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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地球生态系统的基础，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多种多样的植物孕育了

多姿多彩的生物世界。 

野生植物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战略资源。

数以万计的植物种类蕴涵着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需的衣、食、住、行资源需求的巨大

潜力，是人类共有的资源宝库。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原始生产者和基因资源的重要载体，

植物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将越来越重要。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地形类型复杂，植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全世界十分之一植

物物种生存的家园。中国拥有 30 000 多种高等植物，并且具有物种丰富度高、特有种属

多、区系起源古老、栽培植物种质资源丰富等特点，在全球植物多样性中具有十分重要

地位。从木材到稻米、从兰花到玫瑰、从茶叶到竹子，中国丰富的植物多样性，为全人

类提供了最为重要的食物、药材、观赏植物和建筑用材。 

但是，中国野生植物面临分布区域萎缩、生境恶化、资源锐减、部分物种濒危程度

加剧等严峻形势，植物多样性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保护中国的野生植物多样性刻不

容缓。 

中国是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为认真履行公约，加强野生植物

保护管理，中国先后出台了《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等野生植物保护

管理的专项法规，开展了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全国天然林保护

工程、植物园创新建设工程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加大了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执法、

宣传教育力度。截至 2006 年年底，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体

系，共建立自然保护区 2 395 处，涵盖了中国陆地面积的 15％，保护了全国 90％的陆地

生态系统和 65％的高等植物群落，建立植物园 160 多个，迁地保存了中国植物区系成分



 
 

植物物种的 60％。 

随着全球范围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社

会对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呼声日益高涨。2002 年，《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在《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国第六次大会上得到一致通过，作为植物资源大国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缔约国，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参与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中来。作为中国野

生植物保护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局组织有关专家编制制订了“中国野生植物

保护行动计划”，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共同合作，围绕《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的 16 项具体目标，进一步编制完成了《中国植物保护战略》。 

作为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行动纲领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的制定必定会将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

度，该战略的实施必将有效遏制中国植物多样性的丧失，使中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成为世界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为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各项目标作出积极的

贡献。 

贾治邦 



 
 

致谢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是《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林业局组

织制订的中国野生植物保护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其起草制订主要得益于中国科学院长期

致力于全球视野植物保护的不懈努力，同时，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受英国环境、食品

与乡村事务处资助）于 2006 年 11 月 7~10 日在北京成功召开的“中国全球植物保护引领

计划”研讨会也对该战略的起草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英两国及国际组织的植物保

护专家和学者（见附录Ⅳ）一致认为中国已经为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目标取得

了卓越的进展，推动《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中国国家计划势在必行，并建议组成由中

国科学院、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三方组成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计划的国

家联络点（National Focal Point），以协调中国国家政策层面、科技层面和履行《生物多

样性公约》义务等各方面的行动计划实施。之后，由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主任

黄宏文研究员、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贾建生副司长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蔡蕾女士组成的中

国实施《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国家履约点，并经上报《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长得

到批准。在《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中国履约点的协调下，由国家林业局贾建生副司长、

中国科学院黄宏文研究员和东北林业大学祖元刚教授担任起草协调指导，成立了由东北

林业大学杨逢建博士牵头，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执行主任景新明研究员、昆明植物园

执行主任孙卫邦研究员、武汉植物园副主任许天全研究员、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任海研究

员等共同参加的起草小组。《中国植物保护战略》的初稿在广泛征求国内相关单位意见

和建议后起草完成，2007 年 1 月国家林业局组织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对初稿进行了补充

完善，2007 年 2 月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和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共同主持召开了咨

询论证会，对《中国植物保护战略》的文本进行了审核定稿。 

感谢东北林业大学野生植物保护研究院起草小组成员在文本起草过程中卓有成效的



 
 

工作；感谢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对文本修改和编辑作出的贡献。 

感谢 Isabelle Cheng 对文本的英文翻译以及 Chris Cockel 和 Suzanne Sharrock 的英文

编辑；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黄宏文研究员对《中国植物保护战略》中英文文本的最终定

稿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及其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中国项目办文香英女士的协助。文本

中使用的照片、图表和信息得到了许多单位和个人的鼎力帮助，一并致谢。感谢英国环

境食品农业部和英国自然保护联合委员会作为中—英伙伴对“中国—全球植物保护引领

计划”研讨会的支持。感谢所有参与、支持起草制订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对《中国植物保

护战略》所作出的贡献。 

感谢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为《中国植物保护战略》写序；感谢《生物多样性公约》

执行秘书Ahmed Djoghlaf博士和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秘书长 Sara Oldfield对该战略计划

致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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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野生生物保护司、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东北林业大学野生植

物保护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保护司、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武

汉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北京植物园、深圳仙湖植物园、南京环境科学研究院、

香港嘉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中国项目办

（BGCI，China），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英国皇家植

物园—爱丁堡园（Royal Botanic Gardens，Edinburgh）、英国自然保护联合会（Joint Nature 

Conservation Committee）、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办（WWF China）、国际自然及自

然资源保护联盟—中国协调办（IUCN，China Liaison Office）、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

所—东亚项目办（IPGRI，East Asia Office）、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项目办（FAO，China）。 



 
 

目录 

前言 

    致谢 

    参与单位 

    致辞支持之一 

    致辞支持之二 

    引言 

    目标 1  中国本土植物物种的调查与编目…………………………………………（1） 

    目标 2  植物保护状况的评估………………………………………………………（3） 

    目标 3  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应用模式的研究与发掘…………………………（5） 

    目标 4  重要生态地区的保护………………………………………………………（8） 

    目标 5  植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的保护………………………………………………（11） 

    目标6  在至少 30％的农耕区推介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原理与方法………………（13） 

    目标 7  中国受胁及濒危物种的就地保护…………………………………………（15） 

    目标 8  受胁及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及恢复计划…………………………………（17） 

    目标 9  加强重要社会—经济作物的遗传多样性的综合保育，维持民间的传统利用

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知识和实践…………………………………………（22） 

    目标 10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计划制订，确保本土植物群落、生境及生态系统安

全…………………………………………………………………………（25） 

    目标 11  杜绝国际贸易对野生植物物种的威胁…………………………………（27） 

    目标 12  加强植物原材料产品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29） 

    目标 13  遏止支撑生计的植物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减少，鼓励中国民间传统知识



 
 

和实践的传承和创新……………………………………………………（32） 

    目标 14  加强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普及和公众教育…………………………（35） 

    目标 15  加强植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37） 

    目标 16  植物保护的网络体系建设………………………………………………（39） 

    附录 I  中国的“植物活化石”………………………………………………………（41） 

    附录 II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43） 

    附录 III  中国六大林业工程………………………………………………………（45） 

    附录Ⅳ  “中国—植物保护的全球引领规划”研讨会简报………………………（47） 

    参考文献……………………………………………………………………………（59） 



 
 

致辞支持之一 

全球植物种类正以空前速度消失，生物多样性的维系面临巨大挑战。植物是地球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人类及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植物的基本功用及其重要性常

常在保护计划与行动中被忽视。在当前全球迅猛变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再也无法承受

忽视植物多样性面临威胁将产生的后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仁在制定中国植物保

护战略方面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这份重要的文件为中国扭转全国植物多样性丧失树立了

目标。中国具有全球 10%的植物，这个具有全球意义的行动计划纲领将使中国在植物保

护工作方面成为世界的引领者。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的制定是对《生物多样性公约》所有签约方一致采纳的“全球

植物保护战略”的一个洪亮响应。在中国实施这个战略将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总体

目标作出重要贡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总体目标是：在 2010 年之前，实现目前生物

多样性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丧失速度显著降低，为减少贫困和改善地球上所有生

物生存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的编制第一次汇集众多中国政府机构的共同努力以拯救中国

丰富的植物区系。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为能够参与该战略的发展而感到自豪。

支持中国对植物保护的努力将是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未来几年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将

利用全球植物园网络中的专业和技术以支持中国对植物的保护，并将中国植物保护取得

的成功经验传播给世界。 

我十分敬佩中国科学院、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在制定中国植物保护战略

中的远见，并对所有的参与者表示祝贺。中国植物遗产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现在我

们已经有一个和谐且全面的战略以确保它们的生存。 

Sara Oldfield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秘书长



 
 

致辞支持之二 

最近，《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全球植物保护战

略”的执行情况并得出结论：为了实现该战略中的目标，所有的国家必须付出重大的努

力。在这方面，我非常高兴地知道，在全球具有丰富多样性国家之一的中国已经发展了

植物保护的国家战略作为执行全球战略的一个国家响应。我衷心地祝贺中国政府特别是

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及参与中国国家植物保护战略制定的

所有单位。中国植物保护战略的制定可以作为中国致力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其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里程碑之一。 

在编制这个重要战略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迅速意识到植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并努力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并确定了植物保护行动计划的关键内容。中国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包括了全球约 10%的植物种类，其中一半是中国特有种类。由于地域辽阔、生境

多样、地质和进化历史独特，中国包含很多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最重要的地区，中

国不仅种类丰富而且特有程度很高，且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完整的热带、亚热带、温

带和寒带植被类型的国家，几乎拥有除极地冻原以外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植被类型。因此，

中国对《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实施的响应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在实现 2010 全球目标

方面的努力而且也将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总体目标的实现作出重要贡献，生物多样

性公约的总体目标是：在 2010 年，实现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当前生物多样性丧

失速度显著降低，为减少贫困和改善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存作出重大贡献。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于 2002 年通过（VI/9 号决议—附件），其最终目标是阻止目

前不断持续的植物多样性丧失，由计划明确至 2010 年实现的 16 个目标组成。《全球战

略》为协调和汇集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植物保护的各种举措和方案提供了一个很

有用的框架。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全球植物保护战略》是在这次会议



 
 

上通过的）邀请各缔约方和政府发展国家或区域性目标并适当地把他们纳入相关计划、

方案和举措之中，包括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国植物保护战略》正体

现了中国做到这一点的决心和努力。 

此外，《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强调了《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在帮助

减少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在作用，并且，第七次会议邀请缔约方推进相关“千

年发展目标”并融入实施公约的工作中，同时指出“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的成就，特别

是目标 1（与贫困和饥饿作斗争），目标 6（与 HIV/AIDS，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和

目标 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其组分的可持续利用和

遗传资源利用方面的公平互利互惠。此会议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与食物和营养之间的

联系，需要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来与饥饿、营养不良作斗争，因而有助于“千

年发展目标”中总目标 1 中目标 2 的实现（实现 1990~2015 年，受饥饿人口比例减少一

半）。 

第八次缔约方会议强调了“千年发展目标”、生物多样性丧失显著降低的 2010 年生物

多样性目标管理，以及其他由国际商定的与生物多样性、环境可持续性和发展相关的目

标，这些目标需要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去努力和实现。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起草中国植物

保护战略的时候中国已完全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指导意见。因此，更充分强调《中国植物

保护战略》在可持续利用和减少贫困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也不为过，在执行战略的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和合作伙伴必须确保与其他有关《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相关的新出台的全球

议程之间的协作和联系。 

在面对“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结果时，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的执行将有助于拯救植物资源因而服务人类，特别是对于目标 1 和 2（基本数据研究）；

目标 4~7（就地保护），目标 8~9（迁地保护），同时，注重目标 10~13 将使社区和各缔



 
 

约方继续从植物多样性中获益，特别是食物、药物、燃料、纤维、木材和其他用途。 

气候变化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很可能越来越大，包括物种的生存、物种组合和入侵

物种在许多生态系统中的扩散。这将对战略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和并由此制约社会和经

济效益发挥，使我们的努力和投入功亏一篑。因此，谨慎地防患于未然去推进目标，需

要更深入地思考和应变。 

我赞许《中国植物保护战略》在植物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方面作为全球伙伴的模范，

也衷心地感谢参与此过程的许多伙伴，包括在英国政府 WSSD 执行基金的慷慨支持下，

参与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英国自然保护联合委员会、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邱园皇家

植物园。我希望“中国植物保护战略”将进一步提供找出差距的机制和筹集新的和其他资

源以确保丰富的植物资源被记载、保护和可持续地使用，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目

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谢谢！ 

 

Ahmed Djoghlaf 博士 

《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



 
 

引言 

植物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分，是地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人类及其他生物赖

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的基础资源。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功能

多样的植物携带着极其丰富的基因资源，蕴藏着难以估量的生态、经济、文化和科学价

值，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保障人类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人类现已利用的少部分植物物种外，绝大部分有着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野

生植物资源尚未被人类认识和利用，数以万计的植物种类蕴涵着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必

需的衣、食、住、行资源需求的巨大潜力，是人类共有的资源宝库。尽管人类的生产和

生活依赖于植物，但植物的生存却因人类活动而面临着巨大威胁。由于过度采集、掠夺

性的农林业生产方式、城市化进程、环境污染、土地使用的变化、外来物种入侵及气候

变化等因素影响，植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植被覆盖率锐减、生境急速片

断化、物种大量消亡、资源急剧消失。1999 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召开的第十六次世界植物

学大会上，与会的 5 000 多名植物学者分析认为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本世纪将有 1/2~2/3

的植物物种受到灭绝的威胁，会议形成决议：倡导全球生物学界关注植物多样性保护的

优先地位。2000 年 4 月，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GCI）召集了来自全球 14 个国家的植物园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国际组织及研究

机构等在西班牙大加那利岛召开会议，会议认为应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制定

全球植物保护计划以及相关实施纲要，会后发表了《大加那利岛宣言》。经过生物多样

性公约组织及其缔约方、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国际植物

园保护联盟（BGCI）组织国际知名植物学专家和管理者起草了《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并于 2002 年 4 月在海牙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第 VI/9 号决定）。《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以

遏制目前植物多样性持续性丧失为最终目标，从全球植物资源本底调查编目、植物多样

性保护、植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普及及公众教育、植物多样性

保护的能力建设五个方面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层面的植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提供

了指导性的框架，并具体制定了至 2010 年全球植物保护预期达到的 16 个具体目标，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以来第一个具有明确时间表和具体实施计划的战略规划，受到

国际植物学界的广泛认同。该战略公布以后，欧盟、英国、爱尔兰、南非、哥伦比亚、

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及时对《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作出了响应，制订了本国实现 2010

年 16 个目标的行动计划；并在欧、亚、非、大洋洲建立了约 50 个国家层面的《全球植

物保护战略》实施计划联络点（Focal point），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植物保护的全面展开。 

中国植物多样性在全球植物多样性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国家之一，拥有高等植物3万多种，其中苔藓、蕨类、裸子和被子植物分别占世界

总种数的9.1％、22％、26.7％和10％；并具有物种丰富度高、特有种属多、区系起源古

老和栽培植物种质资源丰富等特点；中国高等植物特有种高达15 000～18 000种，占中

国高等植物总数的50%～60%。中国地域辽阔，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完整的热带、亚

热带、温带和寒带植被类型的国家，几乎拥有除极地冻原以外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植被类

型。地球地质运动造成了中国陆地生境复杂多样，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植物物种

形成、进化和保存中心，中国是世界上保存北半球“中新世”（1千5百万年前）古老孑遗

植物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如裸子植物中的苏铁科、银杏科、麻黄科和买麻藤科。 

但是，近 30 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对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

造成了严重破坏，使植物资源消耗速度加快，濒危物种数量急剧上升，有 4 000～5 000



 
 

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 15%～20%。《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 827 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有 189 种，占总数的 25%。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并且已经在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取得了

巨大成就。 

在植物物种资源本底调查及编目方面：中国完成了全部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

出版工作，《中国植物志》英文版（Flora of China）已经出版12册；编写了《中国植物

红皮书》（第一册，1992）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册，2004），制定了《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第二批近期公布）；建立了大量植物物种信

息数据库。 

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至2006年底，中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 395处，约占中国

陆地面积的15％；建立森林公园1 928个、各类型保护小区5万多个，初步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野生植物就地保护网络；建立植物园和树木园160多个，保存了中国植物区系成分

植物物种的60%，众多珍稀植物苗圃、种源基地和繁育基地也在野生植物的迁地保护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主体工程的竣工为我国重要野生植物

物种的种子保存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植物物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中国建立了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长期库、

复份库和中期库12个，在各地还建成大量地方种质资源库和专类作物种质资源库，有力

地实现了对农作物和经济利用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建立了多种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模

式，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以及森林

认证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保护了我国丰富的民族和民间传

统的植物保护和利用知识。 

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科普宣传和公众教育方面：中国建立了几十个全国植物保护科



 
 

普教育基地；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植物园年接待游客超过4.5亿人次；每年利用“植

树节”、“地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湿地日”、和“全国法制

宣传日”等组织大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普宣传和公众教育活动。 

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方面：中国制定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和保

障我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执法监管体系。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的认识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存在诸多问

题：从事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相关专业人才匮乏；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之间矛盾

突出；自然保护区、植物园等的保护设施不健全、地区分布不均衡；植物多样性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民众对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保护意识不强；用于

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资金凸显不足等。 

要解决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协调好我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事

业，需要在国家层次建立一个指导全国植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纲领性文件。2002年，国

家林业局开始着手制订我国的野生植物保护行动计划。同时，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

员会成员在参与《大加那利岛宣言》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起草咨询的同时，开始了

在科学研究层面制订计划，先后制订中国本土植物迁地保育中长期规划（Science，2002）,

起草了《西双版纳宣言——中国植物园的国家保护议程》（2004年2月）等。经过三年多

时间的多方努力和调查分析，“中国野生植物保护行动计划”在2005年开始起草。鉴于中

国植物多样性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考

虑到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在世界植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2006年11月，国

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植物保护的全球引领规划——实施生物

多样性公约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中国政府部门、植物园、研究院



 
 

所、大专院校和国际组织的官员及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作为植物资源大国和《生物多样

性公约》的签约国，必须对《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作出积极的回应，并在实施《全球植

物保护战略》中发挥引领作用。会议之后在中国科学院、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及其他相关部门、组织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协作下，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完成了针对《全

球植物保护战略》的中国国家行动计划——《中国植物保护战略》。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充分考虑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和中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的

要求，以《全球植物保护战略》提出的16个目标为基本框架，对每个目标从现状概述、

存在问题和行动计划三个方面阐述中国植物保护的战略及其实施计划；《中国植物保护

战略》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行动纲领，必将对中国植物的保护管

理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将为《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和发

挥引领作用。 



 
 

目标 1  中国本土植物物种的调查与编目 

现状概述 

中国有高等植物3万余种，是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植物物种特有程

度高，高等植物中有特有属256个，特有种15 000~18 000种，特有种占总数的50%～60%。

同时，中国生物区系起源古老，成分复杂，拥有大量的珍稀孑遗物种，其中许多是具有

“活化石”之称的珍稀植物，如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银杏

（Ginkgo biloba L.）、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 Chun et Kuang）、鹅掌楸[Liriodendron 

chinense（Hemsl.）Sarg.]等（附录 Ⅰ）。 

由中国植物学家开展的植物标本采集及分类学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到 1927 年已经

在中国 13 个省区采集标本约 16 万份。1949 年之后，植物标本采集工作取得了极大进展，

到 2000 年植物标本数量达到了 1 700 万份。在此基础上基本完成了中国植物物种多样性

的编目工作。2004 年底出版完成的 80 卷 126 册《中国植物志》中列出了包括中国原产、

常见引种栽培及归化的维管植物，总计 301 科、3 408 属、31 142 种植物，其中蕨类植

物 2 588 种，裸子植物 237 种，被子植物 28 317 种，《中国植物志》英文版（Flora of China）

已经出版了 12 册。截至 2006 年底，中国大多数省市编研出版了地方植物志，其中《云

南植物志》已全部出版，共 21 卷。建立了中国植物数据库（http://www.plant.csdb.cn/）、

中 国 植 物 图 谱 数 据 库 （ http://www.plantpic.csdb.cn/ ）、 中 国 数 字 植 物 标 本 馆

（http://www.cvh.org.cn/）等物种及标本信息共享平台。自 2004 年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和国家林业局等 8 个部门连续三年开展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工作，通过调查摸清了

重点地区、重点物种的基本状况，中国植物资源本地调查及编目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

成果。 



 
 

存在问题 

编目植物研究历史较短，植物种类底线不清楚，植物标本收集和收藏不足，最近发

现的属种没有包括在现有名单中，植物的最新分布信息必须要添加到《中国植物志》中，

植物名称的使用不一致（同一植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植物具有相同名

称），当地标本的数字化程度低，网络共享系统不完善，从事分类学研究者严重短缺，

投入到植物多样性研究中、专业培训以及设施建设的资金缺乏。 

行动计划 

行动 1.1  开展国家植物资源世纪大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对植物物种进行调查、编目 

以现有标本和研究资料为基础，从重点地区和重要类群调查入手，在全国范围内对

植物物种资源及其生境进行调查；对已知植物物种和新发现的植物种类进行编目，确定

这些植物的名称（包括俗名）、数量和地理分布，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地方植物志；建立

国家植物资源动态监测和管理机制，形成国家植物资源定期的国情报告编研制度，建立

确保国家的植物资源安全的长效机制，为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行动 1.2  完善植物标本馆网络建设，构建植物标本数字化平台 

启动国家植物标本馆建设工作，加强现有植物标本馆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争

取建立以国家植物标本馆为中心的标本馆网络体系；按照国际统一的技术规程对全国性

的植物标本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和编纂，并添加标本图像、野外照片和描述，构建

现代化的植物标本数字化共享平台，实现全国标本信息的网络查询服务。 



 
 

目标 2  植物保护状况的评估 

现状概述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完成了对部分植物物种受威胁现状的初步评估，先后编写了

《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一册，1992）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册，2004），前者

包括380多种植物，后者包括4 408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制定

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第二批近期公布），共计1 900余种。

目 前 ， 已 经 建 立 了 中 国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数 据 库

（http://www.plant.csdb.cn/sdb/dbf1/zhenxi.html），开展了部分植物多样性保护现状的评

估，基本查清了189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资源状况和生存环境。2006年11月，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中国植物专家组（CPSG）组织召开

了濒危及保护植物资源调查研讨会，会议重点讨论了濒危植物红色名录等级标准的应

用、野生植物物种资源调查方法、植物多样性的保护等问题，该会议对进一步完善中国

植物保护状况的科学评价体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存在问题 

由于中国是植物资源大国，野生植物受危状况的评价相对复杂，IUCN 的评价标准

不能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因此需要在 IUCN 的标准上完善中国野生植物的生存状况评价

体系；由于不合理采收等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原因，新的受威胁植物物种不断出现，红色

名录需要定期更新；对一些珍稀植物种类较多和生境破坏较严重地区的调查和评估工作

不够；缺乏对已保护植物生存状况的动态监测和保护效果评价。 

行动计划 



 
 

行动 2.1  建立植物保护状况的科学评价标准，评估植物物种生存状况 

根据IUCN 红色名录标准，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制定中国保护植物物种入选及更新

标准；评估已知植物，重点评估红色名录收录的植物、具有重要价值的植物以及中国特

有种（属）植物的生存状况，制订植物物种保护的优先级别；对珍稀植物种类较多和生

境破坏较严重的地区开展深入的调查和评估工作。 

行动 2.2  评估重点保护植物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状况 

在全国范围内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状况开展种群数量的

动态监测，定期评估保护效果。 

行动 2.3  更新中国植物红色名录 

根据植物物种生存状况监测和评估的结果，预期2010年前完成对《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所收录植物及其濒危等级的更新。 

 

 



 
 

目标 3  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应用模式的研究与发掘 

现状概述 

中国十分重视植物资源的保护（附录Ⅲ）和可持续利用。针对保护对象和保护面积

的具体情况，中国实行了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社区管理以及专人管护等适宜的保护

模式。为保证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内的植物得到妥善保护，中国有针对性地建立了“最

大游客限量”以及定期“休闲制”的可持续旅游开发模式。 

为了促进我国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

农业部科技司于2002年从全国各地征集

到370种生态农业模式或技术体系，通过

反复研讨，遴选、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

平原农林牧复合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

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模式及配套技

术、生态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丘陵山

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及配套技术、设

施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观光生态

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等类型的生态农业

模式加以推广。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林产品

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为满足木材用材的

需求，中国政府大面积种植速生丰产林，有效缓解了天然林采伐的压力（见附录Ⅲ）。

中国林区还发展了林农、林药、林菌、林草等林下经济模式，既可以构建稳定的生态系

3R 创新模式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立足中国特有植物资源优势，逐

步形成了以“巩固数量、提高质量、深入发掘、加强利用”

为主要原则，遵循“物种保存—科学研究—持续利用”的新

型植物研究运作模式，即 3R 模式（Resources, 

Research, and Resolution，3R Model）。3R 模式在植物

资源收集、保护、评价的基础上，开展群体—个体—细

胞—基因组—功能基因发掘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深入挖

掘广泛存在于植物资源中的有用基因，开发具自主知识

产权的植物基因、品种、天然药物、深加工植物产品等

新型生物产品。 

武汉植物园的猕猴桃研究是 3R 模式的成功案例之

一。猕猴桃专类园是国内外规模最大的猕猴桃种质资源

圃。一方面开展野生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优良性状、特

殊基因型的深入评价；另一方面研究猕猴桃的细胞学、

物种起源和迁移、多倍性进化、果肉和果皮颜色分子机

理等科学问题；同时结合传统育种方法，利用前沿分子

辅助手段创造和发掘新品种。现在已经发现 2 个新种（湖



 
 

统，又增加了林地生物多样性，使林业产业从单纯利用林木资源转向林产资源和林地资

源结合利用，实现了高效林业转型。中国药用植物人工种植的历史悠久，形成了许多有

利于药用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模式。在医药企业建立中药材GAP种植示范基地，利

用政府职能优势，建立全国性的药材种植培训中心以及专一性的药材种子、种苗生产示

范基地，带动中药材生产向规范化、规模化种植方向发展。发展了果药、粮药、菜药、

林药间作套种等多种特色种植模式，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药用植物品质，如占用非耕地

种植药用植物模式就是通过模仿野生环境种植模式，解决药用植物品质和有效含量的问

题。 

存在问题 

民间还有许多有利于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传统习惯和经验没有得到有效整理和

发掘；现有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模式虽然很多，但其创新性不高，特别是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分散，规模较小，推广力度不够；资源研发的利益分享机制尚未得到合理解决。 

行动计划 

行动 3.1  加强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模式的发掘整理和创新 

通过广泛调研现有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做法，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纳，通过实践

对其进行优化并创新提升，最终形成规范化、科学化、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通过对植

物保护和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模式；重点加强中国特有经济植物的个案模式的研究并推介植物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有

效技术手段 

行动 3.2  制定中国受威胁植物的保护和利用并举的可持续模式 

采用生态系统方式，继续开展基于科学研究基础上天然林保护工程、野生动植物保



 
 

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大

力开展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的引种驯化和人工培植的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研

究，根据植物种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筛选最佳繁育模式；研究具有利用价值（药物、

能源、粮食作物、环境美化与园林建设等）的珍稀濒危植物的经济利用与种质资源有效

保护的科学模式，在利用中实现物种的有效保护。 

行动 3.3  完善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管理模式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规范的利益分享模式，促进既能有效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

又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应用，保障国家植物资源及生态安全；

通过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加强科学研究及广泛的科技合作、信息交流以及环境教育和

公众参与等方式，创造新的植物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 

行动 3.4  因地制宜推广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模式 

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遴选各类优化模式，建立各模式的示范区，

并在全国进行推广；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选取适合本地情况的典型模式

在当地进行推广。



 
 

目标 4  重要生态地区的保护 

现状概述 

中国地域辽阔，跨越6个气候带，地貌类型丰富，水热条件组合复杂，是世界上植被

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生态系统多样，有森林、草原、荒漠、内陆湿地和海洋海

岸等类型，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目前均已建立了专门的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已经使

11.46%生态地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

（表1）。除保护区外，1998年国家启动

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范围包括

重点国有林区的17个省（区、市）的734

个县和163个森工局，计划到2010年，保护面积达到9 420.00万公顷，占全国森林总面积

的61%。工程实施以来，国家共投资约1 000亿元，完成造林面积549.48万公顷，森林年

管护面积已达到9 000万公顷左右（见附录Ⅲ）。 

中国还建设了1 928处森林公园，总面积达1 513万公顷，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660处，

面积1 124万公顷。中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的湿地已达30处，总面积343万公顷。中国政府已建立3个国家湿地公园、10个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对典型性的湿地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1  中国不同类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情况统计 

生态系统类型 总面积（万公顷） 保护区数量（个） 
保护区面积（万公顷） 所占比例（％） 

森   林 17 500 1 205 3 233 18.48 

草原和草甸 39 300 46 324 0.82 

荒   漠 26 360 29 3 997 15.16 

生态地区 

中国现行的生态地区划分主要依据生态功能区划的

三级分区标准进行，但考虑到以生态系统类型为标准的划

分方法更有利于植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时考虑到自然保

护区也是按照生态系统类型进行分类的，因此在此使用了

以生态系统类型为标准的生态地区划分方法。 



 
 

内陆湿地 3 848 245 2 560 66.52 

海洋海岸 30 000 66 98 0.33 

总   计 117 008 1,591 10 212 8.72 

存在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生态系统类型的保护不均衡，草原和海洋海岸生态系统保护面积

偏低，一些典型生态系统地区至今尚未建立保护区或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各生态系统

类型中，已有的保护地区保护能力建设有待提高。 

行动计划 

行动 4.1  科学规划、完善自然保护区合理布局 

科学规划自然保护区布局，完善对每个生态地区的保护，重视荒漠、草原、湿地（沿

海、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完善保护区网络；在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的典型生态系统、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域及自然遗迹地，优先建立自然保护区，优先完成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能力建设；加强基于生物迁徙朗道原则的国家

自然保护区网络体系建设。 

行动 4.2  逐步实现自然保护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历史性转变 

开展全国自然保护区调查，对已有的保护区推进科学的规范化标准评估机制；建立

若干个规范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一批地方生态功能科

学定位；开展科学研究，提升保护区的科研保护水平。积极开展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科学

考察，查清保护对象，提出科学的保护对策；提高监测与动态管理水平，初步形成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体系。 

行动 4.3  强化重点生态地区的保护执法力度 



 
 

在森林生态地区，加大保护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盗伐、滥伐活动，控制森林开发；

在草原和草甸生态地区，加大天然草原保护和草地资源管理力度，合理划定轮牧区和禁

牧区，禁止草原开垦行为，严格控制采集草原固沙野生植物和中草药材；在荒漠生态地

区，禁止乱捕滥挖野生动植物资源，对从事勘探、采集标本、旅游等活动或者其他开发

建设活动实行准入审查制度；在内陆湿地生态地区，严格限制围湖、占填河道等开发建

设活动；在海洋海岸生态地区，严格限制围海造地等开发活动。 

行动 4.4  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基础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加强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及自身管理能力，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对外交

流。保护区均应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加强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监督管理，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水平，完善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

法规体系,保护区特别是国家级保护区都应有当地政府发布、操作性强的管理规章，全面

提升自然保护区和各级有关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 



 
 

目标 5  植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的保护 

现状概述 

中国幅员辽阔，生物多样性丰富而独特。按照国际标准，根据地区物种丰富度和特

有种的数量以及中国学者长期综合

研究的结果，中国确定了17个具有

全球保护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

区，其中包括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关键地区14个，总面积为23 

043.4万公顷。在这14个关键地区已

建立自然保护区418个，保护面积达

总面积的34.19%（表2）。根据《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的要求，在物种丰富、具有自然生态系统代表性、典型

性及未受破坏的地区，建立了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对西部地区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植物

物种及其生态系统分布区，特别是重要荒漠生态系统和典型荒漠野生植物分布区，建立

了一批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见附录 Ⅱ）。 

表2  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序号 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关键地区 

面积（公顷） 

自然保护

区数量

（个） 

自然保护区面

积（公顷） 

保护 

比例

（％） 

1 横断山南段 25 474 000 47 6 193 042 24.31 

2 岷山—横断山北段 11 108 000 29 2 995 767.71 26.97 

中国植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根据国际标准即地区物种丰富度和特有种的数量以及中国

专家长期综合研究的结果，中国确定了 17 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生

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其中陆地 11 个、湿地 3 个、海洋 3 个。包

括：（1）横断山南段；（2）岷山—横断山北段；（3）新疆、青

海、西藏交界高原山地；（4）滇南西双版纳地区；（5）湘、黔、

川、鄂边境山地；（6）海南岛中南部山地；（7）桂西南石灰岩

地区；（8）浙、闽、赣交界山地；（9）秦岭山地；（10）伊犁—

西段天山山地；（11）长白山地；（12）沿海滩涂湿地，包括辽

河口海域、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盐城沿海、上海崇明岛东滩；

（13）东北松嫩—三江平原；（14）长江下游湖区；（15）闽江

口外—南澳岛海区；（16）渤海海峡及海区；（17）舟山—南麂

岛海区。 



 
 

3 新疆、青海、西藏交界高原山地 100 925 000 9 59 506 477.67 58.96 

4 滇南西双版纳地区 1 675 000 3 317 539 18.96 

5 湘、黔、川、鄂边境山地 10 204 000 61 1 134 048 11.11 

6 海南岛中南部山地 1 430 000 21 71 730 5.02 

7 桂西南石灰岩地区 3 777 000 22 534 447.8 14.15 

8 浙、闽、赣交界山地 4 912 000 18 165 466.9 3.37 

9 秦岭山地 4 801 000 19 366 560 7.64 

10 伊犁—西段天山山地 12 361 000 11 1 423 053.67 11.51 

11 长白山地 14 299 000 42 1 065 471.3 7.45 

12 

沿海滩涂湿地，包括辽河口海域、

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盐城沿海、

上海崇明岛东滩 

12 333 000 56 

 

2 624 804.7 

 

21.28 

13 东北松嫩—三江平原 22 994 000 71 2 310 161.4 10.05 

14 长江下游湖区 4 141 000 9 85 360 2.06 

总计  230 434 000 418 79 793 930.15 34.19 

存在问题 

目前一些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能力建设有待提高；生物多样性关

键地区植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仍需加强；对这些地区植物多样性有效保护程度及效果的

科学评价严重滞后；国家和地方的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仍有破坏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现

象。 

行动计划 



 
 

行动 5.1  强化自然保护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中的作用 

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应强化监督管理，必要时提高管理级别，如晋升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并争取由国家直接管理；尚未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应采取抢救性措施尽快建立。 

行动 5.2  避免国民经济建设对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的破坏 

在西部大开发和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国家及地方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以不破坏

当地植物多样性为前提；禁止在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建设污染性的项目，对资源开发和

经济建设项目，必须事先执行植物多样性及其生境影响评估制度，并落实相应保护措施。 

行动 5.3  完善重要植物多样性地区的科学保护体系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植物多样性地区的科学保护体系，加强保护生物学、保护

生态学、保护遗传学、植物区系地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部署，针对中国重要植物

多样性地区科学合理保护对科学原理和方法的需求，设立专项研究和管理基金逐步形成

完善的中国重要植物多样性地区的科学保护体系。 

行动 5.4  建立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保护示范基地 

有选择地建设一批不同类型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保护示范基地，并以这些基地为

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全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的保护，并将有关经验宣传推广，以供

发展中国家借鉴。 



 
 

目标 6  在至少 30％的农耕区推介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原理与方法 

现状概述 

中国有3 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和可持续利用农业生产土地的悠久历史。中国历来重视

保护植物多样性原则并依此来管理生产土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生态农业运动，提倡

现代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在对农田杂草、病虫害以及土壤肥力的管理上，鼓励使用生

物农药和有机肥料，建立了国家、省、试点县三级生态农业管理体系，生态农业县覆盖

面积超过667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7％左右。目前，全国已经建立生态示范区建设

试点528个，其中320个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生态村创建标准（试行）也

已经颁布。此外，中国还制定政策鼓励有机农业和农业立体种植业的发展，这些措施都

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农田的植物多样性。 

在人工用材林经营管理中创建了可持续的森林经营管理方式，如采用人工林定向抚

育、开拓林隙技术和林粮间作技术，提高林分的植物多样性，优化林分结构；根据复层、

异龄、混交、乔灌草适度搭配等原则，建立复合群落，使人工林天然化。 

中国是牧业大国，草原面积近4亿公顷，占陆地国土面积的41.7%，是牧区畜牧业发

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种质基因

库。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牧区逐步实行了草原家庭承包经营制，明确了草原保护的

责任主体，有效调动了广大牧民保护建设草原的积极性。截止2005年底，全国已落实草

原承包面积2亿多公顷，约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70%。同时各地积极引导草原畜牧业生

产方式的转变，以草原围栏、人工草地、饲草料基地、牲畜棚圈等建设为基础，大力推

行季节性放牧、划区轮牧等科学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 

存在问题 



 
 

公众缺乏保护生产土地植物多样性的意识，并由于农业现代化进程，在生产土地的

杂草、病虫害以及土壤肥力的管理中，存在使用农药和化肥过量，致使植物多样性降低；

仍然存在着过垦、过牧、过采等不合理生产方式，造成植物物种的减少和消失；农田治

理和水利建设缺乏科学论证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田生态系统的植物多样性。缺乏相关

法律和管理条例的约束。 

行动计划 

行动 6.1  生态农业在全国农业中的比重 

继续开展生态农业运动，鼓励典型模式及配套技术的推广，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和

农药的施用，扩大生态农业县（村）的建设规模，到2010年在500个县（场）建设10 00

个资源良性循环的生态新村。加强原有农耕土地农民的替代生计的科学引导和生态保护

工程的相应措施。 

行动 6.2  草原的建设与管理 

完善草原放牧制度，加大对草原围栏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落实完善草原家庭承

包经营责任制，积极推行草原保护、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轮牧制度，合理确定放牧数量

和放牧强度，建设人工草地，减轻牲畜数量增加对自然草地的压力；加强对连年割草、

滥采药材、毁草开荒等破坏生物草原生态系统、降低草原植物多样性行为的管理。 

行动 6.3  农田水利建设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倡导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保护植物多样性的科学论证，充分考虑地表植被的保护与

恢复，继续推行沟、河、堤坡面植被化以及农田林网化。 

行动 6.4  生产土地保护植物多样性的管理原则 

建立“生产土地是根据保护植物多样性原则管理”的可执行标准，完善有利于生产土

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林业、农业和畜牧业相关政策法规。 



 
 

目标 7  受胁及濒危物种的就地保护 

现状概述 

为了确保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和自然生境恢复工作的开展，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制定颁布了《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共1900余种植物被确定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001年末，中国政府正式启动了《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明确提出2010年要使9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并在工程中将兰科植

物和苏铁科植物列为工程建设的重点保护物种。截至2006年末，中国已经建成各种类型

自然保护区2 395个，总面积为15 153.5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5.16%，其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265个，面积为9 185.1万公顷。建立了保护小区5万多个，总面积150多万公顷。 

从2000~2010年，中国政府投资近千亿元人民币，对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及东北内

蒙古国有林区的天然林进行保护，工程实施期间，将对工程区内的14.3亿亩天然林试试

有效管护。使中国有限的天然林资源得到休养生息，同时也将为天然林中大量的野生植

物资源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 

森林公园的建设也为野生植物保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截至2005年末，中国共建立

森林公园1 928个，面积达1 513万公顷，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627个，面积1105公顷。 

针对农业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中国建成了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86个。 

通过以上各种措施，目前中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7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已经得到了有效保护。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继续建设和

完善一批自然保护区，继续实施对极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拯救工程。在《林业“十



 
 

一五”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发展规划中，均对受威胁物种的就地保护提出了相应的保

护目标和行动计划。 

存在问题 

中国总体生态环境仍然很脆弱，有些植物原生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物种的

保护状况还不清楚，许多濒危物种尚没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虽然大部分受威胁植

物进行了就地保护，但受管理手段粗放、保护资金不足、保护管理技术落后等因素制约

造成保护效果不好；受威胁植物就地保护有效性的评价体系尚不健全；野生植物保护与

地方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之间的矛盾也制约着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 

行动计划 

行动 7.1  加强受威胁植物物种的就地保护 

积极推进受威胁植物优先保护等级的制定，加强对重点濒危植物保护原理和方法的

研究，启动一批代表性濒危植物就地保护的个案研究项目，并逐步推广应用；加强特有

植物、珍稀植物、古老孑遗植物、名贵药用植物和重要资源植物物种的原生境保护，积

极创造有利于这些濒危种群生存和繁衍的环境条件；到2010年，使90％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行动 7.2  完善植物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 

野生植物拯救项目 

2001 年 6 月由中国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始实施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其中重点实施

了野生植物的拯救项目。野生植物拯救项目的对象是我国特有的极度濒危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物种。主要

植物种为兰科和苏铁科的所有种。 

拯救兰科植物项目：兰科是最珍贵的保护植物之一，占 CITES 应保护植物的 90％以上。我国约有近百种

兰科植物处于将要灭绝的危险中。该项目计划通过完善和新建兰科植物保护区，禁止乱采滥挖野生兰花，严禁

野生兰花的市场贸易；开展繁育技术研究，建立了人工栽培基地 3 处。 

拯救苏铁项目：苏铁是现存最古老的裸子植物，中国苏铁科植物有 20 余种，仅特有种就有 10 种。该项目

计划重点保护中国特有苏铁植物种。加强现有的 3 个保护区建设，新建 1 个保护区，建立苏铁母树林基地，在

其它适宜地区，引种培育苏铁种群。 



 
 

加强各类野生植物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小区的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自然保护区网络

体系；保护和扩大濒危野生植物生存地，实现重要濒危植物种质资源与典型生态系统的

有效保护，维护和丰富植物多样性。 

行动 7.3  建立受威胁植物就地保护的监测和评价体系 

在全国范围内，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建立以监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为内

容的中国野生植物监测体系，定期进行实地调查，获得相关数据及图像资料，随时掌握

受威胁物种的动态变化；研究确定受威胁物种科学评价体系，用以评估受威胁植物种的

保护效果。 



 
 

目标 8  受胁及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及恢复计划 

现状概述 

中国已建成规模较大的植物园、树木园160多家，其中中国科学院和林业系统所属的

植物园（树木园）具有较强的科研和植物保护能力。中国科学院在创新二期建设中，先

后投资1.5亿元，地方政府配套约3亿元，重点加强了华南植物园、武汉植物园和西双版

纳植物园三大核心植物园的建设，开展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国家战略资源植物迁地保护

网络建设，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储备了重要资源。截至2004年，中国科学院植物园所

属14个植物园（树木园）已经引种保存了约20 000种高等植物，占全国植物园收集植物

的90%左右，保存了中国植物区系成分植物物种的60%，并建立和完善了苏铁、木兰科、

姜科、兰科、水生植物、药用植物、能源植物、沙漠植物、亚高山植物、园林花卉植物、

蕨类植物等90个各具特色的植物专类园。 

众多珍稀植物苗圃、种源基地和繁育基地也在野生植物的迁地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目前以迁地保护为主要栽培目的的珍稀植物物种已达113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植

物有31种，栽培规模为15.24万公顷，4.20亿株，国家Ⅱ级保护植物有82种，栽培规模为

119.58万公顷，29.81亿株，红豆杉栽培面积已达近5 000公顷，兰科植物、苏铁等保护植

物种群不断扩大。此外，农业部门还建立了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种质保存圃32个，保

存珍稀濒危物种1 300多种。 

作为中国开展生物种质资源迁地保护的重要基地，“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的主体工程已竣工验收，该库包括：种子库、植物离体库、动物种质库、微生物种质库

和DNA库，以收集保存野生植物为主、兼顾脊椎动物和微生物种质资源。该库近期重点

收集保存珍稀濒危种、特有种、有重要经济价值及科学价值的物种，以建成有重要国际



 
 

地位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科学研究的科学平台和技术支撑体系为目标，计划

在五年内采集保存6 450种，66 500份（株）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在十五年内达到采集野

生生物种质资源总共1.9万种19万份（株）。 

在受威胁植物迁地保护的基础上，少数濒危种类的回归自然引种试验已经开展。其

中，全国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和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对兰科中的杏黄兜兰

（Paphiopedilum armeniacum S.C. Chen et F.Y. Liu），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对疏花水

柏枝[Myricaria laxiflora（Franch.）P.Y. Zhang et Y.J. Zhang]等若干三峡特有濒危植物、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对麻栗坡兜兰（Paphiopedilum malipoense S.C.Chen et Z.H.Tsi）

和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办公室、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

IUCN SSC兰花专家组等联合对五唇兰（Doritis pulcherrima Lindl.）进行了回归自然试验

和种群恢复重建工作。 

存在问题 

植物园、树木园及繁育基地等迁地保护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能力建设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各植物园之间需要加强相互协调和合作工作；植物园迁地保护网络的重点建设

尚未能覆盖我国特有物种高度富集的地区；迁地保护的基础理论和保育技术研究不够深

入，野生植物种质离体保存（如种子库离体保存）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珍稀濒危植物物种自然回归及其生境恢复相关研究薄弱；在繁育基地已形成一定种群规

模的珍稀濒危植物物种的自然回归计划，尚未正式列入植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计划中。 

行动计划 

行动 8.1  建立国家植物园迁地保育网络体系 

推进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国家植物园在迁地保护濒危植物中的作用；



 
 

根据植物物种分布特点，采取就近原则，将不同地域内的国家及省级重点植物园作为野

生植物迁地保护中心，充分发挥其物种保存功能，在对迁地保护网络重点建设薄弱区的

植物园进行充实提高同时，拟新建一批植物园；完善植物园网络体系，加强各个植物园

在迁地保护中的相互协作，促进资源、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加强各植物园的保护能力建

设。 

行动 8.2  调动社会各级力量参与珍稀濒危及重要类群植物迁地保护工作 

充分发挥个人和企业在迁地保护珍稀濒危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潜力植物中的作

用，加强珍稀名贵经济植物的栽培繁育，药用植物的人工培植，生态环境恢复类型植物

的评价研究；鼓励全社会在生态景观建设中科学合理使用各类植物配置；提高生态环境

建设中的植物多样性。 

行动 8.3  加强迁地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保护的效率和质量 

加强迁地保护的基础理论和保育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强离体保存技术研究工作（如

植株、种子、营养器官、组织、DNA保存等），系统的研究、开发、归纳整理行之有效

的迁地保护方法，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植物物种迁地保护的能力和效率。 

行动 8.4  将植物物种回归自然计划正式纳入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 

制定并实施科学有效的植物物种回归自然计划，全面启动受威胁植物物种回归自然

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加强典型案例研究及群落重建的系统研究；使中国10％左右的受威

胁物种回归原生境，加强回归居群的动态监测、管理及评估。 



 
 

目标 9  加强重要社会－经济作物的遗传多样性的综合保育，维持民间传统

利用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知识和实践 

现状概述 

中国具有丰富的作物遗传资源，许多植物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国家十分重视

对各类种质资源的保存。2003年国务院

批准成立了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牵头、

国务院17个部委组成的生物物种资源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对生物物种

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的协调。2005年初，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牵头组织八个相关

部门的专家编制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

保护与利用规划（2006-2030）》，其重

点是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起草了《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

建立起了国家级、地方级以及一些专类种质资源库，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作物种质资源保

存体系。 

在国家种质资源库建设方面，已建成国家种质保存长期库和复份库各1座，其中国家

长期库保存了34万份作物种质资源，长期保存的种质资源数量居世界第一，其中国内地

方品种资源占60%，珍贵、稀有和野生近缘植物约占10%。中国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系统

（CGRIS，http://icgr.caas.net.cn/）已经收录了180多种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的38万份种

质信息，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之一。 

在地方库建设方面，除中国农科院在全国各地农科院建立了15座地方中期库外，广

中国野生稻遗传资源的保护 

中国拥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到 2000 年，全国野生

稻资源目录先后编写出版 3 册，编入中国野生稻资源 6,766 

份，其中国内普通野生稻 5 909 份、药用野生稻 713 份、

疣粒野生稻 144 份。 

众多的野生稻为我国的现代栽培稻品种改良提供了丰

富的遗传资源。据统计，现代栽培稻相对普通野生稻丢失

了约 30％的等位基因和一半的基因型，其中包括了大量优

异基因。“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利用在海南野生稻群中发现

的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实现了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

远缘杂交，培育出了高产的杂交稻。杂交稻在全国大面积

推广，比常规稻增产 20%左右，为解决我国粮食问题做出

了历史性的贡献。截止 2006 年，杂交水稻在中国累计推广

面积达 4 亿公顷，增产稻谷 6 000 多亿千克。 



 
 

东、河北、新疆、内蒙古、江西、湖北等省区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地方库。其中广东省

建成了我国最大的作物种质资源库，重点建设了水稻、野生稻、甘薯、荔枝、香蕉、桑

树等作物种质资源库，建有6个国家资源圃和分圃。河北省建立了种质资源长期库、中

期库和短期库各一座，并建成了河北省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系统（HBCGRIS）。新疆种质

资源库，收集保存了50余种作物近２万份种质资源。内蒙古、江西等地建成的种质资源

中心也保存了种质2.1万份，保存和维护了标本21.1万份。 

我国的专类作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也已初具规模，在林木种质资源方面，2002年

建成的森林植物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中国3 000种乔灌木竹藤花草的30万～40万份种质

资源，全国有良种基地28.5万公顷、采种基地158.1万公顷，苗圃48.71万公顷。国家药用

植物种质资源库首期建设已经开展，将建设长期、中期、短期种质资源保护平台，设计

库容种质资源10万份。湖北省宜昌市建立了三峡濒危植物物种资源库，用于保存三峡珍

稀濒危特有植物种质资源；江西省建立了九江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库；中国科学院的

三大核心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建成了热带植物种质资源库，武汉植物园建立集

种子—DNA—化学资源三位一体的华中特有及经济植物种质资源库，华南植物园建立华

南特有经济作物种质资源库；云南省建成的重楼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世界上已经报

道的24种野生重楼中的23种，还发现和命名了3个新种，是目前世界上最齐全的重楼种

质资源库；湖北省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沙梨种质资源库。 

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种质资源保护技术的基础研究有待加强；一些地方品种的遗传资源收集、

编目和保存力度还不够；许多重要作物野生种群遭受破坏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行动计划 

http://www.xtbg.ac.cn/Research/seed/


 
 

行动 9.1  建立具有重要社会经济价值植物近缘种种质库 

收集具有重要社会经济价值的植物及其近缘种种质资源（包括栽培种和野生种，特

别是地方品种），对其进行编目，建立重要经济植物近缘种种质库。 

行动 9.2  加强具有重要社会经济价值植物野生种群的保护 

通过基层植物保护站向群众广泛宣传野生植物遗传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提高公众对具有重要社会经济价值野生植物的识别能力和保护意识；对处于濒危

状况的珍、稀、特、优遗传资源和重要农作物的野生近缘种，建立自然保护区（点），

进行长期原生境保存，保护（区）点内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人类活动，严格治理周边

环境，以保持其自然进化途径，同时制定这些保护点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 

行动 9.3  确保中国主要经济植物 70％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加强遗传资源保存和监

测技术研究 

在全国遗传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对重要的经济植物遗传多样性保护现状作出评估，

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确保中国重要经济植物70％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加强对大

多数经济植物遗传多样性的监测工作，了解其遗传多样性的变化趋势，及时实施必要的

保护措施。对不同保存方式下的遗传资源进行动态监测管理，加强对各类资源的遗传完

整性进行评估和补充收集；研究各类遗传资源最佳的保存方式和最安全的保存环境。 

行动 9.4  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减轻重要经济植物遗传资源的流失情况 

发挥国家作用，对目前经济效益低但带有重要遗传资源的植物品种，特别是某些优

良的地方品种进行种植收集和收藏；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我国各类各种植物遗

传资源全面和可持续保育的局面。 



 
 

目标 10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计划制订，确保本土植物群落、生境及生

态系统安全 

现状概述 

中国地域辽阔、栖息地类型多样，几乎任何物种都能在中国找到适宜的生境，加上

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因此中国遭受外来入侵种的威胁日趋严峻。目前我国的外来

入侵生物有400多种，其中危害较大的有100余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

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中，我国就有50余种。据不完全统计，外来入侵物种每年对中国

国民经济相关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 198多亿元。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外来入侵生物的管理工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植物检疫条例》、《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检疫审

批和监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潜在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试行）》

等法律法规，对外来入侵生物的入境实行严格的检疫。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中国科学

院于2003年发布了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为加强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治和管理，

2004年，国家建立了由农业部牵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林业局、

科技部、海关总署、国家海洋局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全国外来生物防治协作组，成立了外

来物种管理办公室。农业部成立了外来入侵生物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为外来入侵生物

防治提供了组织和技术保障。针对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正对我国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的状况，国家林业局成立了“国家

林业局防止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管理办公

室”。 

近年来，中国对外来入侵植物采取了物理

农业七大体系 

农业七大体系是：种养业良种体系、农业科

技创新和应用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产品质

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

生态保护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 



 
 

的、化学的、生物的、农业的等综合控制措施。农业部连续三年开展了“十省百县”灭毒

除害行动，有效地控制了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Mart.）Solms]等我国主要外来入侵物种的传播。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林业局、

农业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相关部门都开展了外来物种的风险分析工作，建立了一套

比较全面的风险评估体系，农业部已经制定了《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共收集300余种外来入侵生物的信息数据，构建了“中国外来入侵物种”

数据库，编辑了《中国主要农林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启动的农业“七大体系”之“动植物

保护体系”对重大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进行重点投资。国家还立项开展了外来入侵

植物的普查、入侵现状、主要危害和有效防控等一系列的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的植物

研究所和植物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外来物种有效控制的机理和控制方法的研究。此外，

“中国外来生物入侵预防与管理”、“亚太经合组织外来入侵生物防治国际研讨会”等国际

会议在中国的举行，有力地促进中国对外来入侵生物的研究。 

存在问题 

法律法规不完善，尚未出台有关外来生物预防、引进、控制的专项法规；公众对外

来入侵生物的危害认识不足，尚未制定系统的教育、培训和宣传计划；风险评估、检疫

检测、监测、预警、控制、清除的技术缺乏，手段落后，对主要外来入侵生物的分布、

种群动态、传播机理等缺乏足够的研究。  

行动计划 

行动 10.1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重视外来生物的风险评估工作 

制定《外来入侵生物防治条例》和《全国外来入侵生物防治规划》，加强对无意引进

和有意引进外来生物的安全管理，完善入境生物相关检疫法规，提高检疫手段和方法，



 
 

加强检疫力度，控制具有危害性的外来生物引入；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控制机制，在外来

入侵生物产生危害前后的各个阶段制定一套完整的控制体系；完善对生态系统、生境或

物种构成威胁的外来入侵生物的风险评价方法和风险管理程序，对主要外来入侵生物建

立国家级监测预警系统。  

行动 10.2  加强外来入侵生物有关的科学研究  

加强对外来入侵生物防治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从入侵生物快速检测的分子基础、生

物入侵与成灾机制、风险评估与早期预警及控制技术等方面入手，在分子、个体、种群、

群落、生态系统不同层次上揭示外来生物入侵过程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与核心技术，逐步

形成生物入侵研究的科学体系；在典型区域，建立示范基地，对外来入侵生物入侵过程、

危害机制、防治技术等方面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加以推广。 

行动 10.3  加强各部门信息交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加强各部门之间在外来入侵生物发生、发展和爆发等领域的信息交流，协调各部门

相关领域的行动；紧密地与相关国际项目（如全球入侵物种项目、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结合，开展外来入侵生物管理、防治和

控制技术的国际合作。 

行动 10.4  加强外来入侵生物的科技培训与公众教育 

建立外来入侵生物培训中心（网），在正确识别入侵生物及其危害、预防、清除、控

制外来入侵生物的管理方法、生态系统的恢复等方面，对有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通过

各种媒体，大力开展入侵生物危害性及其预防与控制的宣传和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民

对外来入侵生物的防范意识。 



 
 

目标 11  杜绝国际贸易对野生植物物种的威胁 

现状概述 

为了加强对濒危野生植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的控制，中国政府颁布了《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以规范濒危野生植物的进出口管理；《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纲要》也提出严厉打击濒危野生植物的非法贸易。中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CITES）后，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并在

全国成立了22个办事处，代表中国政府履行公约。在深圳、大连等重要口岸设立检查站，

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国家濒管办与海关总署共同制定了《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

录》，使野生植物进出口活动全部纳入海关监管内容。实施了“野生动植物允许进出口证

明书核发”和“非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物种证明核发”两项行政许可工作，对部

分敏感物种采取了限额、标记管理。为了加强国际和地区在控制野生植物贸易中的合作，

1995年在北京召开了“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关于控制野生动植物贸易研讨会”，通过了

《控制亚洲地区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北京声明》；1997年开始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每年

召开一次CITES履约协调会。2006年由广东省林业局、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广州办事处和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共同在香港举办了“粤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贸易研讨会”；2003年和2006年，国家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和越南CITES管理机构共同组

织召开了两次“关于野生动植物贸易控制和CITES履约双边会谈”。此外，国家林业局及

各省区下属的森林公安部门在打击野生植物盗采和非法贸易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存在问题 

中国野生植物及产品的资源和贸易量不明，缺少出口贸易对野生植物种群影响的评



 
 

估；由于野生植物进出口管理涉及农业、林业、环保等多个政府部门，部门间协调困难，

而且各部门执法资源有限且分散，难以对野生植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进行高效率的管

理；野生植物的国际贸易问题尚未单独列入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之中。 

行动计划 

行动 11.1  对有国际贸易记录的野生植物进行贸易评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历年审批核准的野生植物进出口种

类、海关历年审批核准的野生植物进出口种类和数量以及涉及非法国际贸易的物种，开

展野生植物进出口种类和数量的贸易调查；开展有贸易记录的野生植物天然种群经济储

量调查，与野生植物进出口种类和数量进行比较，评估国际贸易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影响。 

行动 11.2  加大政府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野生植物的走私行为 

积极开展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形成打击非法野生植物

国际贸易的合力；运用现代技术强化对野生植物及其产品的识别和鉴定，为植物保护执

法提供快速、准确的科学依据；加强同相关缔约国、国际刑警组织与世界海关组织的联

络与协作，及时准确掌握和提供国际贸易动态和走私活动信息。 

行动 11.3  协调部门合作 

协调野生植物出口管理相关部门的合作，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明确部门权责，

提高野生植物国际贸易的管理效率。 



 
 

目标 12  加强植物原材料产品的可持续利用管理 

现状概述 

中国来源于植物的产品主要分为四类：食品、饲料、中草药及其保健品、木材及其

纤维产品。中国约有食用植物 1 300 种，而最主要的食用植物主要集中在水稻、小麦、

玉米上，2005 年中国三大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 84%；饲用植物有 3 000 种，其中禾

本科、豆科、莎草科、菊科、藜科等植物饲用较多，并且进行了广泛的人工栽培，已建

成了“中国饲用植物图谱数据库”，出版了《中国饲用植物》，均对主要饲用植物的栽培

做了介绍。中国是传统的药用植物大国，药用植物约有 11 164 种；中国悠久的中医药文

明发展史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药用植物栽培体系。在中国常用的 600 多种药材，已

实现栽培的有 200 多种，栽培面积 40 万公顷，年产量 30 万吨，约占常用药材品种的 30%，

栽培年产量占年收购总量的 40%～50%。中国有木材植物 2 000 种，纤维植物 1 200 种，

常用的纤维植物约有 300 种。 

农业部于 2001 至 2005 年之间，先后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农产品质量安

全绿色行动”，实施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发展

战略。在有机食品方面，2004 年 6 月，商务部、质检总局、环境保护总局等 11 部委联

合发布了《关于推进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农业部、环境保护总局等部门

的密切配合下，制定和起草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和《有

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基本建立了我国有机产品认证的监管体系。到 2005 年底，中

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食品企业总数达到 520 家，产品总数达到 2 278 个，

认证面积 310.9 万公顷。在绿色食品方面，建立了由产地环境质量标准、生产技术标准、

产品标准等六部分组成的绿色食品标准体系。截止 2006 年底，全国有效使用绿色食品



 
 

标志企业总数达到 4 615 家，产品总数达到 12 868 个，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正式批准

全国 14 个省份 119 个县（场）创建的 151 个基地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总种植面积 270 万公顷。在无公害农产品方面，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了农产

品安全质量国家标准（GB18406 和 GB/T18407），为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和产品质量

提供了具体要求，农业部也先后制定了 358 项无公害食品标准。截至 2006 年底，全国

已认证无公害农产品总数 23 636 个，其中种植业产品 17 996 个；已认定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 30 255 个，其中种植业产地 21 701 个，面积规模 2 327 万公顷。 

森林认证是保证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开展森林认证工作，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中

国森林认证标准》已经起草完毕，《产销监管链认证标准》和《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办法》

也正在制定当中，同时国家体系还将寻求国际体系 FSC 和 PEFC 的认可与合作。迄今为

止，我国有 43 万多公顷的森林通过 FSC 的认证，有 137 家林业企业通过了 FSC 的产销

监管链的认证。为了探索不同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技术、模式和评价体系，为林

业跨越式发展和林业早日跨入可持续发展阶段提供经验和样板，根据国家林业局 2004

年下发的《国家森林可持续经营试验示范点建设工作方案》，已经在吉林省的汪清县、

辽宁省的清原县、福建省的永安市、浙江的临安市、江西省的井冈山市和靖安县、甘肃

省的小陇山建立了国家森林可持续经营试验示范点。 

为了实现野生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国政府大力扶持高经济价值野生植物的人

工培植工作。国家林业局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了“全国野生动植物可持续发展座谈会”，

提出大力发展野生植物资源的人工培育，实现以利用人工繁育资源为主的战略转变，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会后出台了《关于促进野生动植物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我国

有国际贸易数据的 123 种野生植物中，人工培植技术水平较高的物种就有 83 种，这些



 
 

物种已经全面开展了种源试验和良种选育、场地育苗、整地植苗、大田管理、采收储运

等方面的技术研究。 

存在问题 

中国的植物原料产品种类非常繁多，种类复杂，目前为止，没有清晰的产品名录和

植物原料来源的编目；人工培植的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种植业中可持续利用的技术相

对落后，一部分市场需求较大的野生植物还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繁育、培植体系；

野生采收强度没有定量标准，栽培过程中未采用强制性有机农业规范的技术措施。 

缺乏鼓励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有机食品的生产数量不足，不能满足国内

外市场的需求；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水平不高；

由于我国的认证机构尚未建立、认证费用较高以及人们对森林认证缺乏认识等原因，我

国的森林认证还没有得到广泛开展；一部分市场需求较大的野生植物还没有形成规模

化、集约化的繁育、培植体系；仍存在由于超强度采收导致的野生植物资源减少现象。 

行动计划 

行动 12.1  对中国野生植物产品原料来源进行本底调查 

开展野生植物源产品普查，确定中国野生植物商品名录；对列入中国野生植物商品

名录的植物进行野生资源和人工培植资源现状进行调查，并对其可持续利用方式进行评

估。 

行动 12.2  扩大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规模 

继续完善有机产品认证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积极推进鼓励政策，加快有机食

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加强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

监督和管理，大力宣传有机农业理念。 



 
 

行动 12.3  加强我国的森林认证工作 

进一步完善森林认证体系建设，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建立有效的市场准入机制，

通过推行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统一标识制度、认证制度，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实施

采集证管理制度，有效保护具有较大市场需求的野生植物资源；优化野生动植物资源的

宏观调控和配置，遏制滥用、过度消耗野生植物资源的情况。 

行动 12.4  大力发展野生植物的人工培植 

鼓励植物资源的利用者大力开展人工培植，吸引全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参与野生植物

的人工培植，减轻对野生植物资源的采收压力；加强对野生植物，特别是药用植物人工

培植的研究，努力突破人工培植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不断提高人工培植的规模和质量；

逐渐推广国际和国内 GAP（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标准，开展野生植物的人工培植。 

行动 12.5  控制野生植物资源的采收强度 

及时掌握野生植物资源总量的动态变化，对储量较大、人工培植技术水平低或未进

行人工培植的野生植物，利用时要严格控制采收强度，坚持采收量要小于资源增长量的

原则，确保野生植物资源不受到贸易的威胁；对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严格实行采集与

贸易的行政许可制度。



 
 

目标 13  遏止支撑生计的植物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减少，鼓励中国民间

传统知识和实践的传承和创新 

现状概述 

中国是农业大国，种植业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社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在长期历史进

程中，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支持生计植物资源利用的传统知识和实践，如浙江、福建、

安徽等省的茶、山东半岛的苹果、新疆的葡萄等。此外，许多植物在地方粮食安全中具

有重要地位，如青稞是藏族人民的主食，其种植面积占西藏农作物种植总量的 60%，板

栗、红薯、马铃薯等还在我国许多欠发达地区的粮食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政府

把粮食安全作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来抓，正在制定《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法》，

以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以粮为本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还注重发展地方名优植物

产品，大力提高各地农民的经济收入。2005 年 7 月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为地方名优产品的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植

物知识和文化。民族植物学通过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研究民族民间传统利用植物的知识和

实践经验，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它在我国国民

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中具有作用。1987 年，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了民族植物学

研究室，中国首届民族植物学培训

班同年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

办。1996 年，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

究被列入国家研究计划。2002 年，

中国民族药丰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

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各有特色的植物认识和利用知识。民族

药是中国传统医药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 55 个少数民

族中，有独立民族医药体系的约占 1/3，最重要的民族药包括藏

药、蒙药、白药、傣药、彝药、苗药以及回药等，这些民族药

在各族人民的医疗保障中具有重要作用。野生植物是民族药最

主要的原料来源，据统计，传统的民族药约有 12 800 种,其中



 
 

首届民族植物学学术与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浙江召开，为我国民族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民族药研究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民族植物医药的

调查、开发和保护。“中草药与民族药标本的收集、整理和保存”项目共收集、整理和鉴

定了中草药与民族药蜡叶标本 4 189 种、药材标本 1 050 种，建立了腊叶和药材标本数

据库，出版了《中草药与民族药药材图谱》。卫生部组织了使用民族药较多的 16 个省

区药监机构，历经数年共同编写成了《中国民族药志》数卷，此外中国政府还组织有关

部门编辑出版了《中国藏药》、《蒙药学》、《维吾尔常用药材》等数十种有关民族药

的专著。在民族药开发上，中国政府还帮助各少数民族研制和开发出了一大批民族新药，

单蒙药一项就已开发利用 120 多种。此外，在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上，现已有独立设置的

民族医药高等院校 2 所，第一套藏医药本科规划教材已出版 25 门，蒙、维、傣医药本

科规划教材正在编写中。 

除民族药外，其他许多与植物相关的民族优良传统做法也得到了保存和发展。许多

少数民族优良的传统做法有利于当地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如傣族日常生活所

需要的很多植物都是从森林和刀耕火种弃荒地上直接采挖和砍伐，并在使用过程中注重

“砍老竹留新笋”、“砍树干应保留树根，采果子还需保护树枝”等，保证了其更新能力。

此外民族信仰也在植物多样性保护中得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许多道教、佛教圣地、“神

山”都是野生植物资源保护较好的地域，通过制定乡规民约，使良好的传统知识得到保

存和发扬，促进了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如在西双版纳州有 400 座“神山”，这些神圣的山

林被傣族公社严格地保护起来。在保护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国内立法和实践方面，我

国已经做了一些尝试，除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之外，还颁布相关法律和法规，从行

政管理的角度加以保护，如进行专利保护、商标保护、植物品种权保护等。 



 
 

存在问题 

中国地方特色植物产品在种植、深加工等方面技术含量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与

植物有关的民族传统知识和实践大都散布于民间，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伴随着民族

开放、生活习惯和生产管理现代化的进程，许多优良的民族传统知识正在逐渐消失；现

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能对传统知识提供全面、系统的保护，缺乏惠益公平分享机制。 

行动计划 

行动 13.1  加快发展地方名优植物产品 

通过政策倾斜，鼓励地方名优植物产品的标准化种植和深加工，提高产品的产量和

市场竞争力。 

行动 13.2  系统整理民族传统知识 

进行民族传统知识普查活动，以县为单位，设立民族传统知识普查小组，聘任当地

传统知识丰富的人员收集当地的民族传统知识；按照民族类别，对收集到的传统知识进

行整理和汇编，国家或省相关主管部门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予以出版。 

行动 13.3  保护民族传统知识 

对交通便利、民族传统典型的地区，建立民族风情休闲旅游区，向外界充分展示优

良的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不便发展为旅游区的民族地区，建立

民族传统文化博物馆，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收藏保存。 

行动 13.4  建立传统知识惠益公平分享机制 

将传统技术、知识和做法列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同时针对传统知识的特殊性，制

定和实施有明确政策目标的单独立法，使之与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全

方位综合的法律保护体系，从而对传统知识实行有效地保护，从而建立起传统知识的惠



 
 

益公平分享机制。 

 



 
 

目标 14  加强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普及和公众教育 

现状概述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植物多样性的宣传教育，始终坚持把对学生的环境教育作为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内容已经纳入中小学课程。中国政府

每年都利用“植树节”、“地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湿地日”、

和“全国法制宣传日”等组织一系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教育活

动，如举行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国际研讨会、画展，充分利用电视、报纸、无线电广

播等媒介，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问题，广泛宣传有关植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和

科学知识。这些活动对加强民众植物多样性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意识和参与植物

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十五”期间全国参加义务植树人数达 27.5 亿人

次，植树 120.4 亿株，新建各种义务植树基地 6 万多个。 

2003 年国家林业局与《中国绿色时报》联合组织开展的“野生植物保护大家谈”征

文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反响，收到来稿近千余篇，大大提高了公众

对野生植物保护的认识。 

森林公园、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等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和教育中也起到了巨大

作用，森林公园 2005 年接待游客量就超过了 1.8 亿人次，中国科学院辖下的植物园和其

他植物园年接待的访客总数约 6 000 万人次，自然保护区年接待访客量也超过了 2 亿人

次。 

目前，中国现有的 1 282 个科普教育基地中，除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确定的 14

个全国野生植 

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外，还包括天津热带植物观光园、中国赤水桫椤博物馆等一大



 
 

批以植物为主题的科普教育基地，这些基地每年均举办科普（技）讲座、科普（技）专

题展览、科普（技）竞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国还建立了大量

官方和民间网站，宣传植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 

存在问题 

生物多样性基本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力度仍需加强，宣传方式有待改进，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制定专项的植物保护宣传教育行动纲要；基层宣传机构不健全、设施不完善，公

众的野生植物保护意识和资源忧患意识不强；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团体较少、力

量薄弱。 

行动计划 

行动 14.1  加强政府部门植物保护的宣传力度 

制定专项的植物保护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为中国的植物保护宣传提供行动指南；各

级政府部门要配置野生植物保护宣传分支机构，基层自然保护机构要建立专门的宣传队

伍；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野生植物保护宣传日（周）活动；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宣传设施

和形式的建设，加强环境宣传教育网站和视听资料库的建设和教育培训手段的现代化建

设。 

行动 14.2  加大植物保护教育力度 

持续开展“绿色学校”、“绿色幼儿园”的创建活动，并在全国高等院校逐步开展“绿色

大学”创建活动，非环境专业开设环保课程或讲座，师范院校逐步把环保课列为选修课

程；开展多方式职业培训，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管理水平，推动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顺

利开展。 

行动 14.3  整合社会各界力量，提高民众植物保护的意识 



 
 

继续发挥植物园在植物保护教育和宣传中的主导地位，加大植物园对外开放力度，

使民众在休闲旅游过程中提高植物保护的意识；充分发挥民间团体和各相关专业协会在

植物保护宣传教育中的作用，广泛普及野生植物和野生植物保护的科学知识。 



 
 

目标 15  加强植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 

现状概述 

国家林业局、环境保护总局和农业部分别设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司、自然生态保护

司（总局生物多样性保护办公室）和科技教育司，负责相关的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在法

律法规建设上，《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

区条例》等为中国的野生植物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规范。为了具体指导中国的野

生植物保护行动，2002 年国家林业局开始组织编写《中国野生植物保护行动计划》；同

时，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成员在参与《大加那利岛宣言》和《全球植物保护战

略》起草咨询的同时，开始了在科学研究层面制订计划，先后制定中国本土植物迁地保

育中长期规划（Science，2002），起草了《西双版纳宣言—中国植物园的国家保护议程》

（2004 年 2 月）。 

中国许多高等院校都开设了与植物多样性相关的专业或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

的相关研究所及植物园则成立了各类保护中心和繁育中心等，为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培养

了大批高级管理和研究人才。中国在许多省份还设有林校和农校，为基层植物保护从业

人员提供了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此外中国高校、科研院所及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还举

办各种层次的培训班、研讨班，以促进中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如 2003 年清华大

学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TBA）与 BP 动植物保护项目联合举办了“中国高校学生 NGO

生物多样性保护”培训，来自全国 22 所知名高校的学生环保社团骨干与专家、学者及政

府官员一起探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教育部主办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实习基

地骨干教师培训班”，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先后举办了“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管理培训

班”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培训班”，中国科学院举办了多次全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培训。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先后在中国共同举办了七

届中国植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学术研讨会或培训班。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委员会与

有关部门和组织共同举办了七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WWF 和四川

大学联合举办了民间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培训。经过多年的人才累积，中国现在已初

步具备一支具有植物保护知识和职业技能的人才队伍。 

在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水平也得

到了长足发展，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筹集了大量的

经费，完成了“中国关键地区生物多样性保育的研究”等一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对野生

植物濒危评价体系、濒危机制以及保护原理和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了

加强野生植物保护工作者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促进中国的野生植物保护事业，2003 年中

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在北京成立，之后协会还先后成立了兰科植物保育委员会和红豆杉

保育委员会。 

存在问题 

植物多样性保护的机构建设还不够完善，许多地方政府尚未建立专门的野生植物保

护机构；野生植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少，《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

有些条款已经过时；国家缺乏对从事植物保护工作人员的保护和鼓励措施；整体上从事

植物保护的人员缺乏，特别是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不足，基层从业

人员缺乏系统培训；在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及其相关人员培训中，资金投入不足。 

行动计划 

行动 15.1  加强植物多样性保护的机构建设 

健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野生植物保护机构，加强地（市）、县野生植物保



 
 

护机构以及各乡镇林业工作站的建设，重点建设省级机构；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民间保

护组织的管理，充分发挥协会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中的作用。 

行动 15.2  完善法律法规，强化行政执法监管能力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增加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增加和完

善国家法律法规中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内容，加快地方各级野生植物相关法规的制

定；加强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设施配备，提高其执法能力，为植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的实施提供保障。 

行动 15.3  加强植物保护人才培养和培训 

鼓励高校调整本科专业结构比例，适当增加植物多样性保护相关专业的设置；加强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植物保护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上的力度；加强基层从业人员的技能培

训，提高其业务水平。 

行动 15.4  加大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加大植物保护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提高植物保护工作的能力和效率；积极争取国

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国外民间组织及个人在植物保护方面的各种援助项目。  

行动 15.5  提高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科技支撑 

积极开展植物多样性创新性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培育与转化的机制；加强

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科技队伍的建设，制定倾斜政策调动各级从事植物保护工作人员的

积极性；增强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科技支撑能力。 



 
 

目标 16  植物保护的网络体系建设 

现状概述 

中国初步形成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基

本建成中国植物园网、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东亚植物遗传资源网络等网络体系；

中国有 26 个自然保护区加入了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已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

园工作委员会、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园保护分会、中国植

物学会迁地保护专业委员会、中国公园协会植物园专业委员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

金会植物园委员会和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CWPCA）等；中国与世界银行、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

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等国际组织以及

德国、英国、东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广泛合作，召开了地球系统科学联盟全球环境变

化科学大会、东亚植物区系及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东亚植物园网络会议、第三届世界

植物园大会等一系列有关植物保护的国际会议，开展了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中国生物

多样性伙伴关系框架项目、中美联合考察川西部植物多样性项目、中英合作复建丽江高

山植物园项目、中德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项目、中国濒危木兰科树种保护、森林

生物多样性监测大样地建设项目等一大批生物多样性合作项目，发表了亚洲热带森林保

护《昆明宣言》。 



 
 

存在问题 

自然保护区和植物园网

络内部以及与其他环境保护

机构沟通不畅，缺乏协作；

没有与区域和国际各级的保

护机构形成互动网络；植物保护网络建立和维护资金投入不足。 

行动计划 

行动 16.1  加强国内各植物保护机构和站点的网络建设 

建立国家级、省级和基层三级结构的数据库，加强各级之间活动网络沟通；加强各

类相关植物保护机构的统一协调和管理，强化自然保护区和植物园网络内部以及与其他

环境保护机构的联系。 

行动 16.2  积极参与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植物保护互动网络；加强中国在区域植物保护活动中的带动作

用，尤其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建立一批跨境自然保护区；积极参加国际植物保护

组织，并认真履行有关公约的义务；通过国际合作以加强人员与科技信息交流，扩大中

国野生植物保护国际合作的领域。 

 

中国成为东亚植物园网络组织首届协调国 

2005 年 4 月，在植物园保护国际(BGCI)的倡导下，东亚植物园工作

会议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分别派代表参

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东亚植物园间的合作、人才交流、人

员培训、植物材料和研究资料的交换、植物园保护国际议程各项目标的

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申请项目经费等主题进行了广

泛交流。议会代表还分别对本国植物园目前的现状、发展趋势和所取得

的成绩进行了交流。 

会议决定成立“东亚植物园网络”组织。会议一致推举中国为“东亚植

物园网络”组织的首届协调国。2006 年 8 月在中国昆明召开了“东亚植物

园网络”组织正式成立大会和首届研讨会。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

古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俄罗斯东亚地区的主要植物

园代表出席了会议。 



 
 

附录Ⅰ  中国的“植物活化石” 

银杏（Ginkgo biloba L.） 

银杏又名白果，为银杏科唯一生存的种类，是著名的活化石植物本种，为著名的“活

化石”。中生代侏罗纪银杏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白垩纪晚期开始衰退。第四纪冰川降

临，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绝大部分地区灭绝，野生状态的银杏残存于中国浙江西部山区。

由于个体稀少，雌雄异株，如不严格保护和促进天然更新，残存林分将被取代。银杏还

是珍贵的用材和干果树种，由于具有许多原始性状，对研究裸子植物系统发育、古植物

区系、古地理及第四纪冰川气候有重要价值。叶形奇特而古雅，是优美的庭园观赏树。

种子作干果。叶、种子还可作药用。现在中国的银杏资源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区的 60

多个县市。 

珙桐（Davidia involucrate Baill.）  

珙桐又名水梨子、鸽子树，一千万年前留下来的孑遗植物，属珙桐科，是一种

落叶乔木。叶广卵形，基部心形，叶边有锯齿。四、五月间，它洁白的花盛开时，花的

基部两瓣乳白色的巨形苞片，往往随风起舞，好像鸽子展翅飞翔，是世界珍贵的观赏植

物。珙桐树为我国所特有，主要分布在湖北省西部、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少数山区世界

各国都有珙桐树，是自 1903 年英国从我国引种后而陆续栽培出来的。 

鹅掌楸[Liriodendron chinense（Hemsl.）Sarg.] 

鹅掌楸，属木兰科，为落叶乔木，树高达 40 米，胸径 1 米以上。叶互生，叶外形

似鹅掌，本种和北美洲的北美鹅掌楸是著名的姊妹孑遗植物。早在地质年代的白垩纪，

在欧洲、格陵兰和日本都有鹅掌楸属植物的化石发现，新生代冰河时代之前本属植物曾

广布北半球，经过冰河的侵入之后绝大多数灭绝，当今只留下这两个间断分布的种类。



 
 

因而鹅掌楸对古植物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如今在安

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和云南等省区零星分布。 

水杉（Metasep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ang） 

水杉，属杉科，落叶大乔木，中国特有种和世界著名的孑遗植物、“活化石”。远在

中生代白垩纪，地球上已出现水杉类植物，并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冰期以后，这类植物

几乎全部绝迹。在欧洲、北美、东亚，从晚白垩至新世纪地层中均发现过水杉化石，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植物学家在湖北、四川交界的谋道溪（磨刀溪）发现了幸存的水杉

巨树，树龄约 400 余年。后在湖北利川县水杉坝与小河发现了残存的水杉林，胸径在 20

厘米以上的有 5 000 多株，还在沟谷与农田里找到了数量较多的树干和伐兜。随后，又

相继在四川石柱县冷水与湖南龙山县珞塔、塔泥湖发现了 200~300 年以上的大树。它对

于古植物、古气候、古地理和地质学，以及裸子植物系统发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它树形优美，树干高大通直，生长快，是亚热带地区平原绿化的优良树种，也是

速生用材树种。如今水杉在中国已广为栽培，国外各大植物园也有引种。 

桫椤[Alsophila spinulosa（Wall. ex Hook.）RM Tryon.] 

桫椤又名树蕨，属桫椤科，是现今仅存的木本蕨类植物。在距今约 3.5 亿万年前，

桫椤曾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与恐龙一样，同属“爬行动物”时代的两大标志。但经过

漫长的地质变迁，地球上的桫椤大都罹难，只有在极少数被称为"避难所"的地方才追寻

到它的踪影。闽南侨乡南靖县乐主村旁，有一片傻子带邸林，它是中国最小的森林生态

系自然保护区，为"世界上稀有的多层次季风性傻子带原始雨林"，在那里有世上珍稀植

物桫椤。桫椤名列中国国家一类 8 种保护植物之首。桫椤科植物是一个较古老的类群，

中生代曾在地球上广泛分布。现存种类分布区缩小，且具较多的地方特有种，是研究物

种的形成和植物地理分布关系的理想对象。如今桫椤的分布区基本上已经被划入自然保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0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5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739.htm


 
 

护区，在贵州还建立了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 

金钱松[Pseudolarix kaempferi（Lindl.）Gord.] 

金钱松，属松科，落叶大乔木，短枝上叶片 20~30 枚簇生而呈伞钱状，因此得名。

地质年代的白垩纪金钱松曾经在亚洲、欧洲、美洲都有分布，更新纪的冰河时代各地金

钱松都相继灭绝，唯有中国长江中下游残留少数，成为现今仅存于中国的单属单种特有

植物。由于其特殊的分类地位，金钱松成为植物系统发育重要研究对象。本种分布于江

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四川东部和湖南、湖北等地。多

生长于低海拔山区或丘陵地带，适宜温凉湿润气候。现已作为造林绿化树种，广为栽植。 

百山祖冷杉（Abies Beshanzuensis M. H. Wu） 

百山祖冷杉属松科，是第四纪冰川期遗留下来的植物，有“植物活化石”和“植物大熊

猫”之美称，对研究古气候、古地质变迁、古生物、古植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野生百山祖冷杉全球仅存 3 株，均生长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庆元县百山祖内海拔

1 700 米左右的西南坡上，周围伴生着亮叶水青冈。庆元百山祖冷杉被国际物种组织列

为世界上最珍稀、濒危的 12 种植物之一，经过林业专家 10 多年来的精心繁育，目前迁

地保护已获得成功。 

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 Chun et Kuang） 

银杉属松科，常绿乔木，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珍稀物种，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

“活化石”。银杉在其碧绿的线形叶背面有两条银白色的气孔带，每当微风吹拂，便银光

闪闪，更加诱人，银杉的美称便由此而来。远在地质时期的新生代第三纪时，银杉曾广

布于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在德国、波兰、法国及前苏联曾发现过它的化石，但是，距今

200 万～300 万年前，地球发生大量冰川，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但欧亚的大陆冰

川势力并不大，有些地理环境独特的地区，没有受到冰川的袭击，而成为银杉的避风港。

http://www.nre.cn/htm/09


 
 

1980 年，贵州农学院林业系讲师徐有源带队在县林业部门的配合下，深入大沙河林区考

察，在小沙河沙凼发现了银杉。此后，在湖南、四川和贵州道真等地又发现了十几处，

1 000 余株。 

香果树（Emmenopterys henryi Oliv.） 

香果树属茜草科，是香果树属的单种，落叶大乔木，是经第四纪冰川幸存的古老孑

遗树种之一。香果树最初发现于湖北西部的宜昌地区海拔 670~1340 米的森林中。英国

植物学家威尔逊在他的《华西植物志》中，把香果树誉为“中国森林中最美丽动人的树”。

香果树是研究物种系统发育、形态演化及中国植物地理区域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的科

研价值。 

红豆杉[Taxus Chinensis （Pilger）Rehd.] 

红豆杉又称紫杉，也称赤柏松，属红豆杉科，是世界上公认的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

抗癌植物。它是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在地球上已有 250 万年的历史。红豆

杉是中国特有种，现分布于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广西、安徽。 

 



 
 

附录Ⅱ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 

从 1956 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到 1978 年为止仅成立了 45 个保护区，但

从那时起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迅速增长。截至 2006年底，全国已建各类自然保护区 2 395

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65 个，保护面积从 126.5 万公顷增加到 15 153.5 万公顷，

占国土总面积的 15.16%。其中林业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 1 648 处，占全国自然保护区

总数的 70.16%，总面积 11 397.5 万公顷；环保部门归口管理 272 个，面积合计 2 370.03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和总面积的 11.58%和 15.81%；农业部门归口管理

75 个，面积合计 279.03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和总面积的 3.19%和 1.86%；

海洋部门归口管理 88 个，面积合计 524.21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和总面

积的 3.75%和 3.50%；国土资源部门归口管理 66 个，面积合计 127.32 万公顷，分别占

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和总面积的 2.81%和 0.85%；水利部门归口管理 60 个，面积合计

137.94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和总面积的 2.55%和 0.92%；城建部门归口

管理 16 个，面积合计 16.77 万公顷；另有 124 个保护区由科技、中医药、旅游等部门和

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归口管理，面积合计 158.86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

和总面积的 5.96%和 1.06%。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历程 

年份 数量（个） 面积（万公顷） 占国土面积比例（％） 

1956 1 0.1 0.00 

1965 19 64.9 0.07 

1978 45 126.5 0.13 

1982 106 390.0 0.40 

1987 400 2 000.0 2.10 

1989 460 2 400.0 2.50 



 
 

1991 638 5 505.0 5.73 

1993 763 6 618.4 6.84 

1995 799 7 185.0 7.20 

1998 926 7 697.9 7.64 

2000 1 276 12 300.0 12.4 

2001      1 551 12 384.0 12.9 

2002 1 757 12 672.0 13.2 

2003 1 999 14 398.0 14.3 

2004 2 194 14 822.6 14.8 

2005 2 349 14 994.9 15.0 

2006 2 395 15 153.5 15.16 

全国自然保护区保护了我国 70%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0%的野生动物种群和

60%的高等植物种类以及重要自然遗迹，珙桐、苏铁、兰科植物、水杉等一批珍稀濒危

物种种群数量呈明显恢复和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些自然保护区还起到了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改善环境的重要作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有关自然保

护区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了科

研监测支撑体系，发挥了宣传教育的作用，以自然保护区为载体，积极参与自然保护的

国际合作，树立了我国重视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保护的良好国际形象。我国先后已有

26 处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30 处被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 



 
 

附录Ⅲ  中国六大林业工程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确立并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

战略，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和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作出了

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及长江中下游地

区等重点防护林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

林基地建设工程等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的重大决策。 

六大林业重点工程涉及全国 97%以上的县、市、区、旗，规划造林任务超过 0.76

亿公顷，规划投资 7 000 多亿元，建设内容包括资源保护、国土绿化、水土流失治理、

防沙治沙、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商品林基地建设等各个领域。 

1. 天然林保护工程 

包括三个层次：全面停止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采伐；大幅度调减东北、 

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由地方负责保护好其他地区的天然林。工程计划调

减木材产量 1 991 万米 3，管护森林 9 433 公顷，分流安置富余职工 74 万人。在 2000~2010

年间，工程实施的目标：一是切实保护好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 6 120 万公顷现有

森林，减少森林资源消耗量 6 108 万米 3，调减商品材产量 1 239 万米 3。到 2010 年，新

增林草面积 1 467 万公顷，其中新增森林面积 867 万公顷，工程区内森林覆盖率增加 3.72

个百分点。二是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调减 751.5 万米 3，使 3 300 万

公顷森林得到有效管护，48.4 万富余职工得到妥善分流和安置，实现森工企业的战略性

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步入可持续经营的轨道。 

2. “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 

这是我国涵盖面最大的防护林工程。囊括了“三北”地区、沿海、珠江、淮河、太行

山、平原地区和洞庭湖、鄱阳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护林建设。工程计划造林 2 267



 
 

万公顷，并对 7 187 万公顷森林实行有效保护。1989 年、1990 年、1987 年、1994 年、

1996 年，先后启动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平原绿化、太行山绿化、珠江流域

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到 2000 年底，5 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护林工程一期建设结束；2000

年国家林业局编制完成二期工程规划，规划造林总面积 1 749.77 万公顷。2001 年，三北

防护林四期工程规划经国家计委批复，四期工程正式启动实施。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涉

及三北地区的十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590 个县（旗、市、区），总面积 405.39 万

千米 2，占国土总面积的 42.2%。到 2010 年，在有效保护好工程区内现有 2 787 万公顷

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完成造林 950 万公顷，工程建设区内的森林覆盖率净增 1.84 个百分

点，建成一批比较完备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初步遏制了三北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 

3.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这是党中央、 国务院针对我国水土流失日趋加剧的现状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工程实施范围包括 25 个省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 1 897 个县（含市、区、旗），工程

建设任务重点安排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突出重点。优先安排江河源头及其两侧、湖库周

围的陡坡耕地以及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严重等生态地位重要地区的耕地，确定长江上游

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京津风沙源区以及重要湖库集水区、红水河流域、黑河流域、

塔里木河流域等地区的 856 个县为工程建设重点县，占全国行政区划县数的 29.9％。到

2010 年，工程计划完成退耕地造林 1 467 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 1 733 万公顷（两

类造林均含 1999~2000 年退耕还林试点任务），陡坡耕地基本退耕还林，严重沙化耕地

基本得到治理，新增林草植被 3 200 万公顷，工程区林草覆被率增加 4.5 个百分点，工

程治理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4. 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 

这是从北京所处位置特殊性及改善这一地区生态的紧迫性出发实施的重点生态工



 
 

程，主要解决首都周围地区风沙危害问题。工程区西起内蒙古的达茂旗，东至内蒙古的

阿鲁科尔沁旗，南起山西的代县，北至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旗，涉及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及内蒙古等五省（区、市）的 75 个县（旗）。工程区总人口 1 958 万人，总面积 45.8

万千米 2，沙化土地面积 10.12 万千米 2。工程采取以林草植被建设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

具体有：林业措施，包括退耕还林 262.9 万公顷，其中退耕地造林 134.2 万公顷，匹配

荒山荒地荒沙造林 127.5 万公顷；营造林 494.4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130.8 万公顷，

飞播造林 185.87 万公顷，封山育林 185.7 万公顷。农业措施，包括人工种草 148.27 万公

顷，飞播牧草 28.5 万公顷，围栏封育 279.3 万公顷，基本草场建设 34.3 万公顷，草种基

地 3.93 万公顷，禁牧 568.47 万公顷,建暖棚 286 万米 2
,购买饲料机械 23 100 套。水利措

施，包括水源工程 66 059 处，节水灌溉 47 830 处，小流域综合治理 23 445 千米 2。生

态移民 18 万人。到 2010 年，通过对现有植被的保护，封沙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

退耕还林、草地治理等生物措施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工程措施，使工程区可治理的沙化

土地得到基本治理,生态环境明显好转，风沙天气和沙尘暴天气明显减少，从总体上遏制

沙化土地的扩展趋势，使北京周围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5. 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主要解决物种保护、自然保护、湿地保护

等问题。工程实施范围包括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天

然分布区、生态脆弱地区和湿地地区等。计划在 2001~2010 年间，抓好三个重点：一是

建成大熊猫、金丝猴、藏羚羊、兰科植物等 15 个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二是建成 200

个典型的森林、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项目，32 个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示

范项目，5 万个自然保护小区；三是建成国家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野生动植物

国家科研体系和有关监测网络。到 2010 年，使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增加到 1 800 个，其



 
 

中国家级 220 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 16.14%。 

6. 重点地区以速生丰产用材林为主的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工程 

国务院已经同意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扶持这项工程。工程选择在 400 毫米等雨量线以

东，优先安排 600 毫米等雨量线以东范围内自然条件优越，立地条件好（原则上立地指

数在 14 以上），地势较平缓，不易造成水土流失和对生态环境构成影响的热带与南亚热

带的粤桂琼闽地区、北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温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含淮河、海

河流域）和寒温带的东北内蒙古地区，具体建设范围涉及 18 个省（区）以及其他适宜

发展速丰林的地区。2001~2005 年，重点建设以南方为重点的工业原料林产业带；

2006~2015 年，全面建成南北方速生丰产用材林产业带。到 2015 年，完成南北方速生丰

产用材林绿色产业带建设，能提供国内生产用材需求量的 40%，加上现有森林资源的采

伐利用，国内木材供需基本趋于平衡。全部基地建成后，每年可提供木材 13 337 万米 3，

可支撑木浆生产能力 1 386 万吨、人造板生产能力 2 150 万米 3，提供大径级材 1 579 万

米 3。



 
 

附录Ⅳ   “中国—植物保护的全球引领规划”研讨会简报 

内容提要 

在 200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各方通过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GSPC），其总目标是制止目前不断发生的植物多样性的丧失。本报告为在中国举行的

一个高级研讨会的总结，以促进中国作为具有全世界 10%植物区系的国家实施全球植物

保护战略。研讨会于 2006 年 11 月 7~10 日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包括涉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政府机构、英国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会议目的包括： 

◎强调中国在 2010 年之前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16 个目标中已取得的进展。 

◎讨论英国执行全球植物保护的战略模式，并促进中英伙伴关系。 

◎促进中国对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响应并制订行动计划使中国成为世界植物保护

的领导者。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在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 16 个目标上已经取得了卓越

的进展，但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战略，以整合和统一现有植物保护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为统一、协调和充分利用国家资源以及在地区和全球展示引领地位提

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与会代表并建议组成由中国科学院、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三方组成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计划的国家联络点（National Focal Point）以协调中

国国家政策层面、科技层面和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等各方面的行动计划实施，

这将体现出中国在政治和技术层面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对植物重要性的重视的，有效

协调三个领导组织工作的统一，即负责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由植物园实施的保育工作。 

在联络点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以起草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国家行动计划，



 
 

在 2007 年初举行了一次起草行动计划的技术会议，此计划建立在北京研讨会中的讨论

和已经存在或正在制定之中的相关计划的基础之上。将采用它们中的部分以体现全球植

物保护战略 2010 年目标，并将它们统一到以反映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目标。 

来自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和其他有关组织的成员将以顾

问身份参与计划的制订。在起草会议之后，将有一段时间进行广泛的包括参与者在内的

咨询。2007 年 4 月在武汉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植物园大会上将突出和讨论这一国家行动计

划。在这次研讨会上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将呼吁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在中国实施的国际支

持并帮助发展具体项目以支持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实施。预期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中国行

动计划将会在 2007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SBSTTA 会议上启动，其结果还将反馈到 2008

年的第九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且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将会得到更深入评估。 

研讨会的积极成果以及一致的发展方向反映了整个研讨会富有成效的讨论，所有与

会者承诺将在组织、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以伙伴关系工作，中国制定和实施 GSPC 行动计

划将会被各方看作是保护世界上受胁植物最积极、创新和协作的举措之一。 

致谢 

植物保护全球引领规划中国项目得到英国政府可持续性发展世界首脑执行基金资

助。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非常感谢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和英国自然保护联合会

实施该项目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该研讨会的部分资助来源于汇丰银行（HSBC）投资

大自然伙伴关系中的植物合作伙伴。该研讨会是由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代表中国政府主办的。贾建生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向与会代表表达了谢意，并

特别感谢那些关心与支持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的海外专家。黄宏文教授和 Stephen 

Blackmore 教授共同高效地主持了本次研讨会，后勤工作由肖安丽、芭芭拉和汤银珠负



 
 

责，出色地同声翻译是由 Easy Dialogue Business Service 提供，张佐双教授安排与会代

表参观北京市植物园。也特别感谢英国大使 William Ehrman 和他的夫人 Penny，在他们

的大使官邸为这次研讨会安排了一次盛大的晚宴。 

缩略词名单 

BGCI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CAS       中国科学院 

CBD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 

CBD SBSTTA  《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 

CWPCA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  

CITES       珍惜濒危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COP      缔约方大会  

DEFRA    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处 

GBIF       全球生物多样性咨询机构  

GEF        全球环境机构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PPC    植物保护全球伙伴 

GSPC    全球植物保护策略 

HSBC         汇丰控股（以前称作香港和上海银行有限公司） 

 IPA     重要植物地区  

IPGRI   （以前称作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学院，现在称为生物多样性国际） 

IUCN     世界保护联盟  

JNCC     联合自然保护委员会  



 
 

MA       千年生态系统评价 

MDG      千年发展目标 

NGOs    非政府组织 

RBG     皇家植物园  

SFA        国家林业局 

SEPA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WCMC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WSSD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XTBG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引言 

这个报告陈述了 2006年 11月 7~10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讨论在中国

执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讨论与结论，研讨会的目的包括： 

 

◎强调中国在 2010 年之前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16 个目标中已取得的进步； 

◎讨论英国执行全球植物保护的战略模式，并促进英伙伴关系； 

◎促进中国对 GSPC 的响应并制定行动计划使中国成为世界植物保护的领导者。 

 

与会者名单见附件，这次研讨会包括几个演讲和基于一系列背景文件的讨论。与会

者讨论了由国家林业局制定的中国野生植物行动计划和关于发展中国植物园保护议程

的西双版纳宣言（有关西双版纳宣言的更多信息见 Box 1.），这两个文件为国家执行计

划的制订提供了很好的框架。会议期间，对这两个文件中的建议进行了评价并制定了一



 
 

个表格（已在该报告中列出）将这些建议与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16 个目标联系起来。研

讨会一致认为，进一步协调这两个文件，并对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主持下的有关 30 年来

中国野生生物保护计划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将会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与对全球

植物保护战略的执行情况联系起来。 

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执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以及其目标的讨论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在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

且通过协调连接不同的启动项目以发展本国的相应计划具有很好的基础。在讨论中提出

的具体挑战如下： 

◎确保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须意识到国内大约有 8 个政

府机构扮演着重要角色，考虑到国家的大小，必须在不同层面上实施。全球植物保护战

略必须与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立的有 17 个中央政府机构参加的理事会制定的野生生

物 30 年计划相一致。这个计划设计运行到 2030 年。 

◎同时还必须考虑中国承诺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其他项目，如全球植物分类倡议。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网站上，有很多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与相关工作方案的联系。 

◎在中国，与农业部门相结合显得特别重要。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对于有着 3 000

年可持续农业实践的中国农业遗产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在全世界的实施中，非政府组织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将必

须参与该战略在中国的执行。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国家实施必须认识到当前基本信息的可用性和质量以及当

西双版纳宣言 

2004 年 2 月 26-27 日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行了一次中国核心植物园的会议，主要目的为评价中国植物

园制定国家保护议程的必要性。会议由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办，由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国际植物园保护联

盟（BGCI）联合中国科学院共同组织，由汇丰银行（HSBC）投资大自然项目资助，23 个与会代表是来自 14

个研究单位和组织的领导和高级职员。 

与会者指出了国际举措在植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性，包括全球植物保护战略（2002 年 4 月被生物多样性

公约采用）和植物园保护国际议程，植物园在支持这样的国际举措实施中的必要性，以及他们在 1994 年被中国

采纳的中国生物多样性战略中所作的贡献得到了承认。 

与会者研究了由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为该会议准备的题为：中国植物园保护国家议程文件讨论稿，并详

细讨论制定了将由植物园实现的 2010 年 24 项目标（日期的选择与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相一致）。 



 
 

前知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应该承认不同区域的信息可用性，如：西部省区不发达

但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中国具有很全面的保护区网络，但是确保所有的保护区都得到有效管理以保证受

威胁植物得到保护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样，植物的迁地保护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

而很有必要确保迁地保护必须充分考虑到遗传代表性并且适于生态恢复的种源。 

下表中列出了一些供讨论的目标和行动，他们将是中国植物保护战略的构成要素，

它们是基于中国野生植物行动计划和关于发展植物园国家保护议程的西双版纳宣言中

的基本信息。 

中国植物保护策略的构成要素 

GSPC 

相应目

标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考虑包括的目标及行动计划 

1 

对已知中国植物物种和新发现的植物种类进行编目。 

◎建立/加强植物标本馆，编撰、数字化及出版植物名录（联系中国虚拟

标本馆项目）； 

◎联合科技部，在国家、省和地方三个层面建立中国国家野生植物操作信

息系统。 

与其他项目的联系，如：全球植物分类倡议项目和全球生物多样性咨询机

构。 

针对具体的植物科属，促进区域和国际植物名录的出版。 

2 理顺和汇编现有资料，编制濒危植物初步名录，准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第二版：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植物种类大调查； 

◎包括很少注意的植物种类和受威胁的植物种类的信息； 

◎与国际红色名录相联系； 

◎建立区域联系。 

对于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居群状态建立监测系统。 

对于非特有种类实行跨边境调查。 

确保受威胁植物在完善的标本馆保存足够的凭证标本，为以后的监测提供

一个可核查的基础数据。 

3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优先性，为迁地保护收藏建立国家指导和最低标

准，包括群体遗传与遗传和分子多样性管理以确保它们被植物园采纳。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创造和传播规程、最佳做法（包括提供合适的技术信

息）以及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和重要经济植物的栽培和繁殖模式。 

基于本土植物多样性来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食品安全、卫生保健和传统

知识的保护，为当地社区发展利益共享的模式。 

记录历史传统模式和现代实践。 

确保林业、农业、药用植物等模式和规程通用性。 

4 

关于生态区域的保护方法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建立联系。 

确保所有生态区域得到充分体现，如：湿地/石灰岩地区在保护区的管理

计划。 



 
 

继续支持现有的森林和牧场保护方案。 

确保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特别是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措施。 

5 

在制定目标之前，界定植物多样性重要地区。 

形成一个以野生植物保护为中心的综合自然保护网络。 

特别是通过研究、编目和监测，提供保护生物学专业知识和有效的珍稀濒

危植物的回归引种，制定一项植物园国家协作方案以支持自然保护区和自然生

态区保护。 

6 

确保农业部的参与（目标包括农业、林业和牧场）。 

建立统一的植物多样性定义。 

继续支持新的方案主要集中在未被充分利用的作物和农家传统品种和提

高对食物的营养价值重要性的意识，不应该只是集中在提高产量。 

7 

利用自然保护区加强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 

在地方各级发展植物园与自然保护区和土地管理局之间的合作关系/伙伴

关系，以促进生态系统保护和珍惜濒危植物的就地保护。 

[目标的范围可能包括足够的遗传多样性保护主要集中在生境管理而不是

物种保护]。  

8 

继续进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迁地保护（使用种子、适当的体外冻存

技术）并为这些植物建立繁殖中心。 

为植物园迁地收藏建立全面协同联机数据库，包括活植物收藏和种子库。  

2010年之前应包括 60% 约2 000种中国珍惜濒危植物迁地收藏，确保至少



 
 

20%的受威胁植物保存在这样的具有足够的遗传多样性的物种收藏中，如有必

要，对那些收藏进行有效地备份。 

为10%严重濒危植物建立、执行或参加恢复与重建方案，特别是那些列在

中国植物红皮书中的物种。 

9 

进行跨部门协商以确定关键部门，特别是农业部。  

基于林业部已经使用的定义，建立重大经济价值植物的定义，这些植物包

括农作物、药用植物、木材和当地重要植物。 

为50种中国重要经济植物（包括栽培品种和它们的野生近缘种）建立一个

分散地国家迁地收集，以活植物或基因库的形式保存。 

10 

建立由各种部门参与的协作关系，包括为实现这个目标正在开展相关工作

的中国科学院。 

建立国际联系以处理中国物种入侵其他国家的相关问题（如在美国的荸

荠）。 

建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中长期目标。 

11 

联动CITES的执行,关注药用植物。 

对进出口野生植物的数量进行评估，以确定中国野生植物可持续贸易的案

例研究。 

鼓励中国野生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为有用的野生植物发展人工繁殖技术规程以解决关键技术瓶颈问题； 

◎通过创新技术鼓励中国有用的野生植物工业化管理； 



 
 

◎对相关产品进行进一步加工与使用； 

◎建立一套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主要技术支撑系统； 

◎为执行CITES提供进一步的培训。 

为野生植物保护形成更全面的法律法规，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采集

执行许可证管理系统。 

12 

鼓励中国的工业和企业只使用可持续利用的植物资源。 

确定现有的活动和举措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13 

发展国家计划以提高当地社区在植物园保护活动中的参与性，特别是在植

物资源管理中有关记载和维护他们自己的传统知识和传统做法。 

推广观赏植物和土生土长植物的使用，以供当地社区、城市与其他主管部

门和行业的生态绿化、消费和其他景观目的和使用，为栽培和繁殖提供最佳做

法和规程支持。 

为全国制药业促进药用植物的发展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然而同时保护当地

社区的知识产权并与真正的资金提供者分享利益。 

14 

在各种层面上促进和提高保护中国野生植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意识，例

如：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政府部门； 

◎文化教育部门； 

◎地方一级的保护机构。 



 
 

加强推广设施和媒体的提供并为各界人士提供教育活动。 

出版野生植物及其保护的科学知识。 

在80%的植物园内为年青人，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营造环

境教育计划。 

对具有认定标准与水平的植物园员工建立全国性的环境教育培训计划。 

在每个省和特区建立大型植物园教育设备作为模型，包括花园、联机资源

和推广方案。 

15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与利用的能力建设： 

◎建立一个关于野生植物保护的国家领导小组（咨询组）； 

◎在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下面设立野生植物保护办公室； 

◎支持各省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机构（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 

◎在监督行政部门理清野生植物保护管理责任； 

◎扩大非政府组织和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在野生植物保护和可持续性管理

中的影响。 

为了以下方面的能力建设，对野生植物保护的专家和非专家进行训练：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的科学研究； 

◎可持续使用的技术； 

◎了解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依据与制度； 

◎为保护筹集资金。 

扩大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国际合作的范围： 



 
 

◎通过国际合作加强人员与技术信息交流； 

◎积极寻找能得到国外资助的项目。 

为使具有经济价值的本土植物的创新和可持续利用，把植物园发展成为区

域性和专题知识中心，特别是满足当地社区的需要和优先事项。 

确保在中国的每个省和特区有一个具有保护、研究和环境教育能力的大植

物园。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植物园论坛以支持在国家保护议程目标中所取得的进

步。  

16 

通过有效的网络，与标本馆、自然保护区和另外的相关体系建立一个基础

广泛的植物保护伙伴关系。 

与国际同行联系。 

下一步：发展对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国家响应 

在研讨会上，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国家联络点的角色得到澄清。他们的主要作用如下： 

（1）促进与监测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在国家水平上的执行情况； 

（2）促进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中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并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 

考虑到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与会者一致同意，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联络点应

该有三个，分别代表国家林业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国科学院。如果有必要，提名

一人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联系。 

代表不同单位的中国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对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作出国家回应以及发

展在全球植物保护中的引领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这也为将国家林业局、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与包括农业部在内的其他部门工作联系起来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将促进这三个领导组织工作的统一，包括负责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实施、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由植物园执行的保育工作。 

在联络点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从事起草全球植物保护策略国家行动

计划。在 2007 年初将举行了一次技术会议以起草行动计划，此计划建立在北京研讨会

中的讨论和已经存在或正在发展之中的相关计划的基础之上。关键文件包括由国家林业

局制定的中国野生植物行动计划和关于发展中国植物园国家保护议程的西双版纳宣言

与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立的由 17 个中央政府机构参加的理事会制定的野生生物 30 年

计划。对这些组分加以调整以反映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2010 年目标，并将他们统一以反

映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目标。来自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

盟和其他有关组织的成员将以顾问身份参与计划的制订。在起草会议之后，会有一段时

间包括广泛的参与者在内的磋商。 

2007 年 4 月在武汉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植物大会上将突出和讨论这个国家行动计划。

在这次大会上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将呼吁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在中国实施的国际支持并

帮助具体项目的发展以支持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实施。估计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中国行动

计划将会在 2007 CBD SBSTTA 会议上启动，其结果还将反馈到第九次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2008 年），同时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将会得到深入评估。 

结束语 

贾建生先生， 

国家林业局野生生物保护司： 

我衷心地祝贺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会议的所有三个目的已经完全实现了，而且我

们已经为植物保护建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网络。非常欢迎非政府机构的参与而

且非常重要。代表国家林业局，我非常感谢这些被邀请的专家,特别是那些来自远方的与



 
 

我们共同关注和愿意支持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对策的专家们。中国具有丰富的植物多样

性，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成员国，我们有很明确的义务，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我们的工

作,在国际上反映中国的良好形象。基于在本周建立的出色网络，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

需要加强合作，继续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和英国政府一起努力工作。

让我们共同携手来保护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野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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