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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会员重新登记 

会员代表大会 

CBIK 格言 

1 

2003 年 CBIK 的年度 

项目工作报告 

2 

论坛成员登记 7 

2003 年度 CBIK 财务信

息概要 

8 

2004 年第 1 期 CBIK 论

坛：论乡土知识 

9 

2004 年第 2 期 CBIK 论

坛：来自南非 IUCN 第

五届世界保护地大会

（WPC）的报道 

9 

新年总是带来新希望，

研究会成立至今已迎来了

第九个年头。每一年我们都

勇敢地面对挑战，每一年我

们都抓住机遇，我们在发展

中成长，我们在成长中发

展。回顾过去，我们更应该

珍惜我们良好的社会发展

环境，为公、为民、为祖国，

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CBIK 将于

明南亚风情园

事会工作报告

会战略规划草

统知识研究会

选举第三届理

2004 年 2 月

我会共有会员 10

免费查询和借阅

料，可登录 CBI

各种 CBIK 收藏

坛，可优先承担

参加 CBIK 组织

训和会议。 

CBIK 格言 

系统思维  

 Systems thinking 

完善心灵 

 Improving mental 

models  

新年新希望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而贡献力量。我们研究

会将在新的一年中继续倡

导公正、透明、勤俭、高效

的原则，与研究会的合作伙

伴一起，为建设中国西南山

川秀美、民族团结、人民富

足的社会而贡献我们的智

慧和力量。 
（许建初）

 

会员重新登记 

我研究会完成了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目前

5 位。作为会员将定期收到 CBIK 快讯，可

各种中外文图书、期刊、报告和其他相关资

K 网站免费下载研究报告、文章、会议录及

的电子书籍和国际知名期刊，参加 CBIK 论

和参加 CBIK 组织的各种项目和活动，免费

的内部培训，接受资助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培
会员代表大会 

2004 年 3 月 13 日上午 9:00—下午 6:00 在昆

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内容包括：第二届理

，关于起草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

案的情况报告，征求对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

章程的修改意见，审议工作报告和战略规划，

事会理事。 

共享远景 

 Building shared 

version  

团队学习 

 Team learning  

自我超越  

 Personal ma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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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2003 年度项目工作报告 

 
流域管理项目部 

目标 
 通过应用流域或者生态系统方法，加深

对生态系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资

源动态变化和驱动因子的理解 
 通过利益相关群体分析，促进各级政

府、社区与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通过技术、政策与机制的创新，提高流

域或景观的资源管理能力 
 为决策者建立流域模型和数据库。 

 
项目工作 

 人与资源动态关系项目（项目点在保

山，由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资助）：

在四次野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

两篇有关流域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论

文，其中一篇提交在尼泊尔举行的“项

目每二期工作会议”作为大会报告，将

于 2004 年作为会议论文发表。另一篇

正在修改，将在国外相关期刋上发表。 
 CBIK 于 10 月 7－8 日与有关单位一起

在昆明组织了社区林业战略规划研讨

会，与不同研究人员和机构探讨了未来

2 年内社区林业合作行动的规划。 
 CBIK 于 10 月 9－10 日由国际保护联

盟资助在昆明组织了水坝与可持续发

展研讨会，就云南修建水坝对可持续发

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CBIK 于 10 月 26－31 日协助福特基金

会组织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研讨会，

会议交流了来自不同国家在生态环境

服务功能补偿机制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为福特基金会今后在这方面的项目提

供了可能的概念框架和方法。 
 撰写申请有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补偿

机制的项目申请书，项目已由国际混农

林研究中心批准资助，将于 2004 年开

始实施。 
 撰写申请有关传统资源权利的项目申

请书，项目已由国际资源研究中心批准

资助，将于 2004 年开始实施。 
 撰写申请有关农村管理和选举的项目

申请书，项目已由福特基金会批准资

助，将于 2004 年开始实施。 

 

社区生计项目部 

目标 
 在关键领域，促进民族社区的知识、技

术以及管理制度的创新； 
 提高社区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社区的生

计； 
 促进传统知识和技术在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运用。 
 
项目工作 
1. 社区基础的生态旅游项目：（项目点在香

格里拉县的吉沙村，由德国跨机构合作

发展研究所资助） 
 完成吉沙招待所的外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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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吉沙村民和白马雪山保护区工作

人员到四川考察； 
 继 续 完 善 吉 沙 项 目 的 网 页 设 计

http://www.ecoyunnan.org； 
 在华夏人文地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

章，之后收到了许多关心生态旅游发展

的热心读者的来信和支持； 
 完成了题为“在吉沙的六个月”小电影

制作； 
 完成了多张有关生态旅游和藏族文化

的宣传画。 
 
2．滇西北农牧业生计发展项目（项目点分

别在怒江县和香格里拉县，由加拿大发展研

究中心资助） 
 社区水平和农户水平的参与式需求评

估和项目设计； 
 农户生计调查； 
 高山牧场生态学和民族植物学调查； 
 外地草种的选择、发放、种植及管理等

的监督和培训，及对农户的跟踪采访； 
 影响青贮饲料技术使用因素的调查； 
 青贮饲料窖的修建、装料，塑料桶的发

放、装料等的监督和培训，及对农户的

跟踪采访； 
 色瓦龙坝牧场土大黄 GPS 的调查及当

地农户牧草传统知识的调查； 
 组织迪麻洛农户到滇中考察； 
 完成了有关可持续生计和研究框架的

研究论文； 
 完成了有关当地民族生态知识和技术

数据库运用的工作报告。 
 
3．社区生计发展项目（项目点在西双版纳

勐宋和昆明地区的禄劝县，由米索尔基金会

资助） 
 成立项目管理委员会并制定管理制度； 
 完成参与式发展规划； 
 成立项目小组开展行动：根据发展规

划，并结合当地社会分工特点，以男性

村民为主组织成立茶叶组，以女性村民

为主组织成立蔬菜组。其中茶叶组负责

当地茶叶、干果种植，并以耕地地域划

分为 7 个小组。到目前为止，茶叶组已

种植茶叶 110，000 株，杨梅 3,000 株，

核桃 3，700 株, 省藤 3，500 株。并组

织实施了茶叶种植培训 1 次，修剪培训

1 次，省藤育苗培训 2 次。蔬菜组组织

了蔬菜培训 1 次，并安排了 45 户农户

参加的马铃薯、蚕豆、和其他蔬菜栽培

试验。完成培训手册和 VCD 各一套，

计 200 份。 
 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发展需求，村民投

工 6,000 多, 建成一个占地约 5 亩的苗

圃，并由项目聘请一有经验的老村民负

责管理。此外，围绕发展规划，村民自

发组织修建山地公路。并于今年年底投

工，明年年初完工，建成两个总容量为

60 立方米的灌溉水池，并铺设相应的管

道。 
 举办了有关参与式调查方法和生态农

业的培训； 
 开展了乡土知识的生态特征调查； 
 制定并初步落实了 2004 年项目实施计

划。 
 
4．滇西北绿绒蒿属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项目（由野生生物基金会资助） 
 绿绒蒿属植物的生态学调查、种子采

收、种子发芽试验； 
 社区农户参与实生苗栽培与种子栽培

试验； 
 影响因子调查； 
 完成了一篇有关绿绒蒿属植物的保护

生物学研究论文，拟于 2004 年投稿发

表。 

传统知识与文化项目部 

目标 
 和当地社区工作来了解、强化和传播传

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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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轻的研究者、发展工作者、技术人

员和社区中间，建设理解、抵御和应付

外部变化的能力  
 为传统知识开创一个长期的发展空间，

和增强当地少数民族社区的能力 
 
项目工作 
1．传统造纸项目(由德国跨机构合作发展研

究所资助) 
 传统知识传承：在丽江大具肯配古社区

内与老一辈工艺人合作，针对有兴趣的

年青人进行造纸技艺培训，并与他们展

开关于造纸技艺知识产权的讨论以达

成共识； 
 资源管理：在对肯配古传统资源管理知

识的调查基础上，支持当地土专家和圣

文进行造纸原料荛花人工种植试验，并

把成功经验在社区内推广；组织年青人

参与资源调查，让他们清楚意识到资源

的现状及问题，并能更好地管理和利用

资源，同时也从中了解我们种植试验的

苦心； 
 技术革新和互访会：帮助当地土专家和

圣文改进工具和作坊和制造新工具；并

组织年青人到鹤庆与白族造纸人进行

工艺交流，并现场指导，以拓宽他们对

其他民族手工纸的了解，为技术革新提

供借鉴； 
 市场调查：了解手工纸产品的状况，为

产品设计提供借鉴； 
 面上造纸技术调查：先后对鹤庆、凤庆、

禄丰、腾冲、西双版纳等地的白族、彝

族、汉族、傣族的手工纸进行调查，包

括原料及管理、手工纸市场、流程地、

造纸历史等，并对造纸流程进行了摄影

和摄像； 
 云南少数民族造纸网站正在建立中； 
 完成一篇有关荛花人工种植试验的研

究论文，已由<<云南植物研究>>接受发

表； 
 完成了有关手工造纸小电影的制作； 
 造纸土专家库正在建立中。 

 
2．加强乡土知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

用项目(由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资助) 
 以行政村为单位，选择在云南生物多样

性和文化多样性高的三个地州的六个

社区进行利用传统知识进行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试点工作：如示范种植、经济

林木引种；野生蔬菜药材驯化种植实

验；苗圃；传统文化保护和恢复；技术

培训；参观互访活动和种子交流会 
 2003 年 4 月组织了一天的定点研究项

目研讨。各项目点成员，包括地州合作

伙伴参加了会议，对各点的情况进行了

详细的交流和讨论。通过项目研讨活

动，不仅加强了 CBIK 工作人员，尤其

是年轻员工的综合能力，更加强了项目

在地州的各合作伙伴的参与式研究能

力。项目讨论会的另一产出是完成了项

目的阶段报告。 
 2003 年 7 月，组织了一次针对项目成员

的 PRA 方法培训班。 
 西双版纳传统使用的竹子种类的专题

研究 
 滇西北松茸产业链分析的专题研究 
 金平野生蔬菜的本土市场运作和跨国

境野生蔬菜贸易的专题研究 
 云南传统可食用野生菌的专题研究 
 彝族传统文化对植物的保护的专题研

究 
 瑶族医药社会文化方面的专题研究 
 云南彝族人居和生态景观的互动研究 

 
能力建设部 

目标 
 使CBIK的员工、成员和信息提供者专

业化 
 在态度、方法、工具和团队工作中推广

参与式方法 
 为员工和同一领域的战略伙伴提供在

当地的、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学习机会 
 创造和改进中长期云南省生物多样性

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培训能力 
 
项目工作 
1．景洪职业中学农业技术培训支撑项目(由
米索尔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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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监测，提供建议：监测和建议贯

穿在景洪职业中学实施培训的过程中，

通过实地考查、电话、邮件、E-mail 等
方式实现。今年 3 月组织了一次初步的

评估，对第一期实施后的效果及下一步

的需求进行了评估，有评估报告一份。 
 协助组织农展会：2003 年 6 月 20－23

日，由景洪职业中学组织，CBIK 协助，

在景洪召开了八个培训寨子的农展会

暨项目经验交流和计划会。会上组织了

八个寨子的经验交流、种子和农产品的

交换，也组织了项目经验的讨论会和第

二期培训的计划会。CBIK 承担协助和

记录工作。由 CBIK 摄制和制作了农民

经验交流的 VCD 一套，并已交景洪职

业中学及参与农展会的八个寨子。本次

农展会后还组织了职中领导和老师与

CBIK 关于农展会组织经验的讨论，有

讨论总结一份。 
 协助项目经验总结和培训手册的编写：

根据项目计划，项目应开发一套适用于

热带山区的实用技术培训手册。CBIK
协助景洪职业中学整理培训材料，同时

也协助景洪职业中学总结该校在实施

可视化成人教育过程中的经验。目前，

培训手册已完成了目录和具体计划，部

分专题的拟稿和绘画已完成。 
 
2．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由温洛克国际农

业开发中心资助) 
 组织了四次会议，了解 CBIK 的能力建

设需求 
 完成了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要求

提交的项目设计 
 协助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组织筹

款培训，并提供会议翻译 
 
3．小额资助项目(由福特基金会资助)  

 组织了项目中期培训学习 
 组织了项目终期写作培训 
 目前已进入了论文的最后修改阶段 

 
4．CBIK 员工参加的外部培训 

 李波于2月参加了在泰国由地区性社区

林业培训中心组织的“社区基础的生态

旅游培训”。 

 何俊由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会和 CBIK 共

同资助于10月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提

高在林业和农业教育质量的培训”。 

 王愉于 10 月参加了在印度由加拿大发

展研究中心组织和资助的“有关自然资

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和性别分

析”的培训。 

 7 个项目工作人员于 11 月参加了在昆

明由国际混农林中心昆明办公室组织

和资助的“当地生态/农业生态知识数

据库软件使用”的培训。 

 钱洁和何俊于 12 月参加了在昆明由温

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组织和资助的

“筹款培训”。 

 
5．CBIK 为员工组织的内部培训 

 3 月组织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使用的培

训。 

 7 月组织了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的培

训。 

 12 月组织了逻辑框架运用的培训。 

 

6．CBIK 论坛 

 7 月 9 日, 加拿大环境研究所 Karen 
Russell & Simon Brascoupe, “印第安

民族头梳的传统知识和艺术”. 
 7月 9日, 世界资源研究所 Jesse Ribot, 

“分权和自然资源管理”. 
 8 月 5 日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Ben 

Hillmen, “如何理解管理”. 
 8 月 14 日, 国际混农林中心的邓喜庆,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项目中的运用”. 
 8 月 16 日, 威斯康新大学 Timothy 

Moermond, “参与式生物多样性评估”. 
 11 月 21 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 Josep A. 

Gari, “植物多样性，食物安全和艾滋病

防治”. 
 
7．英语角 

为了提高 CBIK 员工的英文会话和写作

能力，每个星期五下午 3：30 - 4：30 定期

为 CBIK 员工开展英语角活动，每次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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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个人参加。每个月会有一次由外来人

员或 CBIK 员工组织的英文报告会。第一次

英语角活动是 11 月 7 日开始的，已经坚持

了两个多月，CBIK 的员工在英语听说和写

作方面都有显著持续的提高。 

 

信息交流部 

目标 
 积累知识 
 改进不同学科、不同部门、机构和人群

之间的合作 
 创新知识 
 促进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

其在社区发展中的应用  
 扩大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

究会在公众和政府中的影响和作用 
 
项目工作 

 协助其他项目完成出版物和小电影制

作 
 设计和开始建立电子图书馆和电子博

物馆 
 CBIK 网页的定期更新 
 CBIK 内部网络和计算机的维护 
 完成了人和神山关系的海报设计和印

刷 
 完成了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云南

宣言的海报设计和印刷 
 正式出版专著和译著 6 本： 

1）许建初、Stephen Mikesell 主编，

2003。Landscapes of Diversity, 云南

科技出版社。 
2）Ronnie Vernooy, 孙秋、许建初主

编 ， 2003 。 Voices for Change: 
Participator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 China, 云南科技出版社

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3）许建初、张兰英、钱洁、杨植惟译，

2003。超越知识产权：为原住民和当地

社区争取传统资源权利，云南科技出版

社。 
4）杨永平、许建初、杨植惟译，2003。
流域管理：东南亚大陆山区的生活和资

源竞争，云南科技出版社。 
5）艾夕辉、许建初译，2003。全球流

域管理的新模式：世界水坝委员会的一

个独立评估，云南科技出版社。 
6）何俊、许建初译，2003。环境、生

计和地方机制：东南亚大陆地区的分权

过程（综述），云南科技出版社。 
 

机构建设部 

目标 
 在最适合的层次作决定 
 对于所有的关键行动者，有关的资讯是

透明的和可以利用的。 
 公开、公平和公正 
 能力、知识、技能、行动的权利 
 长远和广泛的战略眼光 

 
具体工作 
 

 CBIK 战略规划中文稿的起草 
 7 月组织了 CBIK 理事会 
 7 月 25-26 日组织了第三次 CBIK 国际

顾问会议 
 制定了 CBIK 长期的筹款战略 
 开始建立机构部门和项目的监测评估

体系 
 完成了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的设计，并已

完成了岗位描述等一系列前期调查工

作 
 

于 7 月 25-26 日召开了第三次 CBIK 国

际顾问会议，六位国际顾问首次齐聚 CBIK，
为 CBIK 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

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并确定了顾问对 CBIK
应作的贡献。作为 CBIK 的国际顾问，他们

将有如下的义务：为 CBIK 的 5 年规划作中

期回顾；为 CBIK 的行政、机构和项目发展

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帮助 CBIK 与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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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机构建立联系，促进交流和合作，协助

CBIK 开展筹款活动。国际顾问组对 CBIK
一年来的工作加以了肯定，对不同项目中的

研究和发展工作给予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

CBIK 的管理和运转经费的可持续性提出了

有益的意见，同时讨论了顾问组内部的分工

和组织形式。Nick Menzies 负责财务管理

和筹款,Uraivan Tankimyong 和 Jeff Romm
分别负责两个项目部门, Francis Seymour
负责机构管理和发展，Tony Cunningham
负责机构回顾的规划，Percy Sajise 负责顾

问组的总体协调。 
 
 
 
 
 
 
 
 
 
 

欢迎注册成为 CBIK 论坛成员! 

CBIK 论坛是由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和云南参与式行动研究网

络森林小组（PRAF）共同组织的，就云南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进行探讨的系列活动。论坛的

目的是为CBIK会员和PRAF成员提供一个学习和讨论有关云南独特的生物资源和少数民族

传统知识的平台，提供国际相关研究的新理念和发展动态。自 2001 年 9 月下旬开始至今，

论坛已组织过数十次活动。 

2004 年的论坛活动也将继续以案例讨论的形式来组织，欢迎所有 CBIK 会员及森林小

组成员参加。为了把活动组织得更加有序，我们特别希望您，如果愿意参加论坛活动（无论

您是否能每次都到会），请注册成为论坛成员，这样有利于我们为您参加论坛活动提供更好

的服务(如会场安排、资料准备等等)。 

对于论坛活动的内容我们也将在近期的快讯中为您提供，保证大家能够及时分享到这些

有关云南独特的生物资源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及研究的新理念和发展动态。 

注册办法： 

发送Email给论坛秘书普灵沥：pulingli@cbik.ac.cn，注明“注册为论坛成员”，写明您的

姓名、单位及备用电话或致电研究会（4123519－201）找普灵沥，留下您的Email地址或联

系电话。 

请注意，以后的论坛通知将会只发送到论坛成员处，如果您愿意参加论坛，请您务必要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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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度 CBIK 财务信息概要 
 

 
 
 

  总成本 受资助 未受资助 
  人民币 ￥ 人民币 ￥ 人民币 ￥ 

项目人员工资： 483,501.10 483,501.10  
  高级研究人员 274,285.10 274,285.10  
  项目工作人员 79,012.00 79,012.00  
  兼职与地方合作伙伴 130,204.00 130,204.00  
项目活动： 1,174,146.28 1,174,146.28  
  外拨课题经费 121,517.00 121,517.00  
  差旅费 594,660.37 594,660.37  
  培训费 51,569.62 51,569.62  
  专家咨询和交通费 104,277.90 104,277.90  
  设备购置费 123,869.74 123,869.74  
  出版和邮寄费 72,537.31 72,537.31  
  管理及协作费 79,497.36 79,497.36  
  其他杂费 26,216.98 26,216.98  
CBIK 机构发展 139,643.09 79,528.72 60,114.37
 会员活动 5,471.92   5,471.92
  理事会 12,814.68   12,814.68
  国际顾问会 79,528.72 79,528.72  
  专题学术委员会 31,805.72   31,805.72
  筹款活动 10,022.05   10,022.05
行政管理 697,920.73 387,747.95 310,172.78
  高级管理人员工资 60,929.79 35,368.00  25,561.79
  行政人员工资 119,648.86   119,648.86
  外籍人员费用 23,533.91   23,533.91
职工社会福利费 35,754.45 23,267.85  12,486.60

  固定资产购置费 291,410.00 280,930.00 10,480.00
  水电费 12,575.10   12,575.10
  办公用品及耗材 23,819.70   23,819.70
  对外宣传及图书馆建设 7,291.15   7,291.15
  通讯费 (电话、网络、邮寄费) 37,277.60 18,000.00  19,277.60
  修缮、清洁费 17,893.80   17,893.80
  车辆费用 58,009.48 30,182.10 27,827.38
财务、审计费用 4,870.06   4,870.06

  其他 4,906.83   4,906.83
CBIK 总成本合计 2,495,211.20 2,124,924.05 370,2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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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第 1期 CBIK 论坛 

 
新春伊始，中国的传统春节长假刚过，

2 月 4 日由 CBIK（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

统知识研究会）、云南林业生态工程规划院、

云南 PRA 网森林小组及中国林科院林业与

社会信息网联合举办的“CBIK 论坛”暨“乡

土知识论坛”在云南省昆明市 CBIK 会议室

召开。参加会议的由中国、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从事生物多样性与乡土知识研究的

专家学者 46 人，他们分别来自 13 个单位。 

论坛由 CBIK 副主任钱洁女士主持，首

先由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许建初博士介绍了

乡土知识研究的基本概念，社会文化影响和

当前乡土知识研究的动态和领域。许博士认

为乡土知识首先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世界

观，它是有别于社会主流思想的，而被社会

边缘化了的价值观。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

今天，对于乡土知识的研究、保护和传承也

就显得十分重要，它确确实实地反映了文化

多样性的具体形式，因此文化多样性的倡导

和加强也是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入侵的

有力回击。接着，许建初博士讨论了在乡土

知识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中的作用，以社

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中的作用，同时介绍了

当前农村生计发展和资源管理项目如何与

乡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相结合。 

而后，会议由国家林业局世行中心的何

丕坤教授介绍，由福特基金会资助，云南林

业生态工程规划院社会林业研究室组织实

施的乡土知识研究项目成果——《乡土知识

的实践与发掘》一书的主要内容。他首先介

绍了乡土知识研究的必要性，认为乡土知识

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接着介绍

了乡土知识的概念、定义、内容、特征、重

要性和局限性。关于《乡土知识的实践与发

掘》一书，何丕坤老师着重介绍了书的三个

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圣境文化篇、乡土知

识的实践与运用篇以及乡土知识的组织机

制篇。何教授认为，三个篇章的组合反映了

对于乡土知识研究中的不同侧重点所揭示

的乡土知识体系，它们从认知到实践活动，

从具体技术到组织管理，充分表现了乡土知

识的整体性和全面性。 

两个教授发言之后，与会者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与会者认为这次论坛办的好，大家

开阔了眼见，接受了新的思想和知识，更重

要是进行了经验的交流。同时，与会者一致

认为：乡土知识的研究十分重要，它是当地

人可持续发展的生计策略，也是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研究的同时我

们也要重视乡土知识的创新和传承，更重要

的我们应通过研究、研讨、论坛等形式来实

现对乡土知识价值观的倡导和对政策决策

的影响。 
 

 
2004 年第 2期 CBIK 论坛 

 
来自南非 IUCN 第五届世界保护地大会（WPC）的报道 

 
   3月 4日在中环大厦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一楼会议室召开了第*期CBIK
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保护大会”，来自云南大学，云南

省林业厅，西南林学院，香港社区伙伴和国际混农林中心的 16 人参加了这次论坛。这次论

坛的报告人是来自 CBIK 的李波，他在 2003 年的 9 月代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

究会出席了 IUCN 第五届世界保护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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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自然联盟（IUCN）每十年组织一次世界保护地大会，至今已有 50 年历史，它邀请

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国际组织，私有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广泛利益群体参

加大会，第五届 WPC 有来自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的 2700 名代表，此次大会的主题是：超

越区界的自然保护效益。这次大会取得了三项主要成果：《德班倡议》，《德班计划》和给《生

物多样性公约（CBD）》的建议。 
   在报告中李波给大家介绍了世界保护地大会的背景，历史和此次保护地大会的主要内容，

跟大家分享了他在这次会议中的收获和感想。 
    
南非德班第五届世界保护地大会的详情请见： 

  http://www.iucn.org/themes/wcpa/wpc2003/english/news/daybyday/dailyreports/summary.htm
  Vth World Park Congress Recommendations 
http://www.iucn.org/themes/wcpa/wpc2003/english/outputs/recommendations.htm

The Durban Accord (德班倡议) 
http://www.iucn.org/themes/wcpa/wpc2003/english/outputs/durban.htm

The Durban Action Plan（德班计划） 
http://www.iucn.org/themes/wcpa/wpc2003/english/outputs/durban/daplan.htm
Message of the Vth IUCN World Parks Congres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给《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建议 

http://www.iucn.org/themes/wcpa/wpc2003/english/outputs/durban/cbdmessage.htm

 

 
 

 
 

 

本期责编：钱洁  许建初  王愉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严家地小区中环大厦 A 座 3 楼   邮编：650034 
电话：86-871-4123519  4162736  4123284 
传真：86-871-4124871 
主页：http://www.cbik.org  或 http://www.cbik.ac.cn  
 
快讯联系人：普灵沥 
电话：86-871-4162736 转 201 
电子邮件：pulingli@cbik.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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