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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参与生物多样性活动的指针 
～ 为企业自主地开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 ～ 

（第１版） 

 

摘要  

 

1. 序言 

 

“民间参与”和“生物多样性”的组合，乍一看可能显得有点奇怪，但人们已

经认识到如果没有企业等民间力量的参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就不可

能实现。在 2006 年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８次缔约国会议（COP8）上，第一

次举行了关于民间参与的决议。 

在这一讨论所以显得非常热情是因为人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联合国的倡

导下，于 2005 年汇编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这份报告书提出：“人类的幸福

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生态系统服务”、“但是，在过去

50 年间，生物多样性已被破坏得几乎不能提供这种服务，要使其恢复需要相当坚

决的政策转变”。这份报告书第一次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这个概念，可以说

有助于促进依赖这种服务的所有主体来采取行动。 

所谓“生物多样性”，一言以蔽之，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物通过相互关

联而存在的状态。我们丰富且安全的生活，离不开水、氧气、食物、纤维、木材、

燃料、医药品、稳定的气候、防止自然灾害、愉悦心情的景观、立意于自然规律

的新技术等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恩惠（＝生态系统服务）。 

另一方面，近年来、每年从世界上消失的森林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五分之一，

由于近几百年的人类活动的影响，物种的灭绝速度已经加快到了以前的 1000 倍等

等，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情况极其严峻。 

我们日本人的生活高度依赖海外资源，举例而言约 6 成的食材、约 8 成的木材

都依靠进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多样性像这样大规模且迅速损失下去的话，

对我们的生活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2. 本指针的宗旨 

 

话虽如此，“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很抽象，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对象

也很广泛，而各个企业的工作及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由于企业的状态、规模等

不同，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本指针汇编了广泛领域的企业（＊）在开展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时所必要的基础性信息及思维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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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企业”包括一般企业、合作社等组织、其他法人及个体企业等。 

 

 

3. 民间参与和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带来的生物资源，只要很好的利用，一边使用一边再生的状

态是可以恒久持续的。为了今后也能持续享受这些大自然的恩惠，需要企业、民

间团体、地方政府、国家及每个国民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携手合作并迅速行动起

来，一起去实现防止生物多样性受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企业承担着通过产品或服务将这种大自然的恩惠广泛提供给社会的重要的责

任。即便不是直接与生物资源有关联的企业，其大部分的企业活动也间接地蒙受

生物多样性的恩惠，或影响着生物多样性。企业和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各种主体合

作，一起开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工作，不仅有助于加快社会整体

的行动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对自身事业的未来发展也是必需的。 

 

2006年在巴西召开的COP8上，第一次通过了关于民间企业参与的重要性的决议。

决议不仅指出了民间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活动的过晚，同时还表达了对民间企业

能作出的贡献的期待，如下： 

 

（１）民间企业对生物多样性有很大的影响力，其采用和促进示范性的实例，

对防止生物多样性受损能作出相当大的贡献； 

（２）民间企业对政治及舆论的影响力很大，是推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的关键； 

（３）民间企业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技术的积累及更全面的管理、研

发、沟通的能力，其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实践方面的作为值

得期待。 

 

在 2007 年、2008 年的 G8 环境部长会议上，生物多样性也成为了重要的议题，

并表示有必要强化相关及影响产业界的政策、研讨生物多样性受损所带来的经济

影响等。 

2008 年在德国召开的第 9 次缔约国会议及 2010 年在名古屋召开的第 10 次缔约

国会议上，民间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工作也是重要的议题。 

 

 

4. 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1) 把握自身事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为了明确应该开展的工作，首先，应该把握自己的事业直接的或间接的①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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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什么生物多样性的恩惠；②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什么影响。 

 

(2) 讨论并实施必要的措施 
 

在把握了对自己的事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基础上，①为了继续享受生物多样

性的恩惠并持续让事业在将来得以发展；②为了减轻对生物多样性施加的负面影

响，讨论什么工作是重要的。工作希望从最优先的开始依次开展，但为了切实取

得成果，在考虑实现可能性的同时阶段性地开展也是可行的。 

 

(3) 完善为了推进、继续工作而形成的体制 
 

建议根据需要去完善为了推进、继续工作而形成的体制。 

 

(4) 讨论依次扩大与供应商合作等工作范围 
 

如果可能，建议依次研讨工作范围的扩大，例如与供应商等合作来开展工作。 

 

 

5. 努力时的方法 

 

(1) 避免或最小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在事业活动将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时，必须研讨回避影响或将影响最小化的

方案，并采取必要的对策。 

 

(2) 预防性、适应性措施的采用 
 

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构造仍有很多地方不为人们所知，一旦受损将很难恢复。 

在开展事业时，如果遇到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有重大且不可逆转的影响的情况，

即使科学证据还不充分也应该极力以安全为本，采取预防性对策，而不是推迟对

策。这种态度很重要。（预防性措施）。 

另外，事业进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监测，并根据其结果及时，灵活地修正计划。

这种态度也很重要。 （顺应性的措施）。 

 

(3) 保持长远观点 

以可持续的方法来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构成要素，就可以长期且不断地获得大量

恩惠。另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的各种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要经过较

长时期才能逐渐显现。因此，需要从长远的而不是短期的观点出发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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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努力时的着眼点 

 

在研讨新的工作的时候等，需要有以下视点。 

 

・ 生物多样性是一种与特定地区紧密联系的价值，因此，要充分把握现场状况。 

・ 拥有广阔的或全球规模的视野。 

・ 与 NGO/NPO、当地居民、研究人员、地方政府、国家等各种各样的相关主体合作，

灵活利用广泛的知识与方法。 

・ 考虑当地社会的传统文化。 

・ 谋求与全球温室化对策等其它环境对策的协作。 

・ 在供应链的各环节，各个企业携手合作。 

・ 在具体的事业活动开始之前，研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付出符合各企业的特性及规模的努力。 

 

 

7. 本指针的构成 

 

第 I 篇 现状认识的共享 

第 II 篇 指针 

参考篇 实践提示 

 

 

8. 编订本指针的过程 

 

本指针是经过由学者、经验者、企业相关人士、NGO 相关人士等组成的研讨会的

议论及意见交流、公众评论后制作而成的。 

 

 

9. 结语 

 

现在的日本，由企业等开展的民间活动，并不停留在单纯的赢利活动范畴，可

以说它们作为支撑成熟的社会经济的基础而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近年来，积

极推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确保”的企业等民间机构在不断增加。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利用，

一直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例如，将原料采购从生物多样性的观点出发进行重

新梳理的工作需要增加成本，但通过降低原料采购的相关风险，可以期待实现经

营的稳定。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努力作为资源战略也非常

重要。 

即使还远远不能说多，但围绕这样的课题而努力的企业确实在增加，而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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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特别是我们生活的日本，土地和资源都非常有限，我们可能必须更认真地考虑

“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利用这个课题。夸张一点说，重新关注 100 年、200 年

后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时期已经到来，而这个“生物多样性”将给我们带来契机。

另外，不用说，这种社会经济的变革是不仅企业，也包括消费者、国家、地方政

府、NGO/NPO 等所有主体都必须努力对应的课题。 

生物多样性及其带来的恩惠，支撑着我们的社会。100 年后，恐怕我们很多人都

不在了。但是，能否保证未来世代的人们能富足且幸福地生活、健全且稳定地经

营企业，正取决于我们现在这一代人的决断与行动。 

各家企业为了继续今后的发展，并且，为了参与与企业发展互为表里的全球规

模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确保的活动，如果能活用本指针的话，我

们将感到幸甚之至。 

 

2009 年 8 月 20 日 

日本环境省自然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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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参与生物多样性活动指针的概要 

 

 

 

自地球诞生以来，经过漫长岁月，孕育了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物，

并相互影响着发展到了现在（“生物多样性”）。 

这种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恩惠（生态系统服务）支撑着我们的生命与生活。 

 

 

 

 

 

 

 

为了我们将来也能持续享受生物多样性的恩惠，需要我们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携

手保护生物多样性，使这种恩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社会一员的，希望企

业也能承担起重要的责任。 

 

 

 

 

 

 

 

 

 

 

 

 

 

 

◆ 类支撑人 生命 样与生活的生物多 性 

◆为了持续享受生物多样性的恩惠，需要大家携手努力 

为我们提供
大米、蔬菜、
木材、鱼、清
甜的水等 

生成山、河、
海等地域景观
及当地固有的
文化 

受自然规
律启发而
获得技术
革新的创
意 

世界森林生态系
统每年大约减少
7 万 3 千 km2（相
当于日本国土面
积的 5 分之 1） 

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物种灭绝速
度在这数百年间
加速到了以前的
约 1,000倍 

通过采购兼顾生物多

样性的原料，实现经

营的稳定 

提高企业及商品的品
牌价值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技

术等有助于开创新的

市场 

＜生物多样性恩惠的例子＞ 
＜显示生物多样性的现状的例子＞ 

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努

力，也有助于防止全

球温室化等，解决其

它环境问题 

＜通过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努力而值得期待的成果＞ 

生物多样性基本法 
（2008 年 6 月） 
旨在推进生物多样性的政

策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社会的基本法。 

G8 环境部长会议 
（2008年 5 ・月 兵库县神户市） 
“神户・推进生物多样性的行

动宣言”的通过。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 次缔约国会议

(COP10)（2010 年 10 ・月 爱知县名古屋市）

全球191个国家加盟的公约的第10次缔约

国会议。在 COP10 上，民间参与预计作为重

要的主题。 

◆国内外的主要动向 

关于民间参与的决议（2006 年 3 ・月 巴西（COP8）） 
关于民间参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与促进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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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企业与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各种主体合作，积极地开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工作，通过提供兼顾了生物多样性因素的产品和服务来促进消费者的生

活方式的转变等，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出贡献。 

 

 

应考虑的视点 
 

基本原则 
 

理念 ①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②生物多样性的构成要素的可持续利用 

①对生物多样性

带来的影响的回

避、最小化 

②预防性努力与顺

应性努力
※ 

 
③长远的观点 

①地域重视与广阔的、全球性的认识 

②兼顾各种利益相关方并与其合作 

③社会贡献 

④与地球温室化对策等其他环境对策的关联 

努力的方向 
①努力把握事业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恩惠与影响）。 

②通过进行兼顾生物多样性的事业活动等，努力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实现

可持续利用。 

③努力完善工作的推进体制。 

企业自主推进生物多样性工作时的基本思维 

⑤供应链的考虑 

⑥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的研讨 

⑦符合企业的特性、规模等的努力 

努力的方法 
① 显示出努力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的态度。 

② 在考虑实现可能性的同时，按照优先顺序来推进。 

参考 1 努力方式的参考实例 

参考 2 把握企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的参考实例 

参考 3 企业活动的各主要领域的努力 

参考 4 社会贡献活动 

参考 5 具体努力的事例 

参考 6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最近的主要文献 

参考 7 关于记述的参考信息 

参考 8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法律的概要 

※ 预防性努力：在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有重大且不可逆转的影响的时候，即使科学的证据不完全，

也应努力采取预防性对策，而不是推迟对策 
 顺应性努力：对事业等进行持续性监测，努力根据其结果对计划等进行灵活的修订 

◆对企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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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企业活动指针研讨会 概要 
 

１．委员名册（五十音图顺序，敬称略，○：议长，所属单位为 2009 年 8 月当时情况） 

 

 足立直树 株式会社 RESPONSE ABILITY 董事长 

 伊泽新 株式会社 AMITA 可持续经济研究所 京都研究所所长 

○可知直毅 首都大学东京研究生院 理工学研究科 教授 

 竹本德子 东北大学研究生院 生态适应 GCOE 特任教授 

 田中秀和 住友林业株式会社 山林环境总部 环境经营部长 

 谷口雅保 日本经团连自然保护协议会 企画部会 委员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CSR 部 环境经营组长 

 永石文明 东京农工大学农学部 非专职讲师 

 日比保史 国际保护协会 日本 代表 

 牧野和彦 大和证券集团总社 CSR 室 课长代理 

 满田夏花 原 财团法人 ・地球 人类环境讨论会 主任研究员 

 山田顺之 鹿岛建设株式会社 环境总部地球环境室 课长 

 吉田正人 IUCN 日本委员会 会长 

 江户川大学 教授 

 

２．生物多样性企业活动指针研讨会的历程 

日程 名称 内容 

2008 年 11 月 10 日 研讨会 第１次会晤 指针基础平台的研讨 

2008 年 12 月 8 日 研讨会 第 2 次会晤 指针草案研讨 

2009 年 2 月 3 日 研讨会 第 3 次会晤 指针方案（事务局案）研讨 

2009 年 3 月 24 日 研讨会 第 4 次会晤 指针方案研讨 

2009 年 5 月 13 日 

～6 月 12 日 
公众评论 指针方案的公众评论 

2009 年 7 月 24 日 研讨会 第 5 次会晤 指针的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