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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2013 年 4 月第十四届例会审议了森

林遗传资源行动的战略优先重点草案，商定将其编为《森林遗传资源养护、可持

续利用和开发全球行动计划》（《全球行动计划》）1。随后，2013 年 6 月粮农组

织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通过了《全球行动计划》2。遗传委 2015 年 1 月第十五届例

会商定了《森林遗传资源养护、可持续利用和开发全球行动计划实施战略》

（《实施战略》）。3 

2. 本文件概述了森林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工作组）2016 年 5 月第四

次会议以来粮农组织协同伙伴开展的《全球行动计划》后续活动。这些活动尤其

包括编写《全球行动计划第一份实施报告初稿》以及编制《制定国家森林遗传资

源战略自愿准则草案》和《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供资战略草案》。 

II. 《全球行动计划》后续行动 

a. 监测《全球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3. 遗传委第十六届例会通过了森林遗传资源目标、指标和校验参数，用作评

估工具监测《全球行动计划》实施情况并用作监测时间表4。遗传委请粮农组织编

制国别进展报告编写准则草案以及区域网络和国际组织报告准则。遗传委还请粮

农组织避免与世界信息和预警系统目前的植物遗传资源报告义务重复5。遗传委还

鼓励各国做好准备，酌情收集数据和信息，以便及时提交第一份进展报告6。 

4. 2017 年初，为方便提交国别进展报告，粮农组织编制了报告准则草案，包括

一份调查问卷和一份技术术语表，同时考虑到世界信息和预警系统的报告义务。

根据遗传委的要求7，粮农组织在 2017 年 3 月采用电子手段就报告准则草案向工作

组和森林遗传资源国家联络人征求意见并收到 11 个国家8提出的评论意见。粮农组

织还在亚太森林遗传资源计划（2017 年 3 月 21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欧洲森林

遗传资源信息系统（2017 年 4 月 5 日，意大利罗马）、欧洲森林遗传资源计划

（2017 年 5 月 30 日-6 月 2 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和北美林业委员会森林遗传资源

工作组（2017 年 10 月 23-27 日，美国普若佛）举办的区域研讨会和其他会议期间

介绍了报告准则和报告流程。 

                                                 
1 CGRFA-14/13/Report，第 52 段。  
2 C 2013/REP，第 77 段。  
3 CGRFA-15/15/Report，附录 E。  
4 CGRFA-16/17/Report，第 74 段。  
5 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和预警系统，http://www.fao.org/wiews/en/ 
6 CGRFA-16/17/Report，第 75 段。  
7 CGRFA-16/17/Report，第 75 段。  
8 澳大利亚、巴西、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摩洛哥、挪威、瑞典、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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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 2017 年 5 月 22 日 C/CBD-7 国家通函9，粮农组织邀请成员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国别进展报告介绍《全球行动计划》实施情况。各国可以登录专用

在线报告系统以填写 Open Foris 平台提供的调查问卷的形式提交报告。为方便回

答涉及具体物种的问题，各国此前为《世界森林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的物种清单

进行了修订，以便反映最新分类变化，并剔除可能只是勉强视作“森林遗传资源”

的次要灌木树种。最新清单大致列有 6,600 个物种，已被纳入在线报告系统。 

6. 2017 年 11 月，共有 90 个国家联络人获得了访问在线报告系统的用户名和

密码。国家联络人可在首次登录报告系统后修改密码，并且只能访问本国的报告

模板。在报告流程中，秘书处根据要求就如何使用在线报告系统向国家联络人提

供了技术支持。国家联络人也可通知秘书处在报告模板物种清单中增列物种。 

7. 填写的在线调查问卷视作国别进展报告。截至 2018 年 4 月，共有 38 个国家

提交了进展报告（亚美尼亚、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

冰岛、印度、爱尔兰、日本、大韩民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立陶宛、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挪威、波兰、斯里兰卡、斯威士兰、

瑞典、瑞士、泰国、美利坚合众国和瓦努阿图）。另有四个国家（巴西、中国、

尼日尔和土耳其）仍在填写调查问卷。欧洲森林遗传资源计划也提交了进展报告。 

8. 综合提交的数据和信息，文件《森林遗传资源养护、可持续利用和开发全球

行动计划第一份实施报告初稿》（CGRFA/WG-FGR-5/18/Inf.3）详细介绍了报告

国家在实施《全球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反映了森林遗传资源区域网络

和有关国际组织作出的贡献。 

9. 《全球行动计划第一份实施报告初稿》表明，大多数报告国家都有一份国家

森林遗传资源清单（38 个国家中有 27 个）并制定了国家原生境和非原生境养护计划

或制度（各有 33 个和 29 个国家）。同样，大多数国家制定了一项国家树种计划

（38 个国家中有 28 个）。关于森林遗传资源方面国家协调机制和国家战略的进展，

各有 15 个和 17 个国家报告表示没有此类机制和战略。关于森林遗传资源养护、利用

和开发状况的问题，每个国家平均在进展报告中报告了 47 个林木和其他木质物种。  

b. 制定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自愿准则 

10. 遗传委上届会议请粮农组织根据拟议提纲编制《制定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

自愿准则草案》10，同时考虑到编制国家森林计划和制定森林政策的现行准则，以免

重复工作11。在编制准则草案时，粮农组织还考虑了工作组上次会议提出的指导意见。 

                                                 
9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nr/documents/CGRFA/News/bt555e.pdf 
10 CGRFA-16/17/19，附录 A。  
11 CGRFA-16/17/Report，第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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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件《制定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自愿准则草案》（CGRFA/WG-FGR-

5/18/Inf.4）介绍了准则草案供工作组审查。准则草案旨在支持各国实施《全球行动

计划》，促进森林遗传资源纳入其他相关国家文书和战略。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是

国家（或次国家）层面森林遗传资源养护、可持续利用和开发的路线图和行动计划，

应当结合国家森林遗传资源状况及其当前管理水平，并为这类资源的养护、可持续

利用和开发确定目标。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及其实施应视作一个连续的进程，

包括对照目标监测进展和必要时修订战略（例如每 10 年修订一次）。除了目标之外，

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还应确定优先重点以完善森林遗传资源管理和相关行动，同时

明确责任，为实施工作筹集资源。准则草案说明了编制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可以

遵循的步骤和整合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与其他相关国家战略可以采用的备选方案。 

c. 《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供资战略 

12. 遗传委上届会议审议了在制定《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供资战略方面取

得的进展12。遗传委请粮农组织继续寻求预算外资金，制定供资战略协助各国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鼓励捐助者给予支持13。 

13. 粮农组织继续动员各方捐助者支持实施《全球行动计划》，但目前尚未筹

集到专项预算外资金。不过，粮农组织支持开展了若干预算外资金筹集项目，尽

管这些项目涉及的主题更加宽泛，但它们仍有望促进实施《全球行动计划》。目

前或即将在中非共和国、斐济、海地、莫桑比克、巴基斯坦、菲律宾、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斯里兰卡和乌兹别克斯坦14等国开展的项目力求在全球环境基金（全环

基金）的供资支持下加强可持续森林管理或支持森林和景观恢复。此外，粮农组

织还在支持布基纳法索、乍得、刚果、塞内加尔和苏丹编写绿色气候基金项目提

案，加强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的贡献。 

14. 《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得到了粮农组织正在开展的若干项目和计划的

支持。借助挪威提供的资金，粮农组织为在黎巴嫩建立一个国家森林树种中心提供了

支持15。通过技术合作计划，粮农组织加强了缅甸森林研究所的能力和农业部门对

                                                 
12 CGRFA-16/17/19，第 18-20 段。  
13 CGRFA-16/17/Report，第 73 段。  
14 中非共和国：通过森林和景观恢复提高景观和生计抵御能力（GCP/CAF/002/GFF，2018-2022 年）；斐济：

社区自然资源综合管理（GCP/FIJ/008/GFF，2018-2019 年）；海地：林木生产景观可持续管理促进生物多

样性养护（GCP/HAI/036/GFF，2019-2023 年）；莫桑比克：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促进森林养护和可持续生计

（GCP/MOZ/117/GFF，2017-2022 年）；巴基斯坦：扭转高养护价值喜马拉雅白皮松林毁林和退化趋势

（GCP/PAK/091/GFF，2018-2021 年）；菲律宾：通过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恢复退化林地增强生物多样性、生

态系统流动、碳储存（GCP/PHI/065/GFF，2018-2022 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景观恢复促进生态

系统功能和气候变化减缓（GCP/STP/022/GFF，2018-2023 年）；斯里兰卡：通过土地利用综合规划和森林

景观恢复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改善生计（GCP/SRL/074/GFF，2018-2022 年）；乌兹别克斯坦：山区和河

谷区森林可持续管理（GCP/UZB/004/GFF，2018-2023 年）；  
15 黎巴嫩：建立国家森林种子中心（GCP/LEB/026/NOR，2016-2018 年）。  



CGRFA/WG-FGR-5/18/2 5 

 

 

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贡献16。在“防治荒漠化行动”倡议框架下，17粮农

组织与伙伴加强了布基纳法索、肯尼亚、马里和尼日尔的国家树种系统。2017年11月，

粮农组织还与“防治荒漠化行动”伙伴在尼日尔尼亚美举办了一次区域研讨会，

评估和规划非洲“绿色长城”计划的 12 国大规模恢复工作。此外，森林和景观恢复

机制18还在柬埔寨、黎巴嫩、危地马拉、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和乌干达继续支持

恢复退化土地，并且这些工作正在更多探索各种方式提高森林繁殖材料的产量，

以便达到宏大的植树目标。 

15. 粮农组织继续制定《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供资战略，为此分析了从现

有动植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供资战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在这

方面，粮农组织考虑了全球森林框架的最新动态（如联合国大会 2017 年通过了

《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和主要现行森林融资工具。 

16. 《森林遗传资源养护、可持续利用和开发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供资战略

草案》（CGRFA/WG-FGR-5/18/Inf.5）介绍了供资战略草案供工作组审查。这份

文件还介绍了从支持动植物遗传资源养护、可持续利用和开发的现行供资战略实施

工作中汲取的一些经验教训，并提供背景信息介绍了全球森林框架的最新动态。 

17. 提议采取以下方法为实施《全球行动计划》筹集资金。 

i) 首先，出于技术和资金原因，提议将森林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利用行动

纳入为采取森林措施以增强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减缓气候变化而制定的

力度更大、范围更全的行动的主流。这种方法看齐 2016 年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大会《坎昆宣言》，《坎昆宣言》敦促缔约方加大力度将生物多样性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部门内和部门间工作的主流，包括不同层面不同

规模的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及旅游业。 

ii) 其次，在着力推进主流化的同时，提议筹集资金促进采取森林遗传资源

战略行动，包括能力建设、制定国家战略和加强国家树种系统。战略行动

应与《全球行动计划》衔接，还应针对各国各区域的具体需求和情况制定。 

iii) 再次，提议与相关现行森林融资倡议合作，目的除其他外，包括强调

森林遗传资源投资的重要性，并形成对这些资源在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

重要作用的认识。这种合作应包括分享有关无需重复努力就能获得的供资

来源的信息。作为《全球行动计划》实施战略的一部分，遗传委请粮农

组织在其网站上收集、维护和定期更新有关捐助者职责、政策、资格标准

                                                 
16 加强缅甸森林研究所能力（TCP/MYA/3607，2017-2019 年）；加强农业和相关部门对印度《2008 年国家

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和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贡献（TCP/IND/3604，2017-2019 年）  
17 http://www.fao.org/in-action/action-against-desertification/en/ 
18 http://www.fao.org/in-action/forest-landscape-restoration-mechanis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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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森林遗传资源项目提案提交程序的信息19。鉴于联合国森林论坛（联森

论坛）出于相同目的建立了全球森林筹资协助网络支持落实可持续森林

管理，粮农组织可与全球森林筹资协助网络协作，发布森林遗传资源供资

机会信息，从而避免重复努力。除了发布供资来源信息之外，全球森林

筹资协助网络还在促进制定国家森林融资战略并便利获得现有和新出现

的供资来源。 

d. 区域协作和网络 

18. 遗传委上届会议请粮农组织继续与森林遗传资源区域网络协作，协调和支持

《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20视资金到位情况而定，粮农组织继续与这类网络协作，

并计划加强其在《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中的作用。 

19. 2016 年 4 月，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与粮农组织在喀麦隆杜阿拉举办了一次

撒哈拉以南非洲森林遗传资源计划国家协调员区域研讨会。研讨会与会者为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实施《全球行动计划》确定了共九项区域优先重点并归入以下三个大主题：

1）林木育种和种子系统；2）森林遗传资源特性描述和数据系统；3）原生境和非

原生境养护。2016 年 6 月，根据研讨会讨论情况敲定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全球行动

计划》区域实施战略草案21。 

20. 粮农组织为亚洲–太平洋林业研究所协会（亚太林研所协会）与国际生物多

样性中心 2017 年 3 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为亚太森林遗传资源计划国家协调员和其

他专家举办的区域研讨会投稿。研讨会与会者修订了《全球行动计划》区域实施

战略并起草了一份新的 2018-2022 年战略。经修订的战略已经提交 2017 年 10 月在

斯里兰卡科伦坡召开的粮农组织亚太林业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22。亚太林业委员

会欢迎制定《全球行动计划》区域实施战略并建议粮农组织继续与亚太森林遗传

资源计划和亚太区域其他相关森林遗传资源倡议协作23。 

21. 粮农组织还继续与欧洲和北美洲的区域网络协作。欧洲森林遗传资源计划24

已将《全球行动计划》的相关区域优先重点纳入当前工作。粮农组织还对 2017 年

10 月在美国普若佛举行的北美林业委员会森林遗传资源工作组年度会议25提出了

意见。北美工作组决定确认《全球行动计划》与北美洲区域有关的战略优先重点

并着力对其实施工作作出区域贡献。 

                                                 
19 CGRFA-15/15/Report，附录 E，IV。  
20 CGRFA-16/17/Report，第 73 段。  
21 https://www.bioversityinternational.org/research-portfolio/forests/saforgen/ 
22 FO:APFC/2017/10。  
23 FO:APFC/2017/REP。  
24 http://www.euforgen.org 
25 https://www.fs.fed.us/global/nafc/genetics/about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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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认识提高和信息分享 

22. 粮农组织继续努力提高国际社会对《全球行动计划》和森林遗传资源重要性

的认识。2016 年 9 月，粮农组织在欧盟科技合作行动组织（COST Action）在意大利

阿雷佐举行的题为“加强边缘和外围地区树木群落养护” 26的最后会议上介绍了

《全球行动计划》和相关活动。会上交流了欧洲以及北非和黎巴嫩在识别、监测和

管理这些树木群落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同样，粮农组织也向 2017 年 3 月在西班牙

马德里举行的欧盟委员会供资的 GENTREE 项目27第一次年度会议介绍了《全球行动

计划》的最新实施情况。 

23. 粮农组织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 2016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期间分发了一本

小册子28，其中宣传了遗传委的工作成果，包括动物、森林和植物遗传资源《全球

行动计划》。在 XIII/3 号决定中，《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

注意到《全球行动计划》并欢迎粮农组织提议充当一个生物多样性和农业部门平

台供各国政府、实践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构建跨部门桥梁、发现合力、协调目

标和制定跨部门综合方针以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主流。 

24. 粮农组织分别于 2017 年 9 月和 11 月在亚太区域（马来西亚吉隆坡）29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30举办了农业生物技术区域会议。这些

区域会议期间还介绍和讨论了林业部门应用生物技术促进森林遗传资源养护和利

用的情况。针对亚太区域会议，粮农组织制作了一段视频，介绍泰国如何利用组

织培养技术繁殖定植树苗31。 

25. 2017 年 9 月，粮农组织为在德国弗莱堡召开的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合会

（国际林研联）庆祝成立 125 周年大会期间举行的一次森林遗传资源会议投稿。

此外，粮农组织还向 2017 年 10 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经合组织森林种子和植

物计划年度会议介绍了《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的最新监测情况。包括若干非

经合组织成员（布基纳法索、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卢旺达和乌干达）在内，共

有 27 个国家正在参加这项计划。 

26. 作为另一项促进信息分享的贡献，粮农组织于 2017 年 11 月发布了第二版

《气候智能型农业资料集》32，其中专辟一章介绍了作为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模块

一部分的森林遗传资源管理。此外，2018 年春将发布与《世界森林遗传资源状况》

一同编写的四份专题研究报告33。 

                                                 
26 http://map-fgr.entecra.it/ 
27 http://www.gentree-h2020.eu/ 
28 可持续农业促进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农业，http://www.fao.org/3/a-i6602e.pdf 
29 http://www.fao.org/asiapacific/events/detail-events/en/c/1440/ 
30 http://www.fao.org/africa/events/detail-events/en/c/1035227/ 
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yacPtO6cs0&feature=youtu.be 
32 http://www.fao.org/climate-smart-agriculture-sourcebook/en/ 
33 http://www.fao.org/forestry/fgr/7130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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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征求指导意见 

27. 工作组不妨注意报告的活动，并就《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向遗传委提供

指导。此外，工作组不妨： 

i) 注意《全球行动计划第一份实施报告初稿》； 

ii) 建议请尚未提交进展报告的国家、区域网络和有关国际组织最迟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提交报告； 

iii) 建议向遗传委下届会议提交更新版《全球行动计划第一份实施报告》

供其审议； 

iv) 审查并酌情修订《制定国家森林遗传资源战略自愿准则草案》，并

要求秘书处参考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从国家联络人、森林遗传资源区域

网络和有关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意见，整理自愿准则草案供遗传委下届

会议审议； 

v) 审查并酌情修订《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供资战略草案》供遗传委

下届会议审议。 

28. 工作组不妨建议遗传委： 

i) 请各国继续实施《全球行动计划》，并鼓励各国酌情落实《全球行动

计划第一份实施报告》的结论； 

ii) 请粮农组织继续与区域网络和有关国际组织协作，协调和支持《全球

行动计划》实施工作； 

iii) 鼓励捐助者对《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工作及其供资战略给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