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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地及地区决策者的 TEEB》强调，将大自然的益处纳入考虑范围，对于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福利有着巨大的潜力。

该报告可为希望将这些效益纳入其政策的本地决策者提供定位、指引及启迪。

《针对本地及地区决策者的 TEEB》是一份 200 页的免费资料读本。本资料旨在为采取各种方式丰富自然资本提供起

点，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它很快将以不同的语言版本出版。

除报告中所用的例子外，www.teebweb.org 还收集了大量简短案例研究，说明注重生态系统服务如何帮助改善了世界各

地不同环境下的福利与繁荣状况。

什什么么是是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

我们的经济、身体、精神与文化健康都取决于生态系统的健康。生态系统的服务可以用下列方式进行定义：供供应应
服服务务是指由生态系统提供的材料，比如食物、水和原材料。调调节节服服务务是指生态系统充当调节器所提供的服务，包

括空气和土壤质量调节以及洪水和疾病控制。生生境境或或支支持持服服务务是其他所有服务的基础。生态系统为植物和动物提

供生存空间，并维持它们的多样性。文文化化服服务务是指生态系统的非物质利益，包括从娱乐、精神灵感、到心理健康

的方方面面。

供应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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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们的福利。其他的需求和目标似乎更为迫

切、更具诱惑，因此决策者通常会在不了解环

境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资源的浪费使用以及对自然体系的有限关

注，加速了自然资本的减损，而生态系统有其

临界点。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恢复或寻找替

代方案都将耗费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

虽然许多压力都超过本地范围，本地决策者仍

然必须对其后果负责。经济分析显示，维持健

康的生态环境通常是成本更低的选项。因此，

TEEB建议变换重点。我们需要发现、考虑和利

用自然效益的范围。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可为我

们提供全局观念。我我们们可可以以概概括括不不同同政政策策选选项项
的的成成本本与与效效益益，，强强调调可可促促进进经经济济可可持持续续性性及及人人类类
福福利利的的最最佳佳本本地地策策略略。。

人人类类的的福福利利及及大大部部分分经经济济活活动动都都离离不不开开健健康康的的环环
境境。。通通过过审审视视我我们们从从大大自自然然获获得得的的各各种种益益处处，，
即即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我我们们可可以以看看出出我我们们对对大大自自然然
环环境境直直接接和和间间接接的的依依赖赖方方式式。。这这种种见见识识能能够够为为
本本地地政政策策和和公公共共管管理理提提供供有有力力的的支支持持。。

大自然的馈赠丰富多彩，使得我们的生活得以维

系。这些馈赠包括我们的所有食物；水；安全的

居住地；木材、羊毛和棉花等有机材料以及众

多药物。其他馈赠如气候调节可能并不明显，

但同样无比重要。亚马逊的森林可为南美洲的

大部分地区制造雨云。原始湿地或沙丘带(‘生

态基础设施’)可防御洪涝、风暴及其他自然灾

害带来的影响。具有不同自然植被的地表可确

保地下水补给，防止土壤侵蚀和堤坝淤积。此

外，大自然还可提供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供人们消遣娱乐、启迪灿烂文化、实现精神价

值。最后，植物和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可确保自

然体系更加生机勃勃，能够更好地减缓或适应

气候变化和其他干扰因素。

大大自自然然的的馈馈赠赠通通常常提提供供最最可可持持续续发发展展、、最最具具成成
本本效效益益的的解解决决方方案案，，满满足足人人类类需需求求。。在在决决策策时时
考考虑虑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将将有有助助于于节节省省未未来来的的市市政政成成
本本、、促促进进本本地地经经济济发发展展、、改改善善生生活活质质量量并并保保证证
安安居居乐乐业业。。该该方方法法还还有有助助于于通通过过揭揭示示稀稀缺缺及及必必
需需的的资资源源和和服服务务的的分分配配状状况况消消除除贫贫困困。。

为确保功能健全的环境而进行的投资通常会被

视为奢侈的表现，而不是生命的保障。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由于许多情况下生态系统

服务的可视性不高，它们的持续可用性也通常

会被错误估计。生态系统服务在我们的经济中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往往被视作理所当然。人们

总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了解它们以何种方式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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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发现大自然对本地发展的价值

厄厄瓜瓜多多尔尔雾雾林林的的热热带带阔阔叶叶林林可可确确保保水水资资源源得得以以保保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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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揭示，超过 80% 的价值与森林产品、

草料和渔业相关，而农业本身只占 3% 。这些数

据现在已用来帮助重新定位管理策略。

在越南的北部沿海地区，超过 70% 的人口受自

然灾害威胁，当地社区已开始种植及保护红树

林。恢复天然红树林比兴建和维护人工防护墙

(海堤）更具成本效益。恢复天然红树林的项目投

资仅为 110 万美元，预计每年仅海堤维护费一

项就可节省 730 万美元。

通过认真考察生态系统服务的效益而达成的认

知，对于林业、渔业、农业和自然旅游业管理的

改善以及自然灾害的防治极为重要。 

空间规划和环境评估（报告第6章）
规划框架和环境影响评估均高度关注生态系统服

务。这种观点充分揭示了规划的基础设施发展

(如堤坝和道路)如何影响本地人口和更大范围

的社会。此外，它还能识别保障和维护这些服务

的经济潜能（而不是仅仅识别制约因素）。

在苏门答腊（印尼），一份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

的空间分析帮助当地主管机构决定了在何处为绿

知晓生态系统服务及自然资本，有助于本地决策

者应对不同政策领域的各种挑战；有助于改善本

地政府法规、影响生产和采购方式；还有利于创

造基于市场的工具及其它提升效益的激励机制，

如供水。TEEB的完整报告为在本地政策领域强

调自然效益提供了若干原因及相关例证。

城市及公共管理（报告第4章）
城市依赖于大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可为我

们提供极具成本效益的市政服务。世界上的许多

城市，如纽约（美国）和基多（厄瓜多尔），都

注重保护分水岭，以确保饮用水供应。在库里提

巴（巴西）和孟买（印度），城市管理者通过维

护降雨径流的绿化空间，以极低的成本大幅改善

洪水调节。在坎帕拉（乌干达），一份对邻近受

威胁湿地的评估报告揭示，作为湿地的备选替换

物，废水处理厂每年将花费约 200 万美元用于

处理城市废水。曼谷（泰国）和堪培拉（澳大利

亚）也已通过政府政策验证，种植树木和建造绿

地能够改善空气质量，进而改善城市健康和生活

质量。同时，这些区域还能提供阴凉的场所和娱

乐的机会。

农村地区和自然资源管理（报告第5章）
农村发展常常提倡具有高市场价值的生态系统服

务，可减少对同样重要但并不明显的大自然调节

作用的损害。这一模式已不必再继续。在尼加拉

瓜、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通过种植各种牧

草、灌木和树木改善牧场管理，并由此产生了更

多益处。这些植物还提高了生存环境质量、阻止

了土壤劣化，使牧民能够在同一个地区放牧更长

时间，从而减轻了周边森林的压力。

在苏鲁谷湿地（布基纳法索），其发展措施主要

集中在农业方面。而最近，一份对湿地收益的评

生态系统服务在不同政策领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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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让步。在那帕（加州），扩大及优化蓄滞洪区

不仅降低了洪水风险，还令市中心重新焕发了活

力，提高了物业价值。

受保护区（报告第7章）
强调生态系统服务有利于本地受保护区的综合管

理。为提高保护工作的本地效益，受保护区的管

理需要与周边景观管理联系起来。

在图巴塔哈（菲律宾）和 Velondriake（马达加

斯加），各海洋保护区已通过平衡和调节自然资

源保护主义者、渔民及旅游业者之间对不同生态

系统服务的使用，改善了周边地区居民的收入。

生态系统服务分析还可显示出成本承担方及受益

方。在卧龙自然保护区（中国），该分析已帮助

识别本地旅游收益的不平等分配状况，而正是这

种不平等分配阻碍了大熊猫的有效保护。

支付方案和市场工具（报告第8章和第9章）
经本地调整的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机制以及认证和

标示方案，可提供激励，对有效管理自然资本进

行奖励。

在丰冈市（日本），由于实施了支付方案，促使

农民投入无化学水稻生产。这使得一度极度濒危

的东方白鹳重新迁徙到该地，如今已成为吸引游

客的一大景点。生态标示（溢价的有机水稻认证)
还帮助提高了当地水稻生产的收入。在莫尤邦巴

(秘鲁)，经调查了解人们愿意为改善水源付款

后，该地区开始征收本地水费，以支付上游农民

保护该流域的费用。

此外，碳市场也存在经济及保护机遇。塔拉曼卡

保护区（哥斯达黎加）的土著人依靠从地区炭及

生物多样性市场获得的资金恢复了可可种植园，

增加了可可豆的产量。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德

国）的地区政府则支持恢复先前已耗尽的泥炭

地，因为这些地区的碳捕获与储存价值预计将超

过农业所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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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现实问题解答

TEEB 为本地及地区决策者在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寻找答案（第 10 章）。例如：

• 进进行行评评估估时时需需要要了了解解什什么么??
• 如如何何在在没没有有科科学学资资源源和和技技术术的的情情况况下下评评估估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
• 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评评估估如如何何与与其其他他评评估估关关联联??
• 如如何何充充分分利利用用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评评估估??
• 如如何何让让利利益益相相关关方方参参与与到到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评评估估结结果果的的使使用用过过程程中中??
• 如如何何保保证证财财政政预预算算不不产产生生反反效效果果??
• 如如何何调调解解受受益益人人在在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上上的的冲冲突突??
• 重重视视生生态态系系统统服服务务对对其其他他保保护护自自然然的的行行动动有有何何影影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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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况的流程，以评估和考虑自然效益（见

下表）。

逐步评估方法有助于决策者浏览可用的评估选

项。由于各步骤的重要性视情况而不同，该方

法并非固定方案。它旨在引导决策者设计适合

TEEB逐步评估法

表1：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本地／地区政策的六大步骤

步骤
步骤1：
与利益相关方
确定政策问题
并达成一致意
见

步骤2：
识别哪些生态
系统服务与政
策问题最相关

步骤3：
确定信息需求
并选择合适的
评估方法

步骤4：
评估生态系统
服务

步骤5：
识别和评估政
策选项

步骤6：
评估分布影响

该步骤确保所有重要方面都能被考虑到，避免了在决策及实施过程中造成误解

• 初始利益相关方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有助于阐述相关政策问题的不同观点

和看法（第 3 章）

• 生态预算等管理架构有助于将不同公共管理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提到主流

问题层面（第 4 章）

对于初次评估，与同事讨论以下问题（第 2 章和第 10 章）： 

• 哪哪些些生态系统服务是本地／地区社会和经济的中心?
• 谁谁最依赖这些服务?
• 哪哪些服务处于危险境地?
• 政策行动将如如何何影响这些服务?

进行评估前，请先确定您所需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信息类型。这取决于您计

划使用评估结果的方式（第 3 章和第 10 章）。选项： 

• 定性描述——例如，如欲提高公众意识，则可对管理或文化服务的重要性进行

定性描述

• 生物物理量化——例如，如欲为决策提供支持，则可对生态系统在不同情况下

的变化趋势进行量化

• 财务估算——例如，如欲对支出进行微调，则可选择供给型服务

•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框架（第 2 �） 

• 估算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第 3 章）

• 在空间规划和环境评估中纳入生态系统服务分析的选项（第 6 章） 

• 手册、工具和数据库（附件）

通过评估得到的认知可以不同的方式输入政策流程（第 3 章和第 10 章）： 

• 在参与式流程中用作辩论信息，

• 为成本效益分析提供基础

• 用作多标准分析的输入

生态系统服务可用性及分布的变化，根据人们的依赖程度对其产生的影响。这些

影响有时是隐性的，需要进行加以预测（第 2 章和第 10 章）。选项：

• 通过可持续生计方法确定人们的依赖程度                                          

• 各种贫困评估工具

策略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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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实例说明了如何应用逐步评估法：斯里兰卡

的卡拉欧亚流域具有传统的灌溉系统，该灌溉系

统具有用于储水的人造湿地（俗称水池）。由于

水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和土地的非持续性使用，导

致进水量减少，沉积负荷增加。

第第11步步：：由地区主管、IUCN和当地居民共同确定

了两个挑战：(i) 传统用户、水力和现代农业的水

需求竞争；以及 (ii) 对改进水池管理的需求。

第第22步步：：明确除水稻种植外，水池还可提供其他

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如养鱼、种植荷花、提供

饲料和供应饮用水。

第第33步步：：明确需要何种信息？首先，通过评估水

池的供给价值，了解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

程度。最终决定了使用参与型的评估方法、市场

价格和劳动成本。其次，选择以下三种调节／生

境服务：水补给、土壤持水和生境，用于进行定

性趋势分析（参考各种文献并采用专家判断）。

第第44步步：：迄今为止，水稻生产一直被认为是水池

的主要效益。然而现在，相关结果显示，每公顷

水稻年平均收益约为 160 美元，而包括供水在内

的其他供给型服务年平均价值可达约 2,800 美
元。这对未来的水资源分配协商十分重要。

第第55步步：：为改善水池管理，我们对四种方案进行

了考察（见下表）：结合调节／生境服务的定性

信息与对未来可能的成本和效益的考虑，方案 4
对于所有条件来说都是上上之选。

第第66步步：：方案 4 同时也是最昂贵的选项，需要

人力清理淤泥。但由于未遭破坏的水池能保证

93% 的住户供水，这些成本还是为当地人所接

受。

应用步骤

备选水池管理方案的成本效益评估

方方案案11：：不采取任何措施

方方案案22：：增加溢流量

方方案案33：：增加溢流量并改

善水池保护 

方方案案44：：清除淤泥并改善

水池保护

0

0.4

35.8

62.8

0

24.2

64.6

120.7

0

23.8

28.8

57.9

-7

-4

6

7

成本 增加的水池
效益

可量化的净
效益

间接使用趋
势（指标）

30年内
自然资本

方案

资料来源：水池再造工程令斯里兰卡农村发展受益。基于 Emerton 和 Vidanage 等人的 TEEB 案例，见TEEBweb.org。 

净现值（千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