会动荡或因自然资源

引起的 突 Requier-Desjardins et al., 2011 益稀缺的土地 引起土地投资激增， 可以

通过最大的土地交易 据 http://landportal.info/landmatrix 得以体 对于 类土地交易，

                                                           
15

 http://www.who.int/globalchange/ecosystems/desert/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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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管很少甚 没有 有人担心， 惯性的土地 在土地交易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补偿

Quiellérou and Thomas 2012)   

通过减少固碳等全球生态系统服务，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影响着 前减 气候 化的

力 Lal 2004 最近的分析表明， 益 重的全球 可能导 极端 在全球 时发生次

更频繁 Petoukhov, et al.,in review 可能极大地降低 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恢复力 例如，

如果世界 大区 时 到 旱的 利影响，则全球农业生产 能像 常那 对区域 旱进行

补偿的风险就会增大 Dai 2012 外，最近在对 1950 到 2003 年历史 据的分析中，Dell 

et al., (2009)表明，气温 和 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波及贫困 家的整体经济并持续超过

15 年 管尚无定论，研究表明，除非付 巨大的 力以适 并减轻气候 化，贫困 家在

未来可能会遭 经济增长率降低的风险， World Bank 2012  

2.3. 成本效益分析 

管拥有大量的由土地和土壤退化导 自然资源损失的信息， 对于 动 策 然 足 外，

对土地退化损失进行估值无论如何 色， 仅能使 们离 对之策 近一些 Yesuf et al., 

2005 相对地，对 性土地使用损失和收益进行系统比较，为 策者针对如何以及是否解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及 影响作 知情 策提供了指导  

准确来说， 策者可以采 措施控制土地退化的因素 程度或影响 土地退化程度 定了 对

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人类从 类服务中获得收益的影响-无论 地或 地 许多健康生态系统提

供的服务并未在 场中进行交易，因 没有明确的价格 因 ， 可持续相对 的可持续土

地管理的收益对于土地使用者来说是 外部的 ，在土地使用者对土地使用的 策过程中 些因

素一般 会被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导 对土地及 生态系统服务的低估 成本效益分析将

价值用于非 场商品和服务，将 置于 场商品等 的地 因 ，成本效益分析为 策者弥

补信息 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2.3.1.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工具框 

如果基准情境是持续的土地退化，则整体生态系统恢复或使用可持续土地管理的经济收益 避

免土地退化的成本相对 Quillérou and Thomas 2012 所避免的成本可以用一系列的方法

进行估值 概述如下，在 为 测量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损失 的工具框内 工具框突 荒

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直接和潜在原因 潜在影响 是否为直接 间接 地或 地以及

类影响如何转化为未能解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成本 成本效益分析中使用了未能解

土地退化的成本以表示遏制土地退化的收益 收益一 ，成本有它们自 的分类系统，可

以 跟踪 的可持续土地使用相 的支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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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社会是否需要土地使用 预，或如何对 土地使用方案进行优先排序的时候，把每种

方案所有未来 用从所有未来 效益中扣除即可得到净 值 NPV 外，可以对投

资的内部收益率 IRR 进行估值，即使用该利率时，投资的成本净 值 收益净 值相等

方案的收益率越高，则对该方案的施行的需求度越高   

 

 

框 1 行动 作为成本 

2.3.2. 避免土地退化相 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 

为确定 土地使用方法的成本和收益，需要考虑到 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如何 到影响
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A 2005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以下 能 提供产品 能 粮食 木

淡水 药品等 调节 能 例如通过碳储存和碳封存调节气候 水净化和调节 文化
能 美 精神和娱 价值 以及支持 能 土壤形成和 分循环 由于支持服务为生态

系统服务提供产品的 层过程， 本身并无法估值 大部分确定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成本
的工作都注重 影响生态系统供 服务能力的降低，即作物和/或家畜生产系统生产力降低带
来的直接损失 但是，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对生态系统的全面影响 仅仅是供 服务，
影响到 纳入的重要调节和文化 能  

供 服务一般通过对 地农民生产力 化进行测量来估算 土地退化成本使用生产函 进行估

算，该函 将土地退化 农业产 相联系起来 Alfsen et al., 1996 Pimentel et al., 1995

提供产品服务 可使用人们为 避免或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负面影响而采用的 换或

付 的避免成本进行估算 例如，土壤侵蚀会导 土壤中 分的流失，而 可以通过增 化肥

使用来进行补偿 Stoorvogel 1990 最 ，供 服务或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例如旅游，在

述性偏好研究中 可通过构建假想 场来进行估算 述性偏好法-例如选择试验或条 价值

法-尝试得 表性的 影响人口为环境改善的是否愿意支付 WTP 或为环境恶化补偿的愿意

接 WTA 对沙尘暴 营 良产生的健康影响进行评估的方法包括伤 调整生 年

DALYs 和统计生 价值 VSL 的复 计算和疾病 计算，包括损失的工作 和 疗 用

WHO 2009 调节服务，例如降低土壤 分流失和土壤碳固定，通过对固碳量或 分保持

量进行估算， 乘以碳和 分的 场价格，前提是分析者可以对可靠的生物物理因果效 模型

进行估算 即土地使用管理 化如何影响调解服务 些因果模型可以通过开源软 例如

在一些案例研究中，作者试 将对行动和 作为的成本进行估值 Morales et al. (2012) 依据总生产要素和总值

产品在农业 GDP 中的比例对每年 作为成本进行了估算，估值介于每年 7.6%和 40.5%之间 根据 Nkonya et 

al., 2011，在 项案例研究中有七项的行动成本 预防 低于 作为成本，即便是只将退化成本定 为粮食产

量减低 例如在 度，约 2%的作物区域 到盐渍的影响，导 作物产量降低 22% 作物模拟模型显示，脱盐

的成本据估计仅为 作为成本的 60% 行动优于 作为  一贯的净效益估值表明，有必要探讨为什 未能大

规模对土地退化采 行动的根本原因(Nkonya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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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和 ARIES 进行校准 如需更多 于如何在实 中实施 的估值方法信息， 参 TEEB 

(2010)和 录 1. 

2.4. 避免土地退化相 的交易 执行和机会成本 

2.4.1. 机会成本 

扩大可持续土地管理或生态系统恢复以遏制或逆转土地退化需要付 成本 是因为采 过

度 牧 燃 收集等 土地退化相 的活动 能带来收益 避免土地退化意味着要 弃一些好

处，起码就短期内来看 弃收益，即 机会成本 对机会成本的估算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付

PES 计划的一个 心问题 例如 REDD+ ， 在任何全面的 土地使用策略的成本效益

分析中得到慎重的考虑 对机会成本的估算对于了解土地退化的原因 重要 大部分经济

体采 退化土地并非 于恶意-他们 做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中 益 对机会成本大小的估算

对导 退化的 力以及减轻土地退化所需的 预类型作 了适 的估计 外，了解到机会成

本如何分 于社会内各群体可以告 们将会从 策或项目中获益或蒙 损失的对象

Pagiola and Bosquet 2009   

2.4.2. 交易成本 

另一项 改 资源管理或土地使用方法相 的成本是交易成本 例如，项目经理需要 到适

的可恢复土地，然 土地负 人或所有人共 协作以将 恢复 在生态系统服务付 计划中

， 方和卖方或捐赠人和接收人之间的谈判可能是长期 昂 的，因为谈判的过程可能因土地

所有 或 术问题而复 化 由于土地 水和 他资源管理成本和收益的跨界影响， 的地

区 排都将需要 以考虑 交易成本 执行成本是分开的，因为它们本身并 减轻土地退化   

2.4.3. 执行成本 

及执行可持续土地使用方法或土地恢复的成本 具体工作直接相 ，包括 种植树木以提高

农业生态系统中资源利用效率 建 或 装集水结构 保护 游集水区的土地以使土地资源和

水资源都 会 到过度 牧或过度砍 森林的危害 可持续地 强农业或牧场以保持森林土地

对粮食生产的必要性 为 统土著社区划定和/或标注土地以便他们 到激励保护森林免 转

换等等 World Bank 2006; Pagiola and Bosquet 2009 所有 些措施均会引来 共和/或私营

部门的投资和经常性成本， 些成本均需使用成本效益分析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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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成本效益分析中适 时间和空间尺度 

成本效益分析 及对静态框架中的边 动进行估值 非边 动 例如 时恢复的 要措

施或 旱相 可能对区域或全球粮食价格产生影响 在 种情况下， 能使用 有的 恢复

前 价格作为恢复 结果的评估基础，而需 一组 的价格相 联 外，由于成本效益分析

用于确定 策者在某一地理范围内社会方面的理想行动过程，除了提高认识之外，全球估值能

做到的有限 Bockstael et al., 2000   

相 ，成本效益分析本身对任何 量明确的土地方案成本效益比进行了定 如第 4 章所述，

经济估价尤 有利于制定经济手段以发 确价格信 并纠 适 土地使用方法的 地成本

因为面对资源利用者的激励机制在 定的区域范围内 可能改 ，经济手段通常更适于在地

区或区域水 执行 Rolfe and Mallawaarachchi 2007 因 ，成本效益分析 在相 的空间尺

度进行使用 对 评估土地使用 化时间尺度 到考虑， 点 重要 根据方法 ，

采用可持续旱地管理方法可能 前期成本有 ，而收益在中到长期才会 联 在 种情况下，

选定的 率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的时间尺度可能显著地影响到采用可持续土地管理的效益-成

本比   

2.5.1. 知情 策工具框 

为了确定控制退化 减 原因 调节效果 适 或 理会 作为 从社会角度来说是否

为最优选择， 策者需要知道 到可能 策 预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16 如工具框中所示

表 2 ， 作为 最高程度 弃收益 改善农业生产 提高水的 量和 量 改善健康状

况等 有 选择 仅仅 控制退化的影响时，所产生的 用 及到减轻损失 较高的投入成

本以置换 分流失以及为收集水或木 而付 增 劳动时间的价值 策者考虑 作为 或

适 而非控制问题时，因可持续土地管理而 弃的收益 解 问题以及退化水 相比较，

点非常重要  

如 第 2.2.1 部分所示，土地退化的原因 多 相互 联 复 一诱因于 环境中可能

导 的结果，因 会和 它土地退化的直接以及潜在因素相互作用 如 Braun et al., 

(2012)所阐述的， 意味着将一种根本因素作为目标并 能充分解 土地退化的问题 相对地，

制定 策以防 或减轻土地退化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一些根本的和直接因素 在 种情况下，

                                                           
16

 工具框并未提供 到生态系统服务影响价值的全 例如， 生资源的文化或 教方面可能 常重要，对于 教
或文化的美元价值的意 性存在着 重的分歧 Gray et al., 2005 通常情况下， 们越 去对 有形 商品，如商品
进行估值，则 们估值的行为就越 可靠 而因为 到估值系统更大 更复 ，使得情况更 剧 因 ，估值研
究中使用的定量价值分 对人类福利多方面的测量注定是 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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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依据具体环境来制定可持续土地管理计划，包括相 的 术 策和制度因素，它们需要

时被执行以在减轻土地退化的 时将净效益最大化 下一章将就 些内容进行讨论 在本节

的结 部分， 们将重点介 土地退化 荒漠化以及 旱之所有具有极大价值的重要原因   

2.6. 结论 

按实 计算，自 1990 年以来每年的粮食价格指 经翻了一番，从而使得土地更 有利可
17土地价格的提高给 了一个明确的信 解 土地退化问题 在眉睫 但是，高昂的土地价

格 然未能 动对土地恢复的投资或采 可持续土地管理 除非 们在土地管理中考虑到土地

和健康土壤的全部价值，否则 们 可能改 状 对 地和 地土地退化成本信息，或对可

持续土地管理收益信息的缺 阻碍了对那些从社会角度来说投资将产生最大效益的地区进行确

认 剧了 种 明外部效 问题的是 府 地区利益相 者之间的信息 对 土地退化地

区的利益相 者通常没有必要的知识或方法以将 情况 升到 家层面 Quillerou and Thomas 

2012 通过提高所需补偿水 的 明度，经济分析可以 更好地 衡地区利益相 者团体

之间的谈判力 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对土地的全部价值作 说明， 仅可以 策者 可以

土地管理人对 前以及未来土地使用方法进行评估，并有 于和 土地使用方案相 的

衡分析  

                                                           
17

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en/.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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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估值工具框 土地退化的成本 或避免的收益 改编自 皮书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的原因 

根本原因 U /直接原
因 P  

结果 地/ 地 影响 相 直接
D 和/或

间接成本
I  

估值方法 举例 非  

地形 (P) 

土地覆盖(P) 

气候(P) 

土壤流失性 (P) 

外来入侵物种和病虫害 

(P) 

可持续土地管理(P) 

农业扩张 (P) 

木提 (P) 

基础 施建  (P) 

人口因素(U) 

制度和土地使用  (U) 

农业生产要素 (U) 

术改  (U)  

农业 术 广服务(U) 

贫困(U) 

利分散(U) 

产  (U) 

式 策(U) 

农业生产力 地 

 

农业产 损失 D 基于生产函 的方法 

因侵蚀导 的土壤 分耗竭 D/I 置换成本和 它投入，例如化肥 

营 良 D 伤 调整寿 年 DALY 统计生 价值 VSL 疾病成
本 损失的工作 成本 

盐度 D 去盐化避免成本 

畜牧农业/畜牧业 地 奶类 肉类和皮革的损失 D 基于生产函 的方法 

水量和水 量 地/ 地 山洪暴发 D 避免损失成本 

鱼类种群减少 D/I 基于生产函 的方法 

健康 D/I 伤 调整寿 年 DALY 统计生 价值 VSL 疾病成
本 损失的工作 成本 

河流和水 泥沙淤  D/I 置换成本 水 疏浚工程成本，成本最低的 动力源  

避免损害成本 水净化成本增 水净化  

基于生产函 的方法 灌溉减少导 的农业产 损失  

含水层枯竭 D 置换成本 泵成本增 或更换泵以钻探更深  

为收集水付 它时间的机会成本 

沙尘暴 

 

地/ 地 

 

健康 I   伤 调整寿 年 DALY 统计生 价值 VSL 疾病成
本 损失的工作 成本 

适 D 减轻 人 感的行为/损坏的支  

劳动力生产率降低 D/I 产 减少的价值 

生物多 性 地 

 

生粮食供 减少 D 为收集 狩猎或捕鱼付 它时间的机会成本 

产品价值  

象 性物种减少 D  述性偏好法 

遗 资源流失 D 述性偏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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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封存 地 减 气候 化降低 D 碳 场价格 碳社会成本 

生态旅游和 闲 地 

 

游 量减少 

 

D 述性偏好 

旅游 用 

定价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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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恢复力和可持续土地管理 

减 或适 土地退化 荒漠化和 旱要求对恢复力进行管理 本章介 了恢复力框架，为了解

恢复 旱地和 旱管理的 进因素或 预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在 点 ，本章介 了零净土地

退化 NZLD 目标的案例 该目标使得可持续土地管理和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具体化 本章

对 些有 于扩大活动的 成因素进行了概述  

3.1. 旱地恢复力框架和 旱风险管理 

生态管理系统的一个 要挑战即他们的非线性 点 看起来健康 能 提供产品服务 的

生态系统在处理内部和外部 力达到临界阀值时可能会突然发生改 Schrollet al., 2009

外，社会生态系统经常暴露于多种以 方式相互作用的潜在和直接 力 因 ，可持续

旱地区和 旱风险管理要求对恢复力进行管理  

目前对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因素和影响进行管理的所采用 统部门管理方法 是 完

善的，包括使用能力 缺的个人资源 如土壤 森林 在分散的水 来实施协 行动 对

策者提供针对具体问题的方法和准测非常缺 如 Bowyer et al.,2009 外，在 家层面 ，

仅有少 的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约方拥有 人满意的立法来防治荒漠化 土地退化并减轻

旱的影响，意味着实 性的改革是必要的 Du Qun and Hannam, 2011  

恢复力理论可以为 类改革提供指导， 是大量并 断增长研究机构的焦点所在 项工作的

目的是了解到 是什 性使得一个 家 社区或家庭恢复 可以 和 力 如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并从中恢复过来(DFID 2011) 对 恢复力，有 种被广泛引用的定   

 一个暴露于危害的系统 社区或社会抵 吸收 容纳并及时有效地从危害影响下恢

复过来的能力 UNISDR, 2009 18 

 一个社会或生态系统吸收 时保留相 基本 能结构和方式的能力，自 组 的能

力，以及适 力和 化的能力 (IPCC，2007) 

 容忍 而 崩溃成为一个 到 进程控制的 状态的能力 恢复力联盟19  

更确 地说，对于土地退化和 旱风险管理，恢复力管理的目的在发生 ，例如气候 力，

确保 旱地区 能持续存在 降低 成本并 进结构性恢复 最近的研究具有一 性

                                                           
18

http://preventionweb.net/go/501. 
19恢复力联盟是一个由高科学家组成的 网 ， 要集中于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以对社会生态系统以及可持
续发展 策进程 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resalliance.org/. 

http://www.res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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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强调恢复力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通 可持续道路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Mäler and 

Chuan-Zhong, 2010  

述定 它大多对恢复力的定 在四种因素 具有共 点，即 系统 什 的恢复力

对什 的恢复力 处理 的能力 以及 对 的 几个因素共 构成了恢

复力框架，可用于确定在 旱地区恢复力的种类和水 下 通过从可持续性农户生计框架中

借用 个资本 的方法提供了一个 简化 的恢复力框架 (DFID，1999)  

 

1 经改编的恢复力框架  

在 框架中， 系统 谁或者什 处于考虑之中有 -社会团体 如一个社区 治系统或

定环境背 下一 是了解到解 问题所面临的 对什 的恢复力 (DFID 2011) 些

在 旱地区通常有两种方式 旱-或 -一种对系统脆弱性产生影响的突发 另一方

面，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是指长期的 势-或 力-可危害到给定系统的潜能并增 内部作用物

的脆弱性 家或地区 面临多种相互 联的 和 力，例如 重的 旱和 治 的 稳

定   

3.1.1. 旱地 处理的 例 

一个系统或过程处理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能力 于 暴露水 敏感性以及适 能力

暴露 于风险是指对 力或 力大小的测量，例如在某一地区内 旱的时长和频率 系统的

敏感性 定了系统 到影响或对一定 力或 力作 的水 可能根据系统内作用

物 而 有限的流动性 术组合和社会地 都可 剧对 的敏感性 Miller et al., 

2006; DFID, 2011 适 能力 是指作用物对 或 力作 调整并从中学 的能力 Norris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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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持续农户生计方法 DFID 1999 ，敏感性和适 能力可通过在 和 力下可调动的资

金和资源 进行确定，可能是人力 物 自然 经济或社会方面 项资本中的每一项都

恢复系统中一些 性相对 例如，表 为信任 规范和网 基础强大的社会资本可以引起

社区内高水 的协作 ，表 为教育 健康 术 知识和信息的人力资本会引起，例如，

拥有强大的能力以制定和实施有效减少风险策略 Osbahr et al., 2008  

除了 治 经济和物 资产外， 项资本 方法 对自然资产和社会资产在 定系统恢复力

方面进行了规定，从而认可了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 系 Mayunga, 2007 例如，

一些学者评论说损失 在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初期就得到社会恢复力的补偿 Bollig and 

Schulte, 1999; Pamo, 1998; Reynolds et al., 2007 或 府经济投入的补偿 Vogel and Smith, 

2002 但是， 超过临界点时，社会恢复力或 府补 可能 能足够低对生产力的损失进行

补偿，从而引起价格和 易波动或人口迁移，破坏系统恢复到先前条 的能力 Reynolds et al., 

2007  

在喀麦隆 部，直 1979 年为水稻灌溉储存水源的 Maga 大坝建成，游牧畜牧系统相对萨该

地区赫勒波动的环境 比较适 大坝阻碍了 旱 节牲畜和 生动物牧场 常的洪水，从而

引起大面 的荒漠化 Pamo(1998)认为， 生动物和牧民通过将牲畜多 化和更多的流动性来

适 了 的条  

在 基纳法索中央高原 部的在 Rissiam 和 Ranawa 的 庄，所有水 在雨 一停 就

会 涸 在 1980 年 期引进使得降雨和 流渗 到 些 庄土壤的集水 术 ， 些 庄的

所有引水点常年都有水 管 Ranawa 的人口自 1985 年以来 翻了一番多， 然有充分的水

用于作物 人口或牲畜 20 

他学者 对成 案例以及生活在非洲 旱地区人们 人惊 的恢复力和适 力进行了评价

作为影响因素，Reij 和 Steeds 2003 注意到创 所起到的 极作用 对私人投资土壤和水资

源保护的 支持 歧视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健全宏 经济 地非 府组 和 它合作项目

强大的建 能力以及相 府对提升环境问题和可能解 方案注意力的 懈 力  

些例子表明-根据系统 和适 能力-针对 或 力的 可能采用多种方式 如恢

复力框架中所示，在条 简陋的情况下，针对 和 力的 可能 更好地恢复 恢复到先

前水 或 恢复但 如先前 DFID， 2011 到目前为 ，只有少 尝试重视 策和方法以

强 旱地区社区的恢复力 例如，Mäler&Chuan-Zhong 2010  指 ， 管最近许多 于 对

                                                           
20

 http://www.unccd.int/en/programmes/Thematic-Priorities/Food-Sec/Pages/FS-SL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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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的文 包括许多 于恢复力的思考，恢复力 未被 遍地认为具有真 的经济价

值  

3.2. 恢复力建立 预-可持续土地和森林管理案例 

在 2012 年 6 举行的联合 可持续发展大会 Rio+20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提 了一

项宏 的目标 在到 2030 年实 一个 土地退化的世界(UNCSD，2012) 于恢复力框

架，零净土地退化 ZNLD 可以通过扩大可持续森林和土地管理以避免自然资产的退化，或通

过土地恢复对土地退化进行补偿来实 Davies et al., 2012 Gnacadja, 2012; GCP, 2012  

可持续土地管理可被定 为  

利用土壤 水 动植物等土地资源生产商品，以满足人类 断 化的需求， 时保证 类资

源的长期生产潜能和对 环境 能的维护 (UN Earth Summit, 1992) 

基于知识的 有 于整合土地 水 生物多 性和环境管理以满足 断增长的对粮食和纤维

需求的过程， 时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和生计 (World Bank, 2006) 

通过维持或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以满足所有利益相 者 人类健康的土地管理方式 (UNCCD，
2009b) 

可持续土地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通过保持调节生态系统服务以及改善生产力和商品服务多

的 目标来对农业和环境进行合并 Terrafrica, 2008; Woodfine, 2009 为达到 两个目标，

在广阔的 旱地区生产 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包括: 

 基于可持续土地管理方法的农业生态原则，使得物种优势互补 树木和作物 ，系统

农业和畜牧业保持 限制对矿物肥料 灌溉或机械化的使用，减轻对能源和高投入

的依赖 21 以及 

 采 行动以阻 或 转退化-或 少减轻 期误用的负面影响-尤 是山地退化的结果可

以影响到人口稠密地方 World Bank. 2006  

者 了在山地地区可持续森林管理 SFM 的重要性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第

4/COP.8 议 召将 强可持续森林管理作为一种防 水土流失和洪灾，从而增 大气中碳

汇并保护生态系统和多 性的手段 对可持续森林管理达成广泛共识的定 表明 是  

一种动态 断发展的概念， 在为了 和 的利益，保持并改善所有类型森林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价值 22 (GEF)  

                                                           
21

 http://www.unccd.int/en/programmes/Thematic-Priorities/Food-Sec/Pages/FS-SLM.aspx. 
22

 http://www.thegef.org/gef/S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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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可持续土地管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是任何遏制土地退化 力中 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越

来越认识到保护和可持续的利用 足以阻 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并实 零净土地退化的目标

Aronson and Alexander, 2012; CBD, 2012a 因 ，零净土地退化的第二大支柱 召通过恢复

退化的土地以减 土地生产力的降低 据估计，全球有超过 20 顷的 退化土地拥有恢

复森林或马赛克的潜能23 (GPFLR, 2011)  

3.2.1. 可持续森林和土地管理扩大原则 

对于避免土地退化并实 述行动，并 存在任何 灵 妙药 (Woodfine，2009) 一点在恢

复力框架中得到了强调 根据该框架，遏制土地退化的行动 在 强系统中的自然 经济

治 人类或物 资本基础 尤 是针对扩大生态系统恢复的 力，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可持续土

地管理，一些 成因素 得到了确定 例如 ELD 倡议24  FAO, 2011b; World Bank, 2006; 

Terrafrica, 2008; UNCCD, 2009; CBD, 2012b ，即  

 府 企业和社区多层次参 合作  

 地非 府组 和 它合作项目强大的建 能力 

 研究和 术发展  

 对土地退化和改善进行 测  

 知识 知道 工具和 术的开 转移  

 歧视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强健宏 经济管理  

 有针对性的 策和机构支持，包括经济和 他激励机制  

 纠 策失误，如 曲价格和 易 策 以及 

 私营部门的参  

第 4 章将对 些因素及 如何有 于扩大可持续土地管理 可持续森林管理以及恢复措施进行

处理，并对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经济有具体影响的行动进行 述  

3.3. 结论 

可持续旱地和 旱风险管理的恢复力管理目标是保证 旱地 能和服务的持续，减小 损失，

保证在 结构性恢复和适 气候等长期影响 力 建立恢复力要求投资有利的 策环境和

人力资源发展 改善良性循环可以从避免土地退化或通过土地恢复进行补偿来开始 改善土地

                                                           
23马赛克恢复 它土地使用相共存的森林和树木  
24

 http://eld-initiative.org/index.php?i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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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会改善雨水渗 ，增 土壤蓄水能力和水的供 生物量并提升粮食 全， 过来 些因

素 会减小土地以及将森林转换成农 的 力(UNCCD，2009)  

 

4. 进可持续土地管理的 策和经济手段 

由于每个地区的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潜在和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制定 策手段以

执行扩大可持续森林管理 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生态系统恢复 如本章第一部分所述， 类 策

手段需要包括机构 强 经济 策改革以及 策失 的修 本章的 它部分将从更近的角度

对每种手段进行研究 本章首先对通过多层 相互作用学 的重要性 以考虑， 次说明经济

手段 例如 策或对环境服务付款 如何可以用于有效转 土地利用 化，然 是 管改

革和 策失误更 的重要性，最 说明经济或私营部门为可持续土地使用调动资源中的潜在作

用  

4.1. 成因素概况 

针对可持续土地使用的 共 策工具可以是 管性的 经济性的或咨询性的(OECD，1994) 可

持续土地管理的原则 于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多层次参 和咨询方法，并通过参 式和利益相

者参 的方法来对土地管理 策的复 性进行处理 些方法可以为中央 府施行健全的

管或经济手段提供了基础 进可持续土地管理的 管工具通常会制定排 量标准 土地和

水利用方法并对 遵 的行为作 各种处罚规定 但是，在对 灵活的限制或 术要求作 明

确时， 类 或控制 管对社会或土地所有者 无效或者成本过高 另一方面， 管改革

对于 进更 可持续而有高校的土地管理措施可能很非常重要，例如提高小农地 稳定性 经

济方法可通过 场对可持续土地管理提供激励 管历史 未 ， 类环境 场在很多

它 家以及 层面 碳 水和生物多 性 场 经 Bishop et al., 2012 除了

些方法， 策失误问题 需要得到解 些情况通常是由于执行环境 策软弱或效率低下，

或经济发展 策和投资产生的意外影响  

最 ，私营部门在过渡到提升可持续土地管理的进程中 演了重要的角色 直接或间接使用

土地生产服务的 要利益相 方为农业 木 食品 旅游和金融服务行业的企业 ELD25  

4.2. 使得 策更好的多层次方法 

                                                           
25

 http://eld-initiative.org/index.php?i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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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信息或信息 对 在多个范围内是 遍存在，从而阻碍了小农采用可持续土地使用方法

或 策制定者制定 策以产生预期的 果  

对于农场来说， 没有 测量工具的农民未注意到退化影响或 原因时，土地恢复或采用可

持续土地管理方法可能会 到限制 种情况可能导 土壤酸化 微量元素耗 微动物 化

或疾病 播媒介的 播 World Bank 2006 私人土地所有者对 经济利益所在的土地使

用方法或适 的 术知识 完备可 时阻碍施行可持续土地管理 在 些情况下，教育和提高

认识等咨询方法可适用 Engel et al., 2008 但是， 术开发者可能缺少信息以了解农民的优

先 项 时有利于水土保持的作物模式和方法 World Bank 2006 外，项目管理员可能并

了解可持续土地管理如何影响农民的生产计划和利润 Latacz-Lohmann and Van der 

Hamsvoort, 1997  

因 ，本背 文 的论点在于，了解并尊重 统和地方自然资源管理方法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

在对可持续土地管理采用多层次利益相 者方法时，科学信息必须伴有本土知识以为 策者

在商讨过程中提供更好的基础 (Hurni 1997) 实是，在该领域很多从业者仅能获 到有限的

土地资源分 ，以及 于好的 可持续和扩大实践方法的 统和革 的可持续土地管理方法信

息  

完整的多层整合的另一个 果是 旱地人口在制定防治荒漠化和减少贫困等 家战略时鲜有

表人 例如， 策制定者 忽视各种 策选择方案是否将 牧和流动性的 惯模式和 排

列入了考量 UNCCD 2009  

因 ，更进一 地将地方 科学以及 府知识向结合起来以进行更好的 策 有很大的余地

尤 是 府的 策和机构，它们在将 测和土地退化评估 入 府土地使用规划和 策中 演

着重要的角色 Akhtar-Schuster et al., 2010 府 策和机构对于 地方 府提升 地机

构效力方面 非常必要 点 该得到弱化 研究表明，相比高层制定的法规，人们更容易

遵 由地方 府施行的法规 Nkonya et al. 2011; Ndegwa and Levy, 2004  

将环境和发展 可持续土地管理联系起来的 约 如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对要求扶持

策和方法以解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提供了 的因素 2 说明了多方利益相 者可持

续发展方法中 于的 活动和水 Hurni 1997 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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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层次利益相 者可持续土地管理方法的 预水 和活动 (HURNI  

1997)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是由显著的信息 对 以及 多互相 联的因素引起时，自 而下

的指 和控制 策很可能会 失效 ，从而 能将必要的资源或 确的激励机制用于向可持续土

地管理的过渡过程中去   

为了克服 类信息 对 问题，越来越多的共识显示，参 式26和多层次的方法有利于制定有

效的土地管理 策以满足中央 府忽视领域的复 性 别是在农民 广系统和农业研究中

需要有强大的联系以开发和 广可满足农民需求的农业 术 证据表明 种连续有 强

GM 2009   

4.3. 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生态系统恢复的经济手段 

第 2 章介 了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一系列直接和间接 地和 地成本的 联 因 ，

管许多更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方法可惠及大 竞争的 非排他的 ，施行可持续土地管理的

成本 需要 地执行者 担 是因为土地使用者的投资 策 纯地注重经济考虑，而减

小或忽视 策对社会整体所增 的成本或收益 土地使用方法具有外部性时， 场

能提供足够 有效地 量的 共产品以有利于存在 场和价格的私人商品生产  

在最 发达 家 LDC ，信息 完全 交易高成本 保险和资本 场 完善 产 健全以

及 误导的 府 策 剧了私营 社会在土壤使用方面的分歧 外，贫困 人口增长和环境

恶化之间的联系 使得 场 健全的潜在影响复 化和扩大化 Shiferaw and Holden,2000

                                                           
26参 式方法 持互动对话过程，例如焦点小组 协调论 以及通过创意工具和 术共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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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个体使用者 能使用水土保持投资，从而导 过度的土地退化 下面对可能的 策响

进行了概述   

4.3.1. 经济手段 以 场为基础的工具和生态系统服务付  

基于 场的手段 MBI 可被 类于基于价格 基于 量以及基于 场 进的方法 基于价格

的方法包括 保护招标 环境 使用 罚款 债券和 许 使用 退 和补 些方

法的目的都是通过改 价格 成本和利润来影响生产商和/或 者的行为 另一方面，基于

量的方法通常改 使用自然资源的 利 在某些情况写，可以对 些 利进行交易 例如

欧盟排 交易体系下可交易的排 许可证 个人可转 捕鱼 额 ITQ 排 许可证和生物

多 性补偿计划  

进 场方法 在通过改善信息 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 场参 者的信心来使得 有 场更好

地 作 例如 产品的 绿色 或 生态 标签 根据可持续土地管理标准进行实施 对保护合

如下 4.3.2 所述 可在最小成本下带来投标者和 售者的标售是另一种向生态恢复或可持续

土地管理调入 资源的有效手段  

使用经济手段以 进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基本理念是，使得土地退化或破坏土壤生产力的人必须

付 价，无论是对 到直接影响对象 或对 表 影响对象的 家 例如，如果农民过度灌

溉土地，从而导 盐碱化，则 对灌溉价格进行调准以 使农民用社会最优的方式来进行灌溉

Braun et al., 2012 另外，在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下，土地负 人将获得渗入水或 他导

盐 碱 化 风 险 许 可 土 地 负 人 可 以 将 多 余 的 许 可 转 售 给 需 要 的 对 象 (Rolfe and 

Mallawaarachchi，2007)  

经济手段在 它方面 有作用 那些通过降低土地退化 地影响的组 该为他们的 力得到

酬，无论直接来自 益人 是间接地来自 家(CBD，2011) 27对生态系统服务付 结合了

一原则 就 本身而言， 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为贫 边缘化的土地所有者或强势的施行者

团体时， 些原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Engel et al., 2008)  

在没有经济手段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将被用于避免和最小化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影响

以及可持续土地管理  

具体来说， 得到适 的制定并用于良好的环境中时，基于 场的手段比 管手段更有效力和

效率 土地所有人供 所需要服务的能力差 较大 提供预期结果的方法较多时，它们可能

                                                           
27生物多 性 约秘书处 SCBD 2011 生物多 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激励措施 术系列 No. 56. Montreal, 

Quebec, p. 1–66 20/11/2011 获 地址 http://www.cbd.int/doc/publications/cbd-ts-5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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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 它 管手段 些区别仅可通过为降低成本并施行更好的方法提供持续激励机制 场机

制得到利用 但是，提供环境产 的竞争 场并 时 因 ，要求有好的管理方法或好

的 府来制定并支持有效的基于 场的手段 Whitten et al., 2004  

4.3.1.1. 中 用投标方案解 土地退化的 例 

在一次对引进基于 场手段是否会提高中 键土地使用 化项目效率的综合分析中，

Bennett et al. (2011)研究了为分 府生态基金保护合 投标方案的可行性 研究人员发 ，

相比固定付款项目，投标方案 仅是 极可行的， 提高了生态恢复的环境目标，即更 具有

成本效益性 该投标方案 带来了一批社区福利，包括 地 员 术人员和农民的能力

员 农民之间 的信任 地农民提升的环境意识以及在土地管理中给 农民更多的 策

力 它越来越多的研究一 e.g. Ferraro, 2008; UweLatacz-Lohmann et al., 2006; 

Connor et al., 2008 ， 项研究表明，通过引进具有竞争力的投标流程来提高 共或私营部门

生态恢复资金使用的效率是有可能的  

框 2 解 土地退化标售 计的简介  

 

4.3.2. 交 遵 -对混合工具的喜好 

选择适 的 策工具以 进可持续土地管理或生态系统恢复最 于环境效益 包 控

和执行成本 分 效果 它 策的合规性以及 治偏好 在某些情况下， 行 和执行成

本处于合理范围内时， 管和经济的组合激励机制可能是最适 的 交 遵 互相连接 是

指保护的目的 要投入相 联 例如灌溉用水) 在最 发达 家， 尤 具有吸引力

拍卖会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获 共利益的支付机制，例如改善私有土地环境的保护行动 例如

美 保护储备计划 CRP 利用拍卖的基本原理是，拍卖会可以产生分散的激励机制，从

而提供更接近土地所有者真 机会成本的投标，即使是施行机构对 类机会成本信息所知甚少

Connor et al., 2008 在行动机制中，例如 Bennett et al. (2011)在中 使用的，土地将被 恢

复 或用于 目的的土地通过一次竞争性招标方案进行确定 在该招标方案中，所选地区的

土地所有者被召集起来以对施行土地改善服务的基金进行投标 由于竞争，农民 到激励以显

露他们的真 合规成本，从而降低了过度补偿，并提升了成本效益 参 的农民所提交的投标

基于两个重要因素进行排序 第一个因素是农民的投标价格，一般包括他们保护合 的合规成

本 从先前土地使用做法中 弃利益的机会成本以及在产生的损失超过农民控制情况下的风险

溢价 Bennett et al., 2011 每次投标的净收益通过使用投标价格信息和投标指定保护行为产

生的潜在环境收益进行计算 环境收益可通过第 2 章估值工具框中一个或 个方法组合来进行

估值 投标基于每项投标的效益成本比率进行排 提供最高环境商品和服务效益成本比率者

即被选定获得该保护合 ，直 府资金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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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相 联的生产性投入补 可以 贫困家庭遵 保护要求而 会对他们的福利产生 利影

响  

例如，在埃塞 比 ，Shifera 和 Holden (2000)发 ， 投入补 化肥以及改良种子 要求高

低谷物种植于具有保护结构 土壤石堤 的土地中时，水土流失得到了防治，而粮食和贫困人

口的福利并未 到任何 利影响 相 ， 投入补 无条 投入时，农业利润的增 将会妨碍

对土壤进行保护 些结果 一般环境经济理论相一 它们告 们，在一些 场失效共存

的第二世界 该使用工具组合   

4.3.3. 计经济手段的成本效益分析 

为环境服务纠 价格信 分 额 选择投标或提供最优补偿金要求了解土地使用 化的潜

在环境收益 扣除所有成本和收益以得到净 值，投资可持续土地管理或生态系统恢复的未来

成本和收益 持续的退化即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进行比较  

经济资源是有限时，成本效益分析的多重估值空间- 作空间成本效益-有 于优化可产生

最大净收益的项目 Naidoo et al., 2006 别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付 ， 申 入该 PES 项

目的 量超过可用资金限度时， 地服务购 者可依据能最大化项目经济效益的成本效益考虑

将申 者地区作为目标 Engel et al., 2008  

因 ，本文 建议采用成本效益分析对潜在土地利用 化进行估值 但在 实中，全球范围内

的 府支付行为以 激土地使用 化 于 治或预算考虑，而非使用成本效益进行的经济估

值 Bennett et al., 2011  

如东 的例子所示， 四海皆准的 策并非总是有效的 1999 年，中 采用了一项全

性的生态恢复项目-退耕 林 草工程， 在通过提供固定 额的款项 分区域 激农

民将更低转化成为森林和草原 Bennett 和 Kontoleon 2009 认为， 管该工程在中 方

证明实 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并 适用于中 方 Uchida et al. 2005 年 表明，40％

84％计划区域的机会成本 低于提供的补偿 两项分析都表明，通过对 地理环境的

机会成本和环境服务提供付 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近年来 的招标等经济手段允许资

源 置更有效，并有利于 真 的价格 Eigenraam et al.,2007  

 

4.4. 解 策失误问题-遏制土地退化的连贯策略 

通过参 式的方法和基于 场的手段来解 信息 对 并纠 场失效问题是任何 在 进可

持续土地管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 策失误是 类 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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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失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 共 策未能达到目的，并产生了意想 到的 利 果 例如，

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可能是由于执行环境 策软弱或效率低下，或经济发展 策和投资产生的意

外影响 另一方面， 策失误 产生于对过度生产和过度开采自然环境的鼓励 者的 例包

括对能源 道路交通等基础 施建 商业捕鱼 重工业和农业生产等 按照可持续的做法进

行补  

许多 家都或明或 地对 剧土地退化或减少退化的 务活动进行补 例如 对可延伸到边

地区的高地植物种植补 灌溉计划中水和能源的补 对退化土地植物的 保护以及对

化肥进行补 ，从而 曲了使用无机肥料而非 他的做法的激励措施 GM ，2009 因为只

要 考虑 治成本， 类 策的净成本很低甚 是负 ，所以 转该类 策将产生高效益成本

比率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 家的农业补 据估计为每年 2610 美元， 中大部分 环境性能 相

，或并 形成依赖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 的能源补 据估计约为全球每年 5000 美元(TEEB，

2010) 只要在经济中 遍存在重大 曲，纠 场失效和信息 对 会达到预期的收益   

4.5. 管将改革以 进可持续土地管理 

法律 法规和行 改革一般是扩大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必然措施 具体来说， 管改革可降低可

持续土地管理有 的交易成本，满足 场要求并有 于内化外部影响，例如通过建立解 纠纷

的机制来解 纠纷 发 补偿以及保证 全的土地所有 (GM，2009) 第 4.5.1 部分对 全土

地所有 作为增 投资可持续土地管理的方式给 了 别 注 最 ， 管改革是解 金融

场失效的一种重要手段 农 贫困家庭 遍面临 重的 率，从而阻碍了获 信 以使得他

们可以在土地管理中进行具有潜在利润的投资 . 

 

4.5.1. 全土地所有 的角色 

对土壤的过度开发 植根于 地产 纠纷和 全的所有 28 (Weigelt et al., 2012) 经明确

清 定 成为可强制执行规定 ，产 或长期持有租赁对于 进良好的直接资源管理或通过

进基于 场的手段等激励措施有着重要的作用 Crosson and Anderson, 1993 根据世界银行

2006 ，如果 明确地对产 进行考虑，则可持续土地管理 可能完成 一方面，它们可以

                                                           
28简 来说，土地所有 制度 定了社会中 产和使用 的 置，明确了何人可以使用何种资源 用多久以及在什

条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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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获 信 是构成基于资源的家庭或社区福利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它们可以 人

延长计划期并给 土地使用者对改善土地和保护投资获得的收益(Panayotou，1993)  

研究表明， 全 利在发展中 家的确可以引起高投资和生产力 拉瓜的一项研究发 ，

对注 所有 进行奖励使土地价值增 了 30%，并极大地提高了土地所有者投资土地的倾向

Deininger and Chamorro, 2004 在 尔，一 经授 拥有树木和土地 ，农民就开始

极地保护或种植树木 Botoni and Reij, 2009 相 ，发生在中 的例子则表明，在 1999 年，

中 为降低沙尘暴和洪灾通过自然森林保护计划禁 砍 森林 ， 常地阻碍了生产林的

种植 Bennett and Kontoleon, 2009 发生 种情况是因为，对砍 森林的禁 意味着从土

地使用者手中夺 了使用  

土地使用 并 一定要分 给个人以获得 全土地所有 的利益 在 旱地，对地方性社区赋

以对开 性牧地进行 共管理在一些情况下可充分减少 牧强度并遏制土地退化 Coxhead 

and Øygard, 2008  

些例子体 了在 家 策和法规中解 土地所有 的重要性 根据 GM 2009 ， 全的土

地使用 的实 极端依赖地方和 家机构在土地管理和更广泛层面的法律和 法系统内实施有

效的 作 重大挑战在于 到界定和记录土地 利的成本效益方式，以及保证争议解 流程

到操控  

 

4.6. 私营部门参  

对保持或改善土壤中所含有的自然资产的活动 如可持续土地管理 进行投资可以确保重要的

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流动性 但是，部分 类活动 能解 土地退化的潜在因素 因为土

地或森林退化常常 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投资需要被引导 对自然资产基础产生零影响或

极影响 时提供经济利益的活动中去 目前，对可持续森林和土地管理的投资相比流向导

可持续土地退化活动的资金无足轻重 (GCP，2012) 但是，通过一些方法可以将募集资金

以用于可持续森林和土地管理 在以下内容中， 们将重点 注可以提高用于可持续土地利用

资金可用性的多种来源 是一个复 的问题，由于本研究的性 ，对 在进行深入讨论

除非另有参考文献，本节摘自 GCP 2012   

4.6.1. 款 益 债券 集体融资和补 金 

如第 4.5 节中所述，对于使得他们可以对可持续土地管理进行投资以便从农业社区 售中获得

利润的 款，小农户 面临过高的利率 导 个结果的可能是 健全的信 场，或仅仅

因为 款机构认为该项目或活动风险过大 在 种情况下，发展银行可以向商品生产者提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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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的 款以资 过渡到更可持续的农业活动中去 优惠 款的利率低于 场利率或在某一时

期内 用利息的 款计划  

益资本由投资者提供以交换部分所有 为 益 ，有时候可以对组 的 策产生影响

一些 为 影响投资者 的 益投资者接 较低的回 率以换 环境或社会收益 影响投资者可

能对组 扩张提供资金感 趣 种组 通过生态旅游等产生收益， 更 注重社会成果  

另一种资产用于和气候 森林以及可持续农业有 的投资， 种投资被 为 绿色债券 债券

是投资者对某个组 提供前期资本用于换 偿付该投资者债券的价值并定期支付利息 诺的协

议 世界银行的绿色债券为该银行对 气候相 的投资组合进行融资(Reichelt，2012) 管从

可持续农业或林业获 所有收益的企业很少发行债券，有些私人组 发行绿色债券 用于

资 农业和林业 据气候债券倡议 2012 估计， 共 私营和多边机构 发行价值 1740

美元 完全 气候经济一 的债券， 中 7.3 美元 用于可持续林业和农业  

集体融资为个人投资者利用自 的资金来支持某 定项目提供了 入点 通常来说，全世界的

大量投资个人的集资 额较小 因 ，集体融资可用于资 较大投资者 怎 支持的可持续土

地 管 理 集 体 融 资 通 常 使 用 的 网 站 包 括 Kiva www.kiva.org Kickstarter 

www.kickstarter.com 和 Fundable www.fundable.com  

对于希望产生收益但因 发展尚未有条 获得 款或发行债券的企业来说，基于补 的经 可

以作为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补 金是由一方，通常是 府部门 企业 基金会或信托分 的

无需偿 的资金 信托基金 用于流域管理 保护地区及 他 生态多 性 好 的项目融

资 信托基金通常由来自 以及东道 府捐 者的补 金资本化 许多私营 开始提

供补 金 例如 Walt Disney 在为秘鲁西 部濒危森林的保护 基金会 Alto Mayo 项目提

供资 补 金为农林业系统 种植本土物种以及在 地 庄扩大可持续生计计划提供融资

CI 2011  

对于扩大 述资金来源和降低风险有多种机制 规划和协调有 于组 更有效地调用投资 补

对收益的产生提供了支持 款可收到担保的支持 认证为产品增 了价值并驱动 者的

意识行动 结算所将项目和 提供项目资金的金融家想联系起来 例如 CBD LifeWeb 

initiative) 面的 类措施属于 述的基于 场或 场 进手段 更多 它 激因素可以得到

确定 GCP 2012  

4.7. 结论 

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生态系统恢复是改善易 到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危害系统恢复力的 键

因素 有效的 策需依据对 地所面临的挑战有深 的了解 一般来说，成 进向可持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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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过渡的 策均使用了参 式方法 对 地 念和优先 进行响 得到 府和民间社会

的充分支持以及倡导风险低而经济 激强的 术 GM 2009; Davies et al. 2012 经济工具

为解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以及为可持续土地管理 激提供了方法 但是，经济手段并

适用于所有的自然资源分 World Bank 2006 明确产 确定并 测 化以及强制执行

交易困难时， 类手段可能效果甚微或者根部 适用 随着时间的 移，信息通信 术的进

可以 互 相 方之间的交易，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通过卫 像提高资源 控 使得 控

基准 化更 容易，从而使的付款 染者或 益者 和结果相符 除使用对生态系统服务付

或基于 场的手段的可行性外，解 策失误并保障土地 利是良好的 入点 解 通过

场 进土地退化活动的治理 力以及 策引起的 曲是解 发展中 家土地退化可争 的 最

有效的方式 最 ，鉴于全球对基于 可持续价格信 商品需求的增 例如小麦价格投机 ，

该价格信 将提供粮食 纤维 饲料和燃料的自然资源免 转化， 务为 对自然影响必须

得更 负 并创 改 的机会(GCP，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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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行 约 约 -齐心协力 进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经济的 吁 

本章一开始就对气候 土地 动植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强调 种相互联系意味着 约

约之间的共有的协 效 有 于更有效地解 土地退化 生物多 性丧失以及气候 化 对

约 约 策响 的协 效用得到了概述， 中将作为目标的零净土地退化进行了着重 述

然 ，本章对 有 进 约 约之间更深一层系统效 的行动 以考虑 本章第二部分讨论

了荒漠化 土地退化 生物多 性保护 碳排 碳汇和封存率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基准一 性

对零净土地退化的扩大成本效益分析和资源流动性的必要性 GM 2009 由于对环境和社会

经济参 缺少 期可靠而一 的时间序列资料 GEO-5 2012 ，知识管理系统 持制定协调

方法以采集储存生物物理以及社会经济 据 多项举措表明在 方面 在 得进展  

5.1. 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 UNFCCC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UNCCD 和生物多 性 约 CBD -问题 原因和 策
响 中的协  

1992 年在 约热内 召开的地球峰会议是全球 力保护 们 球健康的一个 程碑 会议确

定了荒漠化 气候 化和生物多 性丧失是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约 约的议题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UNCCD 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 UNFCCC 以及生物多 性

约 CBD - 成为 环境和 治议程 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地球峰会二十年 的 2012 年 6 ，全世界 次聚集到 约热内 参 联合 可持续发展会

议 UNCSD ， 被 为 Rio+20.Rio+20 峰会成果文 们希望的未来 敦 所有 约 全面

履行 根据 约对发生 重 旱和/或荒漠化 家的 诺... 外，成果文 认可了 良好的土

壤土地管理对经济和社会的意 ，尤 是 对经济增长 生物多 性 可持续农业和食品 全

除贫困 女性赋 解 气候 化以及改善水供 的 献  

言中 一部分 示了 约 约之间的相互联系 良好的土地管理对生物多 性和气候 化

有着直接的影响 ，可持续土地管理 生物多 性保护和气候 化减 可以通过健全的

策以及适 的经济手段 以 进 但是，在未得到潜在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指标前， 可能制

定健全的评估 离开了评估，则无法制定有效而适 的经济手段 本章将展示，对于 约 约

之间 于 据采集 测以及社会经济评估方面的 有协调，有着显著的提升空间  

5.1.1. 问题中的内部 馈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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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气候 化和生物多 性是紧密相 的，无论是 潜在人类环境因素

是相互强化以及 多 共 问题 例如，森林在 阻 荒漠化蔓延中起着 可缺少的作用

它们对于保护生物多 性和气候 化议程中有 减 和适 问题 重要(Terrafrica，2009)  

于 约 约的内部 馈，土壤保护或更广泛地说，零净土地退化，可以通过生物多 性保护

碳储存 农业生产率和减少贫困来 进多项全球收益 如 3 所示，持续的土地退化直接 象

到生物多 性和生物量的持续丧失 Thomas 2008 ，从而降低地 和地下碳储存 封存以及

气候 化减 的能力 气候 化减 能力的降低增 了 旱和持久热浪的风险 农业产 和生

物多 性的丧失和对 旱脆弱性的增 进一 剧了社会动荡和贫困 贫困 导 对含土壤

和水保护 足的土地过度开发 Olsen and Berry, 2003 ，阻碍了可持续土地管理的措施，因

通常 及前期 用 3 管系统和 因素 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在 实中更复 ，它

的确说明了存在于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以及生物多 性 约 题

基石之间的一组 馈  

 

3 一组 约 约之间 馈的快照  

5.1.2. 各因素的协 作用 

气候 化 土地退化和生物多 性丧失 拥有共 的潜在原因 种过程都是 场 信息和

策失误共 作用引起的结果 首先， 场 未能提供社会 量最优的 键生态系统商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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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是因为引起生物多 性丧失 气候 化和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 各自 理方和行

动方对社会产生成本，该成本部分由 地第 方  

因 ，生物多 性丧失 气候 化和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可通过制定改 经济 理方 从

家庭到 要生厂商或大型企业 行为的激励机制进行 对 如第 4 章所强调的， 使得外部成

本 化 染者付 原则 相一 ，或 过来说，对提供生态恢复或可持续土地管理等 共

商品的一方给 充分的补偿 解 策失误意味着去除鼓励过度生产和过度开发自然环境的有

害补 ，有效地执行环境 策，并避免经济发展 策和投资的意外影响  

5.1.3. 策响 中的协 -零净土地退化 

生态系统恢复在 约 约中 成为一项跨领域的 题 2012 年，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发

了一份题为 Rio+20 可持续发展目标 零净土地退化 策执行摘要简 ，意味着遏制土地退

化可以通过避免土地退化 通过可持续土地管理 或土地恢复补偿得到实 UNCCD2012c  

管可持续土地管理 生物多 性 约，尤 是爱知目标 729 和 1530保持一 ，COP 11 (CBD 

2012a)海得拉巴 召确定了仅仅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能充分组 生物多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的丧失 齐心协力恢复生态系统的海得拉巴 召得到了 14 个 约方的支持，包括目前举

约 约的 度 生物多 性 约 韩 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 和 非 联合 防治

荒漠化 约  

召指 ， 有效地执行恢复项目和计划 仅有 于实 生物多 性 约爱知目标， 可以实

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内基于生态系统的适 和气候 化，并 力实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内遏制土地退化和零净土地退化的目标... 该 召 生物多 性 约执行秘书备忘录一起

为 CBD COP11 的第 XI/16 于生态系统恢复的 定作 了 献 该 定指 ， 生态系统恢复

在实 包括栖息地和物种保护在内的 2011-2020 生物多 性战略计划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外，

该 召 认可了生态系统恢复有 于气候 化减 和适 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食品 全  

由 可 ，气候和土地 可被割裂开来， 点越来越显而易 降低森林砍 和退化 成的排

REDD 以及最近的森林恢复和重建 REDD+ 因 成为气候 化谈判中的最前沿 2012

年在 塔尔多哈举行的 UNFCCC COP 18 会议 ，第 6 次森林 聚焦作为整体的森林在 中更

广泛的作用及 农业部门之间的联系，以为下一年 COP19 的 提供更完整的方法(Steffen，

2012) 林业 家 吁， 采用 的方法来解 气候 化 他们指 ，流域管理和栖息地恢复

                                                           
29

 爱知 2020 年目标 7 到 2020 年，农业 水产 殖业和林业地区得到可持续的管理以确保生物多 性保护   

30
 爱知 2020 年目标 15 通过保护和恢复，包括恢复 少 15%的退化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恢复力和生物多 性对碳

储存的 献得到改善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第二届科学会议  背 文  

 

33 

对气候 化挑战共 实施 农 发展和视频 全 该以 牲森林作为 价， 而 该

对 进行保护和修复(Kovacevic 2012) 对土壤进行管理以提高渗 性 地下和地 碳储存有

于气候 化适 减 以及扶贫的恢复力建  

如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执行秘书 Luc Gnacadja 所强调的，有必要对向 约 约协 进行真

范转换(UNCCD，Gnacadja，2012d) 管气候 化 生物多 性丧失以及荒漠化 土地退

化和 旱拥有共 因素或原因，响 包含于 的 要目标和 策制定中 于零净土地退

化，恢复退化土地并强化可持续生产以在接下来 30 年内 20 居民对 约 约给 了

实 性的响  

5.2. 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和生物多
性 约–执行中的协  

各因素 问题和可能响 的许多协 作用都存在于 约 约中，意味着在执行中有显著的协

空间 有效的执行要求在强化协 的基础 拥有完整的方法，以便 1 协 强协调 2

减小独立 约 约措施之间的潜在 突 2 避免重复工作 以及 4 更有效地利用可用的

资源(UNFCCC 2004) 点 被弱化 在过去，缺 捐 者的经济支持阻碍了联合 防治荒

漠化 约的有效执行 (TerrAfrica，2009) 一方面，相比生物多 性或气候 化，土地退化在很

长时间内对于无论是 是 家 府捐 者来说属于次优问题 最近由全球环境基金开展的

一项 在增强 约协 效 的措施是 家交流联合 告的 板 联合 告意味着需要就每项

约 约的焦点进行沟通，从而 激在 家层面 的协 Barbut，2012  

在 约 约具体跨领域方面建立协 的 它方法包括能力建 术转 研究和 测 信息

交流和对外 告以及金融资源 (UNEMG，2011 UNFCCC，2004)  

多种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和 它 约之间的协 力 被建立，以解 进一 整合和协调的

需求( 表 3)，包括联合工作方案 家倡议和研讨会(UNEMG，2011) 然而， 管 些措施

通过吸引 项 约 表参 进了 层面的对话，它们尚未允许从区域 家和地区之间充

分的纵向转移 Akhtar-Schuster et al., 2010 缺少纵向一体化的表 是， 家或 层面工

作者无法获 据以及土地管理者的 业知识， 成 者从未看到 家 区域或 测项目

带来的利益 Reed et al., 2006  

管在 2009 年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第一次科学会议 ， 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检测项目

以及对荒漠化和土地退化评估的重要性得到了论述， 们在下面对因素和 前进展进行了概括

是因为，如果荒漠化 土地退化 生物多 性保护或碳汇以及封存率没有科学健全而连贯的

基准，使用影响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以制定 策和建立 基金时将会 到 重约束，比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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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零净土地退化目标而建立的 基金 本文的 余部分论述了为什 些 力可以更有效

地 提供地区 家和 力以解 气候 化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以及生物多 性

丧失   

 

表 3 建立 约 约之间的协   结合 AKHTAR-SCHUSTER  ET AL.  (2010 和全球环境基金(2012) 

多边环境协定合作 措施 目的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UNCCD 和生物多 性

约 CBD  

 

 (JWP) 旱和 湿润地区

生物多 性共 工作项目 

 

联合工作方案包括四个 要内容 评估 针对生物多

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行动和 进措施以及联合

告 联合或共 行动的每一个 节均 到两个秘书处

的协调 UNCCD,2007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联

合 气 候 化 框 架 约
(UNFCCC) 

汇 协调 明确了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下 家适 行动计划

发展如何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家行动方案密

合作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联

合 气候 化框架 约和生

物多 性 约 

森林和森林生态系统研讨

会 

鼓励 1 在地区层面执行有 森林和森林生态系统

及 利用和保护的具体行动 来自每项 约规定的任

务和 诺 2 该部门协 过程的进一 发展以

有利于 约 约更有效的实施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生

物多 性 约和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 

 

联合联 小组 种非 式的论 为各自的 约方增进了信息的交

流 探讨协 行动的机会并提高了 约及秘书处之

间的协调 UNFCCC, 2004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生

物多 性 约和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 

—全球环境基金和 他合作

伴参  

生态系统和气候 化展

馆 约 约 展

馆  

约 约生态系统和气候 化展 馆是一项包括 约

约秘书处 全球环境基金以及 它合作 伴参 的

合作 广活动 生物多 性 约的LifeWeb 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该展 馆是针对通过执行 约 约实

共 利益提高认识并共享最 活动和科学发 信息

的  

 

5.2.1. 2012-2015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秘书处工作计划相一 的方
法 

进一 测的需求在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秘书处多年 2012–2015 工作计划中得到了

例如 一种想达到的项目成果是 影响 家中，对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 势的 家 测和易

损性评估能得到支持 ，以及 基于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 势的 家和全球基准 被制定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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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 渐 评估过程向一 ，从而满足战略目标 1-331  (UNCCD 2012b) 外， 有 影

响 家 约方对 到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基准信息支持的战略文 中 家行动方案 NAP 进

行了修 并将 融入到综合投资框架中  

5.2.2.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影响指标- 向一 的重要 骤 

2009 年，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利益相 方开始制定指标以测量 十年战略计划的战略目标，

以及盖 约执行的框架 2008-2018 战略 因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在 约

约中最先开始制定复 影响评估流程 它可以为 它两项 约 约 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

和生物多 性 约 在 提供有用的指针 UNCCD news, 2011 32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影响指标可用于对 约战略目标进展进行评估， 是绩效评估和执行系

统评估的一部分 PRAIS 33 该类指标使得 约方可以 测和评估 在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情况下对生物物理以及社会经济 势的易损性，从而有 于它们建立实用的目标来防治荒

漠化和土地退化，并减 旱的影响   

2009 年， 约方大会对一组十一个影响指标进行了临时认可 第 17/COP.9 定 9). 自

2012-2013 年开始， 约中 影响 家 约方 少需要汇 1 影响地区贫困线以 人口

的比率 2 土地覆被状况 测土地退化，生态系统初 生产长期丧失，对降雨对净初

生产的影响 它临时 荐影响指标包括 人均粮食 人均供水量 地 和地下碳储量

以及和可持续土地管理下的土地 Schulte-Herbr伯ggen, et al., 2012 到 2018 年，联合 防治

荒漠化 约预计将获得足够的证据以确定土地退化状况是 剧 是减 及 程度 策者 将

对可实 目标及 需要准备适 的退化水 有更深入的了解 UNCCD news, 2011  

5.3. 结论 

府以及 约 约的 科学 术机构从知识管理共 力中获益空间非常巨大 成本效益

易于管理 可交换的 测和评估系统对于 层次的互动非常重要，无论是对于土地使用者

策者 是 家和区域规划 Akhatar-Schuster et al., 2010  

截 目前，对土地状况和 预效果有效 测和评估的缺 阻碍了执行 家行动方案的进展，从

而使补救措施 断难以联系起来 幸 的是，部分 类问题目前 在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31

1 改善 影响人口的生存条 2 改善 影响生态系统的条 3 通过有效执行 防治荒漠化 约 实 全球利

益  
32

 http://newsbox.unccd.int/3.1/. 
33

 http://www.unccd.int/en/media-center/Multimedia/VideoGallery/Pages/Performance-review-and-assessment-of-

implementation-system-%28PRAI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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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管理系统 秘书处的多年工作计划以及影响指标制定中得到了处理 但是，本文 持认

为 者的行动 建立一 的方法以收集并储存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 据 对土地使用 预如何

影响生计 生物多 性 碳汇以及土壤肥力的深入了解可以 提高经济资源对 约 约的

定  

6. 利用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经济来通知地方
家和 层面的 策 

遍认为，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紧 问题在 全球 区域和 家层面的 治议

程中 未得到妥善充分的 排 因 ，提高 前土地管理方法以减 土地退化并增强恢复力极

重要 下一章对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经济如何有 于制定有效的手段以减 或适 荒漠

化 土地退化和 旱进行了 述 本章开始部分以对 家行动方案中行动的缺点进行了 述，

结 部分指 成本效益分析和绿色会计如何有 于提供路线 以有效解 人为引起的土地退化

风险 潜在影响及适 和减 方法， 时采用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6.1. 在执行 家行动方案中明确制度和 策的作用 

执行 家行动方案面临 多的挑战 多年以来，最 重的制约因素是缺 捐 者和 家

府的经济支持 尤 是在过去，因为 家行动方案 是由捐 者进行自 ，因 项目 以

及捐 者期望相一 而未成为 他 家 策或 家具体优先 的组成部分(IFPRID 2011) 例如

， 家行动方案常常因 未能明确机构和 策在土地管理中的基本中用 求改 种状

况而备 争议 IFPRID, 2011; Akhtar-Schuster et al., 2010 从 2010 年开始，全球环境基金成

为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的经济机制，从而使得更有效地在 家层面 执行 约拥有了空间
34下文用例子表明了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经济如何可被用于制定合理有效的 策以解 土

地退化和调用资源问题   

6.2. 在 策中利用估值工具框和绿色会计 

一个 家或区域准备减 或适 土地退化水 的发展 于适 和减 以及 作为之间的

成本效益 但是，如第 2 章所述，成本效益分析最适于测量对象是合理地理界域内的边 动，

例如土地退化或荒漠化问题 峻的热点地区 在 家或宏 层面 ，绿色会计是一种优 的知

情 策工具 幸 的是，目前对于 可为人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全 生态系统 化能力的方

                                                           
34

 http://archive.unccd.int/financialMechanisms/menu.php?noMenu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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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定 在 得进展 在第 2-5 章的基础 ，接下来的部分通过利用经济估值和相 知识管理

系统以对制定合理有效的工具或 策提供信息，从而 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作为结论 时，

考虑到复 旱地社会生态系统环境下利用绿色会计为 策者提供信息的可能性  

6.2.1. 必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全球环境 化导 的问题解 要求协调研究对社会科学投入 少 自然科学 等的注意力

Perrings et al., 2011:332; Watson 2005; Reynolds et al., 2010 对社会科学进行考虑意味着

仅仅要对生物多 性及土壤状况 e.g. MA,GEO 进行研究和 测， 需要 测改 中的 人类

因素及 如何影响到生态系统和生计 MA, GEO)  

例如对 REDD+项目的执行，社会经济评估 仅可以评估对生计影响， 可以 了解在社区层

面的土地退化和森林砍 根源 在实践中，如果 考虑社会动态 例如因贫困导 的土地退化

将导 项目的泄漏 突和 稳定 Benessaiah 2012 外， 需时 注意到人类的需求随

着时间会发生改 ， 生计的可行性 于一系列的服务 因 ， 能仅仅 立地考虑某一项

服务，而必须对一篮子的所有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考虑 Reynolds 2009 作为一篮子中的一部

分，需要对长期粮食生产和家庭收入水 进行 测，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稳定的指标以表明哪些

区域对于未来 旱 的恢复力是 得越来越强 是越来越弱 因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第 1 次科学会议建议荒漠化 测 着眼于收入和土壤中 分等长期 量 紧急援 测相

，因为慢 量实 控制着状态的改 ，而快 量常常 了某些状态下 重要的 量

(Raynolds 2009)  

对土地使用成本效益进行更系统化的分析和 进 约 约执行协 的综合方法的倡导强化了对

土地退化 碳储存 水提 率 贫困率等建立基准的需要 目前，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的影

响指标制定 在解 该问题 第 5 章    

6.2.2. 估值作为负 任私营和 共部门的 策工具框 

妥 的土地管理会产生影响深 的损失 本文论证了 类损失-无论是 于生产力损失 健

康影响 碳汇减小 基础 施损坏，生物多 性和遗 资源丧失-均需在 策中 以考虑以确

保最优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  

成本效益分析或对非 场产品和服务进行估值，是一种有 于 定土地 劳动力以及资金如何

分 的重要工具 成本效益分析可采用估值工具框中 述的 种方法 第 2 章 如果停 土

地退化和荒漠化的 净 值 对大于 作为，则可以确保 成土地退化的人群得到足够的激励

资源和知识来改 做法， 可能 使 地 益者 资 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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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源是有限时，成本效益分析的多重估值空间 空间成本效益 有 于优化可产生最大

净收益的项目 对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用 包括了了解 估值土地利用方案的成本和效益如何

分 该信息在制定合理 策的情况下有 有些 家尤 对了解土地使用 预的分 影响感

趣，扶贫支持者则希望看到 类 预使得低收入社区获 利益大于中高等收入社区  

由于对 程度 增 的荒漠化和土地退化 从地区到全球 进行遏制产生的收益 于提供

的服务， 该制定 经济工具以调用资源解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第 4 章 但是，

生态系统恢复的成本可能是高昂的 一般恢复成本为每 顷 100 美元到 1000 美元 等，但是

价值根据生态系统类型 退化程度以及恢复方式的 而 显著的  (TEEB，2009) 目前为

，仅有少 的尝试以对恢复行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在对 2000 个恢复案例进行研究 ，

TEEB 2009 发 仅有 足 5%提供了有意 的成本 据，但 中没有一例提供了 项或规划

收益的具体分析 于 可持续土地管理方法的成本效益以及防治或减 退化以及保持或改

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影响 直接和间接 有着明显的知识差距(GEF，2012b) 所以，对

策制定者很难提 于投资退化防治以及 进可持续土地管理重要性的有说服力的例子 因 ，

本背 文 要求对解 土地退化的经济进行更多的系统研究  

时，对于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生态系统恢复在减少碳排 改善土壤肥力以及 对生物多 性

丧失方面重要性 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因 ，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家行动方案 被执行，

在可能的情况下， CBD 家生物多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NBSAP 以及联合 气候 化

框架 约 家信息联系起来  

作为 格影响评估一部分的经济评估 有 于明确给定土地使用方法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 可

能影响到 约 约 根据所估值商品和服务，经济估计可以突显 土地利用改 的生物多

性 生计和碳储存之间的潜在补偿和协 作用 Caplowet al.,2011  

存在可测量的目标和方法以对实 目标的进展进行估计时， 的金融资源更易得到调用

外，潜在捐 者 的最低要求 得到满足 例如扶贫生态系统恢复 因 ，忽视对生态

系统服务付 对生计的影响方式长 来说将有 合法性  

最 ，从企业部门的角度来看，提高 营和供 链对环境影响的 明度可以激发更有 任的

管理 的确有迹象表明，私营部门越来越认识到 定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本最基本结构 在 到

破坏 例如，PPR 及 品牌 Puma 了前所未闻的环境损益帐户 EP&L ，表明它们

营和供 链对环境影响产生的经济价值 PPR 2011 ，Rio+20 发起的自然资本申明35,是

由金融部门申明以展示 在 21 世纪将自然资产标准融入金融产品和服务领导和 诺的申明  

                                                           
35

http://www.naturalcapitaldeclar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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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土地退化经济倡议 2009-2004  

由欧盟委员会 德 府和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秘书处在 2009 年 的土地退化经济 ELD

倡议的目的是使土地退化经济成为 策策略和 策必 可少的一部分 宏 的目标是在全球

范围内建立 注可持续土地管理防治自然资产 保护生态系统服务 防治气候 化并解 粮食

能源和水资源 全问题方面的 场和非 场价值 土地退化经济的组成部分 包括通过确定

保护和可持续土地服务管理的商业投资机会和激励机制，并 进对 影响测量和汇 中心工具

的使用 在以 所有方面，土地退化经济倡议都对本背 文 中表明的需求进行了响  

6.2.3. 扩大 自然资本会计作为对减 或适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制定 策的工具 

在宏 层面 ，GDP 或 它 统的宏 经济指标并未 大多 自然环境所提供的服务 如

肥沃的土壤 但是，鉴于 对长期经济表 和人类健康的 要影响， 将 视为可提供商品

和服务流的经济资产 绿色会计是将生态系统价值 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维护自然生态

系统要求了解它们如何 进了经济增长 虽然 家会计制度以收入 和投资总指标为基础

，综合环境 经济 算体系 SEEA 的统计框架可以为具有 可比性的环境及 经济之间

系的统计 据提供会计制度和标准表格(UNSTATS，2012a)  

目前，综合环境 经济 算体系为 家编制资产 户 自然资源及 化，如土地 森林 水

资源 鱼类 土壤 矿物和实物及 能源 实物流量帐户 经济部门利用能源 水资源

它 料 空气和水排 以及 帐户 环境 和补 环保支 和资源管理支 提供指

导 UNSTATS 2012b 综合环境 经济 算体系中的土地退化通过资产 户中中自然资源实

物耗损来测量 然而， 前的会计系统并 考虑到所有的可能 动，例如由 可预期的极端

气 引起的环境资产减产 为从综合环境 经济 算体系充分获益，可能需要 联合 防治

荒漠化 约生物物理指标框架相一  

为进一 从 家层面 解 土地退化问题， 的综合环境 经济 算体系修 预计 2013

年初可用 第一次引进了 生态系统帐户流量 引进生态系统帐户的动机源于对 于绿色经

济 绿色增长 资源利用率以及爱知目标进展测量的需求 在制定防治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减轻 旱影响的背 下，综合环境 经济 算体系的生态系统帐户可 家制定管理策

略 

以在对农业 可持续生计 由可持续土地管理产生的营 丰富土壤和地下水补给等生态服务的

进行补偿 衡 所采用的估值 术利用 InVest 和 ARIES 等模型来量化从 定土地使用 置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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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或管理生态系统服务流量进行量化(WAVES 2012) 类服务随 通过 场价格和生产函 进

行估值 ( 录)  

管许多 家统计能力 足以执行综合环境 经济 算体系，大部分 建立综合 测系统以对

千年发展目标 MDG 的执行进行支持 DevInfo36 系统就是 中一个例子 该系统可以提供统

一的综合 据 以对来自 家 府部门和联合 机构的 家 据进行组 存储和 播

该系统支持指标体系的最低标准， 中包括 48 想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外，DevInfo 支持

目 限的指标 些指标通常通过 部门通过对话以及系统 要用户根据具体和突发需求而

定 因 ，该系统可用于对许多 于可持续 旱地和 旱风险管理因素的 测和估值 DevInfo

在包括 度和塞内 尔等在内的许多 旱地 家均可全面 行  

最 ，获 高分 率卫 像和遥感的进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 进 前的绿色 民 算并

对土地退化或可持续土地管理是阻碍 是 进包容性经济增长 以斟  

6.3. 结论 

近四十年来，针对土地退化及 对全球生计影响的科学共识一直难以实 管 家和 家一

对土地退化进行 测，目前 能建立 格的基准并系统地共 定 对经济增长或自然资

产 富的影响 管如 ， 价值 需计入 策，因为 定是根据价值而非实物 量作 的

管获 量 据是施行成本效益分析和绿色会计一直面临的挑战，为 们必须迎接该挑战，

以确保 曲的行为得到遏制 投资被引导到可以对社会产生最大净效益的地方去  

最 ，对于 进 可持续土地管理行为的 策或机构问题，在 弱化解 该问题重要性的前提

下，必须 力解 类问题以引进自然资产和生态系统估值 如果生态系统管理 和对私人

土地所有人根据对 经济利益进行选择土地使用方法的认识 足或信息缺 相 ，则教育和

悟是比较实用的响 ，而非基于 场的手段 ，如果资本 场 完善阻碍了土地所有

者采用私下带来收益的 术或可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措施时，则提供准许信 是最有诱惑

力的方法 Engel et al., 2008   

  

                                                           
36

www.devin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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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 

D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对生计 生态系统的健康性和完整性具有广泛的影响 荒漠化和土

地退化在很大程度 限制着土地生产力及 在地区 家和区域范围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

力 在以下方面能力的降低 土壤肥力和 分 固碳能力 木 生产 牧和狩猎机会

自然保护以及旅游 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 到土地退化影响的经济 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 地影响 非常显著，包括沙尘暴 旱地盐碱化 水流 化 灌溉水流可靠度 饮用水

降低以及在河流 湖泊 珊瑚礁系统以及水坝中的淤 等 可以说，对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建立恢复力的重要性前所未及 随着全球气温预计将升高，全球 发生极端 的频率将

会更 频繁 World Bank 2012 例如，如果世界 大区 时 到 旱的 利影响，则全球

农业生产 能像 常那 对区域 旱进行补偿的风险就会增大 Dai 2012  

策者可以采 行动控制退化的诱因 水 或 影响 土地退化的程度 定了 对生态系统服

务以及人类从 类服务中获得收益的影响 如 文所强调，许多健康生态系统或可持续土地管

理提供的服务并未未在 场中进行交易，从而没有明确的价格 导 对土地及 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低估 成本效益分析为纠 类信息 足提供了方法  

截 ，大部分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成本的工作都注重在 影响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

降低，即作物或家畜生产系统中生产力降低带来的直接损失 但是，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

对生态系统的全面影响并 限于影响调节和文化服务的提供 每项成本效益分析均需将 些因

素纳入考虑范围以制定健全的 策手段 为 得更大的进 ，第 2 章介 了一个可将经济估值

方法和土地退化产生的最紧 影响联系起来的工具框，从而使得 策者可以用 来对土地使

用补偿进行衡量  

第 3 章介 了作为恢复力建 措施的 有 于打破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生态

系统恢复 针对可持续土地使用的 共 策工具可以是 管性的 经济性的或咨询性的(OECD，

1994) 例如， 生态系统管理 和对私人土地所有人根据对 经济利益进行选择土地使用

方法的认识 足或信息缺 相 ，则可以采用教育和意识 等咨询手段 法规手段需考虑到

可解 全土地所有 完善的资本 场以及能力 方面的改革以在地区 分区 区域以

及 家层面 落实可持续土地管理 作为创 激励机制，经济手段可以去除资本 场中的缺陷

并为可持续土地管理创 场 例如，如果资本 场的缺陷阻碍了土地所有者采用私下带来收

益的 术或可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措施时，则 对 获 信 进行倡导 私人土地所有者没

有动力以采用可持续土地管理时，经济手段可用于对通过可持续土地管理提供的服务创 场

环境 场， 对生态系统服务付 机制， 在很多 家以及 形成 碳 水 生物多

性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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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地 4 章所述,基于 场方法 进可持续土地管理所依靠的基本理念是 对于通过降低 地

土地退化影响等提供利益的组 ， 为 所付 的 力得到汇 ，而那些引发土地退化或破坏

土壤生产力的组 ，则必须根据他们所 成损失直接对 影响的人群或 表该人群利益的地方

作 赔偿 成本效益分析在制定基于 场工具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论是谁最 调用

了必要的资源 益方 染方 地方 家或 机构或 管机 ，在预算给定的情况下，

通过对各种土地使用方案明确成本效益比，经济估值都 进了更多的恢复或可持续土地使用

最 ，通过在一系列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 化进行考虑，成本效益分析可以 阐明土地使用

做法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 有 于生物多 性 约 联合 气候 化框架 约以及联合 防治

荒漠化 约实 目标  

气候 化 土地退化和生物多 性丧失拥有共 的潜在原因 种过程都是 场 信息和

策失误共 作用引起的结果 之所以会 场失效，原因是引起生物多 性丧失 气候 化

和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 各自 理方和行动方 担 策以外 理人产生的成本

理， 场处于 任自流情况下，那些对遏制生物多 性丧失 便或或荒漠化 土地退化

和 旱作 献的人并未因他们的行为而得到回 因 ， 约 约在 策响 拥有共

的协 效 如纠 场失效 在实 响 中，它们 拥有共 的协 效 例如，零净土

地退化可以通过生物多 性保护 碳储存 农业生产力和减少贫困来增 项全球收益 ，

碳金融 拥有在全世界降低荒漠化 恢复或保护成 千万 顷 到威胁生物多 性丰富物种

的潜能 但是在碳金融项目，或更广泛地说，对生态系统服务付 可充分 行前，需要拥有一

个 认可的标准以确定和估值 约中对生态系统服务付 项目的多种利益  

在第 5 章中，建立 家结算所和对 据进行整合 管理并共享以避免 约中巨大重复劳动的

知识管理系统需求得到了明确，尤 是经经提升的综合 测活动以及社会经济评估的施行

例如成本效益分析 缺少综合 测和评估活动的表 是， 家或 层面工作者需要了

解谁在管理土地 谁 过来看 到 家 区域或 测项目带来的利益时，他们获 到

据或 业知识 Reed et al., 2006   

在第 5 章中，一种得到需要的项目成果是 影响 家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 势的 家 测和

易损性评估得到支持 ，以及 基于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 势的 家和全球基准 被制定 就

方面而言，联合 防治荒漠化 约 在制定一项影响评估流程以使得 约方可以 测并评估

对荒漠化 土地退化和 旱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 势的易损性 到 2018 年，联合 防治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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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化 约利益相 方 获得足够的证据以确定土地退化状况是在 剧 是减 及 程度 类

影响指标在未来 将为 它两项 约 约提供有用的指针(UNCCD 201137)  

两项举措 本文的建议相一 ，即 持制定协调方法以对 据进行采集和储存 第 6 章介

了为什 基准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 据对于 进绿色会计并将对可持续土地管理进行成本效益

分析 流化以 对土地退化是有价值的，从而对本背 文 进行了总结 流化并扩大成本效

益分析要求根据生物物理参 少可以获 实的 据基础 次，对生态系统投资调用资金

和增强信息要求清 可测量的目标和方法以对实 目标的进展进行评估 第 ，在宏 层面

来说，对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流量进行跟踪的常规 测有利于 进绿色 民 算，从而

家制定管理策略，例如对农业 林业 矿业 营 丰富土壤和地下水补给等进行补偿 衡  

目前，在 方面 得了进展 例如，土地退化经济措施 在采 据，提供简洁额估值方法

并提高土地退化经济层面的认识 通过介 如何改善 策工具，本文希望为扩大提供动力，通

过改善测量和 测 评估 预案和 策咨询来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 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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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工具框中的估值方法 

组别 方法 及内容摘要 

直接 场价格 调整 场价格 察 场价格并根据 收 补 节 化等进行调整 

基于成本方法 

重置成本 
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人 产品 基础 施或 术的 用进行估算 该 术要求直接 察和 家咨询及估计，但

计算起来通常相对简 直接  

避免损坏损失 
确定因保护 它资产，例如水电工程 农业和人口定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所节省的支 额 因需要对假
定损失进行估算， 据采集可能比较困难  

减轻/ 

恶支  

服务降低或丧失要求 耗资源来抵 退化/遗失服务的负面影响以避免经济损失，例如确定收集水付 多余时间
的价值 机会成本 该 术要求直接 察和 家咨询及估计  

基于生产函 方
法 

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在 它 售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中作用进行考虑来确定 价值，例如生态系统服务在 售商品
的生产流程中投入了多少 值 本 术要求对生态系统服务和成品之间的生物物理管理进行量化  

场 

价格法 

价格法的基本前提是 售商品的价格 或所提供的服务相 通过比较 回 分析 商品的价格来
对环境宜人或 适的价值进行估值，例如对酒店湖 和另一 类非湖 价格进行比较 回 分析允许
分离 影响 考虑商品价格的独立解释 量   

旅行成本法 将前 某一地点的旅行相 成本视作该地点的 理 闲 用 成本通常包括 弃工资收入和 输成本  

述性偏好 

或有估价法 
通过直接询问个人是否愿意为 定服务支付，或是否愿意为服务丧失接 补偿来对非 场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量
化  

选择试验 

除了向个人提供一份生态系统服务水 和 用 选项的 菜 外， 余 个人需要选择 所偏好的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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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方法 及内容摘要 

它健康问题分

析方法 

生 统计价值
VSL  

疾病成本(COI) 

伤 调整生 年
DALY) 

VSL 未来收益的 值 

COI 通过将健康状况 故的 直接成本 疗 旅行 用等 人口死亡率以及伤 引起的健康寿 损失年
YLD 结合起来对疾病或损伤的社会影响进行估值 寿 损失年 YLL 为每个年龄段死亡 乘以该 故成本
因减少工作时间引起的生产损失价值 全球标准期望寿 ，对社会的经济影响总值进行估值，通常表 为

前 内生产总值 分比  

DALYs 疾病或健康状况的DALYs为死亡过 发生年龄YLLs之和 对于 定的原因和 定时间段，YLDs估值计算
入下 YLD=该阶段发病 逊 均病程逊伤 重 伤 重在0 身体健康 -10 死亡 的范围内对疾病的 重
程度进行了 用于确定疾病DALY全球负担的伤 重列于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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