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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为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

见》中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有关领域中长期规划”的要求，切实推进

生物多样性规划及保护工作，制订本文件。 

本文件规定了生物多样性规划的基本要求，涵盖基本概况、现状调查与分析、规

划目标和规划指标、规划重点、公众参与、保障措施、规划成果要求等方面的规范，

确定了生物多样性规划的基本原则、操作规程和要求。 

本文件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 

 

周晋峰  马勇  张思远   

封紫  黄琦涵  李晓月   

马嫚  秦秀芳  徐艳君  

 

 

魏天亮  杨晓红  王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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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规划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规划的基本原则、操作规程和要求等内容，适用于

政府部门和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等开展生物多样性规划和建设的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标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十年规划（2021-2030 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HJ 623-2011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T/CGDF 00001-2020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标准 

T/CGDF 00002—2020 生物多样性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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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GDF 00003—2020 生物多样性修复标准 

T/CGDF 00004—2020 生物多样性适应规范 

T/CGDF 00005—2020 生物多样性补偿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

程的综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

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包括三个层次，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

多样性。 

3.2  

生物多样性规划 Biodiversity Planning 

是指依照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要求，基于自然的、人本

的解决方案，在市（县）城区和市（县）域的国土空间中科学布局，编制生物多

样性的规划，促进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平衡，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3  

生态文化 Ecological Culture 

生态文化是主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的文化；是生态文明主流价值

观的核心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全面、

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文明形态。 

3.4  

栖息地 Habitat  

指生物出现在环境中的空间范围与环境条件的总和，包括个体或群体生物生

存所需要的非生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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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原则 

4.1 科学性原则 

生物多样性规划应坚持严谨的态度，采用科学的技术方法进行规划，根据区

域特点制定本土特色的规划。 

4.2 合法合规原则 

生物多样性规划应遵循合法合规原则，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规定的基础上

制定规划。 

4.3 可操作性原则 

生物多样性规划提出的方法和操作规程应具有可操作性，涉及的调查方法有

据有效，操作性强。 

4.4 公众参与原则 

生物多样性规划应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可以通过听证会、座

谈会、论证会等组织形式进行。。 

5 规划内容 

5.1 基本概况 

5.1.1 自然概况 

介绍规划范围内的区域概况、地形地貌、气候特点、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

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区域概况：地理位置、经纬度、区域面积等。 

2）地形地貌：地形地貌特征、地质及地质活动、岛屿等。 

3）气候特点：气候类型、所属气候区、气温、降水量、风力等。 

4）自然资源：土壤、山脉、水系、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 

5）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动物资源、植物资源、生物群落、国家重点保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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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珍稀濒危物种等。 

5.1.2 社会及经济条件 

介绍规划区域社会、经济等背景条件，分析规划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历史沿革：规划区域形成演变的重要节点等。 

2） 行政区划：行政区域概况、行政区域的面积、乡镇/县/区市/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分布情况等。 

3） 社会经济发展：包括人口、GDP、居民人均收入、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等。 

4） 交通运输发展：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整体面貌，未来的蓝图等。 

5.2 现状调查与分析 

5.2.1 基本要求 

通过生物多样性现有状况的调查，掌握目前规划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基本情况

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现状，分析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可能

产生的影响，为生物多样性规划提供基本依据。 

5.2.2 生态系统多样性现状 

主要调查规划区域内的生态系统种类、数量、面积与分布，考虑其天然性、

稀有性、特有性、潜在价值等。包括调查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大尺度景观变化、

生境破坏及其他干扰影响；典型物种种群抵抗人类干扰而发生的变化趋势；区域

性关键物种灭绝可能导致的区域生态的变化；森林覆盖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生

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等。 

1）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现状 

自然生态系统是依靠自然调节能力维持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

成的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湖泊或河流

生态系统等。调查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历史资料和文献调查、实地走访调查、实地

样地（样线）样方调查等。 

2） 人工生态系统多样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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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生态系统是经过人工干预或改造而形成的生态系统，包括农田生态系统、

人工林生态系统、人工湿地生态系统、人工草地生态系统等。调查方法包括但不

限于历史资料和文献调查、实地走访调查、实地样地（样线）样方调查等。 

5.2.3 物种多样性现状 

1） 动物物种 

统计范围为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节肢类（昆虫）、软体

类（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原生类等。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只要出现在本地，

不论其是否在本地繁殖，均纳入统计范围。人工生境生长家养动物，如鱼塘中的

养殖鱼类、养殖场的动物、动物园中的动物等，另行调查和统计。 

①陆生哺乳动物 

调查规划区域内陆生哺乳动物的物种组成、分布、生境、威胁因子和保护现

状等。调查方法可用样线法、直接计数法、红外相机自动拍摄法等。   

②鸟类 

调查规划区域内的鸟类物种的组成、分布、生境、及受威胁因素、重点物种

等。调查方法可用样线法、样点法、直接计数法等。  

③两栖爬行类 

调查规划区域内两栖爬行类动物的物种组成、分布、生境、威胁因子和保护

现状等。调查方法可用样线法、鸣数计数法等。   

④昆虫（节肢类） 

调查规划区域内昆虫组成、分布、生境状况及受威胁因子等。由于昆虫种类

繁多，通常都会调查蝴蝶及其它授粉昆虫。调查方法可用样线法、灯诱法、诱饵

诱捕法、振落法等。 

⑤鱼类 

调查规划区域内水生脊椎动物（鱼类）的物种组成、分布、生境、受威胁因

子和保护状况等。调查方法可用现场捕获法、渔获物调查法、补充调查法等。  

⑥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调查规划区域内的河流、水库、湖泊等自然及半自然水体的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的种类组成、分布、生境、威胁因子和保护现状等。调查方法可用定量采样



6 

 

法、泥样（水底泥芯）法、水流取芯器法等。 

⑦浮游生物 

调查规划区域内河流、水库、湖泊等自然及半自然水体的浮游动物种类、分

布、生境、受威胁因子等。调查方法可用样点法，在不同调查水域，根据不同生

境和不同水深进行采样点的位置和数量设置。  

2）植物物种 

统计范围为藻类、地衣、苔藓、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等。人工种植或

栽培植物，如在各类人工林、农田、果园、菜地、植物园、种植园等种植或栽培

的植物等，另行调查和统计。 

植物类型按《中国植被》中的植被分类系统确定到群系一级。需要调查规划

区域内的植被型、植被亚型、群系组和群系，分别说明其分布区域、面积、受保

护现状。 

调查方法可以用总计数法、盖度目测法、样方法、样带法、种子收集法等。 

3） 微生物物种 

统计范围为自然环境中水体、土壤中肉眼看不见的细菌、病毒、真菌以及一

些小型的原生生物和大型菌类。人工种植或栽培的大型菌类，另行调查和统计。 

大型真菌主要是调查规划区域内大型真菌的物种组成、分布、生境、威胁因

子和保护现状等。重点关注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特有种、《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中的疑似灭绝物种、受胁物种与数据缺乏物种。调查

方法可以用踏查法、样线法、访谈和市场调查法等。 

4） 重点调查对象 

①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省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区域特

有的野生动物； 

②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或省级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或区域特

有的野生植物； 

③列入《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

称“三有名录”）的物种； 

④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及其他公约或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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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⑤外来入侵物种；； 

⑥重点野生动物、植物构成的生态系统。5.2.4 遗传多样性现状 

包括调查规划区域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调查方法

可以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样本采集等。 

5.2.5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现状 

1）制度措施 

   包括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及规划制定及执行情况。 

2）机构和人员 

   生物多样性管理机构及专职工作人员等情况。 

3）研讨交流 

   为增强沟通交流，围绕生物多样性管理及规划等开展的国内外研讨情况。 

4）科学研究 

   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科学研究活动情况，包括物种监测、数据分析、野生动

植物遗传资源研究等。 

5.3 规划目标和规划指标 

5.3.1 规划目标 

1）指导思想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重要会议精神，按照地方法规规范性

文件等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降低生物

多样性丧失速度、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水平作为重点目标，采取基

于自然的、人本的解决方案，全面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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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范围 

所有国土空间全覆盖的生物多样性潜力规划，不仅包括自然保护地、大型公

园绿地和特定物种的生境，还涵盖区域、城市、社区、村庄、建筑、农田等多个

尺度，注重宏观尺度、中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的生态保护连续性，重视生态空间和

生态网络划定。 

3）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可以设置为三个阶段：一、短期规划，期限在 5 年内；二、中长

期规划，期限为 5~15 年的时间；三、远景规划，期限为 15 年以上。 

4）规划依据 

生物多样性规划依据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等；二是规范性文件，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十年规划（2021-2030 年）》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等；三是标准体系，如《区域生物多

样性评价标准》（HJ 623-2011）、《生物多样性评估标准》（T/CGDF 00002—2020）

和《生物多样性修复标准》（T/CGDF 00003—2020）等；四是地方性法规政策，

如《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和《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等。 

5）规划原则 

①遵循自然，保护优先 

遵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保

护，坚持自然恢复为主，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身修复能力，对生态系统、生物物

种及遗传资源实施有效保护，保障生态安全。。 

②统筹规划与功能分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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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

聚焦重点保护区域、产业机构和发展潜力，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合理规

划，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力。 

③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NbS）和基于人本的解决方案

（ Human-based Solution，HbS）  

在面对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危机时，采用基于自然的人本的规划方案，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措施。自然是生物多样性规划的重大内容和目标。而人类是造成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源头，要减缓这一丧失速度就需要从源头寻找解决方案，需要人

类成为实施这一重大工程的主体。 

④节约、自然、有限、系统四原则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须践行节约、自然、有限与系统四个原则。坚持节约优先，

降低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耗费。自然原则是指在规划过程中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

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适合本地环境的乡土物种，确保生物多样性。有限则是避免

过度修复。同时，规划需要从宏观角度出发，注重全局，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的原则，着眼于更为宏观的时空尺度来考量整个规划。 

⑤不扩散、不为害、充分公示三公理 

“三公理”强调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污染状况，合理划分生态功能

区域，在不同功能区间建绿色防护带，以防止污染的扩散和为害。建立多方位监

控系统，在监测区域污染情况的同时，公示污染现状及采取的相应措施，保证公

众知情权。 

⑥丰富种类与本土资源相结合 

以本土物种为主，适当引入近气候地区的物种，丰富物种种类，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同时，构建科学的生态空间群落，推动生态系统持续优化。 

⑦可持续利用与资源惠益共享 

可以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但禁止毁灭性、掠夺性无序利用方式。在生物

资源惠益共享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促进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科学、合理和有序地利用生物资源。 

⑧公众参与 



10 

 

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无疑是人类的不可持续利用所致，进而危及到人类自身

的发展乃至生存。要扭转这一的趋势就离开全社会的参与，在主动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同时，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⑨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CON） 

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Our Neighborhood，

BCON），旨在发掘人类活动密集的地区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佳实践，兼顾保

护和发展，协同可持续生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6）规划目标 

①总体目标 

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建立全面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

促进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共享和可持续利用，形成完整稳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

格局，公众自觉参与生物多样性工作，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②阶段性目标 

a 近期目标（5年） 

力争有效遏制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丧失。完成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与评估，并建立有效的监控系统。加强对重点保护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的就

地保护。对就地保护能力不足且濒危的物种开展合理有效的迁地保护或离体保护。

初步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与预警系统，制订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和监督制度，

形成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 

b 中长期目标（5~15 年） 

生物多样性丧失基本得到控制。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全部完成，

并实施有效的监控。基本建成类型齐全、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自然保护区体系，

重要物种得到有效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与预警系统、生物遗传资源管

理和监督制度以及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共享和可持续利用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生

物多样性适应逐步加强，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成为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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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规划层次 

①生态系统多样性规划 

a 进行生态系统功能分区，保障空间独立与协调  

根据气候特征、地形地貌、地质特征、土壤特性等环境条件及产业结构、人

文特征等社会因素，结合本土生物类型、生活习性和分布现状，在充分认识区域

生态系统结构、演变过程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生态功能分区，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明确界定生态系

统保护空间与社会生产生活用地范围，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给予充分保

障。 

b 丰富区域生境类型，构建区域生态网络 

根据区域地理环境状况和污染或破坏现状，对生态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在此

基础上，结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保护空间网络，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防护屏障、

城郊风景区、自然保护地、生态公园、湿地公园及必要的生态廊道等，保障生态

网络的整体性和连通性，构建区域生态系统多样性。 

c 采用模拟地带性自然群落的设计方法 

在生态系统建设过程中，采用模拟地带性生态群落结构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方

法，注重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协调，遵循生态群落自然演替的客观自然规律，规划

设计人工顶级群落和非顶级群落的各种类型，提升生态功能，构建生态空间网络，

促进生物群落的演替，达到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目的。 

②物种多样性规划 

物种多样性是遗传多样性的基础，是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单位， 物种多样

性对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具有重要影响。 

a 规划多结构、多类型生境 

生境是生物生存和繁衍的基本保障。不同的生境具有不同的生态因子，而不

同的生物所需的生境不同，因此生境是孕育生物多样性的摇篮。在规划中，应以

生境为核心，对生境进行评价，划分生境等级，在此基础上确定生境规划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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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方向，采用复层种植结构，丰富群落空间结构和生境类型，并在生境间建

立生态长廊，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延续性和交互性。 

b 本土物种优先，科学引种 

根据区域物种系统分析结果，结合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生态习性及适应能力，

针对不同区域光照、土壤、水分、温度等生态条件和生境空间结构需求，在原有

的生境基础上，规划选择本土合适物种，增强生物多样性丰富度。 

可以适当引入近气候区域的物种。从整体出发，统筹近远期的生态效果，选

择符合满足生态功能需求和生境特性的物种。在引种过程中，需采取科学的引种

措施，选择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和抗逆性强的物种，确保引种成功。 

③遗传多样性规划 

a.就地保护，建立保护区 

对有价值的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予以重点保护，以保持生态系统内生物的繁

衍与优化，维持生态平衡，稳定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依据生态价值、保护强度

及生态保护红线，确定保护地类型，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系统。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需进行分区，包括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核心保

护区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自然公园

原则上按一般控制区规划，限制人为活动。 

b.迁地保护，建立迁地保护网络 

针对就地保护力度不足和种群数量较少的物种，建立和完善迁地保护网络，

保护遗传多样性。根据迁地的生态条件、迁地保护的难易程度和保护需求，规划

建立富有特色的植物园、动物园、温室生态园、野生动植物繁育中心、资源圃等

迁地保护系统，加强物种繁育工作，以期最大限度地保存遗传资源，挖掘遗传资

源潜力，为生物育种、生态建设和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挥重要作用。 

在规划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迁地保护的带来的遗传风险，如样本采集对自然居

群带来的风险、迁地保护物种遗传多样性降低的风险、遗传变异风险、迁地保护

物种近交衰退、远交衰退及杂交的风险等。 

c.离体保护，建立种质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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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建立种质资源库（又称基因库），以超低温保存生物细胞

和组织的方式，使物种及其遗传基因得到延续和可持续利用。在整体规划中，要

适当考虑离体保护，不仅节约保存空间，减少人力物力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环境对活体保护的安全风险。 

d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减缓遗传资源丧失速度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护。在引种过程中。要综合评估所引物种对本土物种

的威胁，严防外侵物种对本土生物多样性的危害。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

景名胜区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特殊或者脆弱的区域，不得开展隔离引种试验。 

另外，要加强出入境生物检验检疫工作，从源头上将外来有害入侵物种拒之

于外。进一步加强对生物入侵危害性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的防范意识。 

④景观多样性规划 

景观多样性主要表现为结构、功能和动态的多样性，是在景观水平上的生物

多样性显著程度的表征。景观多样性规划要充分利用区域自然景观，在此基础上

丰富景观类型。 

a.斑块多样性规划 

综合考虑斑块大小、形状及空间结构，合理布局，建立斑块路网。根据不同

的需求和环境情况，选择不同的斑块大小、形状和结构。斑块面积的大小影响物

种的分布和生产水平，物种种类会随着面积的增大而增加。一般紧密型形状（如

圆形斑块）有利于存储能量和养分，保蓄生物；松散型形状（如长条形斑块）易

于能量、物质和生物的交换。斑块构型，即空间排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物种的流动。通过建立生态廊道，增加生境斑块的连接性，促进斑块间基因交流

和物种流动。 

b.类型多样性规划 

依据景观类型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合理设计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的

数量及其面积，增加景观类型的丰富度和复杂度。在单一类型景观中，适度增加

其他类型斑块，引入一些物种，增加物种的多样性。减少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不利影响，在断片化的景观类型间建造生态廊道，与现有景观构建连接

网络，有利于物种的传播、迁徙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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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格局多样性规划 

依据景观空间格局对生态过程的影响，以及景观异质性、持久性、抵抗性和

恢复力，整合斑块、廊道和基底，设计不同的景观结构以实现对景观动态的控制。

为降低物种多样性丧失，在生物群体的重要区域，保留原有生境，并在不同生境

间建立生态廊道，促进物种的迁徙和基因交流。另外，可以通过桥梁、隧道等道

路类型来降低道路对生物迁移的阻隔作用。 

5.3.2 规划指标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框架，结合生物多样

性保护实践，构建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生物多样性保护目

标指标（即状态指标）、压力削减指标（即压力指标）、生物多样性管理能力建

设指标（即响应指标）以及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即绩效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生物多样性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层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生物多样

性保护目

标指标 

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境多样性和生态空间结

构的连通性 

生境多样性指数、优势度、

自然生态系统面积、镶嵌度

指数 

物种多样性 重点保护种群 

物种丰富度、物种特有性、

本土物种指数、物种受威胁

程度、重点保护物种的种群

动态、外来物种入侵度、威

胁因子、受威胁物种状况 

遗传多样性 种质资源保存与繁育 
保护地覆盖率、种质资源保

存比例、繁育状况 

生物多样

性压力消

减指标 开发利用 可持续利用 

已利用物种的灭绝风险、生

物安全阈值内资源利用比例

的变化、可持续管理的生态

系统面积的变化、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的生态阈值、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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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自身恢复强度 

环境 
生境破坏控制、环境污染

控制、气候治理 

生境破碎化指数、生态系统

面积与生产生活用地面积的

比例、自然生态系统面积减

少率、污染物对生物灭绝分

析影响、污染物的沉降速度、

沉积物转移速度、气候治理

带来的物种灭绝风险影响程

度、气候变化对群落组成的

影响、气候对种群迁徙的影

响、脆弱生态系统边界移动

的范围和速度、生物多样性

指数 

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管控 

外来入侵物种对本土物种灭

绝风险影响、外来入侵物种

种数、外来入侵物种所占生

境比例、外来入侵物种引起

野生动植物发病的次数 

人类 偷挖捕猎现象的遏制 

偷挖捕猎物种数量、偷挖捕

猎对物种灭绝危险的影响、

人为干扰强度和频度 

生物多样

性管理能

力建设指

标 

政策 
增加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

法规 

控制外来入侵物种扩散政

策、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的

制订和实施、地方相关法律

法规的制订和实施 

调查 监测监控 
环境监测、物种和生态环境

的动态监控 

资金 资金资源的投入 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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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比重 

人类 公众参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变

化、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状况 

生物多样

性修复绩

效指标 

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变化的情况 

群体评价杂合度差异；种质

资源保存数量的变化；遗传

育种现状 

物种多样性 
物种的丰富度、分布和灭

绝风险 

物种丰度的变化、物种灭绝

风险的变化、物种分布范围

的变化 

生态多样性 
生态系统的分布、状况和

脆弱性 

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生境

分布范围的变化、景观格局

指数、自然生境破碎化程度

的变化、退化/受威胁生境面

积比例的变化、自然生境被

转换面积比例的变化、物种

灭绝速度的变化 

 

5.4 规划重点 

5.4.1 市（县）城区的生物多样性规划 

1）规划目标与重点 

①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市（县）城区的系统规划中，科学地进行规划布局。规

划城区多层次的绿地系统，通过绿环、绿带、绿廊等绿地形式有效地将城区

与市（县）域的大环境相通。 

②开展生物多样性重点工程实施生态廊道畅通工程，实现生物保护通道网络化。 

③创造条件，建立层次丰富、结构立体、功能多样的生物群落。丰富植物物种，

增强植物群落的稳定性；吸引昆虫、鸟类、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回归城市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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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保证生存繁衍，提高市（县）城区的物种多样性。 

④加强城市生境的保护、修复和提升工程建设。政府主导，制定法规或规程，

开展城市建构筑物自然绿化，挖掘并修复建构筑物的潜在生境。 

⑤研究建立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条例；健全相关管理体制和管理机

构；开展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收集、评估和监测；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

建设方案；规范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格局。 

2）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和规划措施  

①基于自然的原则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关键要保持并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复

杂性。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尽力保护天然植被的完整性、增强城市中自

然地段的连通性、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城市中保留一些自然进程主导的荒地，

增加栖息地的多样性，增加城市绿地结构种类组成和结构的复杂性。 

②基于人本的原则规划和建设各类公园，形成规模匹配，功能多样的公园体系。

市（县）城区在用地布局和生态规划中，要完善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因地

制宜地发展小微公园和街旁公园，形成城市、居住区、居住小区配套的完整

体系。 

③绿地系统规划中要优化绿地结构。建设和改造中结合市（县）城区绿地系统

规划，在城区各类绿地的建设和改造中优化绿地结构，为生物多样性创造适

宜的条件。 

④减少对城区中动植物群落的干扰。市（县）城区中的野生生物在对城市和人

类活动逐步适应，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范围和习惯。城市居民应尽量减少对

野生生物的有意或无意的干扰。 

⑤强化市（县）城区绿地管理工作。建立园林植物检测、评价与信息系统。通

过园林植物知识培训和科普宣传，提高市民保护环境的意识。 

⑥推广无污染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避免一刀切、单一化、不适宜的植物种植

和养护方法造成。  

5.4.2 市（县）域的生物多样性规划 

1）规划目标与重点 

①对市（县）域内的国土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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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扶持和监管，明确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控政策。 

②按照山地生态系统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城市生态系统保护、农田生态

系统保护、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五大保护层次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划分山地

生态保护区、城郊森林生态保护区、城市绿地斑块及生态廊道保护区、城郊

农田生态保护区、湿地和湿地生态保护区五大保护分区。 

③依据现有环境资源条件，将主城区内的各类绿地和生态廊道、近郊景观区（风

景名胜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等）、生态区（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湿地）等进行有机结合，使城市绿地系统与周边大环境有机相融。 

④合理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布局。重点加强珍稀濒危动植物、旗舰物种和

指示物种保护管理。 

⑤按照自然、节约、有限、系统四原则，重视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尽量避

免认为干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尽量避免人为过度干预，

对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实施有效保护，保障生态安全。 

2）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和规划措施 

在城区发展的同时，构筑外围生态环境功能区结构。有效控制城市发展用地

的蔓延，保护外围山水环境，营造绿色生态空间。形成人工与自然和谐共生、生

态系统复合性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 

①自然保护区 

促进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按照自然保护区的划定和保护工作目标，对森

林、野生动物、自然与地质遗迹等划定专门保护区，全面保护自然生境及附属物

种。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进行放牧、砍伐、狩猎、采药、开矿、采

石挖沙等活动。 

在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预先考虑物种多样性保护措施。不同的濒危

物种开展有针对性的保护工程，对面临退化的生态系统实施重点修复。 

采取多种措施，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好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例如采用生态补

偿机制，开展市（县）重点保护区建设，建设生态文明示范保护区等多种方式，

政府倡导、市民参与共同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使用智能化现代科技提高监测力度。监控对自然保护区的破坏行为，定期测

量和记录保护区内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掌握保护区内物种种类，种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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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分布等信息，并对未来生态系统的变化做出合理预测，提前分析未来可能出

现的问题并预先制定对策。 

②重要的栖息地 

制定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相关保护规划和措施。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出发，

调整产业结构， 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因地制宜，把握

市（县）定位， 从实际出发，保护全市（县）良好的生态环境。利用就地保护

和迁地保护相结合的途径，抢救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 

良好的自然资源为生态廊道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自然基础。建设生态廊道，有

机连接各个区块， 有利于物种的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按照动物的迁徙特

点和生活习性来建设生物廊道，起到生物的联系和辐射作用。相邻栖息地斑块之

间通过廊道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生存机

会。  

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

亡，栖息地的破碎化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改变，不利于物种生存。应对栖息

地保护，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1） 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2） 建立缓冲区以减少外围人为活动的干扰； 

（3） 在栖息地之间建立生态廊道； 

（4） 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5） 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③重要自然景观 

景观多样性与地区内文明历史的长短和自然环境分异程度有关，具有自然历

史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多重内在价值。 

重要景观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受人工影响不

断增大的情况，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池塘及湖泊的布置使生物多样性

保持在较高的程度。 

景观的破碎和分割是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景观的连接和格局都要从

整体出发，把各个部分连接成整体的保护网络，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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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管理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保持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景观水平生物

多样性保护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的整体保护，通过保

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④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探讨人在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客观反

映，其实质是开发和利用不应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需要充分考虑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孕育了各类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值得继承和弘扬。传统

文化的继承包含：原来已经湮没的文化可视需要重新进行发掘；现存文化在建设

中应受到尊重并作为城市特色加以积极保护和发扬。对于地方戏剧、音乐、舞蹈、

民间故事、绘画、雕刻、工艺品、土特产、饮食风味、生活习俗等，只要具有积

极进步的意义，均应重视挖掘，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传承本土原生态文化，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应该

深入挖掘本地原生态文化，并在生物多样性规划中予以特别保护，推进本地原生

态文化的传承。 

5.5 公众参与 

为规范生物多样性规划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生物多样性规划中提出公众参与并制定公众参与办法。 

5.5.1 参与主体 

在具体的生物多样性规划中，参与主体应包括： 

1）环境权益直接受影响的公众、相关科学专家、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

民科学家或志愿者以及专业的社会组织。 

2）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3）以及其他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以及主动参加的人。 

5.5.2 参与程序 

1）规划单位公布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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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符合参与条件的公众获取公布的信息后，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意见表。 

3）规划单位收集公众参与意见并仔细归纳整理。 

4）规划单位公布公众参与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并组织编写生物多样性规划

公众参与说明。 

5.5.3 参与时间 

1）在确定生物多样性规划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公众在获得提交意见

途径后提交对项目基本信息如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现有工程及

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等初步意见。 

2）生物多样性规划编制单位在草案撰写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众征集

意见。 

3）生物多样性规划审批通过后 7 个工作日内供公众提供对项目具体内容及

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终意见。 

5.5.4 参与形式 

1）公众可通过网络平台、新媒体、广播、电视等等获取信息（信息持续公

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2）公众需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规划单位提供的方式，如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等，提交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对于公众意见表中的公众个人信息，

规划单位需对其负责，不得用于生物多样性规划公众参与之外的其他用

途。 

3）当规划项目中有公众质疑意见较多的项目时，规划单位可举行听证会、

座谈会、论证会等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a) 对生物多样性规划预测结论或保护措施等方面质疑意见较多时，规

划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邀请受规划影响的公

众代表及有关领域社会组织参加。 

b) 对生物多样性规划理论或技术等方面质疑意见较多时，规划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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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及受规划影响的公众代

表列席。 

5.5.5 参与过程  

公众参与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信息公开、信息交流和公众意见处理。 

 

1）信息公开 

规划单位持续向公众公布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

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规划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生物多样性规划

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生物多样性规划以及公众参与意见等。 

2）信息交流 

为保证公众有直接与规划单位及相关人员交流的途径，规划单位和政府

部门应当实时召开各种听证会和新闻发布会。 

3）公众意见处理 

答复公众意见时，规划单位应明确说明意见采纳与否，及支撑依据。收

到公众意见后及时回复。最后在公示的生物多样性规划和回复中需有公

众建议及改进措施。 

5.5.6 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施和检查 

向主管部门报批生物多样性规划前，规划单位应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

批的生物多样性规划和公众参与说明。 

主管部门受理建设生物多样性规划后，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

公开下列信息： 

1）生物多样性规划全文； 

2）公众参与说明；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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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对生物多样性规划作出审批决定前，应当通过其网络平台公开以下

信息： 

1）规划项目名称、规划地点； 

2）生物多样性规划编制单位名称； 

3）规划项目概况、主要生物多样性影响对策与措施； 

4）规划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5）公众参与结果。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 

在主管部门受理生物多样性规划后和作出审批决定前的信息公开期间，公众

可以依照规定的方式、途径和期限，提出对生物多样性规划审批的意见和建议。 

主管部门应当对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和格式是否符合要求、公众参与程序是否

符合规定进行审查。 

主管部门如发现规划项目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应当责成规划单位重新征求

公众意见，退回生物多样性规划。 

主管部门参考收到的公众意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审

批。 

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生物多样性规划审批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通过网

络平台等方式向社会公告审批决定全文，并依法告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

权利及期限。 

规划单位应当存档生物多样性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所有原始资料，以

备查验。 

规划单位在组织生物多样性规划公众参与过程中如有造假的情况，由负责审

批生物多样性规划的主管部门将该规划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失信

信息记入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开。 

5.6 保障措施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应包括下列方面： 

5.6.1 组织保障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区域合作、指导、检查监督，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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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做到分工协作，密切配合。 

5.6.2 政策制度保障 

加强政策制度和监管能力建设，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与法律体系。 

5.6.3 科技保障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等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建立生物多样性调

查、评估与监测资源和资料、信息共享互动机制。 

5.6.4 宣传保障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与伙伴关系，制定宣传教育方案，增强区域内

广大群众对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 

5.6.5资金保障 

明确项目投资的资金筹措方案和资金来源。资金来源包括国家财政资金投入、地

方政府投入和社会资金。应明确已有投资渠道的项目名称和规模。 

5.6.6人才保障 

培养与聘用生物多样性专业人才，推进落实相关内容，规划实施重点工程。 

6 规划成果要求 

6.1 规划文本 

规划文本层次清楚，内容详实，文字简练。规划编写大纲见附录 A 

6.2 规划附件 

    规划附件包括生物多样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表 B。 

6.3 规划说明 

根据规划编制有关要求，规划报告应系统、全面地反映规划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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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编制大纲 

(规范性附录) 

生物多样性规划编制大纲 

A.1 前言 

A.2.适用范围 

A.3 规范性引用文件 

A.4 术语和定义 

A.5 基本原则 

A.5.1 科学性原则 

A.5.2 合规性原则 

A.5.3 可操作性原则 

A.5.4 公众参与原则 

A.6 规划内容 

A.6.1 基本概况 

A.6.1.1 自然概况 

A.6.1.2 社会及经济条件 

A.6.2 现状调查与分析 

A.6.2.1 基本要求 

A.6.2.2 生态系统多样性现状 

A.6.2.3 物种多样性现状 

A.6.2.4 遗传多样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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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5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现状 

A.6.3 规划目标和规划指标 

A.6.3.1 规划目标 

A.6.3.2 规划指标 

A.6.4 规划重点 

A.6.4.1 市（县）城区的生物多样性规划 

A.6.4.2 市（县）域的生物多样性规划 

A.6.5 公众参与 

A.6.5.1 参与主体 

A.6.5.2 参与程序 

A.6.5.3 参与时间 

A.6.5.4 参与形式 

A.6.5.5 参与过程 

A.6.5.6 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施和检查 

A.6.6 保障措施 

A.6.6.1 组织保障 

A.6.6.2 政策制度保障 

A.6.6.3 科技保障 

A.6.6.4 宣传保障 

A.6.6.5 资金保障 

A.6.6.6 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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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规划成果要求 

A.7.1 规划文本 

A.7.2 规划附件 

A.7.3 规划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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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生物多样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 

 

 

XX 市生物多样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 

序

号 

工程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工程项目建

设内容 

实施期限

（年） 

项目

投资

（万

元） 

项目

来源 

责任

单位 

实施

单位 

                  

                  

                  

                  

                  

                  

合计投资总额为：XX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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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公众参与说明 

1. 项目概述 

2. 首次生物多样性规划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2 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2 公示方式 

3.3 查阅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3 公众情况未采纳情况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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