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s Policy Brief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TEEB for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ject in China which is fun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It outlines 

the rationale for and history of the TEEB Initiative and its latest application: 

TEEBAgriFood. The geographic and thematic scope of technical work for 

TEEBAgriFood China – development of multifunctional ecological 

landscapes in Tengchong, Yunnan – is described in the context of links to 

key regional, national,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initiatives.   

可持续农业和⻝品系统项⽬
中国政策简报

⽣态系统与⽣物多样性
经济学：

本政策简报概述了由欧盟资助的“⽣态系统与⽣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可持
续农业和⻝品系统”项⽬。包含了TEEB倡议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发展，以及它的最新
应⽤�TEEB农业和⻝品系统计划（TEEBAgriFood）。本简报还以云南省腾冲市
多功能的农业⽣态景观为例，详细介绍了TEEBAgriFood在中国开展的⽰范研究，
及其与地区、国家、欧盟和国际上主要政策倡议的联系。 1、文字部分的调整见附件word文档，需要修改的部分已经用修订模式显示了。

2、有一张图要换成中文的，附件的图片供您选择。

 

另外，英文和中文版政策简报的含超链接的PDF文件中，内插的超链接都不正确，请您核对之前给您的word版材料修改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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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s developed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over 150 scholars  TEEBAgriFood Evaluation Framework
from 33 countries representing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back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to guide the 
evaluation of food systems and their complex linkages to the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human health. To 
create real change, this scientific framework of analysis is being applied at the ground level, aiming to 
influence curr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UNEP is currently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EBAgriFood initiatives in over 1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gencies, loc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rivate sector businesses and networks. The 
TEEBAgriFood Evaluation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with the objective to create a common language 
to describe the range of diverse and complex food and agriculture systems coherently and comparably 
across spatial scales (national, regional, farm), accounting for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these systems. 

farmers operate is distorted by significant externalities,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and a lack of 
awareness of dependency on natural,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EEBAgriFood, based on systems 
thinking, can provide new and better  insights into a complex reality and thus provides improved 
guidance for decision making. 

In October 2018, the TEEBAgriFood Evaluation Framework was awarded the  Future Policy Vision 
Award for it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to contribute to the majorit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offering an effective system of ‘true cost accounting’, and 
its respect for the Future Just Lawmaking Principles and Elements of Agroecology. The prize was 
awarded by the World Future Council in partnership with FAO and IFOAM – Organics International. 

⽣态系统和⽣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

⽣态系统和⽣物多样性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是⼀项旨在理解⾃然重要性的关键国际计划。它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下称环境
署）主持，于2007年在G8+5波茨坦环境部⻓会议上启动。TEEB旨在推动⼈们认识⾃然和⽣物
多样性的价值，并将其纳⼊各级决策。在⽅法上，TEEB通过开展结构化的评估，⼒图从经济⻆
度揭⽰⽣态系统和⽣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泛惠益。

2007年⾄2012年期间，环境署⾯向不同受众（国家和地⽅政府部⻔、商业界和国际社会的
决策者）出版了 ，提出了在各经济部⻔对⾃然进⾏经济评估的理由。TEEB评估通常⼀系列报告
涉及不同领域，取决于各实施国的背景以及决策者的需要，如⼟地利⽤规划、保护区管理、⽣态
系统恢复、税收和补贴改⾰、基础设施投资、消费品认证计划、⾃然资源管理、⽓候变化减缓与
适应等。这些评估的本质是为公共和私营部⻔的决策提供⼀种⼯具，以便在政策制定时充分考
虑其对⾃然的影响。

迄今为⽌，环境署在主流化经济评估、倡导有利于⾃然和⽣计的成果⽅⾯取得了很⼤成
功。例如，在⼟地管理⽅⾯， ，并TEEB评估⽀持了⼀项保护⻢尼拉关键⽣物多样性系统的倡议
于2019年取得了促使菲律宾总统暂停⻢尼拉湾填海造地的成果。

TEEB农业和⻝品系统计划（TEEBAgriFood）

2014年，考虑到农业部⻔对⾃然和⼈类⽣计的依赖和影响，在 的指导下，TEEB咨询委员会
环境署启动了TEEB农业和⻝品计划（TEEBAgriFood），将TEEB原则和⽅法应⽤于农业部⻔。�

农业⾼度依赖⾃然，特别是依赖运作良好的⽣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农⻝系统是60%的
陆地⽣物多样性损失、24%的温室⽓体排放、33%的⼟壤退化、29%的商业⻥类过度捕捞和
20%的世界含⽔层过度开发的驱动因素。此外，农业是就业、⽣计、社会和⽂化⾝份的重要来
源，也决定了⼈类的健康和营养。发展可持续的农⻝系统被认为是解决这些挑战的重要办法之
⼀，也为在保护⾃然的同时养活不断增⻓的全球⼈⼝提供了可能性。

农⻝系统的可持续转型需要考虑⼀系列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然⽽这些影响在农⻝系统价
值链的各环节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和重视。决策者往往只关注那些容易被识别、交易和货币
化的部分。即使是依赖研究证据和实地经验的循证决策，也往往只考虑这个庞⼤的系统中经过
充分研究的某些部分，⽽忽略了其间的各种联系和反馈。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政策、规划和战
略，只是⽤“孤⽴式”⽅案来解决具体问题，但其后果、权衡和影响却远远超出预期。

TEEBAgriFood是将系统思维应⽤于农业的经济学，它涉及复杂⽽⼴泛的“⽣态—农业—
⻝品”价值链�从⽀持性的⽣态系统，到⽣产性的农场，到中间商（如聚集者、批发商和零售
商），再到⻝品和饮料制造商、分销商，最后到消费者。通过对“⽣态—农业—⻝品”系统进⾏全

⾯的经济评估，TEEBAgriFood⼒图揭⽰农⺠所处的经济环境是被两⼤因素扭曲的：⼀是重⼤
的外部性（包括负⾯的和正⾯的外部性），⼆是缺乏对农⻝系统依赖⾃然、⼈⼒和社会资本的认
知。基于系统思维的TEEBAgriFood可以为复杂的现状提供新的、更好的视⻆，从⽽为决策提供
更好的指导。

2018年10⽉，TEEBAgriFood评价框架被授予“未来政策愿景”奖。奖励它提供了⼀个有效
的“真实成本核算”系统，为促进多项可持续发展⽬标（SDGS）提供了契机，及其对“未来公正⽴
法原则”和农业⽣态学元素的尊重。该奖项由世界未来理事会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
IFOAM-Organics�International联合颁发。

TEEBAgriFood评价框架是由来⾃33个国家的150多名代表不同学科、背景和观点的学者
合作开发的，⽤于指导对农⻝系统及其与环境、社会和⼈类健康的复杂联系开展评价。为了促成
真正的改变，该框架正在进⾏实地应⽤：环境署正在与国家和地⽅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以及私营
部⻔的企业合作，在⼗多个国家实施TEEBAgriFood倡议。制定TEEBAgriFood评价框架的⽬的
是创造⼀种共同的语⾔，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国家、区域、农场）以⼀致的和可⽐的⽅式来描述
农⻝系统，并展⽰这些系统的负⾯和正⾯的外部性。

TEEB可持续农⻝系统项⽬在中国

在印度尼西亚，TEEBAgriFood的评估报告被递交⾄总统办公室，进⽽推动印尼政府⾸次
将农林⽬标纳⼊中期发展计划（18/2020号⾏政命令；详⻅印度尼西亚TEEB⽹站）。在巴西圣保
罗，TEEBAgriFood发现，将⾮⽣产性牧场过渡到可持续的城市⻝品系统可以为1300万⼈提供
新鲜健康的蔬菜，同时降低城市温度，加强⽔的渗透，避免淤积和⽔质下降。这⼀评估结果促进
了圣保罗州在2021年6⽉将城市和城郊农业模式纳⼊政策（详⻅圣保罗TEEB�AgriFood⽹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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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EB可持续农⻝系统项⽬在中国

在印度尼西亚，TEEBAgriFood的评估报告被递交⾄总统办公室，进⽽推动印尼政府⾸次
将农林⽬标纳⼊中期发展计划（18/2020号⾏政命令； ）。在巴西圣保详⻅印度尼西亚TEEB⽹站
罗，TEEBAgriFood发现，将⾮⽣产性牧场过渡到可持续的城市⻝品系统可以为1300万⼈提供
新鲜健康的蔬菜，同时降低城市温度，加强⽔的渗透，避免淤积和⽔质下降。这⼀评估结果促进
了圣保罗州在2021年6⽉将城市和城郊农业模式纳⼊政策（详⻅ ）。圣保罗TEEB�AgriFood⽹站

作为⼈⼝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利⽤仅占世界9%的耕地满⾜了占世界22%⼈⼝的基本
粮⻝需求。但是以粮⻝安全和⾼产为导向的农业⽣产模式消耗了⼤量资源，超过了⽣态环境承
载⼒，对农业⽣态景观造成了负⾯影响，制约了农业粮⻝系统的可持续保障。近年来，中国在⽣
态⽂明思想的引导下，秉承⼈与⾃然和谐共⽣的理念，坚持保护优先、低碳绿⾊发展，加速推动
农业⽣态转型。

在中国，多功能的⽣态景观⽀持着不同类型但相互关联的农业实践活动。运⽤系统思维对
农⻝系统价值链各环节上重要的外部性进⾏评估，并将⾃然的价值可视化，可以帮助⼈们做出
兼具经济回报和环境、社会可持续性的决策。这与⽣态⽂明思想的标志性观点“绿⽔⻘⼭就是
⾦⼭银⼭”不谋⽽合，都旨在推动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深刻转变。

TEEB全球倡议正在与中国⽣态环境部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国家“绿⽔⻘⼭就是⾦⼭银
⼭”实践创新基地�云南省腾冲市开展农⻝系统的TEEB试点评估。腾冲市拥有森林、草地、农

⽥等丰富的⽣态系统，承担着⽣物多样性保护、⽔源涵养等重要⽣态功能。独特的⽣物资源⽀持
着多种特⾊作物的种植，以及逐渐壮⼤的⾁⽜产业的发展，同时抚育了农业产业化⻰头企业90家
和当地64.25万⼈⼝。在云南省加快打造“绿⾊⻝品牌”的机遇下，腾冲市努⼒推动农⻝系统转型。

⽬前正在对腾冲市农业发展路径进⾏模拟预测，对⽐在减肥减药、发展林下种植、推进种养
循环、减碳控温等不同农业政策组合下，到2025年、2035年、2050年所产⽣的⾃然、经济和社会
的全成本和收益，将可⻅的和不可⻅的成本和收益都纳⼊考虑，既考虑当代利益也顾及⼦孙后代
的利益。这些成本和收益包括对⼈类健康、妇⼥赋权、就业数量和质量、空⽓、⽔和温室⽓体排放
以及⽣态系统服务（如⼟壤健康、碳固存、⽔质和农业投⼊的提供）的影响。通过揭⽰农⻝系统各
组成部分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平衡其中的利弊，TEEB可以⽀持可持续农业政策的制定，并⽀持

《中国⽣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动计划（2011-2030）》中减少农业对⽣物多样性影响和促进退化
地貌恢复的⽬标。相关的农业政策举措包括⾯源污染防控，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及⽀持
云南的绿⾊⻝品计划。

本次对农⻝系统的⽰范评估分别在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
7个国家开展，由欧盟（EU）资助，并⽀持欧盟《从农场到餐桌战略》和《循环经济⾏动计划》。在中
国的试点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国内相关团队实施。

宣传视频：

https://m.weibo.cn/status/4777015884386140?wm=3333_2001&from=10C5293010&s
ourcetype=weixin#&video

TEEBAgriFood评估框架中的库存、流动、结果和影响（来源：Obst和Sharm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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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动计划（2011-2030）》中减少农业对⽣物多样性影响和促进退化
地貌恢复的⽬标。相关的农业政策举措包括⾯源污染防控，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及⽀持
云南的绿⾊⻝品计划。

本次对农⻝系统的⽰范评估分别在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
7个国家开展，由欧盟（EU）资助，并⽀持欧盟《从农场到餐桌战略》和《循环经济⾏动计划》。在中
国的试点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国内相关团队实施。

宣传视频：

https://m.weibo.cn/status/4777015884386140?wm=3333_2001&from=10C5293010&s
ourcetype=weixin#&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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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业领域

作为该项⽬的⼀部分，资本联盟通过帮助企业了解其对⾃然的依赖和管理相关⻛险，来调
整农业经营模式。2020年，《 》（下为《指引》）发布，《指引》超越现有TEEBAgriFood企业实施指引
的其他企业指南，把⻝品价值链中⾃然和⼈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纳⼊其中。该《指引》的发布也
是将⾃然资本纳⼊多样化价值链和地域决策主流的⼀个重要进程。

农业企业圆桌会及培训课程不仅有助于企业衡量和管理其对已⽣产资本（即股东）的影响，
同时也明确了企业对⾃然资本和整个社会的影响。为了⽀持企业应⽤TEEBAgriFood操作指
引，除了培训课程外，资本联盟还提供⼀对⼀的⽀持，来帮助企业完成资本评估。

TEEBAgriFood商业平台由资本联盟牵头，与国家性的商业⽹络合作。在中国，资本联盟邀
请 （⾦蜜蜂）共同成⽴资本联盟中国中⼼（Capitals�China�Hub），与责扬天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全球12个中⼼⼀道，共同推动⽣产资本、⼈⼒资本、⾃然资本及社会资本的价值核算，促使企业、
⾦融机构及各国政府进⼀步理解相关商业活动对⾃然和⼈的影响。

与欧盟重点事项的联系

⽬前，欧盟资助了TEEBAgriFood项⽬在中国、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来西亚和泰国
的实施。作为欧盟国际合作战略的⼀部分，项⽬旨在与伙伴国家采取联合⾏动，在全球范围内阻
⽌环境退化，并在减少⽣物多样性损失⽅⾯做出承诺。

项⽬⽬标符合欧盟在环境、⽓候变化和⻝品系统转型领域的优先事项和政策。同时与《� 欧洲
绿⾊协议》中指出的�在欧盟和全球范围内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候
变化的⽬标完全⼀致。⽣物多样性和⽣态系统为我们提供了⻝物、健康和药物、原材料、娱乐和
福祉；她帮助我们维持⽓候系统的平衡，培育农作物甚⾄更多。⼤⾃然为企业提供了⼤约40万亿
欧元的GDP，占了全球GDP总值的⼀半。《绿⾊协议》有以下三个相辅相成的标志性战略：

《 》：旨在解决导致⽣物多样性丧失和影响⻝品系统的主要驱动欧盟2030年⽣物多样性战略
因素。例如，通过恢复有机耕作和农业⽤地的⽣物多样性，缓解欧洲⽣态系统退化。

《 》：旨在加快向可持续⻝品系统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给环境带来中欧盟从农场到餐桌战略
性或积极的影响；有助于缓解⽓候变化并适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扭转⽣物多样性的丧
失；确保粮⻝安全和获得充⾜、安全、营养和可持续的⻝品；保持⻝品的可负担性，同时产⽣
积极的经济回报。

《 》是欧盟旨在改造⻝品系统、确保每个⼈都有⾜够且可负担的营养⻝品来确保健⻝品2030
康⽣活的⼀项研究和创新政策。

此外，《 》也与此相关。它强调加强对包括⻝品在内的整个产品价值链的循环经济⾏动计划
环境影响重要性的了解，以减少浪费并⽀持向更可持续的消费和⽣产转变。

https://teebweb.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TEEBAgriFood-Operational-Guidelines.pdf
https://teebweb.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TEEBAgriFood-Operational-Guidelines.pdf
https://teebweb.org/our-work/agrifood/country-implementation/eupi2019/china
https://www.goldenbeechina.com/
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strategy/biodiversity-strategy-2030_en#:~:text=The%20EU's%20biodiversity%20strategy%20for,contains%20specific%20actions%20and%20commitments
_ҳ1
https://food.ec.europa.eu/horizontal-topics/farm-fork-strategy_en
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strategy/circular-economy-action-plan_en
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strategy/circular-economy-action-plan_en
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strategy/circular-economy-action-plan_en


6 与国际政策的联系

⻝品系统转型。在全球范围内，TEEBAgriFood参与了2021年 发起联合国粮⻝系统峰会
的�“ ”倡议。在这次峰会上，各成员国围绕考虑粮⻝真正价值的重要性达成粮⻝的真正价值
了⼴泛共识，同意改变⼈类⽣产、加⼯、分配、消费和处理粮⻝的⽅式是解决地球的三重危机
所必需的。联合国粮⻝系统峰会科学⼩组在“� 粮⻝的真实成本和真实价格�”⼀⽂中列举了相
关科学证据。

2020年后⽣物多样性议程。TEEB和TEEBAgriFood框架⽀持2020年后全球⽣物多样
性议程的⽬标，特别是⽬标B：“通过保护和可持续利⽤珍视、维护或增加⾃然为⼈类做出的
贡献，⽀持全球发展议程，造福所有⼈”。《⽣物多样性公约》（CBD）在其⽹站上有⼀个专⻔针
对 的⻚⾯。TEEB

⽣态系统的恢复。TEEBAgriFood⽀持⻝品系统转型的⽅法�如有机农业和混合农
林业，减少⼟地退化，提⾼⽣态系统服务，并帮助⽣态系统恢复。它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和 是⼀致的。“联合国⽣态系统恢复⼗年”⾏动计划

可持续发展⽬标。作为⼀个多学科的综合框架，TEEBAgriFood可以评估⼀系列与经
济、社会和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标的进展，包括但不限于：零饥饿、健康福祉、性别平
等、体⾯⼯作和经济增⻓、负责任消费和⽣产、应对⽓候变化和保护陆地⽣态。

⾃然资本核算。TEEB⽅法借鉴了并有助于推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然资本核算，特
别是通过“ ”，使其作为环境政策制定的⼀个⼯具。欧盟资助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然资
本核算和⽣态系统服务评估”项⽬中，环境署与联合国统计司合作，在巴西、中国、印度、墨
西哥和南⾮推进环境和⽣态系统核算的理论和实践。该项⽬的中国成果可在此 。查阅

https://teebweb.org/our-work/agrifood/food-systems-summit/
https://foodsystems.community/true-value-of-food-initiative/
https://www.cbd.int/incentives/teeb/
_ҳ1
https://www.decadeonrestoration.org/
https://seea.un.org/
https://teebweb.org/our-work/nca/country-implementation/ncaves2016/
https://teebweb.org/our-work/nca/country-implementation/ncaves2016/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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