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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根据第 7/COP.13 号决定，《公约》缔约方会议（COP）通过了《2018-2030 年战略框架》，其中
包含五个战略目标和一个实施框架。战略目标针对如下问题：
1. 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零增长做出
贡献；
2. 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
3. 减缓、适应和管理干旱灾害的影响，加强脆弱人口和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4. 通过有效实施《公约》实现全球环境受益；和
5. 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建立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筹集充足和额外的资金和非资金资源，支
持公约实施
实施框架确定了缔约方和《公约》机构在实现战略目标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对于缔约方，实
施框架在三大领域设定了具体目标：a) 资金和非资金资源； (b) 政策和规划；和 (c) 实施具体
行动。
从2018年开始，《公约》国家报告将监测2018-2030年战略框架实施进度。第13/COP.13 和 15/CO
P.13 号决定就报告程序和工具以及履约审查委员会（CRIC）在审查报告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作出
了规定。

目的

及时获得缔约方采取措施、取得成果以及面临挑战的信息对于确保缔约方会议了解必要情况，作
出具有针对性的决议，指导和支持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在国家和地
方一级致力于实施荒漠化公约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来说，这种信息同样非常宝贵。从这些
观点来看，国家报告是推动有效规划和实施《公约》以及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实现战略目标的不可
或缺的工具。
从 2018 年开始，《公约》报告进程还将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的后续落实做出贡献。
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指标 15.3.1 的负责机构，需要《公约》秘书处使用国家报告中提交的
有关信息，作为供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作全面后续落实和审评的材料。

焦点

根据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的内容，国家报告涉及两型主要信息：有关战略目标进展情况的数
据，以及有关实施框架中确定的目标的叙述/“案例”。
用于报告战略目标 1、2 和 4进展情况的指标由缔约方在第22/COP.11.号决定中确定。在该决定
通过的六项进展指标中，三项基于土地的指标（即土地覆盖趋势、土地生产力趋势和地表及地下
碳储量趋势）及相关度量不仅用于监测各个战略目标的进展情况，也作为评估土地退化零增长（L
DN）目标制定项目（TSP）背景下确定的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和当前《公约》报告进程中可能制定
的潜在目标，以及评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5.3的 指标15.3.1 “退化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比
例”的一项手段。
《公约》秘书处和全球机制利用全球数据源向缔约方提供了这三项进展指标相关度量的默认数
据。为了减轻报告负担，缔约方将收到预先填写了默认数据的模板，这些数据可以用国家数据加
以编辑或替换。已参与或仍在参与 LDN-TSP 的缔约方可采用 LDN-TSP 框架内收集和提交的基于
土地的指标的相关数据进行荒漠化公约报告。
战略目标 3 的指标正在制定当中，2018 年的报告将重点收集各国目前用来衡量类似国家目标的
指标信息。
对于战略目标 5，报告使用四个指标，即：
a)
b)
c)
d)

国际双边和多边官方发展援助趋势（ODA）；
国内公共资源趋势；
共同筹资合作伙伴数量趋势；和
创新资金途径筹集的资源。

关于实施框架的报告将自愿基础上通过定性信息完成，主要采用叙述形式报告国家经验。

报告工具

2017-2018 报告程序的报告工具有：
-

针对具体国家的报告模板，包括关于土地覆盖、土地生产力和碳储量趋势的三项进展指标的默

3

引言

-

认国家数据估值，
为使用这些模板提供支持的本手册，以及
更新的词汇表。

所有这些工具都将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提供，并在履约绩效审查和评估（PRAIS）报告平台上发
布。
除了这些具体的报告工具之外，缔约方还可以参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 良好实践指
1
南》， 指南描述了根据三个基于土地的指标评估和量化退化土地比例的方法，也可参考指导默认
数据使用和解释的技术说明。这两份文件将通过 PRAIS 门户网站提供。
为满足新报告的要求，PRAIS 门户网站已进行完善，特别是创建了国家空间页面，以供各方登录并查
看与其相关的信息和数据。

默认数据和土地退化
零增长报告

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交互式报告模板将预先填入以下来源的默认数据：
-

参与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制定项目（LDN TSP）并提交说明的国家，提交的国家情况更新说
明；
为参与LDN TSP 且未提交状态更新说明的国家提的“默认数据 - 原始版本（2000 - 201
0）”；
为没有参与 LDN TSP 国家提供的“默认数据 - 新版本（2000 - 2015年）”。

参与 LDN-TSP 的缔约方可以使用在LDN-TSP 框架下收集和提交的基于土地的指标数据，用于荒漠化
公约报告程序，也可以使用以下数据源更新/替换这些数据：i) 国家数据源，或者 ii) 由PRAIS 门
户网站向 LDN-TSP 和非 LDN-TSP 国家提供的“默认数据 - 新版本（2000 - 2015年）”。

程序和时间表

从 2018 年 2 月起，国家联络员以及国家报告员（在适用情况下）即可通过 PRAIS 门户网站提
交报告。提交后，所有国家报告将通过 PRAIS 门户在线提供。报告提交截止日期暂定2018 年 7
月。最终期限将由公约履约审查委员会（CRIC）主席团与执行秘书协商决定。
除报告工具和报告平台外，支持报告程序和提供高报告信息质量的措施还有：
-

邀请缔约方出席关于报告程序的各区域研讨会，特别是关于如何报告定量数据和管理、分析和
监测基于土地的指标。这些研讨会暂定于 2018 年 3 月和 4 月举行。
2018 年 1 月起将提供一个在线服务设施，回答缔约方的问题并推动报告程序。
在整个报告期内，区域协调办将在若干顾问的协助下通过服务台提供报告技术支持，特别是基
于土地进展指标方面的技术支持。
截止日期前提交的国家报告将接受质量保证程序检验，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准确性，特别是进展
指标的信息。

CRIC 缔约方大会闭会期间会议（CRIC 17）将讨论根据《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提交报告承载信
息的初步分析。CRIC 将于 2019 年初举行。

性别问题报告

将性别（平等）纳入荒漠化公约履约主流工作的益处在《公约》进程中得到确认。在第 30/COP.1
3 号决定中概述了就此应采取的行动，并将其直接与有效实施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联系起来。
2017-2018 年报告过程是启动有组织收集和分享有关荒漠化公约性别平等履约信息的机会，为
此，性别议题的相关问题已列入报告模板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框架当中。鼓励缔约方自愿回答这些
问题和提供相关信息。

2017- 2018 年报告
程序的报告归因

表 1 显示了报告内容归属，以指导缔约方完成 2017-2018 年报告程序。 SO1 和 SDG 15.3.1 项
下标有符号*的相关指标是指在《公约》范围内，对受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影响的缔约方提供
支持的缔约方，为报告可持续发展，自愿提交信息的指标。实施框架（叙述部分）信息对所有缔
约方均属于自愿提交信息。
表 1 报告属性

1

参见：http://ww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relevant-links/2017-10/Good%20Practice%20Guidance_SDG%20Indica
tor%2015.3.1_Version%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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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指标

指标名称

受影响国家
缔约方

战略目标 1

SO1-1

土地覆盖趋势

X

*

SO1-2

土地生产力或土地功能趋势

X

*

SO1-3

地表和地下碳储量趋势

X

*

SDG 指标 1
5.3.1

退化土地占总土地面积之比

X

*

SO2-1

受影响地区相对贫困线以下和/或收入不均人口趋势

X

SO2-2

受影响地区获取安全饮用水的趋势

X

战略目标 3

SO3

不适用

X

战略目标 4

SO4-1

地表和地下碳储量趋势

X

SO4-2

选定物种丰度和分布趋势

X

战略目标 1、
2 和 4

补充指标

叙述性报告

X

战略目标 5

SO5-1

国际双边和多边官方发展援助趋势

SO5-2

本国公共资源趋势

X

SO5-3

共同筹资合作伙伴数量趋势

X

SO5-4

创新资金途径调动的资源，包括私营部门资金资源

X

战略目标 2

发达国家
缔约方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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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概况

国家情况介绍

目的

需要此信息来促进对战略目标 1 和 2 进展指标的分析。

土地面积

需要数年来的土地面积信息来计算每个土地覆盖类型（SO1-1）覆盖的土地与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
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这些信息也可用于调查可能的气候影响，这些影响可能通过永久性
水体大小的减少、永久性水体的消失和海平面上升来确定。
土地总面积、水体总面积和国土总面积需要以平方公里为单位分别报告相应年份的估值。土地面积数据预
先填入报告模板。预先填写的数据是可编辑的，因此这些估值发生变化时可进行调整。需要在“注释”栏
中对作出的更改说明理由。
各国应确保有关土地面积的数据与土地覆盖和退化土地比例方面的数据一致。
需要数年来的人口统计来估算低于国际贫困线（SO2-1）的人口比例和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SO22）的人口比例。有关人口的信息也可用于确定人口增长对农村和城市地区土地资本压力。

人口

人口估值应以千居民人数为单位报告。人口估值可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网站查阅2 和/或从世
界银行网站获取。3
各国应确保人口统计数据与贫困和饮用水数据相一致。

补充信息

世界银行提供了进一步分解的人口数据集（按劳动力、年龄、男性/女性分解）。这种分解数据可能有助于
解释人口动态和潜在的人口压力。任何额外的分解数据也应该上传到 PRAIS。

2
3

https://esa.un.org/unpd/wup/DataQuery/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location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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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
零增长做出贡献

SO1-1

土地覆盖趋势

土地覆盖
基本理论

土地覆盖是指观测到的地球表面物理和生物覆盖。它描述了植被类型以及裸岩和土壤、内陆水体和人
为影响地表的分布。
该指标以平方公里为土地面积估算单位，通过遥感技术根据地表物理覆盖的光谱特征进行土地分类判
读和面积估算。因为土地覆盖能够随时间的推移快速变化，所以它被用作描述由各种驱动力和因素导
致地球表面动态变化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具有两个功能：(1)土地覆盖变化可以表征土地退化，此时地
方或国家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出现损失；(2) 土地覆盖分类系统可以用来分解战略目标 1 的其他两个指
标（SO1-2 和 SO1-3）。
2018 年报告提交的当前监测期的土地覆盖数据包括各类型土地覆盖面积和各类型土地覆盖占全国总土
地覆盖百分比。本次报告还将检验“土地覆盖流动”情况，即：一种土地覆盖类型变为不同的土地覆
盖类型而产生的增减。

定量数据

各种土地覆盖（数据）产品可从国家、区域和全球来源获得。其计算可以通过分层方法加以分类。
第 1 层（默认方法）：全球/区域地球观测、地理空间信息和建模
第 2 层：以行政或自然区域（如流域）为单元的国家统计数据及国家地球观测数据
第 3 层 （最详细的方法）：实地调查、评估和地面测量
理想情况下，土地覆盖统计数据应主要采用可比较的和标准化的国家数据源（第 2 层方法）。国家数
据产品可采集针对各国特征的土地覆盖类型和重要土地覆盖变化过程。鼓励有数据和能力的国家使用
国家数据集。是否具备2000-2015 时间序列数据及数据是否可定期更新是各国选择最合适数据集时应
考虑的重要标准。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家数据集，区域和全球数据产品可以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为减少报告负担，默认数据集用于报告模板预填写，以便计算土地覆盖初始状态和后续变化。根据国
家/地区的具体情况，报告模板预填数据来自以下数据源：
1. 参与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制定计划（LDN TSP）并提交说明的国家已提交的国家基本情况更新
说明；
2. 参与 LDN TSP 但未提交国家情况更新说明的国家，默认数据来自早先发布的 ESA 气候变化
倡议土地覆盖数据集（CCI-LC）v.1.6.1 版本；
3. 没有参与 LDN TSP 的国家，默认数据来自最新发布的 ESA 气候变化倡议土地覆盖数据集（C
CI-LC） v 2.0.7 版本。
默认土地覆盖数据集的数据规范如表 2所述。从 ESA CCI-LC 数据集 v. 2.0.7 新版本导出的默认数
据提供了 2000 - 2015 年期间的年度土地覆盖估值，门户网站向 LDN TSP 和非 LDN TSP 国家可通
过 PRAIS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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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
零增长做出贡献
表 2. 默认土地覆盖数据集的数据规范
数据规范

ESA 气候变化倡议土地覆盖数据集 v. 1.
6.1

ESA 气候变化倡议土地覆盖数据集 v. 2.0.7

GCS_WGS_1984

GCS_WGS_1984

分辨率（m ）

300

300

时间覆盖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仅 2000
年、2010 年数据用于预填报告模板）

1992-2015 年可提供年度更新（仅 2000 告模板）

为报告目的，36 个 ESA 土地覆盖类型已
聚合为 7 类：1（乔木覆盖地区），2
（草地），3（农田），4（湿地），5
（人工铺设地面），6（其他土地） ，7
5
（水体）

为报告目的，36 个 ESA 土地覆盖类型已聚合为 7 类：1（乔木
覆盖地区），2（草地），3（农田），4（湿地），5（人工铺设
地面），6（其他土地），7（水体）

所有参与 LDN TSP 的国家都已收到数据
集。

PRAIS 门户
提供了以下数据集元素：
- .pdf 和 .tiff 格式布局图（土地覆盖类型（7 类，22 类），
土地覆盖变化，土地覆盖流动）
- MODIS 正弦 SR-ORG:6842 投影和 WGS-84 十进制度数的栅格和
矢量数据
- 元数据
- 变化面积矩阵和净面积变化报告表

坐标系
2

聚合

4

访问数据集

2015 年用于预填报

6

请查阅图 1 以便 ：
1.
确认哪些默认数据集已用于预填写贵国的报告模板；
2.
决定哪些数据集用于报告。

4

有关聚合规则，请参考附件 1中的表 1。有关用于《公约》报告目的的 7 种土地覆盖类型的说明，请参考附件 1 中的表 2。
请注意，与 LDN TSP 期间使用的标签（即 1、2、5 和 6 类以前被标记为“森林”、“灌木、草地和稀疏植被区”、“人工区”和“裸地”）相比，用于《公约》
报告的土地覆盖类型的标签略有变化。
6
http://prais.unccd.i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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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地覆盖数据产品选择流程图
净面积变化自动计算为 7 个聚合土地覆盖类型中每一类的最初年份与当前监测年份之间的差异，单位为
平方公里。
土地覆盖面积变化矩阵包括所有土地覆盖类型，表明在初始年份和当前监测年份之间从一种土地覆盖类型
到另一种土地覆盖类型的变化过程。

信息来源

每个国家都要指定哪些数据集用于推导土地覆盖估值。对于国家数据集（第 2 层），需概述所采用的方
法。表3（Table 3） 中概述了有关图像预处理和分析的良好实践原则。这可以作为产生所需信息的指导。

表 3. 土地覆盖变化方法和相关的良好实践
步骤

方法

7

良好做法

1.

图像选择

- 指定使用高分辨率图像以便于第 2 层或第 3 层方法

2.

图像校正（即太阳/传感
器观测、大气和地形效
应、云和阴影遮蔽、几
何形状）

- 指定应用的任何图像校正。通常只有在原始图像时才需要。大多数图像在下载之
前已经应用了一定程度的辐射和几何校正。

3.

补充数据

- 指定是否使用任何补充数据：






构造指数
地形，地质，SAR，激光雷达
多角度数据
时间序列数据
光谱指数

7

改编自 Sims, N.C., Green, C., Newnham, G.J., England, J.R., Held, A., Wulder, M.A., Herold, M., Cox, S.J.D., Huete, A.R., Kumar, L., Viscarr
a-Rossel, R.A., Roxburgh, S.H., McKenzie, N.J. (2017)。Good Practice Guidance SDG Indicator 15.3.1：Proportion of Land that is degraded over to
tal land area.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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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准收集（培训数据）

- 指定在哪里建立培训位点；



实地
使用高分辨率参考图像

5.

对图像进行土地覆盖类
型分类

- 定义和证明与默认土地使用分类系统相匹配的空间分解方案
- 用明确、详尽（整个土地区域成图）和完整（可以识别所有主要变化）的类别来
定义土地覆盖地图图例
- 指定用于土地覆盖类型的定义
- 生成土地覆盖变化矩阵，描述土地覆盖类型之间的变化过程
- 定义分类算法

6.

定义基线（t0）

- 定义基线年份（t0）
- 定义监测期（t1）

7.

生成土地覆盖产品

- 提供两个网格化土地覆盖数据集：土地覆盖基线（t0）和监测期土地覆盖（t1），
两者均以相同的分辨率和分类方案生成。

8.

验证土地覆盖产品

- 对于确定为退化的地区（Table 4），良好实践在退化总面积之外还提供对每种土
地覆盖类型的验证
- 验证通过实地采样进行。然而，用于验证目的的高分辨率图像（即航拍、卫星）
和高时间分辨率数据（例如NDVI 时间序列）的人工解译可以作为更实用的选项。
描述验证过程。使用什么来验证土地覆盖产品？

9.

准确度评估

为每个生成的地图提供一个误差矩阵和置信区间。

定性评估

指标解释

图2（图 2） 提供了根据主要变化过程描述土地覆盖类型变化的例子。这些流动标识采用颜色编
码，随后插入土地覆盖区域变化矩阵中以便于解释。表4( Table4)提供了如何评估这些变化的指
南。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是建议的解释，应通过考虑了国家和当地条件的参与式评估过程
进行评估和调整。事实上，除了一些各国公认的逆向变化（例如高保护价值森林改变为农田或人
工铺设地面，或自然区域和生产性耕地改变为人工铺设地面），其他特定的变化也可能被一些国
8
家宣布为逆向变化（例如灌木入侵）。 任何不同于指南建议的解释情况都应在报告表的“注释”
栏中报告并说明理由。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难以将土地覆盖变化归因于特定的偶然因素，但鼓励各国指出变化背后
可能有哪些直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

初始类型

最后类型
乔木覆盖区域

草地

农田

乔木覆盖区域

稳定

植被丧失

毁林

草地

造林

稳定

农田

造林

退耕

湿地

人工地表

其他土地

淹没

毁林

植被丧失

农业扩张

淹没

城市扩张

植被丧失

稳定

淹没

城市扩张

植被丧失

8

Orr, B.J.、A.L. Cowie、V.M. Castillo Sanchez、P. Chasek、N.D. Crossman、A. Erlewein、G. Louwagie、M. Maron、G.I. Metternicht、S. Minelli、A.E.
Tengberg、S. Walter 和 S. Welton，2017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科学概念框架，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的报告。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http://www2.
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7-08/LDN_CF_report_web-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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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增长做出贡献
湿地

木本植物入侵

湿地排水

湿地排水

稳定

湿地排水

湿地排水

人工地表

造林

植被建立

农业扩张

湿地建立

稳定

定居点撤离

其他土地

造林

植被建立

农业扩张

湿地建立

城市扩张

稳定

图 2. 用于荒漠化公约报告的 6 个土地覆盖类型的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变化矩阵图形汇总（30 个可能的变化，不
包括水体）。不太可能的变化以黄色文字突出显示。主要的土地覆盖变化过程（流动）通过单元格标注不同颜色识
别为： 改善（绿色）、稳定（蓝色）或退化（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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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主要土地覆盖变化过程的流动描述

热点/亮点

补充信息

流动
标识

流动过程描述

退化

LCF1

毁林

是

LCF2

城市扩张

是

LCF3

植被丧失

是

LCF4

淹没

是

LCF5

湿地排水

是

LCF6

退耕

是

LCF7

稳定

否

LCF8

造林

否

LCF9

农业扩张

否

LCF10

植被建立

否

LCF11

湿地建立

否

9

可以使用栅格和矢量数据以及为 LDN TSP 和《公约》报告提供的 tiff 布局图进行热点/亮点地区
的初步识别。进一步调查时，应使用高分辨率卫星数据、数字高程模型（DEM）和/或地面调查来确
定发生了什么变化。应通过坐标、流域和/或行政区域名称来记录热点/亮点的确切位置。
如果已将默认数据集（ESA CCI-LC v.1.6.1，v.2.0.7）替换为国家土地覆盖产品，则鼓励各国将
相关地理空间数据上传至 PRAIS。分析热点/亮点时使用的任何补充分解数据也应该上传到 PRAI
S。还应该上传参考图像或概述实地校准/训练位点和相关采样方案的地图。
如果促成土地覆盖变化（正面/负面）的任何直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与潜在的性别方面因素有关，
例如性别化的知识、信用、偏好、风险承担、土地权属以及土地使用决策和管理中获得创新的机
会，则请各国将其随同简短解释一并列入。

9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a-Rosse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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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1-2

土地生产力或土地功能趋势

土地生产力动态
基本理论

该指标估算所有土地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所有地上植被的生物质总生产力。其在概念上
与常规农业术语中使用的每单位面积单位农业收入或“土地生产力”不同，也不一定直接相关。
2018 年的报告将说明所有土地覆盖类型的土地生产力动态以及土地覆盖变化的情况。

定量数据

土地生产力通过地球观测净初级生产力（NPP）来估算。NPP 通常以重量/面积/时间段表示（例如
公斤/公顷/年；也称为年 NPP 或 ANPP）。它是根据光合有效辐射吸收比例（fAPAR）与植物长势
和生物质之间的已知相关性估算的。可以从图像数据计算各种植被指数，并将其作为土地生产力
10
的指标。最常见的是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为了减轻报告负担，使用全球默认数据集预填报告模板。根据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报告模板预
填数据来自以下方面：
1. 参与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制定计划（LDN TSP）并提交说明的国家的国家情况更新说明；
2. 其他所有国家，采用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的土地生产力动态（LPD）数据集
（表 5）。
按照土地覆盖数据产品选择流程图（图 1），各国可以使用预填的数据报告此指标，也可以将预
填数据更新/替换为符合表 6 概述的良好实践指南的其他全球或国家数据。
JRC 的 LPD 数据集提供了 1999 年至 2013 年持续土地生产力轨迹的以下五个定性等级：
1.
2.
3.
4.
5.

降低
适度降低，
承压，
稳定，
增高。

换言之，它提供了植被覆盖的正逆向趋势强度和持续性以及植被覆盖变化的定性组合量度。
LPD 等级的范围以平方公里为单位，表示每种土地覆盖类型的范围以及土地覆盖变化发生区域的
范围。
利用不同空间尺度一系列植被指数（例如NDVI、EVI）形成的土地生产力数据集种类繁多。就土地
覆盖而言，三种方法学上的层级也适用于计算本指标所选择的方法。
第 1 层（默认方法）：全球/区域地球观测、地理空间信息和建模
第 2 层：以行政或自然区域（如流域）为单位的国家统计数据和国家地球观测数据
第 3 层 （最详细的方法）：实地调查、评估和地面测量
表 5. 默认生产力数据集的数据规范
数据规范

JRC 的土地生产力动态（LPD）数据集

尺度

全球
10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a-Rosse
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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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

GCS_WGS_1984，MODIS 正弦 SR-ORG:6842

分辨率（平方公里）

1 平方公里

时间覆盖

1999-2013年

时间分辨率

10 天

植被指数

NDVI

聚合

1-6：1（生产力降低），2（适度降低），3（承压），4（稳定），5（增高），6
（无数据）

获取数据集

PRAIS 门户
提供了以下数据集元素：
- .pdf 和 .tiff 格式布局图（LPD 1999-2013）
- MODIS 正弦 SR-ORG:6842 投影和 WGS-84 十进制度数的栅格数据
- 元数据
- 每个土地覆盖类型和每种土地覆盖变化的净面积变化的 LPD数据表

其他度量

11

编辑或替换默认数据，或使用不同植被指数评估土地生产力的每个国家，应特别指明使用哪种植
被指数，并提供数据来源。
应用植被指数（如 NDVI、EVI）之后，可计算其他度量以帮助确定土地退化。评估土地生产力的
12
替代度量 概述如下。
1. 生长期度量
可由时间序列图像数据集提取的数据中导出与关键物候事件相关的度量（即绿度始期、NDVI 峰值
期、NDVI 最大值、返青速率、衰老速率和综合 NDVI）。
2. 时间序列度量
从土地生产力的遥感估值可算出土地生产力的三个补充度量（趋势、状态和表现），用于辅助土
地退化评估。如果一个地区存在以下情况，可确定为潜在土地退化：这一地区土地生产力可能随
时间推移（趋势）而增加，但仍相对低于该地生产力的历史水平（状态）或依然低于 NPP 潜力相
13
似的其他地区（表现）。

信息来源

每个国家都要指定由哪些数据集导出土地生产力指标数据。如果使用国家数据集（第 2 层），则需
概述所采用的方法。默认数据以 1 公里的空间分辨率提供国家估值。如果有国家想使用更高空间分
辨率来改善其国家土地生产力数据集，可参阅表 6中概述的有关图像预处理和分析的良好实践原
则，指导产生所需信息。

11

http://prais.unccd.int

12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a-Rosse
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September 2017
13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a-Rosse
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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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估土地生产力动态的方法和相关良好实践
步骤
1.

处理步骤
图像选择

14

良好做法
图像选择的关键标准





可计算基线的历史数据存档（大于 10 年）
数据覆盖全国
像素足够小，可表示所需空间分辨率的生产力
计算所需植被指数所需的光谱带

2.

图像校正（即太阳/传感器
观测、大气和地形效应、云
和阴影遮蔽、几何形状）

- 指定应用的任何图像校正。通常只有在原始图像时才需要。大多数图像在下载之前
已经应用了一定程度的辐射和几何校正。

3.

应用植被指数（如 NDVI、E
VI）

- 指定使用的植被指数
- 指定应用于指数的任何修正，例如肥料效应、残余云量

4.

计算生长期度量（所有层
级）

- 如何计算生长期度量？（即使用 TIMESAT

15

或类似方法）

- 是否进行了任何实地数据收集以说明生产力没有显著的周期性变化（例如热带地
区）？
-

ANPP 是否针对水气可用性进行了校准？

5.

计算时间序列度量（所有层
级）

是否计算了时间序列度量（趋势、状态、表现）？

6.

计算退化度量（所有层级）

- 指定基线
- 指定 NPP 度量
- 指定确定退化所需的任何其他信息

7.

识别潜在的“伪正向”和可
解释的异常

- 使用当地知识和解释以及基于现地的（定量和定性）数据识别和证明“可解释的
异常”或“伪正面”
- 将“伪正向”指定为“逆向变化”，并随后将其与总体指标中的其他逆向变化区
域相关联
- 纳入生成“可解释的异常”或“伪正向”图的能力
- 在原始数据集中保留“可解释的异常”和“伪正向”

8.

验证（第 3 层）

- Collect Earth

16

以及来自通量塔、破坏性样例的数据

定性评估

指标解释

作为默认数据集一部分提供的 5 个定性 LPD 等级与观测期特定的地上生物质产量或特定生物质
数量的损失或增加无关。每个等级表征总初级生产的总体方向、相对变化强度和持续性，与实际
植被丰度或土地覆盖类型无关。这意味着每个 LPD 等级都可以出现在任何类型的土地覆盖和任何
水平的植被密度中。
有关解释 LDP 类别的一些指导在表 7 中提供。LPD 数据集支持探明初级生产力持续、活跃下降
的地区，以指出潜在的持续土地退化，而不是那些已经经历了退化过程并且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
平衡点的地区 ，这些地区在此时间序列观测期内不会进一步退化。但是，应该尽可能地将 LPD

14

改编自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
a-Rosse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15
http://web.nateko.lu.se/timesat/timesat.asp
16
http://www.openforis.org/tools/collect-ear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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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进一步与反映气候和/或社会经济因素（例如当地土地利用、土地使用实践和/或产量产出
变化、人口变化、在干燥或干旱情势下的变化）的其他信息集成和情景化，从而更加具体地解释
可能的持续土地退化过程。
虽然可能很难将土地生产力变化归因于特定的偶然因素，但鼓励各国指出观察到的变化背后可能
有哪些直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建议通过考虑国家和当地条件的参与过程，对这些土地生产力评
估进行调整。任何与所提供指导不同的评估情况，都应在报告表的“注释”栏中报告并说明理
由。

表 7. LPD 等级解释指南
LPD 等级
降低
适度降低

解释指南
这些等级表明最近活跃的土地退化过程的可能性很高。

承压

这个等级通常代表了土地生产力持续强劲的年际变化，表明土地条件开始进入不稳定的状态。

稳定

这一等级表明活跃的土地退化可能性较低，因此是令人满意或可接受的情况，但并不排除土地已经
经历退化过程并达到新的平衡的可能性（即不会进一步退化，但也不会恢复）。

增高

这一等级表明退化状态令人满意或改善的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表明不利的过程，例如草
地中的灌木侵入或土地废弃。

编辑或替换默认数据，或使用其他时间序列指标评估土地生产力的国家可以使用查找表（Table
8）来确定指示土地退化的度量组合。
表 8. 指示用于确定像素是否退化的生产力度量支持等级组合的查找表。等级 1-5 显示退化，其中在该度量或像
17
素中Y（退化），N（未退化）

热点/亮点

等级

趋势

状态

表现

退化

1

Y

Y

Y

Y

2

Y

Y

N

Y

3

Y

N

Y

Y

4

Y

N

N

Y

5

N

Y

Y

Y

6

N

Y

N

N

7

N

N

Y

N

8

N

N

N

N

可以使用栅格数据以及在 PRAIS 中提供的 tiff 布局图进行热点/亮点地区的初步识别。进一步调
查时，可使用高分辨率卫星数据、数字高程模型（DEM）和/或地面调查来确定发生了什么变化。热
点/亮点的确切位置应采用 GPS 坐标、流域和/或行政区域名称来记录。鼓励各国制作热点地图，以

17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a-Rosse
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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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增长做出贡献
提高该指标的政策相关性。

补充信息

如果 JRC 的 LPD 数据集已被其他土地生产力数据集取代，鼓励各国将相关地理空间数据、任何其
他度量或空间分解数据上传到 PRAIS。如果将“伪正向”，可解释的异常情况或热点地图作为指标
解释的一部分，这些材料需要上传到 PRAIS。
如果影响生产率（正向/逆向）的任何直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与潜在的性别方面因素有关，例如性
别化的知识、信用、偏好、风险承担、土地权属以及土地使用决策和管理中获得创新的机会，则请
各国将其随同简短解释一并列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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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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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1-3

地表和地下碳储量趋势

土壤有机碳储量
基本理论

在第 22/COP.11 号决定中，采用土壤有机碳（SOC）储量作为该指标使用的度量，并在同时理解
到，在操作时，该度量将被陆地系统总碳储量所取代。这一度量估算了土壤中储存的碳量，并且
是土壤有机质（SOM）的主要组成部分。SOC 对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具有重要影响，对于
提高土壤肥力和质量、保水性、减少土壤侵蚀和提高作物生产力至关重要。SOC 的水平可以用作
生态系统和土壤健康的代用指标。
2018 年的报告将说明各土地覆盖类型平均 SOC 储量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与土地覆盖变化有关的 SO
C 储量变化。

定量数据

SOC 储量信息可以从各种不同尺度的方法获取。SOC 储量变化的估算通常涉及数据类型的整合，
包括默认值、土壤图、历史点数据、空间监测、强化监测以及实验数据和建模。与前两个指标（S
O1-1、SO1-2）一样，可采用默认数据集预填报告模板来减轻报告负担。根据国家/地区的具体情
况，报告模板预填数据来自以下方面：
1. 参与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制定计划（LDN TSP）并提交国家状况说明的国家，采用更
新的国家状况说明；
18
2. 对于参与 LDN TSP 但未提交状态更新通知的国家，采用 ISRIC 的 SoilGrids250m
数据集（描述参见 表 9）与 2000-2010 年 SOC 储量估计值；
3. 对于没有参与 LDN TSP 的国家，采用 ISRIC 的 SoilGrids250m 数据集和 2000-201
5 年的年度 SOC 储量估值。
与土地覆盖数据产品选择的流程图（图 1）相似，各国可以使用预填数据进行报告，也可以将预
填数据更新/替换为符合表10（Table 10）概述良好实践的其他全球或国家数据。如果没有合适的
国家数据，可采用 ISRIC 的 SoilGrids250m 数据集。参与LDN TSP 和未参与 LDN TSP国家均可
通过 PRAIS 门户可获得 2000-2015 年期间年度 SOC 储量估计数。
ISRIC 的 250米土壤网格（SoilGrids 250m）数据产品 的 SOC 密度、SOC 百分比、容重、砾石
和基岩深度等数据已聚合至 0-30 cm（表土），以推导出 2000 年国家 SOC 储量估算。
为了提供 SOC 储量变化的估计值，用于预填报告模板的默认方法 21采用土地覆盖信息（指标 SO
1-1），该信息展示了从一种土地覆盖类型到另一种土地覆盖类型的变化。将这些变化与以下输入
结合起来，以便使用变化因素粗略估算 SOC 储量变化：19 i) SoilGrids 的估计和 ii) 通用
生物气候区数据。
表土 0-30 厘米 SOC 储量以每个土地覆盖类型每公顷吨数表示。土地覆盖变化的影响也体现在 S
OC 储量上。

分别对 LDO-TSP 和非 LDN TSP 国家预填 2000-2010 和 2000-2015 年期间的相关 SOC 储量变化
情况：
 初始 SOC 储量（公顷）
18

19

http://www.isric.org/explore/soilgrids
http://www.ipcc-nggip.iges.or.jp/public/2006gl/pdf/4_Volume4/V4_02_Ch2_Gener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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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SOC 储量（公顷）
初始 SOC 总储量（吨）
最终 SOC 总储量（吨）
SOC 储量变化（吨）

正如以前的指标概述的那样，三个方法层级也适用于 SOC 库存的计算。默认数据（Table 9）采
用第 1 层方法，并代表每个土地覆盖类型（每公顷吨数）内表土（0-30 厘米）SOC 储量国家水
平估计值。
第 1 层（默认方法）：全球/区域地球观测、地理空间信息和建模
第 2 层：以行政或自然区域（如流域）为单位的国际统计数据和国家地球观测数据
第 3 层 （最详细的方法）：实地调查、评估和地面测量

表 9. 土壤有机碳（SOC）默认数据集的数据规范
数据规范

ISRIC 的 SoilGrids250m

尺度

全球

坐标系

GCS_WGS_1984，MODIS 正弦 SR-ORG:6842
2

分辨率（m ）

250

时间覆盖

基于几十年跨度的传统土壤数据点，采用 SOC 覆盖的空间预测代表 2000 年的基线 SOC 状
况。
导出的变化估计值基于两个不同的 ESA 版本——2000-2010 年的 v 1.6.1和 2000-2015 年
年度变化 v 2.0.7。每个 2000 年基准分别考虑了 2017 年 4 月和 2017 年 10 月更新的 S
oilGrids250m 。

值范围

连续数据
0（流沙、裸岩、冰、水） -

访问数据集

250+（高原和寒冷气候中的湿地/泥炭地）吨/公顷

20

PRAIS 门户

提供了以下数据集元素：
- .pdf 和 .tiff 格式布局图（SOC 2015，SOC 变化）
- MODIS 正弦 SR-ORG:6842 投影和 WGS-84 十进制度数的栅格数据。
- 元数据
- 每个土地覆盖类型的 表土（吨/公顷；2000-2015）SOC 储量的报告表格、2000 年和 2015
年初始和最终 SOC（吨/公顷）以及每个土地覆盖变化的后续 SOC 储量变化的报告表格

信息来源

每个国家都要指定哪些数据集用于推导 SOC 储量估计数。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采用 SOC 基准线和变化因素的国家数据集（第 2 层）来补充默认值（表
9）。重要的是要注意第 1 层方法高度依赖土地覆盖变化来估计 SOC 储量的变化。虽然第 2 层
SOC 储量变化估计也主要基于土地覆盖变化，但由于其他信息的影响（即应用环境和管理因素和
SOC 储量之间的关系），SOC 储量变化可能偏离土地覆盖变化（正向、逆向或稳定）。
20

http://prais.unccd.int

19

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
零增长做出贡献

对于国家数据集（第 2 层），需概述所采用的方法。默认数据提供 250 平方米空间分辨率的国
家估计值。该指标在其计算中涉及基线数据和储量变化因素，因此可以采用涉及所有三层的方法
组合来导出国家 SOC 储量数据集。无论使用什么层级或层级组合，都需要采用表 10 中概述的四
个步骤。对于每个方法步骤，概述的相关良好实践原则作为报告指南。

表 10. SOC 储量计算方法和相关良好做法
步骤

方法

1.

估算基线期间每种已识别空间
特征的平均 SOC 储量（0-30
厘米）

2.

比较监测期内，相同空间特征
的SOC 储量（t1）与平均基线
（t0） SOC 储量

3.

评估每个识别的空间特征内是
否存在 SOC 储量增加、减少
或没有变化，并确定该区域发
生退化与否。

21

良好做法
- 可以使用各种尺度的多种数据源提供基线信息
 默认值（所有尺度）
 土壤地图（所有尺度）
 历史点数据（国家/次国家）
 空间监测数据（国家/次国家）
 强化监测数据（次国家）
 实验数据（次国家）
 模型（所有尺度）
- 确保同一层级方法，基线的评估方法与监测期见的评估方法相同。

估算变化

= 空间特征中土壤有机碳的相对变化（%）
= 空间特征的基线土壤有机碳储量（吨C/公顷）
= 空间特征的最终监测期土壤有机碳储量（吨C/公顷）
估算不确定性
- IPCC 95% 置信区间（第 1 层）
- 基于模型的地图产品不确定性量化统计方法（第 2、3 层）
 通过地质统计建模进行直接量化
 现有地图中误差的地质统计建模
 专家判断
- 不确定性显式建模的交叉验证，即平均误差、均方根误差（第 2、3 层）
定义确定退化的阈值
- 定义一个基线和监测期之间的阈值（建议任选一个 > 10% 的变化。这个值
应由国家权威机构完善）
- 确定 SOC 储量变化的状况；

21

改编自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
a-Rosse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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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化（SOC 储量在基准线和当前观测值之间平均净减少量大于 10% 的空间特
征）
 未退化（SOC 储量在基准线和当前观测值之间平均净减少量小于 10% 的空间
特征）
4.

识别潜在的“伪正向”和可解
释的异常

- 使用当地知识和解释以及基于现地的（定量和定性）数据，识别和证明“可
解释的异常”或“伪正向”
- 将“伪正向”确定为“逆向变化”，并随之将其与总体指标中的其他逆向变
化区域相关联
- 综合能力以生成“可解释的异常”或“伪正向”图
- 在原始数据集中保留“可解释的异常”和“伪正向”

定性评估

指标解释

各国可以评估每种土地覆盖类型的SOC 储量和每种土地覆盖变化是否引起土壤有机碳增加（正
向）、减少（逆向）或无变化。
其他当地信息可能有助于解释数据。
除土地覆盖变化外，可能很难将 SOC 储量的变化归因于特定的偶然因素；不过，鼓励各国指出观
察到的变化背后可能有哪些直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建议通过考虑国家和当地条件的参与过程，
对这些 SOC 储量变化评估进行调整。任何与指南要求不同的情况，都应在报告表的“注释”栏中
报告并说明理由。

热点/亮点

补充信息

可以使用PRAIS 中提供的栅格数据及tiff 布局图进行热点/亮点地区的初步识别。应开展涉及地
面调查和DEM集成的进一步调查来确定确切发生的变化。热点/亮点的面积（平方公里）和确切位
置应通过 GPS 坐标、流域和/或行政区域来记录。加入生成热点地图的功能也是一种良好的做
法。22
如果将默认的 SoilGrid250m 数据集替换为其他 SOC 储量数据集，或者使用其他本地数据来解释
SOC 储量变化，则鼓励各国将相关数据上传到 PRAIS。如果出现“伪正向”，可解释的异常情况
或热点地图作为指标解释的一部分，这些资料应上传到PRAIS。

22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a-Rosse
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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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1

退化土地占总土地面积之例（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

土地退化定义为：因土地使用和管理措施等各种压力综合作用而造成的雨养农田、灌溉农田或牧场、草场、
23
森林和林地的生物或经济生产力和复杂性的减少或丧失。

基本理论

2018 年报告将使用三项指标（SO1：1-3）估算退化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目标 15.3 “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土地，努力建立一个
不再出现土地退化的世界”对应的SDG指标 15.3.1。根据第 15/COP.13.号决议，秘书处将以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5.3.1负责机构的身份使用国家报告中汇编的信息，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全面后续
落实和审评的材料。

退化土地比例

该指标估算退化土地的空间范围。它是基于 战略目标1-3（SO1：1-3 ）的指标及其度量的二元量化：
1. 土地覆盖（土地覆盖变化）
2. 土地生产力（净初级生产力）；和
3. 碳储量（土壤有机碳储量）。
这一指标是作为量化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比的单一数据进行报告的。其中总土地面积是指一个国家
除了主要河流和湖泊等内陆水域覆盖的区域外的总地表面积。但是，它可以在空间上按照土地覆盖类型
或其他政策相关单元（即农业生态、生物文化、行政）分解。
退化土地总面积用平方公里表示 ，可以计算每年的退化土地比例。
为了减轻报告负担，报告模板预填来自以下方面的默认估值：
1. 参与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制定计划（LDN TSP）并提交说明的国家的状态更新说明；
2. 没有参与 LDN TSP 国家的“默认数据 - 新版本（2000 - 2015年）”。
通过 PRAIS 门户向 LDN TSP 和非 LDN TSP 国家提供的 2000-2015 年期间新数据版本的退化土地比例的
默认估计数。

方法

由于指标 SO1：1-3 是基于土地的自然资本的补充和非附加成分，因此采用“一失皆失”（1OAO）的方法
24
进行组合。1OAO 是集成单独指标值的最全面和最保守的方式，符合风险预防原则。 依此方法，对于给
定的像素或土地单元，如果在任何一个 SO1：1-3指标中报告了逆向的或衰退的变化，则认为已发生退化
（图 3）。10OAO 原则被作为良好做法加以推荐（表 11）。如果采用替代方法来计算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或整合 SO1 指标及其相关指标，各国应将其记录在报告模板中。

23

公约，1994年。公约第 1 条文本：http://ww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relevant-links/2017-08/UNCCD_Convention_text_CHI.pdf

24

Orr, B.J.、A.L. Cowie、V.M. Castillo Sanchez、P. Chasek、N.D. Crossman、A. Erlewein、G. Louwagie、M. Maron、G.I. Metternicht、S. Minelli、A.
E. Tengberg、S. Walter 和 S. Welton，2017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科学概念框架，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的报告。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http://ww
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7-08/LDN_CF_report_web-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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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
零增长做出贡献

图 3. 从 SO1 指标中推导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步骤，其中 ND 表示未退化，D 表示退化，P 表示正向，N 表示
25
逆向，S 表示稳定
估算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 的方法和相关良好做法参见 表 11 中的概述。
表 11. 推导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 的方法和相关良好做法
步骤

方法

1.

选择用来推导 SDG 15.3.1 的指标

2.

评估所选指标的变化

26

良好做法
i.
ii.
iii.

土地覆盖
土地生产力
碳储量

- 指标变化描述如下
i.
正向或改善
ii.
逆向或下降
iii.
稳定或不变
- 评估每个指标在中期和最终报告年度相对于基线年度的变化
（图 3）

3.

应用“一失皆失”（10OAO）原则

10OAO 方法用于结合所有三个指标的结果，评估每个监测期指标
级别的退化状态。它认为，对于给定的像素或土地单元，如果在
任何一个指标中报告了退化，则认为已发生退化。

4.

SDG 15.3.1 基线推导

- SDG 15.3.1 的基线年份是 2015 年（t0）
- 从 2000-2015 年期间每个土地单位的次级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
的初始量化和评估中推导。

5.

在每个监测期间推导 SDG 15.3.1 的值（t1n）

- 根据子指标变化的量化和评估推导出每个土地单元相对于基线
是否存在正向、逆向的变化或无变化图 3）
--评估指标在中期和最终报告年度相对于基线年度的变化

6.

聚合退化评级，以促进全国尺度的报告

-附件 2 的表 1 提供了用于国家层面监测和聚合的公式。

25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Viscarra-Rosse
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26
改编自 Sims, N.C., Green, C., Newnham, G.J., England, J.R., Held, A., Wulder, M.A., Herold, M., Cox, S.J.D., Huete, A.R., Kumar, L., Viscarr
a-Rossel, R.A., Roxburgh, S.H., McKenzie, N.J. (2017)。《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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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
零增长做出贡献

置信水平

生成土地生产力和 SOC 储量指标可解释的异常或“假正向”图将有助于获得更准确的土地退化估
值。表 12中提供了一些对可解释异常进行解释的指导。该表格应附带一张“支持类”图，其中显
示哪些 SO1 指标或指标组合支持给定像素或地面单元的“退化”或“未退化”分类。
从定性依据上讲，国家的置信水平可以定义为：
a) 高，根据全面的证据，
b) 中，根据部分证据
c) 低，根据有限的证据

表 12. 查找表显示子指标的支持类组合，以帮助解释退化评估的可信度（Y 是子指标或指标水平的退化，N 是不

退化）
支持类

补充信息

27

子指标

指标

土地覆盖

生产力

SOC

退化

1

Y

Y

Y

Y

2

Y

Y

N

Y

3

Y

N

Y

Y

4

Y

N

N

Y

5

N

Y

Y

Y

6

N

Y

N

Y

7

N

N

Y

Y

8

N

N

N

N

如果生成了土地退化图或“支持类”图以显示对于给定像素或土地单元哪个指标或指标组合支持
“退化”或“未退化” 分类，则应将其上载到 PRAIS。任何用于评估退化土地比例的指标数据
集，只要是尚未作为先前的指标 SO1：1-3 报告的一部分纳入的，都应该上传至 PRAIS。

27

https://unstats.un.org/unsd/envaccounting/ceea/meetings/twelfth_meeting/UNCCD_Indicator_15.3.1_201704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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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
零增长做出贡献

SO1

基本理论

自愿目标

可以设定实现战略目标 1 的自愿目标，并因此“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
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零增长做出贡献”。这包括各国按照其具体国情和发展优先重
点制定“零增长”目标。
2018 年报告将描述国家层面实现 SO1 的宏伟目标。

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

根据具体国情和发展优先重点，邀请各国制定基于数据的、可量化和有时限的自愿目标，以实现
28
土地退化零增长。

国家“零增长”目标：国家在实现“零增长”方面的宏伟目标应该是，全国健康和生产性土地面
积与基线相比没有净损失。各国应选择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零增长”指标，以使健康和生产性
29
土地的增长超过损失。

次国家级“零增长”目标：各国可能希望用次国家级目标来补充国家“零增长”目标（针对具体
地区或确定的生态区）。实现零增长（无净损失）或提高（净收益）状态的有地理限制的目标允
许各国将重点放在已被确定为退化的热点或在实现“零增长”方面具有高价值的地区。

避免、减少或扭转土地退化的具体目标：“零增长”方法还包括阐述某些更具体的目标，尽管这
些目标没有从零增长的角度进行表述，但有助于避免、减少和扭转土地退化（图 4）。

图 4. “零增长”响应层次结构

30

各国可以决定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设定自愿的“零增长”目标，并附带如表 13 中所描述的例
28

第 2/COP.13 号决定。
http://ww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sessions/documents/2017-11/cop21add1_chi.pdf
29
Orr, B.J.、A.L. Cowie、V.M. Castillo Sanchez、P. Chasek、N.D. Crossman、A. Erlewein、G. Louwagie、M. Maron、G.I. Metternicht、S. Minelli、A.
E. Tengberg、S. Walter 和 S. Welton，2017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科学概念框架，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的报告。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http://ww
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7-08/LDN_CF_report_web-english.pdf
30

Orr, B.J.、A.L. Cowie、V.M. Castillo Sanchez、P. Chasek、N.D. Crossman、A. Erlewein、G. Louwagie、M. Maron、G.I. Metternicht、S. Minelli、A.
E. Tengberg、S. Walter 和 S. Welton，2017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科学概念框架，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的报告。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http://ww
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7-08/LDN_CF_report_web-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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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为土地退化
零增长做出贡献
子 。

表 13. 不同适用层面中的“零增长”目标示例
适用层面

31

例子

国家层面（无净损失）

“到 2030 年实现与 2015 年基线相比的零增长”

国家层面（净收益）

“到 2030 年实现与 2015 年基线相比的零增长，另外还有 10% 的国家领土有所改
善”

次国家层面（无净损失）

“在 X 国西部某省到 2030 年实现与 2015 年基线相比的零增长”

次国家层面（净收益）

“在 X 国西部某省到 2030 年实现与 2015 年基线相比的零增长，另外还有 25% 的
省份领土有所改善”

具体目标（避免土地退化）

“到 2020 年，停止森林和湿地向其他土地覆盖类型转变”

具体目标（减少土地退化）

“到 2030 年使土壤封闭（转化为人工铺设土地覆盖）的速度与 2015 年基线相比降
低 50%”

具体目标（扭转土地退化）

“到 2030 年，使农田和草地的生产力和土壤有机碳（SOC）储量与 2015 年基线相比
有所提高”
“到 2030 年，恢复 X 百万公顷退化和遗弃土地用于作物生产”
“到 2030 年将，使森林覆盖率与 2015 年基线相比提高 20%”

在规划和实施“零增长”目标时，建议各国进行以下工作：



当地利益相关者参与
将参与式规划方法与科学和社会经济评估工具相结合

对于已设定具体目标并提交“状态更新说明”的 LDN TSP 国家，报告表格将预填其目标。预填目
标可以编辑、可以调整。

其他目标

任何与 SO1 相关的其他目标都应参照年份和适用层面（国家、次国家）来规定。

补充信息

鼓励各国表明是否已采纳或正式通过了与“零增长”和/或 SO1 有关的目标，若是，则指明是由
哪个机构（机构、政府机关、监管部门）采纳或通过的。此外，鼓励各国概述这些目标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之间的联系以及创造与其国家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议程产生杠杆作用和协同作用的
机会。32
若 SO1 相关的自愿目标包括性别维度的，请各国提供该信息，具体说明年份和适用级别。如果目
标反映性别行动计划的四个优先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即 1. 对决策的参与； 2. 经济的放权赋
能； 3. 土地权和资源获得渠道； 4. 知识和能力建设），也可对此进行说明。

31
32

改编自http://ww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102016_LDN%20country%20level_ENG.pdf
第 3/COP.13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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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2：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

SO2-1

基本理论

受影响地区相对贫困线以下和/或收入不均人口的趋势

该指标以货币形式估算人口的福祉。为此，使用两个度量：国际贫困线以下和收入不均人口的比
例。这些度量可以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交替使用。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通常被认为与欠发达
国家有关，其中赤贫和贫穷是发展的核心挑战，而收入不均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都是一
个有用的度量，因其估算一个地区财富分配的程度。
2018 年的报告将说明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全球分布情况。相应地，收入不均将通过基尼
系数探讨。这些度量的趋势提供每个国家变化方向的洞见。

相关度量

各国应指定他们想使用哪些度量：



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或
收入不均

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

定量数据

根据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贫困线”目前定为每天 1.90 美元。因此，国际贫困线以
下人口比例定义为按 2011 年国际价格计算，每日生活费不足 1.90 美元的人口比例。
虽然报告模板未针对此指标进行预填，但各国可以参考可用的数据源。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维
护的数据库随着新调查数据的发布，每年更新一次。此外，由于按性别、年龄、就业状况和地理
位置（城市/农村）划分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33
34
标 1.1.1）， 国家数据可以直接从 SDG 数据库访问和下载。
鼓励按照性别、年龄、种族、地理和人口中的其他属性进一步分解这一指标，以充分了解指标。

信息来源

各国应说明信息来源。

收入不均

定量数据

基尼指数用于提供“收入不均”的估值。它估算了一个经济体内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或在某些情
35
况下，消费支出）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完全平均分配。 基尼指数为零表示完全平均，100
表示完全不平均。
虽然报告模板未针对此指标进行预填，但各国可以参考可用的数据源。这一度量由世界银行每年
36
收集一次。数据集可以在此访问。

信息来源

各国应说明信息来源。

定性评估

33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1-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indicators/database/?indicator=1.1.1
35
https://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ID=4842
36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GINI?end=2015&start=1979&view=map
34

27

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2：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

指标解释

为了协助解释，鼓励各国采用图表形象说明各自的度量。这可以下载数据后，用 Excel制作图
表。或者，可从世界银行网站查看和下载每个国家的图表。39 40
虽然可能很难将度量的改变归因于特定的偶然因素，但鼓励各国指出观察到的变化背后可能有哪
些直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

热点/亮点

补充信息

如果您的国家提供这些度量的分解数据（例如，按照行政区划、城市与农村、受影响的地区或其
他社会经济阶层，例如，按性别分解的数据），请指出与该指标相关的最重要的热点/亮点位于何
处。鼓励各国确定国家政府部门是否提供分解数据（理想的情况是空间数据）。
如果使用补充数据集（例如，分解的空间数据）来评估与此指标相关的热点/亮点，则鼓励各国将
其上传到 PRAIS 中。如果使用图表解释度量，则还应将这些图表上传到 PRAIS。
如果任何直接和/或间接的驱动因素与潜在的性别方面有关，例如性别角色、社会和文化规范和信
仰、缺乏能力或影响力，则请各国将其纳入并附上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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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2：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

SO2-2

受影响地区在获得安全饮用水的趋势

使用安全管理饮用水服务的人口比例
水的获得是儿童生存、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家庭福利和经济生产力的关键决定因素。
得安全饮用水的增长趋势将有助于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

基本理论

37

因此，获

2018 年的报告将展示全球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分布情况。将在全球和地区/次地区范围
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这些服务的人口比例的变化情况。

定量数据

为了量化安全管理的饮用水，确定了使用改进的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改进的饮用水源的定义是：
在需要时可用的位于建筑物内的管道（住宅、场地或地块；公共水龙头或立管）和非管道（钻孔或
管井；受保护的挖井；受保护的泉水；雨水；包装或运送水）并且没有受到粪便和重点化学污染的
水源。
虽然报告模板未针对此指标进行预填，但各国可以参考可用的数据源。自 1990 年以来，世卫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水、卫生和卫生联合监测计划（JMP）定期评估国家、区域和全球在饮用水、清
洁和卫生(WASH) 方面的进展情况。此外，由于使用安全管理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也是可持续发展目
38
39
标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6.1.1）， 国家数据可以直接从 SDG 数据库访问和下载。 该指
标按城市和农村人口分解，以百分比表示，可提供从 2000 至 2015 年的数据。

信息来源

各国应说明信息来源。

定性评估
为了协助解释，鼓励各国采用图表形象说明各自的 SDG 指标 6.1.1。下载数据后在用Excel 制表。
或者，可从世界银行网站查看和下载每个国家，代表每个分解类型（农村人口百分比、城市人口百分
比、总人口百分比）的图表。40

指标解释

虽然可能很难将土地生产力的改变归因于特定的偶然因素，但鼓励各国指出观察到的变化背后可能
有哪些直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任何偏离指南提供的情况都应在报告表的“注释”栏中报告并说
明理由。

热点/亮点

如果您的国家提供该指标的分解数据（例如按照行政区划、城市与农村、受影响的地区或其他社会经
济阶层，如按性别分解的数据），请指出与该指标相关的最重要的热点/亮点位于何处。鼓励各国确
定国家统计部门是否提供分解数据（理想情况是空间数据）。

补充信息

如果使用补充数据集（例如，分解的空间数据）来评估与此指标相关的热点/亮点，则鼓励各国将
其上传到 PRAIS 中。如果使用图表解释指标，则还应将这些图表上传到 PRAIS。
如果受影响地区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任何直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与基本性别方面（如性别角色、社
会和文化规范和信仰、缺乏经济手段等）相关，则请各国将其包括进来并做简短的解释。

SO2

37
38
39
40

自愿目标

https://unstats.un.org/sdgs/files/metadata-compilation/Metadata-Goal-6.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files/metadata-compilation/Metadata-Goal-6.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indicators/database/?indicator=6.1.1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ATLS.CD?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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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2：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

基本理论

可以设定实现 SO2 的自愿目标，由此“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状况”。
2018 年的报告将介绍国家层面实现 SO2 的宏伟目标。

目标

列出贵国已制定的与 SO2-1 和 SO2-2 相关的任何目标，并在报告模板中指明预期的实现年份和
适用层面（例如国家、次国家）。
空间分解的 SO2-1 和 SO2-2 数据有利于确定自愿目标，在集成这些数据集的时候尤其如此。这
种方法有助于深入了解各不相关地区贫困与供水之间的关系，这对准确确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补充信息

鼓励各国表明是否已通过或正式确认了与 SO2 有关的目标，若是，则指明是由哪个机构（机构、
政府机构、监管）通过或确认的。此外，鼓励各国概述这些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议程的
联系，以及创造与国家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议程产生杠杆作用和协同作用的机会。 如果使用 SO2
-1 或 SO2-2 的分解数据确定自愿目标，则应将这些数据集上传至 PRAIS。
若战略目标 2 相关的自愿目标包括性别维度，请各国提供该信息，具体说明适用年份和适用级
别。如果目标反映性别行动计划的四个优先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即 1. 对决策的参与； 2. 经
济的放权赋能； 3. 土地权和资源获得渠道； 4. 知识和能力建设），也可对此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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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3：缓解、适应和管理干旱灾害的影响，加强脆弱人口和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SO 3

指标

干旱指标是用于描述干旱条件的变量或参数，如降水、温度、水流、地下水和水库水位、土壤湿度
和积雪。它们通常构成国家干旱管理计划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本理论

2018 年的报告将详细介绍各国当前使用哪些干旱指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进展情况。

国家相关指标

《<公约>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中新引入了战略目标 3，目前尚未商定报告实现这一目标进展
情况的进度指标。在第 15/COP.13 号决定中，缔约方请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协助开展制定干旱战略
目标具体指标的工作。同时鼓励缔约方说明其正在使用哪些指标来评估实现战略目标 3、任何相
关目标和/或具体的预期影响的进展情况。
对于尚未确定实现 SO3 的指标的国家，世界气象组织（WMO）编制了《干旱指标和指数手册》。
41
它概述了一系列指标和指数、其输入参数、应用、优劣势和易用性。通过这些信息，鼓励各国
确定与国家相关的指标。WMO 不提供规定性的方法，而是根据问题清单为选择适当的指标提供指
导。
出于报告目的，要求各国列出用于估算其在实现 SO3、任何相关目标和/或具体的预期影响方面取
得的进展的指标。对于每个指标，从下拉菜单提供定性评估。

补充信息

如果各国已经使用指标来为干旱早期预警系统（DEWS）和用于管理受干旱影响部门风险的决策支
持工具提供信息，或者作为干旱模拟或遥感指标的验证，则鼓励他们将这些信息上传到 PRAIS。

SO3

自愿目标

基本理论

可以设定实现 SO3 的自愿目标，以此“缓解、适应和管理干旱灾害的影响，加强脆弱人口和生态系
统的恢复能力”。2018 年报告将描述国家层面实现 SO3 的宏伟目标。

目标

列出贵国已制定的所有与 SO3 相关的目标，并指出预期的实现年份和适用层面（例如国家、次国
家）。

补充信息

鼓励各国表明是否已采纳或正式通过了与 SO3 有关的目标，若是，则指明是由哪个机构（机构、
政府机构、监管）采纳或通过的。此外，鼓励各国概述这些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之间的
联系以及创造与其国家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议程产生杠杆作用和协同作用的机会。
若战略目标 3 相关的自愿目标包括性别维度，请各国提供该信息，具体说明适用年份和适用级
别。如果目标反映性别行动计划的四个优先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即 1. 对决策的参与； 2. 经
济的放权赋能； 3. 土地权和资源获得渠道； 4. 知识和能力建设），也可对此进行说明。

41

https://library.wmo.int/pmb_ged/wmo_1173_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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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4：通过有效地实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实现全球受益

SO4-1

地表和地下碳储量趋势

地表和地下碳储量趋势是一种多用途指标，用于衡量实现战略目标 1 和 4 的进展情况。该指标的定量数据和趋势
的定性评估在战略目标 1、进展指标 SO1-3 下进行报告。

SO4-2

选定物种丰度和分布趋势

红色名录指数

基本理论

在第 22/COP.11 号决定中，采用全球野生鸟类指数作为使用的度量的同时，同意在系统理解和数据
生产允许时，这一度量将有可能被一个衡量生态系统功能多样性趋势的指标所取代。《<公约 >2018
-2030 年战略框架》指出，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报告制度/指标并参考《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里约公约》和其他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后续行动和审评进程，应当在必要和适当的
情况下对战略目标指标进行审评和调整，以改善实现协同作用并避免重复。
42

基于以上所述，建议使用红色名录指数（RLI）作为报告度量。RLI 也是 SDG 指标15.5.1 且是《2
43
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指标之一。 RLI 估算各种物种总体灭
绝风险的趋势，以确定生物多样性状况的趋势。
2018 年的报告将根据各国的 RLI 值对其进行分类，显示随时间推移的变化。

定量数据

红色名录指数（RLI）是衡量各物种群体灭绝风险总体变化的指标。它基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
44 45
CN）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每种灭绝风险物种数量的真实变化
。RLI 值的范围是从 0 到 1
（表 14）。
虽然报告模板未针对此指标进行预填，但各国可以参考可用的数据源。RLI 由 IUCN 濒危物种红色
46
47
名录编制而成。 此外，由于 RLI 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SDG 指标 15.5.1）， 国家数据
48
可以直接从 SDG 数据库访问和下载。
表 14. 红色指数限制说明

红色名录指数

指示

0

对全球指数的最大可能贡献（即该地区的所有物种被归类为灭绝物种）

1

对全球指数的最低贡献（即该地区所有物种都被列为最不受关注的问题；生物多样性丧失已被制
止）

信息来源

各国应说明信息来源。

42
43
44
45
46
47
48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5-01.pdf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XIII/28 号决定，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28-zh.pdf
IUCN（2015）。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版本 2015.1。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瑞士格兰德。可从 http://www.iucnredlist.org 获取。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5-01.pdf
http://www.iucnredlist.org/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5-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indicators/database/?indicator=15.5.1#indicator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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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4：通过有效地实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实现全球受益
定性评估

有关 RLI 解释的一些通用指导参见表 15。

指标解释

表 15 红色指数趋势解释指南
时间趋势

49

说明

向下

未来物种灭绝的预期速度正在恶化（即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在增加）

向上

物种灭绝的预期速度在减缓（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正在下降）。然而，生物多样性丧失并没有
停止。

水平线

物种灭绝的预期速度保持不变。然而，生物多样性丧失并没有停止。
为了进一步协助解释，鼓励各国采用图表形象说明各自的 RLI 数据集。这可在下载数据后用 Excel
进行说明。图 5 提供了一个 RLI 图的例子，它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下降趋势。灰色阴影显示 95% 的
置信区间。
虽然可能很难将 RLI 变化归因于特定的偶然因素，但鼓励各国指出观察到的变化背后可能有哪些直
接和/或间接驱动因素。任何偏离所提供指南的情况都应在报告表的“注释”栏中报告并说明理由。

50

图 5. 物种生存的红色名录指数（RLI）的例子，按国家内发生的每种物种分布的比例加权
（该图在 X 轴上显示年数，Y 轴显示物种生存的红色名录指数）

热点/亮点
补充信息

如果 RLI 已经在次国家层面分解（例如按生物分类组或威胁过程分类），则识别与该指标相关的
热点/亮点更为可行。鼓励各国确定这些分类的 RLI 数据集是否存在。
鼓励产生国家 RLI 的国家将其上传到 PRAIS。如果使用图表解释指标，则还应将这些图表上传到
PRAIS。

49
50

改编自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5-01.pdf
https://www.ibat-alliance.org/ibat-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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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4：通过有效地实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实现全球受益

SO4

基本理论

自愿目标

可以设定实现战略目标 4 的自愿目标，以此“通过有效实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实现全球受
益”。
2018 年报告将介绍国家层面实现 SO4 的宏伟目标。

目标
补充信息

列出贵国已制定的所有与 SO4 相关的目标，并指出预期的实现年份和适用层面（例如国家、次国
家）。
鼓励各国表明是否已通过或正式确认了与 SO4 有关的目标，若是，则指明是由哪个机构（机构、
政府机构、监管）通过或确认的。此外，鼓励各国概述这些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之间
的联系，以及创造与其国家生物多样性议程发生杠杆作用和协同作用的机会，以及与其他多边环
境协定合作强化进程的机会。

34

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2 和 4 的补充指标

SO1、2 和 4

基本理论

补充指标

国家和次国家尺度的补充指标可以协助解释和理解与每个战略目标相关的指标，并且可以解决与当
地有关的问题。
2018 年的报告将分析这些国家正在使用哪些补充指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初步进展。

国家相关指标

鼓励各国确定补充指标，以针对其国家和次国家尺度特殊情况，并将加强对全球共同指标诠释。
例如，三项进展指标 SO1-1、SO1-2 和 SO1-3 涉及基于土地的自然资本的关键方面，但可能需要
51
补充指标来充分评估基于土地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趋势。 这些可能包括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
标/度量或其他国家指标。
在国家一级，过程指标也可用于监测所采取的行动，从而估计实施进展情况。
补充指标在性质上是定量和定性指标（即叙述性指标）皆可。

补充信息

52

鼓励各国将与补充指标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上传到 PRAIS。
在使用性别相关指标来衡量实现战略目标 1、2 和 4 以及相关目标的进展情况时，请各国提供此
信息并将相关数据上传到 PRAIS。举例来说，性别相关指标可以指性别平等和妇女的社会和经济
赋权平等、教育、资源和专业知识的获取渠道。如果各国已经在使用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5 这样的
53
指标 ，鼓励他们将这些信息上传到 PRAIS。

51

Orr, B.J.、A.L. Cowie、V.M. Castillo Sanchez、P. Chasek、N.D. Crossman、A. Erlewein、G. Louwagie、M. Maron、G.I. Metternicht、S. Minelli、A.
E. Tengberg、S. Walter 和 S. Welton，2017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科学概念框架，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的报告。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http://ww
w2.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7-08/LDN_CF_report_web-english.pdf
52
53

第 22/COP.11 号决定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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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5：调动大量的资源和其他财政和非财政资源，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构建高效的合作关
系，以此支持公约的实施

SO5-1

国际双多边官方发展援助趋势

基本理论

这一指标相关的问题将由不属于执行附件的各方（即发展伙伴）回答。该表旨在收集发展伙伴提供
的关于双边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数据

定量数据

对于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的缔约方，本表格预填了经合
组织在债权人报告系统（CRS）发布的荒漠化里约标志数据54 。这些信息应进行评估，需要时加以
修改。如果数据被修改，修改后数据的引用应在“信息来源”中说明。非 DAC 成员的缔约方应报
告其对实施《公约》相关活动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 ODA ）所做的工作。
表格旨在收集 DCP 在四年内每年由 DCP 收集的与双边 ODA 有关的实施《公约》相关活动的数
据。该表不包括对多边组织的贡献。如果适用的话，与《公约》实施有关的活动的专项多边贡献应
在“补充信息”下报告。

信息来源

请指定上表所参考的任何数据源。

补充信息

请提供您认为相关的任何补充信息。例如，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影响与实施《公约》有关的活动的官方
发展援助工作的趋势、向多边组织提供与实施《公约》有关的活动专项贡献、主要资助项目类型、重
点部门、国家或区域等 该字段也可用于为在该指标下所报告数据的解释提供具体指导。
如果有拨出财政资源来支持性别平等地实施《公约》，并可将其分配给“性别行动计划”（GAP）四
个优先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请缔约方上传这些信息。性别行动计划的四个优先领域如下：1）对决
策的参与； 2）经济的放权赋能；3）土地权和资源获得渠道；4）知识和能力建设。信息可以参照 G
AP 优先领域和按年份分配的金额进行说明。

54

里约标记定义、评分方法和示例（截至 2017 年 5 月）可在此处获得：http://www.oecd.org/dac/environment
-development/Annex%2018.%20Rio%20markers.pdf。经合组织在以下网站上发布方法学更新和相关统计数字：http:
//www.oecd.org/dac/environment-development/rioconven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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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5：调动大量的资源和其他财政和非财政资源，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构建高效的合作关
系，以此支持公约的实施

SO5-2

本国公共资源趋势

基本理论

这一指标相关的问题将由属于执行附件的各方回答。该指标旨在提供有关本地和公共资源支出趋势
的见解。

本地荒漠化筹资金额
的趋势

请说明在此问题适用的四年期间，国家层面支持《公约》实施开展的活动的资金趋势。

信息来源

请说明回答上述问题所参考的任何数据来源。

补充信息

请提供您认为相关的任何补充信息。例如，这些信息可能包括上述趋势背后的驱动因素或原因，以
及它们与《公约》实施筹资的关系情况、主要项目类型以及国家层面筹资最大程度关注的部门、领
域或次国家区域。该字段也可用于为在该指标下所报告数据的解释提供具体指导。
如果有财政资源被分配用于促进性别平等的公约实施，且可以分配到性别行动计划（GAP）四个优先
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例如 1）对决策的参与； 2）经济的放权赋能；3）土地权和资源获得渠
道；4）知识和能力建设，则请各国上传这些信息。信息可以参照 GAP 优先领域和按合作伙伴和年
份分配的金额进行说明。

SO5-3

基本理论

共同筹资合作伙伴数量趋势

该指标下的问题应由所有国家缔约方回答。指标旨在提供有关与实施《公约》相关的共同筹资合作
伙伴数量趋势的见解。

共同筹资合作伙伴数
量趋势

请说明，在此问题适用的四年期间，参与实施《公约》有关活动的共同筹资合作伙伴的数量趋势。

信息来源

请说明回答上述问题所参考的任何数据来源。

补充信息

请提供您认为相关的任何补充信息。例如，这些信息可能包括上述趋势背后的驱动因素，以及人们
可察觉到的，它们对当前和未来《公约》实施筹资的影响、主要项目类型以及共同筹资合作伙伴最
大程度关注的部门、领域或区域。该字段也可用于为在该指标下所报告数据的解释提供具体指导。
如果有建立共同筹资战略合作伙伴以促进性别平等的公约实施，且可以分配到性别行动计划（GAP）
四个优先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例如 1）对决策的参与； 2）经济的放权赋能；3）土地权和资
源获得渠道；4）知识和能力建设，则请各国上传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参照 GAP 优先领域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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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5：调动大量的资源和其他财政和非财政资源，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构建高效的合作关
系，以此支持公约的实施
合作伙伴和年份分配的金额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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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5：调动大量的资源和其他财政和非财政资源，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构建高效的合作关
系，以此支持公约的实施

SO5-4

创新资金渠道筹措的资源，包括私营部门资金资源

这一指标相关问题将由各执行附件涉及的缔约方回答。指标旨在深入了解有资金来自创新筹资渠
道，包括私营部门资金资源。

基本理论

创新资金渠道筹集资
源的趋势

请说明，在为此问题指定的四年期间，为支持实施《公约》相关活动，从包括私营部门资源在内的
创新资金渠道筹措的资源的数量趋势。
为回答此问题，应注意到并没有普遍认同的“创新资金渠道”的定义。2002 年 3 月达成的发展筹
资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确认探索这些来源的价值。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提到“对团结捐款、PP
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以及催化机制的非传统资金申请渠道，其（i）通过开发新的资源，并在交
易的金融层面以外对投资者产生吸引，使其作为发展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为筹资提供支持；或
（ii）为发展问题提供具体的资金解决方案。”5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最近的一份讨论文
件确定了四大类创新融资机制：对全球化活动征收的税收、会费或其他强制性收费；自愿团结捐
款；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等手段的前置投资和借贷工具；以及国家担保、公私营激励措
施、保险和其他基于市场的机制。56

信息来源

请说明回答上述问题所参考的任何数据来源。

补充信息

请提供相关补充信息。例如，这些信息可能包括上述趋势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项目类型、创新筹
资最大程度关注的部门、国家或区域。该字段也可用于为在该指标下所报告数据的解释提供具体指
导。

55

Navin Girishankar，2009。“创新开发性金融：从融资来源到金融解决方案。” 世界银行。http://document
s.worldbank.org/curated/en/796631468340177673/pdf/WPS5111.pdf。
56
UNDP，2012年。“讨论文章：创新融资促进发展：开发性金融的新模式？”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
/undp/library/Poverty%20Reduction/Development%20Cooperation%20and%20Finance/InnovativeFinancing_Web%
20v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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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框架
关于实施框架

概述

实施框架描述了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目标，并为缔约方提供了分享国家层面知识和经
验的机会。它侧重于三大领域，分别将这三个领域分为 3 至 5 个目标：
a）资金和非资金资源
在这方面，请各缔约方说明如何成功地调动资金和非资金资源来实施《公约》。还请缔约方报告如何
利用“零退化”作为带动投资的催化剂，以及如何改进现有和/或创新资金流程和机制。
（b）政策和规划
在这方面要报告的主题包括缔约方在制定、实施和监测国家行动方案方面的经验；建立政策和扶持环
境；发挥协同作用和改进备旱工作等。
（c）实施具体行动
请各缔约方分享实现可持续土地管理、加强生态系统重建和/或修复的成功实践事迹，及其如何建立有
效的信息和知识共享系统。

报告方法

2018 年，实施框架报告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定性报告。报告模板的相关部分是根据三个领域及其目标构
建的，对于其中大部分，要提供的信息是关于
-

报告主题的准备，
通过多选问题提供一些基本特征的概述，
主题的相关补充信息（叙述国家的经验），

对于实施框架中的一些章节，还有一个章节供在实施过程中支持他人的缔约方提供其如何进行支持以
及在何种情况下提供支持的故事。
审评

通过报告实施框架提供的信息将用于互动的 CRIC 会议。报告手册就每个地区/目标的叙述所要求的具
体内容和信息类型提供咨询意见，从而有助于重点报道当前的《公约》优先事项，并在互动会议期间
进行生动、有针对性的交流。

本手册提供的
指导意见

报告模板中与实施框架有关的章节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不言自明的，相关指导意见仅针对可能需要说明
的选定术语提供。
对于叙述，给出了关于所寻求信息的内容和类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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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框架
财政和非财政资源
增加从国际和本国、公共和私营来源以及当地社区（包括非传统资金来源）和气候融资中
筹集实施《公约》资金和非资金资源的筹集。

增加资源的调动
-

第一个问题术语：
资金资源：例如赠款或信贷资金
非资金资源：例如货物、材料、能力建设或志愿者时间
请只选中一个框。
第二个问题术语：
非传统资金来源：例如，私人投资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汇兑、团结税、风险担保、保险或类
似来源
气候融资：适应基金、绿色气候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气候重点领域及其专注于气候的专项基
金、专项多边和双边气候基金以及碳排放交易市场。
请选中所有相关的框。

叙述

请提供资料说明为实施《公约》增加筹集资金和非资金资源方面的经验。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包
括所筹集资源的类型、资金来源、资金用途（项目/活动的简要说明）以及调动资源所用的方法/程
序。请说明这种经验如何表现资源调动的增加（有何不同），以及您认为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您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
页）。

提供支持的叙述

请提供一个或多个贵国支持其他国家实施《公约》调动资金和非资金资源的例子。在描述所提供的
每项支持例子时，请包括所支持的合作伙伴的信息、调动的资源的类型、资金来源、资金用途（项
目/活动的简要说明）以及调动资源所用的方法/程序。请解释一下该例子是如何成功的（有什么不
同）以及您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您报告的每个例子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利用土地退化零增长作为框架的机会，强化投资的相关性、有效性和多方受益性。

使用“零增长”
作为增加投资的
框架

术语：土地退化零增长（LDN）一词指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5.3 及其在《公约》例如通过
参与 LDN 目标制定计划（LDN-TS）之下的解释。“零增长”概念是一种抵消生产性土地预期损失的
方法，其中退化地区的恢复突出了土地的多重效益，但也突出了所面临的挑战。“零增长”概念在
土地恢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促进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的行动之间建立了联系，并解决了社
会经济问题，如恢复力建设和妇女赋权。
报告的这一部分阐明落实“零增长”概念如何影响/正在影响上述背景下的投资。具体而言，其目的
是要确定“零增长”概念的实施是否能够支持不同筹资来源的土地相关活动，并协助将不同类型的
投资者聚集在一起。

叙述

请提供您使用“零增长”作为框架以提高投资的相关性、有效性和多方受益性的经验。这些经验可
能包括，例如通过针对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森林，水和类似活动的投资来支持土地活动；或接
触各种土地活动筹资渠道（政府、金融机构、私营部门等）。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酌情提供投资
规模、使用情况（项目/活动的简要说明）和相关合作伙伴的信息。请解释“零增长”概念如何有助
于提高投资的相关性、有效性和/或多方受益性。
您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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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框架
财政和非财政资源

改善对现有和/或创新资金流程和机构（如全球环境基金（GEF）或其他新基金）的运用

改善现有和/或创
新资金流程和机构

术语：
现有资金流程：国家预算、双边发展合作和多边开发银行
创新资金流程：气候融资（适应基金、绿色气候基金、除 GEF 以外的专项多边和双边气候基
金以及碳排放交易市场）、私人投资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汇兑、团结税、风险担保、保险
或类似

叙述

请提供资料，说明您在改善现有和/或创新资金流程和机构使用方面的经验。举例来说，这些经验
可能包括：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公约》实施投资的政策、条例或办法）；加强承诺之间的相关性
（将“零排放”或土地活动与其他优先事项和部门的资金考虑相结合）；或提高编制高质量项目建
议书的能力。
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包括所涉及的资金流程类型（现有、创新、全球环境基金或其他）的信息，
以及为改善资金流程使用而采取的措施。请解释这些措施如何运作，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改善了资
金流程的使用。请说明您所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您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
页）。

提供支持的叙述

请提供资料，说明贵国支持其他国家在改善现有和/或创新资金流程和机构使用方面的经验。在描
述所提供的每个支持例子时，请包括所涉及的资金流程类型（现有、创新、全球环境基金或其他）
的信息，以及为改善资金流程使用而采取的措施。请解释这些措施如何运作，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
改善了资金流程的使用。请说明您所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您报告的每个例子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普通文本约为两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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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框架
政策和规划
酌情制定、实施、修订和定期监测国家、次区域和区域行动方案和/或计划，作为《公约》
实施工作的有效工具

行动方案

国家行动方案（NAP）是实施《公约》的工具之一。它们是通过纳入国家一级、次区域和区域一级
许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式方法制定的，它们包括有助于防治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减轻干旱影响的实
际步骤和措施。许多缔约方制定了国家行动方案，并在过去几年对其进行了重新审查，以使与之前
的战略保持一致。

叙述

请提供资料说明贵国在制定、实施、修订和/或定期监测国家、次区域或区域行动计划方面的经
验。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包括行动计划类型的信息、在制定、实施、修改或定期监测行动计划方
面采取的措施以及现状/结果。也请说明采取的措施如何支持行动计划成为实施《公约》的有效工
具，以及成功的主要因素。
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
页）。

为推动和落实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减缓干旱影响（包括预防、缓解和恢复）制定政策和
创造扶持环境

解决 DLDD 的政
策和有利环境

报告的这一部分侧重于防治土地退化/荒漠化并减轻干旱的影响的政策和立法措施 。荒漠化和干
旱被视为缓慢发生的灾害。以下术语传统上用于减少灾害风险，在此适用于实现以下目标的荒漠
化、土地退化和干旱（DLDD）政策和立法措施：
预防：尽量减少现有和新的灾害风险的活动和措施；
缓解：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期间或灾害发生之后立即采取的行动，以挽救生命、减少
影响、确保公共安全并满足受灾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
恢复：恢复或改善受灾社区或社会的生计和健康以及经济、物质、社会、文化和环境资产、
系统和活动，与可持续发展和“更抗灾的重建”原则相一致 ，以避免或减少未来的灾难风
险。
在“零增长”的背景下，可针对过去或预期的未来土地退化规划并实施的一组优先行动/干预被称
为避免>减少>逆转土地退化的“响应层次结构”（图 4）。
因此模板的这一部分也可用于分享与实施“零增长”响应层次结构相关的经验。出于报告目的，
可以将“预防”与“避免”、“缓解”与“减少”、“恢复”与“逆转”等同起来。
2018 年报告的这一部分也用于收集关于妇女参与和获得土地的政策措施的信息。

叙述

请提供资料说明在制定防治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减轻干旱影响的政策和立法措施方面的经验。例
如，这些经验可能包括限制毁林或管理放牧、建立保护区的法规，禁止使用某些化学品的法规，或
与土地利用规划、集水、作物保险等有关的实践政策，以尽量减少干旱风险，总的来说包括涵盖国
家层面甚至次区域层面的所有农业实践和土地使用（确保牧民流动的跨界协议等）的法规和政策。
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包括有关政策或立法措施所涵盖的地区（国家/当地/次区域）的信息。简要
描述政策或立法措施；目标受众、主要条款和采纳它的机构。也请说明该措施如何成功实现其目
标，以及成功的主要因素。
还可以提供关于将性别主流化纳入实施《公约》的政策措施方面的经验。例如，这些经验可能涉及
加强妇女参与有关土地的决策、改善妇女的土地权属和相关资源获取渠道或构建妇女有效实施《公
约》的能力。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包括所采取政策措施的信息；主要条款以及由谁/在哪里采纳
它。也请说明该措施如何成功实现其目标，以及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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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框架
政策和规划
适用时，请使用“零增长”目标设定过程中的经验。
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提供支持的叙述

请提供一个或多个贵国在支持其他国家制定防治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减轻干旱影响的政策和立法措
施方面的例子。在描述每项例子时，请告知政策或立法措施涵盖的区域（国家/当地）。简要描述
政策或立法措施；目标受众、主要条款和采纳它的机构。也请说明该措施如何成功实现其目标，以
及成功的主要因素。
还可以提供贵国支持其他国家制定将性别主流化纳入《公约》实施的政策措施方面的信息。在描述
每项经验时，请包括所采取政策措施的信息；主要条款以及由谁/在哪里采纳它。也请说明该措施
如何成功实现其目标，以及成功的主要因素。
每个例子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利用协同作用并酌情将 DLDD 纳入与多边环境协定有关的国家计
划，特别是其他里约公约和其他国际承诺，优化效力并消除重复工作。

协同作用

术语：
-

叙述

利用协同作用：在侧重于 DLDD 的活动中，为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或国际承诺带来同步效益和增
值
整合 DLDD：在关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和国际承诺的规划和实施中，确保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对DL
DD问题

请提供有关贵国利用协同作用并将 DLDD 纳入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和国际承诺有关的国家计划的经
验的信息。例如，这些经验可能涉及将国家自主贡献（NDC）和/或气候变化适应计划和/或国家生物
多样性目标（AICHI 目标）纳入“零退化”目标或实施《公约》的国家行动计划。它们还可能包括
将可持续土地管理（SLM）做法作为整体性的方法，以从根本上实现三个里约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5.3 目标，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6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的相关目标。
对于每项经验，请告知涉及哪些活动或计划（“零增长”目标、气候或生物多样性承诺或计划、可
持续发展目标、UNCCD NAP 或类似）以及其关联信息。也请说明产生了哪些协同作用，及其如何产
生，以及贵国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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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框架
政策和规划
酌情将 DLDD 纳入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的主流，以期提高实施《公约》的影响和有效
性

叙述

请提供资料说明将 DLDD 纳入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主流的经验。例如，这些经验可能包括将可持
续土地管理用于有关创收/减贫、性别平等、失业、移徙、备灾、能源效率或野生动物保护等的方
法和政策。
在描述每项经验时，可以包括将 DLDD 主流化纳入所关注的政策的基本原理。还包括关于政策覆盖
范围/使用者的信息，以及为 DLDD 主流化做好准备和决定的过程。也请说明 DLDD 主流化纳入这
一特定政策如何增加实施《公约》的影响和有效性，并为政策带来附加价值，以及认为的成功的主
要因素。可以参考上面关于制定政策的问题，详细阐述所包含的某些例子。
适用时，请使用“零增长”目标设定过程中的经验。
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
页）。

根据《公约》授权范围，制定抗旱以及旱灾管理国家政策、措施和治理方法，包括制定抗旱
应急计划

建立政策

术语：
干旱应急计划：一个国家级或国家以下级的计划，概述干旱管理方式、干旱发生的可能性、预期影
响以及减轻影响将采取的措施。

叙述

请提供制定国家（国家以下）级别干旱政策和计划，以及采取减轻影响缓解干旱风险措施的经验信
息。例如，这些经验可能包括建立多方利益攸关者参与的抗旱协调机制（机构）、建立和维持干旱
监测和预警系统、在各级开展干旱脆弱性和影响评估（行业范围、区域或国家）或实施干旱风险缓
解措施（例如集水、作物保险、灌溉措施等）。它们也可能涉及性别敏感的干旱管理、防备和恢复
能力建设。在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是您在所考虑的问题上的经验，以及用于制定抗旱准备和/或
应急计划的方法/程序。
在描述每项经验时，可以包括关于干旱政策/措施的覆盖面（国家/当地）的信息，并列出参与其实
施的主管部门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请简要说明干旱政策/措施的主要目标和活动、已采取的行
动以及迄今取得的成果。也请说明所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适用时，请使用“零增长”目标设定过程中的经验。您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
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提供支持的叙述

请提供一个或多个关于贵国支持其他国家制定国家干旱防范和管理政策、措施和治理方面的例子。
在描述所提供的支持的每个例子时，您可以包括关于干旱政策/措施的覆盖面（国家/当地）的信
息，并列出参与其实施的主管部门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请简要说明干旱政策/措施的主要目标和
活动、已采取的行动以及迄今取得的成果。也请说明您所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您报告的每个例子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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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具体行动
开展可持续土地管理实践

SLM 做法

SLM 实践清单：请选中所有相关的方框
SLM 实践的定义可以在 PRAIS 网站上发布的术语表中找到。

叙述

请提供一个或多个成功的 SLM 实践的摘要信息。在描述实践做法时，请包括做法类型、主要活动、
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及所用资源的信息。请解释这种做法如何取得成功（如何避免或减少长期
的土地退化），以及您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适用时，请使用“零增长”目标设定过程中的经验。
可以通过 WOCAT 系统将完整的最佳实践说明提交给专门的知识库。有关如何提交的详细信息参见：
http://knowledge.unccd.int/WOCAT-SLM

提供支持的叙述

请提供一个或多个关于贵国支持其他国家实施成功的 SLM 实践做法方面的例子的摘要信息。在描述
做法时，请包括做法类型、主要活动、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持续时间以及所用资源的信息。请
解释这种实践如何取得成功（如何避免或减少长期的土地退化），以及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如果贵国的实践已经包含在 WOCAT 系统或其他类似的在线数据库中，请包含在该空间中它的链接。

开展修复和重建实践，以协助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

修复和重建做法

术语：修复和重建是旨在扭转土地退化和改善基于土地的自然资本的方法。
修复：通过重新建立原有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协助恢复已经退化的生态系统。
重建：重新建立生态系统功能，重点在于恢复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功能，而不是恢复原有生态系
统（结构）。

叙述

请提供您在实施修复和重建做法方面的经验信息。举例来说，这些做法可能包添加有机物补给土壤
养分、集水、抗侵蚀措施、更新造林等。
在描述做法时，请包括做法类型、主要活动、相关生态系统、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及所用资源
的信息。请解释这种做法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如何支持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长期恢复）以及成功
的主要因素。如果修复和重建经验涉及已在 SLM 问题中提及的案例/例子，可引述或者更具体地阐
述一个或多个案例。
适用时，请使用“零增长”目标设定过程中的经验。
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提供支持的叙述

请提供一个或多个贵国支持其他国家实施修复和重建做法方面的例子。在描述做法时，请包括做法
类型、主要活动、已修复和重建的地区/生态系统、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及所用资源的信息。请
解释这种做法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如何支持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长期恢复）以及您认为的成功的
主要因素。
每个例子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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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框架
实施具体行动
开发和运行干旱风险管理、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及安全网方案

叙述

请提供资料，说明您在开发和运行干旱风险管理、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安全网方案方面的经
验。举例来说，这些经验可能包括能力建设和推广服务、覆盖干旱风险管理的国家战略以及如何监
测预警系统。这些信息可能涉及与以下方面有关的问题：贵国的预警系统目前的程序/挑战是什
么？在贵国的国家机构之间沟通和联络干旱监测和预警信息的机制是什么？贵国的干旱脆弱性的原
因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确定脆弱性的优先级？总的来说，国家制定国家干旱政策的挑战是什么？
贵国制定干旱政策采取了哪些步骤？
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简要说明活动类型、参与人员、活动目标和采取的行动。请尽可能包括活动
的结果以及您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适用时，请您使用“零增长”目标设定过程中的经验。
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提供支持的叙述

请提供一个或多个关于贵国支持开发和实施干旱风险管理、监测和预警系统以及安全网方案方面的
例子的摘要信息。在描述做法时，请包括做法类型、主要活动、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持续时间
以及所用资源的信息。请解释这种做法如何取得成功（如何避免或减少长期的土地退化），以及成
功的主要因素。
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推行替代生计

推行替代生计

术语：
在这份报告中，替代生计是指
以一种防止或减少土地退化的（新）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生存和创收。例如，这可能包括作
物多样化、农林复合实践、轮作放牧或雨养和灌溉农业系统。
不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创收活动。例如，这些可能包括手工产品的生产、可再生能源发电、生
态旅游、药用和芳香植物的生产以及使用再生废水的水产养殖。

叙述

请提供有关促进替代生计的经验的信息。例如，这些经验可能包括能力建设和推广服务、激励措
施、基础设施改善（道路、电信）或支持产品加工和/或营销。
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简要说明涉及的地区/人员、活动目标和采取的行动。包括有关妇女和青年角
色的信息，以及有关鼓励其参与这些活动而采取的措施的信息。请尽可能包括活动的结果以及成功
的主要因素。
在可行的情况下，请使用“零增长”目标制定流程的经验。
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建立信息和知识分享体系，促进干旱管理最佳实践和方法的交流互联

信息系统和交流互
联

术语：用于信息和知识分享并促进干旱管理最佳实践措施和方法交流的系统覆盖面广泛，包括社区
一级的农户网络到国家数据库和多国同行学习网络。这些系统具有各种功能，例如促进干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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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具体行动
通报和警报、分享经验、信息和技术、机构协调、提供科学数据和信息以及促进良好实践的推广。
请列出有关干防旱抗旱的国家或国家以下级别信息/知识共享系统和网络（如果有的话）。也请列出
贵国作为一部分的次区域、区域和国际防旱抗旱系统和网络。如有可能，请包含每个系统/网络网站
的链接。该清单连同链接将在《公约》知识中心上提供。
除了在干旱防备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分享和交流以外，2018 年报告的这一部分还用于收集关于支持妇
女获取知识和技术渠道的信息。
叙述

请提供资料说明您在建立或参与用于信息和知识分享并促进干旱管理最佳做法和方法方面交流的系
统上的经验。也请您提供有关促进妇女获得知识和技术的经验的信息。
在描述每项经验时，请包括信息/知识系统或网络的目的和覆盖范围（地区/人口）的信息、其具体
焦点/主题（如有）、可用的语言信息以及摘要主要活动的描述。也请说明系统/网络到目前为止的
使用情况/使用效果，以及您认为的成功的主要因素。
报告的每项经验都应以文本形式提供，并且不应超过 1800 字（12 号字体的普通文本约为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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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表 1. 用于《公约》报告的土地覆盖类型与欧空局气候变化倡议土地覆盖数据集（CCI-LC）默认数据集中使
用的土地覆盖分类体系之间的对应关系
《公约》标签

《公约》代码

ESA CCI 代码

乔木覆盖区域

1

50

阔叶常绿乔木覆盖，郁闭到半郁闭 (>15%)

60

阔叶落叶乔木覆盖，郁闭到半郁闭 (>15%)

61

阔叶落叶乔木木覆盖，郁闭 (>40%)

62

阔叶落叶乔木覆盖，半郁闭 (15-40%)

70

针叶常绿乔木覆盖，郁闭到半郁闭 (>15%)

71

针叶常绿乔木覆盖，郁闭 (>40%)

72

针叶常绿乔木覆盖，半郁闭 (15-40%)

80

针叶常绿乔木覆盖，郁闭到半郁闭 (>15%)

81

针叶常绿乔木覆盖，郁闭到半郁闭 (>15%)

82

针叶常绿乔木覆盖，郁闭到半郁闭 (>15%)

90

混合叶型（阔叶和针叶）乔木覆盖

草地

农田

湿地

2

3

4

ESA 的 CCI-LC 标签

100

嵌合乔木和灌木 (>50%)/草本覆盖 (< 50%)

110

嵌合草本覆盖 (>50%)/乔木和灌木 (<50%)

120

灌木地

121

常绿灌木地

122

落叶灌木地

130

草地

140

地衣和苔藓

151

稀疏乔木 (<15%)

152

稀疏灌木 (<15%)

153

稀疏草本覆盖 (<15%)

10

雨养农田

11

草本覆盖

12

乔木或灌木覆盖

20

灌溉或淹水后农田

30

嵌合农田 (>50%) /天然植被（乔木、灌木、草本植物） (<50%)

40

嵌合天然植被（乔木、灌木、草本植物） (>50%)/ 农田 (< 50%)

160

乔木覆盖，水生或定期淹没在淡水或咸水中

170

水生乔木覆盖，定期淹没在盐或咸水中，红树林

180

灌木或草本覆盖，淡水/咸水淹没

人工地表

5

190

城市地区

其他土地

6

200

裸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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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7

201

固结的裸露区域

202

未固结的裸露区域

220

永久冰雪

210

水体

表 2. 描述用于《公约》报告的土地覆盖类型
《公约》标
签
乔木覆盖区
域

草地

农田

湿地

人工铺设地
面

ESA 的 CCI-LC 标签
该类型包括植物覆盖占主导地位的任何地理区域（覆盖率> 15%），由覆盖 15% -100 % 的天然乔木的主层组成：
- 郁闭到半郁闭乔木覆盖：>15%；
- 半郁闭乔木覆盖：15-40%；
- 郁闭乔木覆盖：40-100%；
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植物（灌木和/或草本植物），甚至密度高于乔木：
嵌合乔木和灌木 (>50%) /草本植物 (< 50%)
该类型包括以植物覆盖率占 15% 或以上为主的任何地理区域，包括天然灌木生命形式、草本植物（例如杂类草和禾类
草、草地、草原、干草原和热带草原）或它们的组合，无论人类和/或动物活动（如放牧、选择性再管理等）有何差
别；或由地衣/苔藓的生命形式组成。地衣/藓类植物有单独的覆盖条件，只有当这种生命形式对植物覆盖物总量的贡
献至少达到 25% 时才适用。
如果乔木的覆盖率小于 15%，可按散布的形式存在。
该类型还包括嵌合草本天然植被 (>50%) 和灌木或树木 (<50%)
本类型还包括天然植物覆盖率在 2% 到 15% 之间（稀疏）的任何地理区域：
- 半郁闭到郁闭天然灌木覆盖 (>15%)；或
- 半郁闭到郁闭天然草本植物覆盖 (>15%)；或
- 稀疏天然植被（草本、灌木和乔木）(< 15%)；
- 嵌合草本覆盖 (>50%)/乔木和灌木 (<50%)。
该类型包括任何具有主要栽培表面覆盖的地理区域：
- 草本作物；
- 木本作物。
该类型包含栽培草本植物（禾本科或禾本科植物）的主层，包括用于草料的草本作物，和/或常年生栽培树木或灌木作
物的主层，包括所有类型的果园和种植园（果树、咖啡和茶叶种植园、油棕榈树、橡胶种植园、圣诞树等）。
所有不能持续两个以上生长季节的非多年生作物，以及甘蔗等上半部分经常被采收而根系可在地里停留一年以上的作
物都属于这一类。
该类型还包括雨养、灌溉或淹水后的农田以及在栽培期间在水中长时间站立的水生作物（例如水田水稻、潮汐水稻和
深水水稻）。
该类型还包括从小规模（<2 公顷）到中等规模（> 2 公顷）的作物田地。
该类型包括营造林和人工林的地区。
可能存在植被覆盖，具体取决于作物期间的观察时间。
该类型还包括由至少两层栽培木本和草本作物组成的多层或分层作物。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存在一层木本作物（树木或
灌木）和另一层草本作物（如地中海地区的橄榄树与麦田，以及密植园艺、绿洲或典型的沿海非洲农业，其中草本田
地被棕榈树等覆盖）。
该类型还包括不同层次的栽培植物以及大量天然植被：
- 混合草本和木本作物；
- 嵌合作物 (>50%)/天然植被 (<50%)；
- 嵌合天然植被 (>50%)/作物 (<50%)。
该类型包括在纯陆地和水生系统之间过渡的任何地理区域，其中地下水位通常在地表或附近，或者地表被浅水覆盖。
植被覆盖受水影响很大，依赖于淹水（如沼泽、沼泽和水生床）。
该类型包括位于沿海地区或河流三角洲以季节性或永久性淹没内陆淡水或盐水和/或咸水的乔木、灌木或草本植被（覆
盖率为 10% 或以上）为主的任何地区。其中包括沿海红树林。其常态是每年淹水必须持续至少 2 个月（每年 2 至 1
2 个月的持续有水）。该类型不包括地面环境中偶尔淹没的植被。
其中包括：
- 内陆沼泽地，
- 泥炭沼泽，
- 滨岸潮滩。
该类型包括任何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以人工表面铺设地面覆盖为主的区域。也可以有天然植被，但较之人工铺设表
面不占主导位置。该类型包括任何城市或相关区域，例如城市公园或体育设施。该类型还包括工业区、垃圾倾倒和提
取场：
- 建筑工地（城市、城市绿区、城镇、公路和铁路网交通运输及相关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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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土地

水体

- 港口和机场区域，
- 矿物开采（露天矿和采石场）或废物处置，
- 连续和不连续的城市结构和工业或商业单位。
该类型包括由天然非生物表面（裸露土壤、沙子、岩石等）占主导的任何地理区域，其中不存在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
的人工铺设表面，且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天然植被（不到 2-4%）。包括裸露的岩石地区、沙地和沙漠。
该类型还包括定期被内陆水域（湖岸、河岸、盐滩等）淹没的地区。
其不包括受盐水潮汐运动影响的沿海地区。
其中包括：
- 海滩、沙丘、沙滩和沙漠，
- 裸露的岩石区域，
该类型包括任何持续 10 个月或以上的常年积雪或冰川覆盖的地理区域。
该类型包括内陆水域覆盖的任何地理区域，每年持续 12 个月有水。在某些情况下，水可能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不
到 10 个月）上冻。该类型是指天然或人为覆盖水域的区域，如湖泊和/或河流。它包括由于水库、运河、人工湖等人
工建造物而被水覆盖的区域。没有这些建造物，该地区将不会被水覆盖。
该类型还包括由与海洋（泻湖和河口）相关的地理特征组成的沿海水体。由于水体的地理范围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其
边界必须根据当年和/或多年主要的情况与这一类型保持一致。
其中包括：
- 湖泊、河流和溪流（天然/人工、死水/活水、内陆/大海）
- 人工水库
- 海岸泻湖
- 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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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表 1. 推导可持续发展目标 15.3.1 时使用的公式概述
公式编号

公式描述

1.

在土地覆盖类型 i 范围内，在监测期 tn 内退化的土
地面积通过将被确定为退化的土地覆盖类型内的所有土
地单元加上先前被定义为退化并且仍然保持退化状态的
所有土地单元相加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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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参数
𝑛

𝐴(退化)𝑖𝑛 =

𝑗 =1

其中

𝐴近期𝑖,𝑛 + 𝐴持续𝑖,𝑛

A (退化)i,n 是土地覆盖类型 i 范围内在监测年份 n 中退化
的总土地面积（公顷）
A近期i,n 是在对子指标进行 1OAO 评估之后在当前监控期内
定义为退化的土地面积（公顷）
A 持续i,n 是在对子指标进行 1OAO 评估之后在当前监控年
中已经被先前定义为退化并且依然保持退化状态的土地面积

土地覆盖类型 i 的退化比例由此得出；

2.

𝑃𝑖,𝑛 =
其中
P

i,n

𝐴(退化)𝑖,𝑛
𝐴 (总)𝑖,𝑛

是在监测期 n中退化的土地占覆盖类型 i 的比例；

A (退化)i,n 是土地覆盖类型 i 范围内在监测年份 n 中退化
的总土地面积（公顷）
A (总)i,n 是土地覆盖类型 i 在全国范围内的总面积 (ha)

m 个土地覆盖类型中在监测期 n 内的累计退化土地面

3.

积由此得出；

𝑃𝑖,𝑛 =
其中

𝐴(退化)𝑖,𝑛
𝐴 (总)𝑖,𝑛

A (退化)n 是监测年份 n中土地退化总面积（公顷）
A (退化)in 土地覆盖类型 i 中在监测年份 n中的土地退化总
面积。
退化的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总比例由此得出；

4.

𝑃𝑛 =
其中

𝐴(退化)𝑛
𝑚
𝑖 𝐴(总)

Pn 是退化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
A (退化)n 是在监测年份 n中退化土地总面积（公顷）
A (总) 是国家范围内的总面积（公顷）
该比例通过乘以 100 转换为百分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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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 Sims, N.C.、Green, C.、Newnham, G.J.、England, J.R.、Held, A.、Wulder, M.A.、Herold, M.、Cox, S.J.D.、Huete, A.R.、Kumar, L.
、Viscarra-Rossel, R.A.、Roxburgh, S.H.、McKenzie, N.J.，2017 年。《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退化土地和总土地面积之
间的比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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