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气候变化适应纳入跨境生物多样性景
观规划中的实践  
 Practices in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onsiderations into 
Transbounder Biodiversity Landscape 
Plan in Guangxi 

 

广西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交流中心 
林卫东 

LIN  Weidong 

Guangx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Exchan
ge Center, GEPD 

  



如何在气候变化的情形下 

保护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 石漠化 

石漠化不断加剧，
气候变化是重要
因素。 

前言 



1、气候概况 climate 
 广西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1961~2016年，56年的气温统计资料，广西年平均气温升高0.7℃。气温从

80年代开始振荡上升，90年代升温明显，其中桂西南地区（BCI区域）升
温也突出。 

1961～2016年广西年平均气温变化图（单位：℃） 

其中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为1955年以来同期最高；春季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8℃；秋季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0.8℃。 



气温分布 
    
    

 

 2016年与常年相比，百色（BCI区域）、桂林
两市部分地区及宜州、融安、贵港等地偏高1～
1.4℃。 

2016年广西年平均气温分布图（单位：℃）  



降水 Rainfall 

   
   图7 1961～2016年广西年降水量变化
图（单位：毫米）  

  
   

  1961～2016年广西年降水量变化图（mm）   

2012～2016年广西年降水量有所回升，与环境治理有一定的关系   



rainfall 
2016年，广西各地年降水量723.9～2983.8mm，桂西大部及三江、
龙胜、来宾、武宣等地在1500mm以下，最少的百色田林为723.9mm
；其余地区在1500毫米以上。 
 

  2016年广西年降水量分布图（mm） 



 



日照时数 sunshine duration 
年内各月日照时数与常年同期相比，2月、

5～7月、9～10月、12月日照时数偏多，其
余月份日照时数偏少，其中11月偏少32小
时. 

1961～2016年广西年日照时数变化图（h）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E6%B0%94%E8%B1%A1] sunshine duration&keyfrom=hao360&q=%E6%97%A5%E7%85%A7%E6%97%B6%E6%95%B0+%E8%8B%B1%E6%96%87&ts=1497363665&t=d3f39ef44db3a678348df7ef523bc70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E6%B0%94%E8%B1%A1] sunshine duration&keyfrom=hao360&q=%E6%97%A5%E7%85%A7%E6%97%B6%E6%95%B0+%E8%8B%B1%E6%96%87&ts=1497363665&t=d3f39ef44db3a678348df7ef523bc70


日照时数 sunshine duration 

 
2016年，广西各地
年日照时数1231～
2209小时。桂北大
部及那坡在1500h以
下其余地区在1500h
以上。  
 

  

  2016年广西年日照时数分布图（h）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E6%B0%94%E8%B1%A1] sunshine duration&keyfrom=hao360&q=%E6%97%A5%E7%85%A7%E6%97%B6%E6%95%B0+%E8%8B%B1%E6%96%87&ts=1497363665&t=d3f39ef44db3a678348df7ef523bc70


中越景观区域概况 
Sino-Viet Nam Karst Landscape 

Sino-Viet Nam Karst Landscape 

 
区域气候条件较差，温度上升明显，
雨量相对少，干旱区域。 
 This area has experienced extreme 
weather, decreasing rainfall, 
increasing temperature and frequent 
drought 



广西-越南边境喀斯特生态系统特点及其重要地位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3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 

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 

GMS生物多样性保护7条跨境景观之一 



丰富生物多样性 

 广西沿边沿海； 

 广西生态系统
多样； 

 广西生物多样
性独特而丰富； 

 广西生物多样
性受威胁程度大； 

 有76%的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分
布点仍处在自然
保护区之外。 



——Regional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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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boun
daries 

 
Border highw

ay 

Protected area 
 

Corridor area within the Sin
o-Vietnam border NR 

 4 Counties; 
 9 Nature Reserves; 
 planning area is  about 760,000 hm2; 
 including about 160,000 hm2 of NR. 

 Area:  20000 km2. 
 Long 265 km;   wide 168 km. 
 Height: 1.6 km;  
 height difference:  less than 1 km. 
 

 

 跨越那坡、靖西、大新和龙州4个县； 
 连接老虎跳保护区、底定保护区、地州保护区、邦亮保护区、古龙山保护区、下雷

保护区、恩城保护区、青龙山保护区、弄岗保护区和春秀保护区9个自然保护区； 
 规划面积约为760,000公顷；包括160,000公顷的自然保护区。 

 
 区域面积约为20,000平方公里：东西265公里，南北168公里。 
 最高海拔1600m，垂直高差不足1,000m。 

Vietnam 

Guangxi 

Yunnan 



——Regional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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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boun
daries 

 
Border highw

ay 

Protected area 
 

Corridor area within the Sin
o-Vietnam border NR 

 该区域12%为石山; 
 陆生维管束植物3950种，占广西的

43%; 

 陆生脊椎动物752种，占广西的65%； 

 生物物种特有成份非常高，广西1/
3的特有植物分布在该区域； 

 80个天然植被群系，占广西的1/4； 

 有地下河60多条，岩溶洞穴星罗棋
布，这种双层生态系统结构是区域
特有生物栖息的基础。 

 12% of the area is limestone. 
 Terricolous vascular plant species: 3950;  accounting for 43% of the total in Guangxi. 
 Terricolous  vertebrate: 752;  accounting for 43% of the total in Guangxi. 
 About 1/3 endemic species of Guangxi distributed in this area.  
 80 natural vegetation formation, accounts for a quarter of Guangxi. 
 More than 60 underground rivers and dotted Karst caves are the basis of inhabitation f

or bionts. 

Vietnam 

Guangxi 

Yunnan 



TBL Threats 

 自然环境脆弱； 

 灾害天气频发； 

 生态功能退化； 

 过度利用资源； 

 非法盗猎贸易； 

 环境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 

 其他人为因素。 

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与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关系 

主要威胁因素： 气候变化因素 



生物多样性威胁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直接价值、间

接价值、潜在价值。 

 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自然环境脆

弱、灾害性天气频发、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资源过度利用、非法盗猎等。 



 

喀斯特洞穴鱼类 
 

白头叶猴，广西特有物种。国外
没有活体和标本，被公认为世界
最稀有的猴类之一。 



3、将气候变化适应性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规划，积极主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采取措施，将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主流化，保护生物多样性； 

 开展气候变化复杂影响和不确定性研究，完善能够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技术和管理体系，有效提升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维护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开展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示范，逐步向区域甚至跨境生物多样性保

护推广，建立《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约的地

方典范。 

战略目标：Goal 



将气候变化适应性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 

 本底数据、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识别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 

 开展生物多样性廊道建设规划 

 开展廊道生态恢复 

 防控外来物种入侵 

 开展社区生计改善活动 

 建立和健全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 

 开展相关监测和科研工作，对重要地区、重点和敏感物种开展及时保护；
初步建立数据管理和信息共享系统； 

 开展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 

具体内容： 



1. Biodiversity Survey and Assessment 

4 

1. Habitat Type Survey   生境类型调查 

 Vegetation type;  植被类型 
 Wetland environment, etc.    湿地环境等。 

 

2.  Wild Fauna Survey    野生动物调查 
 Species , abund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animals and aquatic verteb

rates;   陆栖和水生脊椎动物的种类、多度及分布情况 
 The distribution of rare species and habitat status, etc.    珍稀物种的分布及

生境状况等。 
   

3.  Flora Survey  植物调查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种类及分布状况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rare and endemic plant species;     珍稀特有

植物种类、数量及分布特征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vasive plant;    外来入侵植物的

种类及分布特征等 
 

 Details of Biodiversity Survey  生物多样性调查 



Biodiversity Survey and Assessment 

4 

1  Plant diversity  植物多样性 
 
 
 
 
 
 
 
 
 
 
 
 
 
 
 
 

2  Features of plants   植物资源特点 
 

Abundant resources of special plant species,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 enrichment.         
   植物种类丰富，珍稀濒危植物富集 
The tropical nature is prominent, and the transition property is obvious.  热带性质突出，
过渡性质明显 
The origin of the flora is ancient, relict plants.    区系起源古老，孑遗植物较多 
The characteristic is stronger, and the karst nature is obvious.   特有性较强，岩溶性质
明显 
 

 

 Result of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生物多样性评估结果 

                                                    数Num 
    组成 Composition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 

维管束植物 
Tracheophyta 

合计   total 221  1013 2477 
蕨类植物    fern 38   (67.86%  in GX) 81   (52.90%) 215   (25.96%) 

裸子植物  gymnosperm 6   (75.00%) 8   (42.11%) 12   (27.71%) 
被子植物  angiosperm 172   (73.82%) 866   (52.67%) 2124   (27.71%) 

广西特有植物   Guangxi endemic 49 75 122 
归化植物   naturalized  23 33 36 



——Biodiversity Survey an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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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una Diversity     野生动物多样性 
 
 
 
 
 
 
 
 
 
 
 
 
 
 
 
 

4  Features of animals   动物资源特点 
 

Abundant biodiversity and high endemism, the protection of great value.   生物多样性
丰富，特有性高，保护价值巨大 
The endangered species occupies a higher proportion, an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r
otection of.     濒危物种占有比例较高，亟需加强保护和研究 
Habitat loss, fragmentation and human disturbance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endan
gered wild.    栖息地丧失、破碎以及人为干扰是野生动物濒危的重要原因 

                数Nnm 
         纲 class 

目  
order 

科 
family 

种 
specie 

鱼类 Pisce 7 19 124 
两栖纲Amphibian 3 11 44 
爬行纲Reptile 2 13 60 
鸟纲Aves 20 60 408 

哺乳纲Mammalia 9 29 110 
合计 total 41 132 746 



2.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key 
biodiversity areas 

 重点植物分布图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key 
plants 

重点动物分布图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key annimal 



 具有一定的宽度和连续性：廊道具有一定的宽度和连续性，保证物种的运动和迁徙。充分利
用天然植被和乡土物种，满足生境的三大需求：水、食物和隐蔽所。 

      

廊道设计原则 

 

3. 开展生物多样性廊道规划 

 具有多样性：廊道应该联
系和覆盖尽可能多的生境，
含有层次丰富的群落结构，
尽量将最高质量的生境包
括在廊道范围内。 

 充分考虑不同的相关利益
群体。 

      

Nature Reserve 
Corrido 

Jingxi 

Napo 

Daxin 

Longzhou 



利益相关Stakeholder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环保部 (MEP) 
 National Development & Reform Commission 发改委

(NDRC) 
 Guangxi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epartment广西环保厅 

(GEPD)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 Environment (MONRE) 自

然资源和环境部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 Environment 

(DONRE) 自然资源和环境厅 
 local government当地政府部门 
 local community当地居民 
 others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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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BL Habitat construction栖息地建设 
 

 
 下一步规划开展栖息地建设：自然恢复、栖息地生态改造、滨水植被带恢复、人

工恢复、生态农田建设、道路“修饰”。 Habitat construction: natural restoration, ec
ological habitat alteration, waterfront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rtificial restoration, ecologi
cal construction, farmland road modification 

 确定重点建区域： B1, B3, B
5, B6, S3，沿中越边境线一
带。 

 Key construction area: B1, B3, 
B5, B6, S3, areas along the bor
der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配套资金建立了一个苗圃，重点在于培育一些适应

Karst地区生长、当地特有、利于栖息地恢复的树种；
Matching funds to set up a nursery, the key l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some endemic area to adapt to K
arst growth, and conducive to the restoration of ha
bitat species;  

 选取了几个具有不同恢复需求的栖息地示范点；Se
lect several different needs with the restored habit
at model;  



 根据东黑冠长臂猿保护的需求，对其食物来源、种类、栖息地质量开展长
期的监测，收集有关数据，为恢复长臂猿栖息地、增加长臂猿种群数量提供
依据。 

 在生态恢复过程中，兼顾恢
复与发展，保证在满足经济发展
的同时，尽量减少大面积的单一
树种种植，增强生态系统功能及
抵御不利气候灾害的能力。 

 增加生态系统多样性，优化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为野生动植
物尤其是濒危物种、极小种群物
种应对毁灭性天气、气候灾害提
供有效庇护。 

开展栖息地恢复示范 



5.防控外来物种入侵 

  防控建设：控制外来入侵植 物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nstruc
tion control of invasive plants 

 森林防火。The prevention forest fire.  
 
 
 

紫茎泽兰 Mile－a－minute Weed 
Ageratina adenophora (Spreng.) R. M. King) 

飞机草Fragrant Eupatorium， 
Bitter Bush，Siam Weed  
:Eupatorium odoratum L  

凤眼莲Water Hyacinth 
(学名: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 

https://baike.so.com/doc/1882771.html


 

1.反枝苋野苋菜 
学名：Amaranthus retroflexus L. 
英文名：Redroot amaranth 

三叶鬼针草 
学名: Bidens pilosa L. 
英文名：Railway beggaricks 

尼罗罗非鱼 
学名：Oreochromis niloticus (L.) 
英文名：Nile tilapia 



6.自然保护地建设 
Nature Reserve construction 
重点做好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和建
设。东黑冠长臂猿 cao vit gibbon  
 

保护小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建设 



开展种子基金运行管理培训。Carry out seed fund o
peration management training. 
开展村屯发展规划指导。从技术上支持、资金上引导社
区种植、养殖当地特色物种。To carry out the develo
pment of village planning guidance. From the tec
hnical support, funds to guide the community pl
anting, breed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es. 
全部种子基金已拨付到4个试点村屯。All seed funds 
have been allocated to four pilot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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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017 

试点类别
Category 试点名称Name 

二期分配金额 
allocation 
amount in 

Phase II 

村屯自筹金额 
Self-raised 

amount 

实际配套金额 
supporting 

fund 
备注 

一期增资 
Phase I 

真意村更老屯 
Genglao Tun 6万(60,000CY) 5万 2万 

位于栖息地恢
复试点周边，
辅助栖息地恢
复开展有关活
动。 
Locat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habitat 
restoration  
demonstratio
n sites  

一期增资 
Phase I 

邦亮村那井屯 
Najing Tun 4万 3.5万 2万 

二期新试点 
new 

demonstrat
ion site in 
Phase II 

敏马村大笃屯 
Dadu Tun 10万 9万 5.7万 

二期新试点 
new 

demonstrat
ion site in 
Phase II 

大兴村下皿屯 
Xiamin Tun 10万 10万 2.96万 



 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
划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BSAP) of  Guangxi:  issued by Guangxi 
government in April. 2014 

8.完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 



编制和发布技术标准 

编制地方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
物多样性》，通过技监督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Technical Guide for Impact Assess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on Biodiversity 
。 

申报编制《生态恢复技术指南》 
已通过立项 
拟开展编制《生物多样性廊道 
建设环境管理规定》 

 
     



9.开展相关监测和科研工作 

生物多样性变化长期动态监测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科研工作 
制定相关行动计划和优先工作清单 



 10.Tranboundary collaboration  跨境合作 
 广西与越南在技术、方法、人员等方面加强了合作与交流；Guangxi 

and Vietnam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echnology, methods, etc.;  

 与越南共同研究申请相关项目，以期得到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在资金
、技术等方面更多的支持。 

 to ge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areas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2014年9月，在南宁召开了项目二期中越交流会。 
   

China-Vietnam Exchange Meeting of project Phase II 
was held in Nanning in September 2014. 

 2015年5月，中国广西与越南高平共同签署“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谅解备忘录”。 
 

Guangxi – Cao Bang MOU was signed in Cao Bang in 
May 2015 



Tranboundary collaboration  跨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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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开展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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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进展 Progress of Phase Ⅱ 



12. 开展宣传活动 



谢谢！ 
 
 

LIN Weidong 
Email: wdlingx@163.com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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