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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国家项目概述国家项目概述国家项目概述国家项目概述    

1.1 全球环境基金和小额赠款项目全球环境基金和小额赠款项目全球环境基金和小额赠款项目全球环境基金和小额赠款项目 

全球环境基金成立于1991年，其目标是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保护全球环

境，解决环境退化问题。通过资助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国际水域、消耗臭氧

层物质、土地退化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六个重点领域的项目，从而实现取得全球

环境效益的最终目标。这些重点领域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关于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等国际公约密切相关。GEF资助的项目类型包括：全额项目、中型项目、项目准

备资金、基础活动和小额赠款项目。 

作为GEF的支持的项目之一，小额赠款项目于1992年建立，由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UNDP）代表GEF的合作伙伴实施，由联合国项目管理办公室（UNOPS）执行。

小额赠款项目是以一种分散灵活的方式由国家主导和运作的，在国家指导委员会

的领导下建立国别项目。国家指导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自于公民社会。小额赠

款项目向保护和恢复自然、同时提高人们健康福祉和生计的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

支持。小额赠款项目直接向在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起重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和社

区组织提供赠款。 

小额赠款计划支持GEF优先领域——保护生物多样性、减轻气候变化、保护

国际水域、防止土地退化和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小额赠款计划的主要目

标是： 

• 制定基于社区的战略，运用可以多次复制的减轻全球环境威胁的技术。 

• 收集社区经验，并且在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分享社区层面的保护战略

和创新； 

• 组织政府部门、开发援助机构、GEF和其他机构在地区或全球层面开展保

护行动； 

• 通过建立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和网络，支持和加强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国

家解决环境问题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确保社区居民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了解和参与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及保护全球环境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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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小额赠款项目在提高草根阶层的环境意识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它正逐渐成为GEF的公众形象。小额项目由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直接实施和由国家

指导委员会制定赠款决策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所有的项

目。利益相关方，包含政府机构在内，都对小额项目快速、有效使用GEF资金的

机制表示赞赏。越来越多的全额项目和其他出资者开始在其小额资金部分运用

GEF小额赠款项目的机制。  

GEF小额赠款项目以支持社区活动为重点，加强能力建设，并开展社区共同

管理自然资源的活动。它已经示范了GEF战略优先的项目，例如在保护区内和周

边区域开展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活动；保护丰富多样的陆地和海洋景观；促进

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建立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和可持续运输方式的市场机制；在国

际水域领域开展创新性示范和能力建设基础工作；开展创新性的和本土化的土地

可持续利用实践；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领域开展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以及创

新性和成本有效的示范项目等。 

自成立以来，GEF小额项目主要资助脆弱的、不发达的和贫困的社区。赠款

是在当地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直接赠与社区组织或社区的，非政府组

织在其中扮演了顾问、共同出资方、合作伙伴或者在未来形成解决环境与发展问

题的持续机制的人。小额项目的实施以赋予当地居民保护环境的权力为前提，大

部分国别项目优先考虑与当地和本地社区合作，并且在授予赠款时考虑性别问

题。 

GEF小额赠款项目的贡献远远超过向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提供赠款。通过

提高公众意识，建立伙伴关系和促进政策对话，GEF小额赠款项目旨在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创造良好的能动环境。GEF小额赠款项目帮

助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支持基于社区的活动，同时履

行国家和全球环境义务。因此，除了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外，从GEF小额项目

活动中受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还包括：国家和全球的非政府组织及网络，科研机

构，基金会，私营部门以及政府机构。 

 

1.2 GEF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 

中国从1994年5月起正式加入全球环境基金，并且也是该基金的出资方。财

政部是GEF在中国的窗口单位，并且负责指定GEF的政策联络人和执行联络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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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负责签署中国的GEF项目，并且按照系统化和标准化的程序严格监督项目实

施，从而提高GEF项目的整体表现和影响。2002年4月，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共同

建立了中国GEF秘书处，其主要任务是向财政部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其从国家层

面整体把握GEF项目的活动。 

中国的GEF项目具有清晰的目标，并且与国家项目和行动的制定与实施紧密

结合。所有的项目目标均基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框架建立，并且作为国家项目和行

动的一部分加以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因此，中国GEF项目对于一系列

国家重要计划/规划、国际环境公约、国家十一五计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以及GEF第四执行阶段战略的实施，均起到良好的促进

作用。中国的GEF项目也考虑了地域和领域的平衡问题。 

GEF小额赠款项目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06年中国第一次表示意愿加入小额赠

款项目。2006年11月，经小额项目指导委员会批准，中国作为23个新增国别项目

之一，正式加入GEF第四执行阶段小额赠款项目。 

根据上述决议，中央项目管理办公室（CPMT）和UNDP驻华代表处与中国政府

就小额项目启动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截止到2008年5月，CPMT、UNDP驻华

代表处、财政部和中国GEF秘书处召开了电话会议，就小额项目启动的一系列重

要问题达成共识。2008年8月，中国GEF项目的执行联络人签署协议，将GEF资金

分配框架下的100万美元（生物多样性领域和气候变化各50万美元），以及核心

资金15万美元，用于中国GEF小额增款项目第一年的实施。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

CPMT于2008年9月16日至19日专程来华讨论小额项目的启动问题。他们此行的主

要目的是：（1）向主要利益相关者简要介绍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启动程序；

（2）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探讨小额项目的实施方法和手段；（3）就主要工作伙伴

的任务和指责达成共识。 

所有新参加小额项目的国家均须制定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作为国家项目实施

的框架文件，其目的是促进人们对UNDP/GEF小额赠款项目任务和目标的了解，确

保小额项目的活动与GEF保护全球环境效益的整体目标密切相关；使全球战略框

架和项目文件与中国国情和优先领域相结合；为资金分配和指导项目实施，特别

是在选择项目时关注的生物地理特性和主要领域提供战略框架；建立评估项目成

果和影响的机制。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将GEF的重点领域和执行计划与“十一五计划”、“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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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议程”、“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以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国家环境战略优先领域密切结合， 

这种将GEF标准与国家环境战略优先领域相结合的国家战略，对于确保小额项目

与其他GEF项目以及国家环境项目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二二二、、、、    国家基线分析国家基线分析国家基线分析国家基线分析    

 

2.1 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地理环境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南

北距离 5500公里，东西距离 5200公里。中国的海岸线长度约为 18000公里，海

域面积约 473 万平方公里。中国拥有丰富的地形地貌，包括大片的高原、平原、

丘陵，以及由高山环绕的大、小盆地。中国的领域有 2/3被山地和崎岖的地带所

覆盖，这给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问题。然而，这些地理特征有助于

森林、矿产、水力资源和旅游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的耕地面积为 13,004万公顷，多半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长 江 中 下 游 平 原 、 珠 江 三 角 洲 和 四 川 盆 地 。 森 林 面 积 仅 为                                   

17,500 万公顷，其中位于中国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是最大的天然林

区，主要树种为针叶林（如：红松、黄花落叶松等）和针叶-阔叶林（如：白桦、

栎树、柳树、榆树等阔叶林）；西南部地区的主要树种包括：云杉、冷杉、云南

松以及柚木、紫檀、樟木、楠木和红木。西双版纳位于云南南部，拥有中国罕见

的热带阔叶林，树种超过 5000种，被誉为“植物王国”。中国拥有 40000 万公

顷的草原，从东北到西南跨越 3000 公顷。中国拥有世界上绝对面积最大的的耕

地、森林和草原，但是由于中国有 13 亿的人口，因此人均耕地、森林和草原面

积较小，其中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 

中国河流众多，每 1000 平方公里有超过 1500条河流经过。大多数大河发源

于青海-西藏高原，从源头到河口急流而下。长江全长 6300公里，是我国的第一

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黄河全长 5464 公里，是我国的第二大河。黑龙江全长 4350

公里，是流经我国东北的第一大河，其中 3101 公里在我国境内。珠江全长 2214

公里，是我国南部的第一大河。中国拥有众多的湖泊，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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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和青海-西藏高原，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和洪泽湖等淡水湖位于这一区域；

咸水湖则有青海湖、纳木错和色林错。位于江西省北部的鄱阳湖面积达 3583 平

方公里，是最大的淡水湖。青海湖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湖泊面积 4583 平方公顷，

是最大的咸水湖。 

 

2.2 经济经济经济经济/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概况概况概况概况 

新中国建立于1949年，在建国的头30年，中国政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有

工、农业生产以及货物的储备和销售全部由国家计划控制。经济领域所有商品的

种类、数量和价格都由国家控制。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国家经济的规划、重点和稳

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缺乏活力并限制了经济的增长。1978年以来，中国

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完成了由封闭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和

动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9%；粮食产量为52850万吨，为近五年来最高值；进出口总额为25600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7.8%；外商直接投资924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781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纯收入达476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将是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艰难的一年。为减轻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从扩大内需、支持薄弱环节、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主导作用等

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在转变发展模式方面，中国将继续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和自

主创新，保护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关闭落后的产能和整合生产要素，创造更大的

发展空间。 

今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

推出了4万亿元两年期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已经承诺投资1.18万亿元；政府

将实施结构性减税以刺激国内需求。中国也在实施调整和振兴产业、提高经济的

整体竞争力的综合计划，大力推动自主创新，为增加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提供科技

支撑；大力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扩大城乡就业并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2.3 环境现状和主要问题环境现状和主要问题环境现状和主要问题环境现状和主要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80年代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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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转折点，中国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

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改变了传统的发展道

路，强调可持续发展。自本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人口、自然资

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小康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国家战略任务的一

部分，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GEF小额赠款项目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两个主题。 

2.3.1 2.3.1 2.3.1 2.3.1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中国是世界生态宝藏最富饶的地方之一，拥有大量独特的和具有全球意义的

物种和生态系统。在由保护国际确定的全球34个保护热点区域中，其中有一个完

全位于中国境内，有三个由中国和邻国共享。国际鸟类联盟指出，中国拥有14

个特有鸟类区和445个重要鸟类区。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全球优先保护的200

个生态区中，有3个在中国，包括北印度支那亚热带湿润森林，中国东南部——

海南湿润森林和台湾山地森林。“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确认的的生物多样性

热点区域在中国包括喜马拉雅山和印缅部分地区，以及中国西南的所有山区。中

国目前拥有11个世界自然遗产地，30个国家重要湿地和28个生物圈保护区。 

然而，经济增长给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带来极大威胁。非法采伐和滥用动

植物资源以及森林退化，导致很多关键物种消失的“空林”现象出现。许多大型

湖泊萎缩而小湖泊正在消失。水质恶化、水位下降，污染和富营养化十分普遍。

湿地大面积消失，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在减少，致使湿地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受

到极大威胁。主要和次要的河流受到过度污染。过度放牧导致90%以上的草地退

化。 （来自环境保护部《200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脆弱的干旱地区、

草原和石灰岩喀斯特地貌区，荒漠化日益严重。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尽管近年来中国为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但生物多样性

仍面临一系列重要的挑战，包括： 

• 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生物多样性保

护在国家和地方的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职责由若干政府机构承担，跨部门协调机制和政策的连

续性还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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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和法律未能有效实施。地方政府将国家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和

政策转换成适应地方的法规的能力尚待进一步加强； 

• 监督系统和程序缺乏一致性和透明度；监督能力和信息共享需要加强。 

2.3.2 2.3.2 2.3.2 2.3.2 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气候变化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气候变化对整个国家的环境、健康和社区居民生计产生影响正日渐清晰。这

些负面影响主要是在水资源、人类健康、农业的可持续生产、自然生态系统以及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规模等方面。在中国，以上方面以及贫困人口是非常脆弱

的，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在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

前提下，减缓气候变化和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成为我国重要的环境挑战。 

据2007年公布的第一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到2020年，中国的平均

气温将增加1.3至2.1℃，到2050年将上升2.3至3.3℃。同时，到2020年中国的年

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将增加5-7%。然而降水量的增加并不能解决中国

北部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现状，因为由于气候变暖，蒸发会加剧。这份评估报告还

预测，气候变化将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加。2006年，中国严

重的自然灾害造成2704人死亡，经济损失达2120亿元（约合270亿美元）。值得

注意的是，8月份，浙江省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极具破坏性的台风，而同期重庆市

和四川省也遭受了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多样的生态系统以及森林、海洋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威胁

时，其最大最直接的威胁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这份报告预测，受温度和降水量变化的影响，农作物的分布和产量均将受到影响。

如果在未来20-50年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小麦、水稻和玉米等

一些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将会在下个世纪后半叶下降37%。 

作为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在其快速增长的同时，

要履行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中国政府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动绿色技术创

新和节源的新驱动力。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包括：加强对环境变化的监测和应对措施；采用节能技术以及推广可再生能

源、清洁煤、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等。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各级政府中均受到高

度重视，并且作为发展规划和整体决策制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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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 随着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国将不可避免的面对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增加。因此，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减轻温室气

体排放问题。  

•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能源资源结

构。其能源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来源。以煤为主的能源资

源和能耗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 在能源开发、供应与转换、传输和分配、工业生产和其他的能源终端利用

方面落后的技术，为温室气体减排造成障碍。 

• 森林砍伐，干旱化，荒漠化，水土流失，湿地退化等相当严重的环境问题

仍然存在，这将削弱森林和湿地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固碳方面的能力。 

• 中国不仅面临由农业气象灾害频发造成的农业生产的长期不稳定的问题，

而且还具有人均耕地少，农业经济欠发达和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有限等特

点。 

• 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开发，水资源利用、管理和保护需要加强。 

• 中国由于缺乏海洋环境监测能力，造成对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海洋灾害的预

警和应急响应能力不足。较低标准的沿岸防潮工程建设也削弱了应对海洋

灾害的能力。 

    

2.3.32.3.32.3.32.3.3    国际水域国际水域国际水域国际水域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国际河流最多、共有水资源量最大的国家。全国共有 110

多个国际河流/湖泊，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涉及 17个沿岸国家和

超过半数的世界人口。在这 110个国际河流/湖泊中，有 41 个主要和 15个最重

要的河流/湖泊。在这 15条最重要的国际河流中，有 12条起源于中国。因此，

中国是亚洲和世界上最重要的上游国家。中国被称为是“亚洲水塔”，并且在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国际河流流域拥有丰富的水、土壤、

森林、矿产、水利和水电等资源，对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至关重要。

许多主要河流在各个方面起到了支撑作用，如水力发电、灌溉、渔业、旅游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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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安全等。资源的多功能产生了复杂的资源需求，因此有必要采取协调发展和管

理。 

与国际河流有关的跨境资源和生态安全问题，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可持续

发展和国家安全与技术进步领域都是重点问题。2002 年，国家“十五”重点科

学计划支持了“澜沧江流域跨界水资源综合配置研究”课题。此外，水利部支持

了“中哈、中俄关于共同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协定的研究”、“西北地区水资源

合理配置研究”和“中国国际河流对外政策研究”（www.watersite.com.cn,2003）

等课题。2003 年，科技部支持了国家基础科研项目“纵向岭谷区生态系统变化

及西南跨境生态安全研究”项目（www.lancang-mekong.org）。这个项目重点关

注四条国际河流，即伊洛瓦底江、怒江、澜沧江和红河。2004 年，水利部还优

先考虑了国际河流的规划问题。（www.YRSRI.org）。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跨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2002 年，中国政

府与印度签署了关于中方向印度提供有关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 汛期水文资

料（水位，流量和降雨量）的谅解备忘录。在 2005年 4月中国总理访问印度期

间，与印度签订了关于中方向印度提供有关苏特赉杰河 (朗钦藏布) 汛期水文资

料的谅解备忘录。2006年 11月中国国家主席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同意就提供汛

期水文数据、应急管理和其他双方协定的有关跨界河流问题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专

家工作机制。2008年，中国又与俄罗斯签署了合理使用和保护跨界水资源协定。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 不同的国际河流在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方面有很大差异。

因此，跨界水资源管理问题，受到社会、经济和环境差异的限制。 

• 从历史上看，中国并没有关于国际河流的综合的或系统性的研究，同时，

目前国内系统的、互认的研究中，周边国家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很有限。 

• 有关边界划分和领土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特别是在中国西南部的国际河流

流域。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南地区，水土流失和其他因素使得跨界河流面临

重新划界的问题。 

• 相关法律和能力建设欠缺。 

• 由于缺少综合的行动计划，使得许多国际河流的国际合作受到阻碍。 

• 当前，尚没有正式的开发或者管理部门负责中国边界跨界环境资源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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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3.42.3.42.3.4    土地退化土地退化土地退化土地退化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较大、分布较广和较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根据2004

年全国荒漠化和沙漠化监测工作结果显示，截至2004年，中国荒漠化面积已达

263.62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7.46%和易荒漠化地区面积的79.48%，超

过世界平均水平的69%。由风力侵蚀造成的荒漠化地面积为183.9万平方公里，分

别占国土面积的19.16%和易荒漠化面积的69.77%。风蚀荒漠化覆盖了我国西北、

北部和东北地区的13个省，形成东西长4500公里，南北跨600公里的沙漠地区，

由西部的塔里木盆地一直延伸到东部的松嫩平原。由水土流失造成的荒漠化面积

为25930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由冰冻和解冻形成的荒

漠化面积为36360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区。由盐渍化形成的荒

漠地化面积为17370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天山北麓的

冲积平原、河套平原和华北平原。此外，另有104900平方公里的岩石荒漠化地区，

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自治区）。 

中国政府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并且将环境保护作为一

项基本国策。中国全面协调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发展战略，作为保

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防治荒漠化工作已被纳入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中国出台了包括“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

“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中国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的国家战略行动计划”、“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国防治沙化总体规划

（2005-2010）”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国强调经济改革和环境保护的同

时设计、同时执行和同时发展。 

然而，脆弱的生态条件、缺乏稳定性的人工绿化、 受影响地区的贫困问题

和现存的导致荒漠化的自然和社会等因素，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以及目前已

取得成绩的基本特点，使得我们未来的挑战仍然巨大，任务仍很艰巨。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 脆弱的生态系统，不稳定的人工绿化和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使得中国的荒

漠化程度加剧； 

• 由贫困导致的荒漠化扩张问题依然突出； 

•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尽管在最近几年，中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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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在重要生态开发项目上的投入，但是用于防治荒漠化的资金严重不

足； 

• 防治荒漠化的能力建设依然欠缺； 

• 防治荒漠化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一些政策需要加以改进； 

• 技术推广体系薄弱，监测和预警能力有限。 

 

2.3.52.3.52.3.52.3.5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20世纪 70年代，毒杀芬和七氯的生产和使用被禁止；2004 年，六氯苯的生

产和使用也被禁止；目前，可氯丹和灭蚁灵仍然在生产和使用，但仅用楼房的白

蚁预防和控制。 

截至 2004 年底，中国已经生产了 11万吨农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包括：艾

氏剂、可氯丹、狄氏剂、异狄氏剂、七氯、六氯代苯、灭蚁灵和毒杀芬，其中约

30000吨应用于农业杀虫剂、白蚁防治以及疾病控制等方面，约 80,000吨的六

氯代苯用作杀虫剂的原料（五氯酚钠（以 Na - PCP）的和五氯苯酚（PCP）），

有些则是出口。 

自 2000年开始，六氯苯（HCB）的产量逐年下降，2004 年停产。国家禁止

将六氯代苯直接作为杀虫剂使用，并且从未在农业部登记过。六氯代苯是生产五

氯酚钠的中间产物，无氯酚钠主要用于预防和控制血吸虫病。自 1998年以来，

中国从未进口六氯苯，在 1998年至 2000年只有小批量出口。 

上个世纪 5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可氯丹产业。1980年以前，可氯丹生产企

业都是国有企业，他们生产的所有产品均由国家购买和销售。1988年后，可氯

丹生产企业基本上私有化，其产品的产量主要根据市场需求决定。据统计，在

2002-2004 年期间，可氯丹原油主要用于建筑物的白蚁防控（约 95％），有少量

用于保护大坝（约 4％）和电线电缆（1％）。海关数据显示，中国自 1998年以

来没有进口或出口可氯丹。为了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各省已采取措施减少

可氯丹用量，因此全国的氯丹消耗数量也逐渐减少。 

2000年，灭蚁灵产量达到高峰为 31吨，2004 年为 15吨。灭蚁灵从未直接

用于农业虫害控制，并且从未出现在农业部的清单中。但到目前为止，它仍是消

灭白蚁的主要药物，并且没有理想的替代品。江西，广西，福建，广东，浙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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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等受白蚁严重影响的东南部省份，仍在大量使用灭蚁灵。在疾病控制方面，

上海，江苏，云南，陕西，广西等省使用灭蚁灵进行家庭灭蚁。 

20世纪初，毒杀芬作为主要的杀虫剂之一，在中国大量生产，用于保护谷

物和棉花免受蚜虫和棉铃虫的破坏。1979 年后，这些企业陆续停止生产毒杀芬，

使得毒杀芬的产量逐年减少，直至 1985年才完全停止生产。毒杀芬累计产量约

为 20660吨。 

1967-1978年期间，七氯的累计产量约为 20吨，1978年停止生产并拆除了

相应的生产设备。七氯主要用于防控白蚁对铁路枕木的破坏。农药登记机构从未

批准七氯作为农药的注册登记和使用。 

艾氏剂、狄氏剂和异狄氏剂在我国只在实验室人工合成，并没有进行工业生

产。消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从未进口和出口毒杀芬、七氯、艾氏剂、狄氏剂或

异狄氏剂等。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 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仍可在环境和食品中检出； 

� 由于研究、监测水平和分析成本的限制，中国对二恶英的排放和污染的认识

有限； 

� 目前，中国对于持久性污染物在食物、饲料和电子机械设备中的残留尚未有

完整的法规和标准，这些残留对于保护人类健康和动植物是不利的； 

� 公众缺乏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认识； 

� 需加强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定相应的环境

和卫生标准； 

� 在国家范围内建立减少和控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融资机制； 

 

2.4 相关的环境公约和协议相关的环境公约和协议相关的环境公约和协议相关的环境公约和协议 

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并于1998年5月24日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约约约。。。。中国于1998年5月29日签署并于2002年9月3日批准该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

这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环境合作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 

根据《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同意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低于1990年的

水平的某个百分比。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没有特定的减排指标，因为其人

均温室气体排放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规定同时也考虑到了落后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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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负担将化石燃料转化为清洁燃料的成本。随着清洁技术的开发以及费用的降

低，穷国将更积极的参加未来的气候变化协议。然而，中国已经表示将通过加强

技术转让、资金机制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来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中设定了单位GDP能耗

减少20％的目标。中国的单位GDP能耗从2003年开始逐年下降，2008年已经降低

4.59%。 

中国于2007年公布《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于2008年发布《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如下原则：在可持续发展的

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减缓和适应并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依靠科

技创新和技术转让；全民参与和广泛的国际合作。 

白皮书概括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包括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

构；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植

树造林，增强碳汇能力；加大研发力度，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并于1993年1月5日批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国是最早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之一，并于1994年公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

动计划》，在公约生效前就开始实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确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行动：加强

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及人员的培

训；扩大保护区的范围，涵盖中国所有的生态系统类型；解决负责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有效合作的问题；强化对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

究；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低投入的问题；提高公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确定了六大目标：建立和完善国家自然保

护区网络；保护对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的野生物种；自然保护区以外的就地保

护；建立全国范围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和监测网；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 

该行动计划确定了中国优先保护的生态系统。优先保护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

区包括4个热带地区：西藏南部，西双版纳，广西西南部和海南南部；13个亚热

带地区：云南、四川和甘肃境内的横断山南部和北部，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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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的武陵山山区，湖南、广西、江西、广东境内的南岭，江西——福建山区；

浙江山区，苗岭山脉，贵州和广西境内的九万大山，安徽境内的江南山区，广西

和广东境内的华南山区，陕西境内的秦岭、宝山山区，河南境内的伏牛山、大别

山；10个温带地区：吉林的长白山，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兴安岭，山西的吕梁山

及太行山，北京附近的燕山山脉；内蒙古和宁夏的贺兰山，甘肃的祈连山，新疆

的阿尔泰山、天山山脉，青藏高原地区。 

优先保护的草原、荒漠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区包括6个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

地区：内蒙古的锡林郭勒草原保护区，新疆、西藏和青海境内的阿尔金——可可

西里草原、荒漠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甘肃的安西干旱荒漠自然保护区，新疆的

伊犁天山西部自然保护区、东祈连山自然保护区，内蒙古的砧子山自然保护区；

9个国家级一类保护区：新疆天山东部、阿尔泰山、甘家湖梭梭林自然保护区，

内蒙古达赉湖自然保护区，新疆塔里木盆地中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内蒙古科尔

沁沙丘自然保护区，新疆塔什库尔干自然保护区，内蒙古阿尔山——石塘林自然

保护区、贝加尔针茅自然保护区；9个国家级二类保护区：新疆巴楚灰杨林保护

区、克拉玛依蹄类动物自然保护区，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自然保护区，新疆沙冬

青自然保护区，甘肃、青海刚察草原保护区，内蒙古准格尔阿贵庙沙丘自然保护

区，四川松潘草原自然保护区，宁夏盐池滩羊自然保护区，海南崖县野生稻自然

保护区。 

优先保护的湿地和自然保护区，包括5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一类保护区：黑

龙江洪河自然保护区，青海鸟岛自然保护区，江西鄱阳湖自然保护区，黑龙江扎

龙自然保护区，江苏阳澄湖自然保护区；8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二类保护区：辽

宁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上海崇明岛自然保护区，湖南扬子鳄自然保护区、洞庭

湖自然保护区，四川诺尔盖自然保护区，内蒙古达赉湖自然保护区，吉林向海自

然保护区，黑龙江兴凯湖自然保护区；3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三类保护区：陕西

洋县自然保护区，山东黄河河口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西藏申扎自然保护区；3个

国家级一类保护区：海南东寨港自然保护区，贵州草海湖自然保护区；新疆巴音

布鲁克自然保护区；6个国家级二类保护区：安徽升金湖自然保护区，山东南四

湖自然保护区，吉林莫莫格自然保护区，四川泸沽湖自然保护区，新疆布尔根自

然保护区，青海隆宝滩自然保护区；4个国家级三类保护区：广东福田自然保护

区，湖北沉湖自然保护区，安徽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天津团泊洼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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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护的海岸海洋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区，包括8个岛屿生态系统：浙江

南麂岛自然保护区，山东庙岛群岛自然保护区，中国南海西沙群岛自然保护区，

广西涠洲岛自然保护区，广东南澳岛自然保护区，海南大洲岛自然保护区，浙江

舟山群岛自然保护区，辽宁老铁山蛇岛自然保护区；4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海南

三亚自然保护区，福建东山自然保护区，西沙群岛东岛，南沙群岛永暑礁自然保

护区；7个港湾湿地生态系统：辽宁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浙江阳澄湖自然保护

区，福建泉州湾湿地自然保护区，上海崇明岛自然保护区，山东胶州湾湿地自然

保护区、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辽宁西渤海湾湿地自然保护区；5个红树林生

态系统：广西山口自然保护区，福建漳江口自然保护区，海南东寨港自然保护区，

广西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区、钦州湾自然保护区。 

中国还加入了一系列其他的国际公约和计划——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与生物圈计划，世界遗产公约，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贸易国际公约。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同许多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例如

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麦克阿瑟基金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许多双边

合作的项目已经启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

合作委员会，这是一个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扩大国际合作的高层组织，并负责向国

务院提出特别建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设立了生物多样性工作组。 

中国于1994年10月9日签署，并于1997年2月18日批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约约约。。。。公约签署后，中国于1996年提交了《国家行动方案》。在1996年《国家行动

方案》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回顾了50年来在防治荒漠化方面的成绩和经验，结合

中国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动计划，中国21世纪议程，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等以及相关部门的规划，采纳了所涉及地区的意见，应用综合

性生态系统管理的原理并针对中国防治荒漠化面临的主要挑战，修订了《中国防

治荒漠化国家行动方案》（2005－2010）。 

根据中国防治荒漠化的战略，《国家行动方案》中规定的优先领域为：建立

国家优先项目为重点的规划体；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建立和加强防治荒漠

化的法律体系；加强研究和开发并扩大防治荒漠化的的技术体系；强加荒漠化地

区的能力建设；改善荒漠化和干旱监测和预警系统；指导和推动在荒漠化地区建

立可持续的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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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广阔，生态系统多样，社会和经济条件差异大。为了遵循调整措施

适应当地情况以及分类实施的战略方法，按照荒漠化的类型和中国防治荒漠化的

实际情况，荒漠化地区可分为3种典型的区域：（1）风沙灾害综合控制区（又进

一步分为4个亚区：1-1 干旱地区沙漠和绿洲边缘管理区；1-2半干旱沙地控制区；

1-3 干旱半湿润地区的沙地控制区；1-4 高寒地区的沙化土地管理区。）；（2）

黄土高原水土侵蚀控制区；（3）华北退化的自然草原恢复和控制区。根据不同

类型的地区的特征，将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防治荒漠化的项目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中央政府资助的国家重点项目，当地

政府组织实施的区域性项目和示范项目，以及NGO和个人实施的项目。国家重点

项目主要分布在环境脆弱地区，受荒漠化影响严重的地区和对中国防治荒漠化有

生态重要性的地区。国家重点防治荒漠化项目主要包括： 

•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 三北防护林计划第四阶段项目 

•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 国家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项目 

• 中国西部牧场转化为天然草场项目 

• 草原生态保护与开发项目 

• 天然林保护工程 

•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和生态恢复项目 

• 黄河流域重点水土保持工程 

• 重点内陆河流域水土保持工程 

• 塔里木河流域短期治理工程 

• 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中国于2001年5月23日签署并于2004年6月25日批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国于2007年公布该公约的国家实施方案。 

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所含的有毒物质难以降解，且具有生物累积性，能够从

它们释放的地方进行远距离的传输和沉积，在生态系统中积聚很长的时间，对人

类生存、繁衍和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威胁。斯德哥尔摩公约旨在减少、消除和防

止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25

中国仍然生产和使用可氯丹、灭蚁灵和滴滴涕。可氯丹和灭蚁灵主要用来防

控白蚁。列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二恶英释放的认定与量化标准化工具》的10

类二恶英释放源中的所有62亚类在中国都存在。预计控制二恶英的释放对于中国

消除或减少公约中规定的第一组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将会是巨大的挑战。

尽管中国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禁止生产多氯联苯，毒杀分和七氯以及在

农业生产中使用滴滴涕，但由于当时的经济、技术、意识和管理水平的制约，被

上述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垃圾和场所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处置，被可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垃圾和场所依然存在。 

国家执行方案中确定的优先领域包括： 

• 制定和完善履约需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强制度建设 

• 引进和开发可替代技术并推动其产业化，引进和开发最佳技术和环境管

理、垃圾处理技术、污染地恢复技术 

• 消除可氯丹、灭蚁灵和滴滴涕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 

• 调查和更新生产中无意导致的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清单，以及含有多氯联

苯和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垃圾的电子设备清单 

• 在国家基础工业中实施最佳技术和环境管理来控制二恶英的释放 

• 建立资金机制确保各种行动计划的实施 

• 执行示范项目并复制这些项目 

• 加强能力建设，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来控制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释放 

 

2.5 制度和管理制度和管理制度和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体系体系体系 

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少，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还很落后。

随着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资源和脆弱

的环境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制定并

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措施，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中国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法》建立了

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明确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

各级政府、单位以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中国还制定和颁布了很多环境保护的专

项法律以及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如《林业法》、《草原法》、《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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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资源法》、《保护野生动物法》、

《水土保持法》和《农业法》等。为落实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全国人大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已经制定并颁布了超过600多项环境

保护地方性法规。 

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环境立法仍有待加强。例如，有些领域仍未覆盖；

一些内容仍需补充或修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存在等。目前，迫切

需要设法改善环境管理体制，并且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保护公共物品（如清洁的

空气、干净的水和肥沃的土地等）的需求。 

根据2008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的结果，中

国成立了5个新的“大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SEPA）已上升为环境保护部（MEP），

完全有能力应对严峻的环境挑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将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

的战略地位，这为实现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基

础。环境保护部作为国务院的正式成员，在政府政策制定中将更加有发言权。 

尽管国家的政策导向在快速变化，如何将政策转化为地方的实际行动仍是我

们面临的挑战。省级或省级以下的环境保护局由地方政府直接领导。在许多情况

下，许多政府机构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而非环境保护。因此，地方政府与环保机构

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需要上级机构解决。我们希望国家层面上环保机构的升级，

可以带来地方环境机构的升级，使其更加重视环境保护职能。 

 

2.6 NGO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

变、 政府机构的改革和社会生活的丰富，一些公共机构逐渐与政府分离，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自发建立的社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逐渐兴起。这些组织以实现集

体互助合作、社会协调、公众利益为目标，不追求经济利益。在这一形势下，1998

年国务院批准在民政部下设立民间组织管理局，负责管理这些新兴的组织。非政

府组织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即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根据民政部门的定义，在中

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三种类型，即民间社团组织、非营利机构和基金会。截至

2008年，在中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已超过387,000个，其中包括220,000个民间社

团组织，178,000个非营利机构和1390个基金会。他们的工作涉及科技研究、生

态环境、教育、健康、公共服务、文化、体育、法律、工商业服务、宗教、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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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发展、职业和就业等方面。同时，在中国各个领域还有很多没有注册的非

政府组织，他们的数量尚未有官方统计数据。 

20世纪80年代末，公民社会的概念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它通常以公开

讨论、学术著作、媒体报告和政策分析等形式，关注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民间

社会团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在过去一段时期得到了多边机构、政

府、私营部门和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他们被广泛认为是促

进民主改革，帮助解决中国面临的众多发展挑战的潜在力量。 

环境NGO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

底，中国约有5000个环境NGO。环境NGO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他们可以帮助政府

调查和示范重要的环境政策，监督和敦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履行它们的环境职责，

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保护环境权益的诉讼，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应对

公共紧急情况。 

尽管环境NGO有积极的前景，但它们仍面临挑战。首先，他们不能从政府获

得足够的指导和支持。环境NGO在国家中仍是新生力量，一些政府部门并不了解

与环境NGO建立伙伴关系所能带来的好处，因此，不愿意给环境NGO提供足够的环

境信息，也缺乏相关的研究、政策支持和资金贡献。第二，他们不擅长资金筹集，

并且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第三，他们由于报酬较低、工作不稳定、工作压力大

且工作环境差，因此很难吸引人才。第四，他们在民主决策、项目管理和评估、

人员培训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为了推动NGO在中国的发展,需要进行三方面的努力。首先，公众参与有待进

一步深化和制度化。第二，公民社会的网络需要进一步拓宽；国际NGO和本土NGO

之间的合作需要得到加强；政府、私营部门和NGO之间的伙伴关系需要提升。第

三，支持NGO发展的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需要改善。 

 

2.7 贫困和贫困和贫困和贫困和扶贫扶贫扶贫扶贫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增加了近百分之五十，从

1978年0.53增加到2005年的0.777。相对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从略高于低HDI国集

团的水平，上升为仅低于高HDI国集团的水平（联合国定义的低HDI国集团的分界

点为0.53）。扶贫所取得的成绩，主要依赖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自1986

年起实施的扶贫和发展计划进一步确保满足农村贫困地区的基本生活需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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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已计划在包括工业、地区和社会政策的大的政策框架下，

协调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自2007年，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实施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数据，2007年和2008年分别有3541万人和4291万人

依靠最低生活标准补助生活。 

根据政府划定的贫困线，中国农村地区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8500

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9%）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6%）。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任务的国家。以每天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来衡量，贫困人口在中国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1990年的

46％减少到2005年的10.4％，也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 

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人均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6:1

下降到1985年的1.9:1，而后上升到2007年3.3:1。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在亚洲居第

二位，已达到对于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的程度。收入差距在个体对卫生

保健、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支付负担增加时表现更为明显，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将

导致公民在享有主要社会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尽管扭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

项艰巨的任务，自世纪之交，中国的领导阶层还是将相当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建立

一个更为平衡的增长模式上，并且希望新的模式可以减小城乡差距以及富饶的沿

海省份与贫困的内陆省份之间的差距。 

快速的经济增长帮助了中国在减贫方面的进步。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9.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26美元上升到超

过2000美元。政府在制定中长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时，一直将农村减贫问

题作为优先考虑。然而，中国在减贫方面仍面临着挑战，大量的贫困人口依然存

在。200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公布的官方贫困线为每人每年1196元（约171

美元），根据这一标准，截至2008年，中国仍有4007万贫困人口。大部分贫困人

口能力薄弱并且缺少发展的条件，他们通常生活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偏远地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乏。他们大多属于没有收入来源，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

弱势地位的脆弱群体（如妇女或残疾人），确实需要帮助和扶持。自然灾害在贫

困地区造成的风险，比国家平均水平高5倍。这意味着剩余的贫困人口通常会面

临经济、社会和环境风险带来的联合压力，因而会面临更多困难。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贫困人口仍需被重新定义、监测和计算。一个重要的措施是系统

的收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经济数据。全球主要食品价格上涨趋势以及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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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减贫工作带来了更多挑战。  

 

2.8 性别平等性别平等性别平等性别平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3亿人口中一半是妇女。促进性别平等和

妇女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进步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十分重视

妇女的发展，不仅将实现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加入妇女发展的内容。2001 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

年）》，涵盖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

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等 6个领域的 34 个主要目标和 100个战略措施。2007年

5 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年）〉》的中期评估报告，报告结果显示纲要的每一部分均得到有

效开展。 

中国在初、中等教育中正逐渐消除男女差距。2007年，女童和男童的净入

学率分别为 99.52%和 99.46%，这反映出在初等教育中性别歧视正逐渐消除。2007

年，女研究生入学数量达 534,600人，占总人数的 44.74%。此外，女性在识字

成年人中的比例也稳步提高。2005年，年轻女性（15-24岁）中识字比例达到

95%。男性、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减小到 1 年。但是，在农村地区，15岁

以上成年女性的识字比例仅为 78%，仍然低于男性（92%）。在不同的省份，成

年男性和女性的识字率仍存在显著差距，从 4%到 27%。 

女性就业人数保持稳定增长。2006年，女性就业人数（包括农村和城市地

区）达到 3.47 亿，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45.4%。尽管女性雇员的比例很不正常地

高于男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计算机、软件、通讯和金融等高科技领域工作。

但是，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在收入在 500-4000 元的城市雇员中，男

性比例高于女性。 

妇女享有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平等权利。截至 2007年底，有 2.0137 亿女

性享受养老保险，2.2311亿女性享受基本医疗保险，1.1645亿女性享受失业保

险，1.2173亿女性享受工伤保险以及 7775 万女性享受生育保险。 

妇女参政对于确保妇女权利和利益得到保障和维护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

21.3%的人大代表为女性，比亚洲平均水平高 3个百分点。女性在高层决策的平

均参与率几乎与美国（21.6%）和欧洲（21.2%）持平。目前，有超过 1500 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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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 38.5%。部级和司级干部中女性的比例分别为 10.3%和

12.9%。总体上说，在决策和管理中参政的女性比例远远落后于男性。从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始终保持在 20%左右。尽管中国的女性干部数

量增加了，但是她们还主要在传统意义上认为适合妇女工作的领域工作。女性干

部多任副职，而非主要领导。 

中国在《国家发展计划指南》中将促进两性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中国

在 1979 年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并且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中国

政府每四年向该公约委员会报告一次，并且根据委员会建议不断改进。 

中国依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其他相关国家

法律法规建立了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2001-2006年，中国

颁布/修改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法律援助条例》。

此外，政府还颁布了《全民教育国家行动计划》和《儿童发展国家行动计划

（2001-2010）》，为确保男孩和女孩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提供了法律和政策

的指导。 

 

2.9 筹资计划和潜在的补充资金筹资计划和潜在的补充资金筹资计划和潜在的补充资金筹资计划和潜在的补充资金 

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和赠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据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

发银行的贷款和赠款实施了457个项目。使用贷款资金达657.7亿美元。来自国际

金融机构的赠款资金累计已超过28亿美元。其中70％的贷款、赠款用于中国的中

西部地区，包括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环保、农业、农村发展、教育、医疗卫

生和工业领域。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和赠款不仅取得了财政、经济和社会效益，

而且推动了中国的制度、管理和技术创新。 

中国的主要捐赠方有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盟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包括澳大利亚、加

拿大、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根据商务

部的统计，截至到2006年，中国已经从发达国家和联合国机构累计获得63亿美元

的双边和多边赠款。这笔资金资助了两千多个合作项目，涉及扶贫、减灾、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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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进和农业发展。 

中国已经同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机构在资金、

技术和信息方面建立和发展了合作关系。中国是全球环境基金成员国中获得资金

最多的国家。同时，中国面临巨大的环境挑战，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中出现的环

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在几十年中出现。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具有结构性，集中性和

复杂性的特点。解决这些环境问题被证明是有相当难度的，这也产生了对环保资

金的巨大需求。 

同小额赠款计划的目标一致的赠款项目通常都是大型资金项目，例如环境政

策研究，生态系统恢复，可持续的能源发展，自然资源管理等。其中也有部分小

额赠款项目，主要针对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

小额贷款项目，澳大利亚的小型项目计划，日本的“惠及人民”项目和德国的小

型项目基金。所有这些都可能为小额赠款计划提供补充资金和合作机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四年的项目周期内为中国项目募集了两亿五千万美元

的资金。所有这些实施的项目都为小额赠款项目开展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

为它们在针对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上目标一致，例如中国终端能源效率项目，中国

开发国家电网网络和提高能效项目，中国乡镇企业节能和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中

国南海海岸区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中国生物多样性伙伴框架项目，中国湿地生

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项目，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等。 

    

三三三三、、、、    战略方向战略方向战略方向战略方向    

3.1. GEF小额赠款计划第四执行阶段简介小额赠款计划第四执行阶段简介小额赠款计划第四执行阶段简介小额赠款计划第四执行阶段简介 

小额赠款计划的全球目标是：  

(1) 通过在GEF重点领域和主题下实施设计优秀的项目取得全球环境利益；  

(2) 示范项目所取得的当地和全球利益并应用取得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  

(3) 提高小额赠款计划支持的项目的可持续性。 

项目的合理性根植于这样的信念：存在全球环境问题的本土解决之道并且这

种解决办法能够被成功的实施。小额赠款计划基于这样的理解，那就是如果当地

居民能够参与并能获得直接的社区利益和对项目的所有权，全球环境问题能得到

最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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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的开发以国家的环境和发展优先领域为基础，对小额赠款计划资金

的使用进行指导。小额赠款计划资金的使用主要直接面向社区组织、当地或国家

的非政府组织。该计划特别关注在达成环境目标的同时取得减少贫困和赋予地方

权力的目标。而且还特别关注当地和本土的社区以及性别问题。GEF小额赠款计

划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广大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关键部分的实现。它将继续以帮助

最脆弱人群作为目标，并且证实即便是小规模的资金也能在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取得具体的成果。 

小额赠款计划可以向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NGO和其他社会组织或者在工商

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非盈利性组织提供资金。小额赠款计划最高可提

供5万美元赠款，并鼓励现金或非现金形式的配套资金。中国小额赠款计划的时

限在第四执行阶段不能超过2010年12月31日。配套资金不一定在项目建议书提交

的阶段就确认，但应清楚的说明在项目执行期间吸引配套资金的计划。确认能够

提供配套资金的项目建议书会给予优先考虑。 

 

3.2. 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的地理和主题重点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的地理和主题重点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的地理和主题重点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的地理和主题重点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具有很强的主题性。地理的重点将由申请机构开发和

实施项目过程中呈现的一致性来决定。因此，它应该在需要相应配套能力的地方

产生，并且将成为申请机构自己形成的项目总体结果而不是由事先选择项目地点

来决定的。而且，这将激励NGO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当地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伙伴的形成。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把在当地建立有效的多边合作伙伴关

系作为项目成功设计和实施的主要条件。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重点主题: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 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激励机制 

• 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和应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

知识、创新方法和实践 

• 在不同的自然保护区建立、示范和推广不同类型的社区共管模式 

• 鼓励社区成立小型自然保护区或保护地并加强这些地区的管理 

•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并建立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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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深化气候变化对本地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理解，提高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

力 

• 为落后社区的可持续生计开发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联系 

• 推广可持续生计的方法和最佳保护实践以恰当的使用自然资源 

• 推广综合性生态系统并将此作为恢复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方法 

• 保护和推广当地社区在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实

践 

    

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气候变化::::  

• 识别和推广消除阻碍减缓气候变化因素的模式和方法，包括重点的目标市

场机制，创新的资金形式，广泛的伙伴关系，财政和技术资源平衡的社会

资本，有重点的政策游说和能力提高 

• 通过社区主导的项目推广新型可再生能源 

• 识别和实施应对土地利用、土地使用变化、畜牧业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引

起的污染扩散的低成本、用户友好型技术和战略 

•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以减少农田氧化亚氮的排放 

• 推广以秸秆覆盖、免耕等为主要内容的保护性耕作以减少碳排放 

• 在农村地区推广循环经济以减少碳排放 

• 推动植树造林，增强碳汇能力同时考虑人造林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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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与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与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与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与 GEF、、、、小额赠款计划第四执行阶段小额赠款计划第四执行阶段小额赠款计划第四执行阶段小额赠款计划第四执行阶段（（（（SGP OP4））））重点领域优先活动的联系重点领域优先活动的联系重点领域优先活动的联系重点领域优先活动的联系  

 

由于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90％的资金来源于RAF，因此将重点强调和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项目。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预期成果 1  

可持续的社区保护地管理方法得到国家、保护区系统和多边合作的认可、巩固和采用 

GEF GEF GEF GEF 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    SGP OP4 SGP OP4 SGP OP4 SGP OP4 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    中国的优先考虑地区中国的优先考虑地区中国的优先考虑地区中国的优先考虑地区    SGPSGPSGPSGP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    

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山区生态系统 

 

在优先地区，如世界自然

遗产地，生物圈保护区，

生态走廊，热点地区和重

要的鸟类栖息地扩大景观

保护层面的社区保护。  

促进社区保护地（尤其在

本地区）作为一种合法的

模式被认可，并在适当的

条件下被纳入立法和政策

框架。 

 

通过成功的示范项目的复

制和升级，在国家层面影

响保护地的景观规定，加

强并使社区保护地及其合

作管理机制得到公认。 

东北平原和山区； 

内蒙古－新疆高原荒漠和

草原地区； 

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 

青藏高原地区； 

西南山区和峡谷地区； 

华南华中山区丘陵地带； 

华中华东平原和山区； 

华南山区  

1．在不同的自然保护区建立、示范和推

广不同类型的社区共管模式。 

 

2．鼓励社区成立小型自然保护区或保护

地并加强这些地区的管理 

 

3．深化气候变化对本地生物多样性影响

的理解，提高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4．保护和推广当地社区在农业生物多样

性和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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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2 

通过社区保护、创新方法和市场机制在生产性风景、海景地（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旅游业）确立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

用 

GEFGEFGEFGEF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    SGP OP4SGP OP4SGP OP4SGP OP4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    中国的优先考虑地区中国的优先考虑地区中国的优先考虑地区中国的优先考虑地区    SGPSGPSGPSGP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    

对农业有重要作用的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 

 

海岸、海洋和淡水生态系

统 

 

 

 

    

准备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可

持续利用、创新方法和市

场机制的指南和工具包，

适时举办特定的可持续利

用和市场相关的研讨会。 

 

 

关注供应链的巩固和对当

地、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影

响。 

 

受威胁的森林生态系统，

草原和荒漠生态系统，湿

地生态系统，海岸和海洋

生态系统及自然保护区 。 

1．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资金和

技术激励机制 

2．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和应用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

创新方法和实践 

3．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并

建立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 

4．为落后社区的可持续生计开发生物多

样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联系 

5．推广可持续生计的方法和最佳保护实

践以恰当的使用自然资源 

6．推广综合性生态系统并将此作为恢复

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方法 

 

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气候变化    

预期成果 3 

在国家发展规划和优先领域，强化已经在当地层面成功试验和应用的消除减缓气候变化障碍模式的复制、升级和主流化 

GEFGEFGEFGEF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    SGP OP4SGP OP4SGP OP4SGP OP4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优先领域    中国减缓中国减缓中国减缓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的    

政策和行动政策和行动政策和行动政策和行动    

SGPSGPSGPSGP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中国项目主题领域    

消除阻碍能源效率和节能

的因素 

 

支持在特定地区或国家刺

激或为可再生能源、能效

和可持续交通的升级、复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

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

1.识别和推广消除阻碍减缓气候变化因

素的模式和方法，包括重点的目标市场机

制，创新的资金形式，广泛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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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消除障碍和降低实施

成本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 

    

推广环境可持续的交通 

 

制或主流化打下基础的项

目。 

 

推广与市场机制、政策干

预或大型国家行动相关或

合作实施的项目。 

 

评估和论证社会经济及开

发成本和利益，说明成本

的逐渐下降和示范项目利

益的扩大。 

 

利用效率； 

发展可在生能源，优化能

源结构； 

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 

减少农业、农村温室气体

排排放； 

加大研发力度，科学应对

气候变化。    

财政和技术资源平衡的社会资本，有重点

的政策游说和能力发展 

2.通过社区主导的项目推广新型可再生

能源 

3.识别和实施应对土地利用、土地使用变

化、畜牧业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引起的污

染扩散的低成本、用户友好型技术和战略 

4.通过可持续的交通方式（包括恢复中国

使用自行车的传统），提高采取减少能耗

和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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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预期成果和指标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预期成果和指标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预期成果和指标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期成果预期成果预期成果预期成果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1.加强社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参加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数 

• 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得到改善 

2.提高生物多样性产品的可持续利用  • 收集、应用和推广有关生物资源的传统知识、创新方法和活动的

数量  

• 可持续生计的手段得到推广 

• 当地人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和技能的水平得到提高  

3. 推广消除阻碍减缓气候变化因素的模式和方法  • 帮助提高能效和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的项目的数量  

• 接受气候变化和减排培训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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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影响和指标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影响和指标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影响和指标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影响和指标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1.提高公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意识  • 获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知识的人数 

 

• 社区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意识和知识的水平 

 

•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可持续管理得到提升 

 

2. 加大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方面新技术的应用  • 从使用及开发新技术中获益的人数  

 

• 由NGO、社区组织倡导的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水平  

3. 提高小额赠款项目参与者的生活水平  • 受益的家庭数量  

 

• 受益的个体人数 

 

• 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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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小额赠款计划小额赠款计划小额赠款计划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中国项目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中国项目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中国项目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 

1. 帮助实现目标1：发展可持续生计减少贫困人口比例，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2. 帮助实现目标3：让更多的女性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促进性别平等，赋予

女性权力  

3. 帮助实现目标7：让NGO、社区组织和当地人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缓及适

应气候变化的行动，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3.7 资金分配表资金分配表资金分配表资金分配表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RAFRAFRAFRAF资金资金资金资金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核心资金核心资金核心资金核心资金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配套资金配套资金配套资金配套资金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生物多样

性 

气候变化  

第三年 (截止

到2010年 6月

30日) 

500,000 500,000 150,000  1,150,000 

扣 除 管 理 费

(10%) 

50,000 50,000 0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 : : :     1,050,0001,050,0001,050,0001,050,000    

 

3.8 筹资渠道筹资渠道筹资渠道筹资渠道 

成功的伙伴关系将获得许多捐赠者，提高小额赠款项目的可持续性。所有小

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受款机构都可以被认为是合作伙伴，因为他们能够筹集现

金或至少非现金形式的配套资金。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将在 UNDP 国家办公室、GEF 窗口单位，国家指导委

员会和国家协调员的支持下，寻求双边、多边发展机构，政府间组织，学术团体

和其他机构的支持，建立伙伴关系，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潜在的捐赠者见章

节 2.9。 

UNDP 国家办公室作为联合国机构驻在国的协调者和发展伙伴关系咨询论坛

的召集者，能够推动伙伴关系的建立。 

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的项目重点在减少贫困，可以作为项目伙伴，在替代性

生计的项目中参与不完全由小额赠款资助的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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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 NGO 就进入中国开展工作。国际 NGO

非常重视同中国组织的合作，这种合作包括在中国开发项目，为本土 NGO 提供资

金，或者在提供资金的同时参与本土 NGO 的工作。例如，福特基金会每年在中国

的平均预算达 1200 万美元。下面的这些国际 NGO 已经在全球和中国成功的开展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他们是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潜在的合作伙

伴。这些组织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保护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气候组织，

克林顿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美国环保协会，森林管理委员会，美国能源基金会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嘉道里农场和植物园，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3.93.93.93.9 宣传战略宣传战略宣传战略宣传战略    

对项目实施的良好宣传将确保项目的连续性，保持项目相关方的兴趣，使他

们及时了解项目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这将引起项目伙伴的高度关注，确

保在规划援助框架时，GEF 小额赠款计划被考虑进去。 

国家项目旨在： 

• 提高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的任务、活动和影响的意识 

• 提高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的信誉 

——提高对小额赠款计划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和社区可持续生计方面成

功实施的评价 

• 提高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的效力和影响 

——提高社区对全球环境问题和社区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传播改变环境破坏行为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知识 

——向小额赠款成员国、其他组织的环境项目，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国家   

和社区传播小额赠款计划的方法和经验教训 

      ——强化决策者对有利于环境的政策措施的敏感度 

      ——增加目标社区和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经验分享和学习机会 

• 达到筹资目标 

——提供符合潜在捐赠者和合作伙伴兴趣的机会，提高他们对小额赠款计

划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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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传播机制外部传播机制外部传播机制外部传播机制：：：：    

• 加大同当地媒体建立联系的力度 

• 向选定的媒体系统性提供故事和新闻线索 

• 国家指导委员会、国家协调员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宣传小额赠款计划在

中国的任务和重点领域 

• 建立和更新小额赠款计划中文网站，为当地项目合作伙伴和中国公众提供

一个互动的平台 

• 为每个项目指定一名宣传联络员以确保信息分享的顺畅和所有传播活动

的协调 

• 创建或扩大中国“GEF SGP之友”的圈子，使小额赠款的活动在国家发展

规划和优先领域主流化 

• 有选择的对当地媒体记者培训小额赠款计划的相关知识，组织他们进行实

地采访以增强他们对该项目整体工作的了解 

• 准备信息、宣传工具包：包括情况说明书、小册子、宣传页、张贴物、海

报等，其中包含小额赠款计划在中国最重要的领域和活动以及所有项目宣

传联络员的联系方式 

• 邀请记者参加小额赠款计划利益相关方研讨会 

• 召开小额赠款计划主要利益相关方的研讨会 

 

内部传播机制内部传播机制内部传播机制内部传播机制：：：：    

• 定期更新小额赠款计划数据库 

• 以最佳实践的形式编集、整理项目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 定期通过电子邮件向CMPT报告 

• 通过定期的电子邮件、会议、实地考察和其他非正式的联系保持国家协调

员、国家指导委员会、受款机构和UNDP国家办公室的沟通顺畅 

 

四四四四、、、、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    

4.1项目监督和评估项目监督和评估项目监督和评估项目监督和评估 

监督和评估是对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的检查和评价的方法。监督和评估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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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进行管理的必要元素；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参与式监督

和评估使项目实施成为项目参与者获取经验并利用这些经验的学习过程。为了达

到预期的结果，监督的实施应该及时和始终如一。监督和评估要求计划、协调和

系统的报告，并在项目启动前就所有的问题得到项目参与者的一致同意。 

GEF小额赠款计划的监督和评估将在三个层面实施：项目，国家计划和全球

范围。 

    

项目层面项目层面项目层面项目层面    

参与式监督与评估的目的是评价项目实施的过程和所取得的结果，同时提升

社区对项目的所有权。监督与评估主要是帮助 NGO 和社区组织开发项目，以设计

符合 GEF 标准的项目为基础。所有的 GEF 小额赠款项目都应将参与式监督和评估

包含进项目的设计和设施过程中。项目层面的监督与评估旨在： 

• 推动问题的识别和解决 

• 提高项目绩效，确保符合 GEF 的标准 

• 提供技术和财务的说明 

• 提高当地人成功实施和管理项目的能力 

• 促进项目参与者自己学到的经验教训的识别和传播 

  GEF 小额赠款项目参与者，国家协调员和国家指导委员会都有项目监督和评

估的责任。每个批准的 GEF 小额赠款项目都要求有监督和评估计划以及相应的评

估指标。每个项目都应该有评估记录，用来收集信息并对这些信息作出分析以便

撰写定期报告和总结报告，并由受款机构提交国家项目办。定期报告和现场考察

是国家协调员实施项目监督的基本信息来源。每个项目结束时必须提交：最终评

估，最终财务报告，最终进展报告和学到的经验评估。 

    

国家计划层面国家计划层面国家计划层面国家计划层面    

国家计划的监督和评估通过以下途径来实施： 

• 录入和维护GEF小额赠款在线数据库包括国家计划和每个项目的信息，学

到的经验教训，案例研究和筹资情况 

• 向UNOPS提交半年度财务报告说明国家计划活动经费的支出情况 

• 通过小额赠款内网提交绩效评估报告，包括每月向GEF小额赠款计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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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更新的项目评选过程信息，国家指导委员会会议和活动，项目监督和评

估，实地考察和报告，利益相关方研讨会及其他GEF小额赠款计划捐赠者

的活动，筹款活动和宣传推广活动 

• 由国家指导委员会在国家协调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及受款机构的的帮助

和参与下，准备国家项目评审报告，对国家项目的执行作出全面的评估。

国家项目评审报告将以项目绩效报告，受款机构项目进展报告和总结报

告，最终财务报告和评估报告，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为基础，比照国家项

目战略，分析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国家项目战略是一份活的文件，应根据需要定期审阅和修改。审阅过程应包

括：确保国家项目战略及整个项目的实施与GEF小额赠款计划项目文件的产出和

衡量标准一致；分析整个项目活动情况，实施过程及机制。 

    

全球层面全球层面全球层面全球层面    

所有来自项目进展报告，评估报告，绩效评估和审查报告的信息都应通过GEF

小额赠款的内网适时提交给中央项目管理工作组（CPMT）和联合国项目办

（UNOPS）。CPMT 将利用这些信息作为基础对国家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识

别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发现能提高项目实施水平的成功案

例。CPMT 负责向GEF理事会报告GEF小额赠款项目在全球的实施过程。  

 

4.2 监督和评估的指标监督和评估的指标监督和评估的指标监督和评估的指标 

指标是用来衡量和评估项目进展和结果的基本工具。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评

估指标，因此指标要符合项目的需要和特定的地点的需要。每个GEF小额赠款项

目的受款机构都必须识别和建立指标来推动项目的监督和评估过程。 

指标应该： 

• 衡量/评估项目活动和目标最重要的预期成果 

• 以受款机构和项目参与者能够收集的数据为基础 

• 既有定量指标（数字，百分比等）又有定性指标（易于用文字描述） 

• 具有实效性 

• 区别于项目目标（不应该是对项目目标的重复） 

• 成本效益高（收集数据的成本不应超过所获信息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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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指标相关情况的信息应该在每个项目开始时介绍。如果在项目开始时没

有这些基线信息，项目建议书应该把基线信息的收集和相应的开发作为项目初步

设计的活动或计划资金活动的一部分。 

为了便于报告项目进展，应开发清晰和准确的项目文件/范本。项目活动直

接的结果和后续的影响必须清楚的加以说明。在报告期间应访问项目点并对项目

点作总体观察。在项目中期或结束时仔细研读和观测受款机构存档的报告。如果

确实需要，在项目执行之前，与项目申请者一起计划第三方或咨询专家实施的评

估。在报告期间仔细研读和观测咨询专家的评估报告。然而，实施参与式评估对

每个批准的项目都是必须的。在现阶段，总结全部的经验教训将作为监督和评估

的结果。评估会后，给中介NGO或研究所（大学）提供资金，对所有项目实施监

督和分析，目的是对最优方法和案例研究进行系统的文件汇编并准备分发。给NGO

或学术机构提供资金，组织GEF小额赠款计划资助项目的最优方法推广论坛。 

 

五五五五、、、、    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战略    

知识管理是获取、组织和开发相关信息的过程，并在需要时，向其他的UNDP 

或GEF项目或项目执行者提供此类信息。“纵向”知识管理通过项目评估和项目

发展情形的分析，为行政管理和项目经理提供便利；而“横向”知识管理通常有

利于草根组织之间的“社区对社区”的交流。 

GEF小额赠款计划知识管理的目的是优化从成功项目学到的经验并复制优秀

实践。预期的受益者包括项目团队、国家项目战略伙伴、政府、捐赠者和国际非

政府组织，目的是： 

• 开发信息系统来监督和跟踪GEF小额赠款项目的总体情况 

• 通过提供知识产品和服务来分析和汇编学到的经验 

• 通过GEF小额赠款计划和UNDP环境与能源部门现存的机制来传播知识 

• 理解知识以确保知识产品得到使用和推广 

 

GEF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知识管理机制包括： 

• 通过项目建议书、报告和野外考察来收集数据及信息并定期上载和更新小

额赠款计划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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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分析经验和教训并提供项目间分享经验的机会； 

• 通过小册子、报告、评审、照片和影片等形式来收集和巩固获得的经验和

知识； 

• 组织同一主题或存在相同问题的项目实施机构之间的互访或经验交流，鼓

励项目实施机构吸取其他项目的经验教训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同样问题； 

• 在有关环保或NGO议题的研讨会、论坛上宣传社区的经验和成功实例； 

• 向总部报告最佳案例并与小额赠款全球项目共享； 

• 通过网站、研讨会和其他形式建立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NGO网络； 

• 通过UNDP的网站和国家指导委员会的网络来传播经验和最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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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项目工作计划和监督时间表 

2． 监督和评估记录 

3． 项目实地考察监督记录 

4． 进展报告和拨款请求 

5． 项目总结报告 

6． 国家指导委员会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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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Workplan and Monitoring Schedule 
Project Number: Project Name: 

Name of Grant Recipient: 

Brief Description of General Objective of Project: 

GEF Focal Area: GEF Operational Program: Project Start and End Dates: 

Brief Description of Specific Objective #1: 

List the activities necessary to fulfill this objective. Indicat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each activity and an indicator of activity accomplishment. 

Duration of Activity in Months (or Quarters) 
 

Activity Responsible Party Indicato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               

1.2               

1.3               

1.4               

Brief Description of Specific Objective #2: 

Activity Responsible Party Indicato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1               

2.2               

2.3               

2.4               

Indicat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and progress reports:  Monitoring Frequency / Reporting 

Monitoring and 
Record-Keeping 

             

Progress Reports              

This table may be modifi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projects. It can be extended as necessary to cover all objectives and activities. 
Ideally it should be completed in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stage by the NGO/CBO with assistance from the National Coordinator and his/her 
Technical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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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Record (for use by the NGO/CBO and National Coordinator) 
Project Number: Project Name: 

Name of Grant Recipient: 

Brief Description of General Objective of Project: 
 

GEF Focal Area: GEF Operational Program: Project Start and End Dates: 

Project Component Expected Results Indicators Note Progress, 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orrective 
Measures (indicate date of comment) 

Objective 1: 
 

   

Activity 1.1: 
 

   

Activity 1.2: 
 

   

Activity 1.3: 
 

   

Activity 1.4: 
 

   

Objective 2: 
 

   

Activity 2.1: 
 

   

Activity 2.2: 
 

   

Activity 2.3: 
 

   

Activity 2.4: 
 

   

This table should be adjusted and expanded a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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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Record: Site Visit 

Name of Person(s) Visiting Project: 
 

Date of Visit: 
 

Project Number: Project Name: 
 

Name of Grant Recipient: 
 

Objective of the Visit: 
(i.e., routine supervision,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blem resolution) 
 
 
 
 
 
 
 

Observations: 
 
 
 
 
 
 
 
 
 

Recommendations: 
 
 
 
 
 
 
 
 
 

Actions to be Taken and Next Steps: 
 
 
 
 
 
 
 

 

 

 

 



 50

Progress Report and Request for Grant Disbursement 

(to be completed by NGO/CBO grant recipient) 

Project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ject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ant Recipi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ject Director or Person Responsib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ant Recipient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ocation of Projec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ject Start and End Dates (as originally propos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nges (if any) in Start or End Date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eriod Covered by Repor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sbursement Request

2 Local Currency US$ equivalent 
 

GEF SGP Grant amount 
 

  

GEF SGP Funds received to 
date for this grant 

  

GEF SGP Funds spent to 
date3 

  

Funds balance 
 

  

GEF SGP Grant 
disbursement requested 
 

  

 

Report submitted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If the currency of th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MOA) for the grant is expressed in US 
dollars,please fill both columns. If the MOA is expressed in local currency please disregard the 
US$ column. 
3This figure should match the total cumulative expenditure entered in column (4) of the Cumulative 
Expenditure Report table (see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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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arrative Report (please use as much space as needed). 
 
Project activities completed in this period: 
 
 
 
 
Problems or difficulties i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How have these problems/difficulties been addressed? 
 
 
 
 
Assessment of project achievements to date based on indicators in project workplan: 
 
 
 
 
 
Activities yet to be completed: 
 
 
 
 
 
Request for addit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if any): 
 
 
 
 
 
 
Request for revision in project duration or activities (if any): 
 
 
 
 
 
Additional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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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Financial report of expenditures during this period (please attach numbered 
invoices or receipts). 
 
Expenditure Report 

Number of 
Invoice/Receipt 

Description of Expenditure                    Cost (in local 
currency) 

   

   

   

   

   

   

   

   

   

 Total  

 
Cumulative Expenditure Report 

Columns (1) and (2) should present the budget as approved in the project document in 
local currency. 
Column (3) should be used for indicating actual expenditures incurred only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Column (4) should be used for indicating cumulative expenditures incur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ject, including the amount reported in column (3) for this 
reporting period. 
Column (5) should reflect the balance of project funds which results from subtracting 
the amounts of column (4) from those entered in column (2). 
 

(1) 
Budget 
Category 
 

(2) 
Approved 
Budget 

(3) 
Expenditures 
This period  
(from above) 

(4) 
Cumulative 
Expenditures 

(5) 
Balance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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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for budget revision (if any): 
 
Please indicate here if you would like authorization for increasing any budget line and 
which line(s) should be decreased as a result, considering that the total GEF SGP 
project cost should be maintained at the sam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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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Report 

(to be completed by NGO/CBO grant recipient) 

Project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ject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ant Recipi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ject Director or Person Responsib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ant Recipient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ocation of Projec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ject Start and End Date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nancial Summary/Disbursement 

Request
4 

 

Local Currency US$ equivalent 
 

GEF SGP Grant amount   

GEF SGP Funds received to date for this  
grant 

  

GEF SGP Funds spent to date5 
  

Funds balance   

GEF SGP Grant disbursement requested   

 

Project Cofinancing Received: 

Source Type Amount 
(In-kind or Cash) 

Amount 

Local Currency US$ equivalent 
 

    

    

    

    

Report submitted by: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If the currency of th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MOA) for the grant is expressed in US 
dollars,please fill both columns. If the MOA is expressed in local currency please disregard the 
US$ column. 
5This figure should match the total cumulative expenditure entered in column (4) of the Cumulative 
Expenditure Report table (see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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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arrative Report (please use as much space as needed). Include an account of the 
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describe modality of participation. 
Highlight whenever possible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voices of project 
participa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Brief description of project objectives: 
 
 
 
Were these objectives met? 
 
 
 
If not, what were the principal obstacles? 
 
 
 
How could these obstacles been avoided?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other 
organizations designing similar projects? 
 
 
 
What were the principal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project? 
 
 
 
What were the principal deficiencies of the project? 
 
 
 
Benefits achieved for/by participants during implementation: 
 
 
Products generated by the project: 
 
 
 
Assessment of impact of project in the GEF focal area: 
 
 
 
Future plans (if any) to continue, expand, or replicate project activities: 
 
 
 
Additional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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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Financial report of expenditures during final project period (please attach 
numbered invoices or receipts). 
 
Expenditure Report 

Number of 
Invoice/Receipt 
 

Description of Expenditure Cost (in local 
currency) 
 

   

   

   

   

   

   

   

   

   

 Total  

 

Cumulative Expenditure Report 

Columns (1) and (2) should present the budget as approved in the project document in 
local currency. 
Column (3) should be used for indicating actual expenditures incurred only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Column (4) should be used for indicating cumulative expenditures incur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ject, including the amount reported in column (3) for this 
reporting period. 
Column (5) should reflect the balance of project funds which results from subtracting 
the amounts of column (4) from those entered in column (2). 
 

(1) 
Budget 
Category 
 

(2) 
Approved 
Budget 

(3) 
Expenditures 
this period  
(from above) 

(4) 
Cumulative 
Expenditures 

(5) 
Balance (if 
any)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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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Reference for NSC-China 

 
Composition: Nine members of the NSC, including four core members and five 
non-government members. The four members may include: Ministry of Finance, GEF 
China Office, Forest Administration and UNDP Country Office.  The five 
non-government members may include academic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here is a balanc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on on the NSC. While certai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MOF, GEF China 
Office, SFA, UNDP CO)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NSC, members should also be 
chosen who as individuals would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committee and the 
programme. 
 
Tenure: The NSC members usually serve for a period of 2 years. A few members 
with their exceptional experience and commitment to the programme may serve as 
life tenure. In general, periodically inviting new members can bring new ideas and 
expertise to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However, changing the entire membership at 
one time should be avoided. 
 
Responsibilities: The NSC is a central element of SGP and provides the major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 and oversight to the programme, including: 
Development, periodic re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ntry programme 
strategy 
Adaptation of global policies and criteria to country circumstances 
Selecting and approving projects proposal 
Ensuring and monitoring the technical and substantive quality of selected projects 
Participate in pre-selection project site visits 
Providing advice on proposal reformulation or redesign if necessary and possible 
Reviewing the annual workplan of SGP- China  
Conducting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country programme performance by submitting 
the Programme Review Report  
Identifying success stories and lessons for wider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pitfalls to 
be avoided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on the SGP through NSC member’s own network and in 
general enhance visibility of the programme 
Ensuring that participatory, democratic, impartial and transparent procedures for 
project review and approval as well as all other aspects of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are established and practiced at the country level in accordance with SGP’s global 
Strategic Framework 
 
Remunera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NSC is without monetary compensation. Travel 
expenses for project site visits or to NSC meetings can be covered by SGP COB.  
 
Member’s profile:  
who has abiding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to working with communities 

who shares a vision of w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might mean in terms of linking the GEF focal areas with local needs and 
concerns 

who is the experts in one of the fields of biodiversity,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waters,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and POPs 

who can contribute expertise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local empowermen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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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achieving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ho is experienced in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who has potential policy linkage and fundraising contribution 

 
Objectivity and Credibility principle: In general, no NSC member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review or approval of any project proposal in which s/he, or an organization 
with which s/he is associated, has a financial or personal inter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