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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产生生物多样性共同惠益的投资

活动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或恢复为主要

目标的投资

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保护、

加强和恢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绿色债券原则/绿色贷款原则环境目标

生物多样性 污染防控 自然资源保护

气候变化

减缓 适应















保护性土地使用 / 陆地栖息地保护



淡水与海洋栖息地的保护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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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金融类别

与经济活动  

1. 气候智慧型农业： 

a. 用本土物种和/或归化物种修复退化土地。 

b. 在作物生产活动中至少减少20% 合成肥料

使用量，以降低下游富营养化，和促进使用

其他有机解决方案和生物肥料。

c. 在农业生产项目的实施和推广过程中，至

少减少20%的杀虫剂使用量及促进使用其他

生物解决方案。 

d. 从单一作物种植转向多样化的种植系统，

包括间混套作和利用覆盖作物，以提高抗灾

能力和土壤质量。 

e. 大幅减少耕种或实施免耕作业。 

f. 培育能够更快适应当地生产周期，水质、

水量和温度变化的本地或归化物种。 

g. 使用自然或绿色/灰色组合解决方案的基础

设施，防止农用化学品流入沿河和沿海流域。

h. 采用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品种/技术或基础

设施，在不增加环境足迹的情况下提高现有

土地上的作物产量/质量。 

i. 设计、实施、使用或改进可追溯机制、数

据和技术，用于在企业层面或整个供应链上

防止森林砍伐和监测生物多样性效益。 

j. 高效灌溉 - 促进高效的水量分配，水的循

环利用，灰水的可持续循环利用，雨水收集，

以及使用耗水量低的本土作物种类。请注意，

此活动应以避免耗尽天然水资源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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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实施可保护或恢复生态系统的气候适应和

韧性措施，例如，抗旱种子、养分循环、蓄

水、生态区堤坝、洪泛区恢复、带流域恢复

或保护的蓄水—所有能使农业企业对洪水和

干旱等威胁更具韧性的项目。 

l. 保护和生产本地或归化农作物种子的品种，

特别是地方性物种。 

m. 在供应链管理中采用促进零毁林或对生物

多样性产生其他积极影响的实践和/或技术。 

2. 再生农业：指能够重建土壤有机质、恢复退

化土地的生物多样性、增强并维护生态系统功

能，保护本地种子和畜牧种类，以及提供其他

相关惠益的耕作和放牧实施活动；以及注重通

过改进土地管理以恢复生态系统，并将此实践

贯穿整个供应链系统的纤维生产及其他相关活

动。 

3. 生产和交易经认证的作物/商品，符合严格的

可持续农业认证，这些认证遵循确认生物多样

性和潜在气候效益的审计协议。 

5. 采用创新做法和技术改善土地使用和农业实

践，如地理空间数据工具和检测土壤退化的工

具。 

4. 替代农业生产方式，或使用可持续水培法生

产的农作物以及牛肉替代品等产品，此类生产

方式和产品有助于减少土地压力，防止土地用

途的转换。替代农业包括支持野生动物保护，

尤其是支持濒危或受威胁的物种保护的农业生

产实践（如野生动物友好型项目实施方案），

以及促进野生动物友好型实践以改善土地管理、

建立野生动物活动走廊和减少对野味的需求的

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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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节水、提高用水效率和可持续用水的措

施，在农业生产、制造加工、建筑施工和基础

设施建设中减少至少20%的用水量。 

2. 开发和制造节水产品（例如，低流量淋浴头、

水龙头曝气器、水回收器和低流量马桶）用于

住宅和商业用途。 

3. 降低湿地或其他淡水水体污染水平的措施。 

4. 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渔业： 

5. 可持续水产养殖生产：经过可持续性生产认

证的水产养殖，需确保投资不会破坏如红树林、

盐沼、海草和重要栖息地等生态系统的功能和

韧性。 

6. 可再生（恢复性）水产养殖生产：双壳类和

海藻的养殖可增加粮食产量并恢复海洋健康。 

7. 可持续渔业和渔场生产实践：作业符合渔具

限制/改造、承购和采购程序、船舶改造要求，

并符合防止渔业退化的最佳实践（例如，减少

副渔获物）。 

8. 采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做法和/或技术（包

括冷藏、鱼类加工设施和运输），以减少水产

品损失，扩大市场准入，并减少运输时间。 

a. 河流与其他水体中本地物种的再增殖。 

b. 生产、贸易或零售的海产品达到或超过最

佳实践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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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物多样性友好型航运和航行 

10. 海洋友好和淡水友好型家用产品的制造或零

售（如可生物降解的无磷洗涤剂、洗发水、香

皂、除臭剂、清洁剂；不含塑料微珠的牙膏；

非塑料包装 ）。 

11. 通过用非合成有机肥取代磷氮复合化肥，降

低下游富营养化（与改善农业生产实践有关）。 

12. 防止雨水和废水流入水道，包括投资于基于

自然的废水处理解决方案，如建造湿地以支持

去除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13. 升级废水处理厂（农业、工业、商业、住宅
或城市级别），以消除所有对生物多样性有害
的污染物。 

14. 改善上游流域活动（与改善土地管理、农业

实践和卫生设施相关）以减少沉积物流动和污

染。 

a. 在船舶上安装压载水处理装置，以防范入

侵物种的污染。

b. 安装膜生物反应器类废水处理装置，用于

处理船舶的所有黑水和灰水。

c. 在船舶上安装船底废水处理装置。 

d. 在船上安装技术以减少对海洋物种有害的

噪音污染。

e. 在港口与码头建设固体垃圾的收集与处理

设施。

f. 部署以技术为基础的绘图和分析工具和/或

替代性路线实践，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例如，

避免与大型哺乳动物发生碰撞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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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产品的制造、贸易融资

或零售，包括取代影响海洋、淡水和陆地生物

多样性的传统产品的植物基塑料和包装解决方

案。 

2. 低碳、可生物降解材料的制造、贸易融资或

零售（例如Lyocell纤维），作为棉花和化石基

纤维的替代品。 

3. 防止塑料、固体垃圾和污染物流入淡水和海

洋栖息地的城市排水系统。 

4. 防止塑料、固体垃圾或污染物径流的防洪措

施。

5. 在产品设计和制造中减少塑料的使用，并使

用回收的塑料来满足剩余材料的需求。 

7. 塑料回收活动和设施。

8. 塑料的可持续再利用。

1. 用本地或归化物种进行林地复育，以产生生

物多样性惠益和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固碳、

水质、关键生态流地区的供水）。 

2. 在退化的土地上用本地或归化的物种进行造

林（种植）或自然森林再生，以建立生产缓冲

区或生物多样性走廊，特别是在毗邻或连接原

始森林或保护区时。 

3. 与森林保育、土壤保持和改善及替代生计相

关的本地非木材林产品。 

6. 支持旨在回收一次性塑料的研究和创新技术，

作为大规模塑料回收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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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森林管理：符合国际最佳做法和国际

公认的质量认证标准的森林生产和管理，确保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5. 可持续的林木作物生产，纳入本地或归化物

种，不造成或导致天然林或任何其他具有高保

护价值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或高碳汇生态系

统的砍伐或损失。 

6. 农林混作系统（与可持续农业实践相关）。

利用本地或移植的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品种，

进行树木与农作物的混合生产。 

1. 符合既定最佳实践标准的可持续或生态旅游

企业，保护或恢复栖息地或避免增加对栖息地

的侵蚀，并致力于减少碳排放。 

3. 在保护区外符合生态旅游原则的生态旅游企

业和经营活动。例如，这些企业可能位于保护

区的缓冲区、关键栖息地或其他敏感地点，或

社区参与度或所有权很强的地方。 

2. 在陆地和海洋保护区内开办旅游特许经营业

务：旨在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或降低生物多

样性危害的活动创造机遇或提供激励机制。这

些机遇可以是从经济层面的（例如：替代生

计）、社会层面的（例如：支持社会规范或行

为改变的教育项目/最佳实践）以及财政层面

的（例如：旅游业与保护区分享景区利润）。

此外，此类活动必须遵守经认可的生态旅游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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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和开发以及有助于识别、监测、报告和

核实生物多样性和商业影响的技术。例如，用

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理信息系统和人工智能

工具和软件，以跟踪野生动物和监测可能发生

偷猎的地区的动物流离失所情况。

2. 对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建设项目进行改造，以

解决以前由项目引起或加剧的对生物多样性的

不利影响。 

3. 在航空、卡车运输和物流方面进行创新，以

避免运输入侵物种。 

1. 保护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通过建立法律认

可的保护区。

3.  保护地役权/路权：保护地役权将特定私人

土地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允许土地所有

者保留特定私有财产权（有些直接与生物多样

性信用额度/缓解银行相关）。 

4.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 ）或投资于支持与自然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直接相关的PES 机制和保育信托基金。 

2. 投资用于保护或修复的土地,以创造生物多样

性信用额度(例如，“缓解银行”)。（注释：这

可与保护地役权相关联，通过保护/管理/修复
 来提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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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机制（PPP）为私人土

地所有者提供奖励/税务削减，从而在与既有

保护区毗邻区域实施新的私人管理保护区；投

资于监督和核查机制，确保使用合理。 

6. 再野化（与生态保护修复密切相关），创建

和重建野生动物栖息地等。 

7. 防火管理 / 降低火灾风险 - 项目投资于能够

直接降低火灾风险并且展示了生物多样性惠益

的防火管理及减灾措施。 

8. 投资于REDD + (即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
排放量加上森林可持续管理以及保护和加强森
林碳储量)经营项目以产生碳信用额度 (后“巴
黎协定”框架)，并为当地社区带来持续的经
济机会和社会效益。 

1. 保护/恢复湿地，以提供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 

2. 保护和创造湿地以创造生物多样性信用，建

立湿地缓解银行。 

3. 投资海洋地区的保护/修复 (如海草床、珊瑚、

红树林等)，以保护重要物种，改善栖息地，并

提供服务或重要的生态功能。在某些情况下，

可对干预措施进行设计，用于提供碳信用和生

物多样性信用 (海洋栖息地银行)。 

4. 提供自然栖息地的修复服务 (用无人机种植红

树林；为捕鱼配额的强制执行提供监测服务；

特定环境中本地物种的再增殖)。 

5. 营养物排放信用额度体系，以减少排入水体

的污染物量 (在规范市场开展营养物排放权交

易)。

6. 流域管理活动 (与改善土地管理、农业实践

和卫生设施相关)以改善水质并减少下游生态

系统 (例如珊瑚礁)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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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或生态基础设施投资：防止农用化学品

径流进入河道和海岸流域(如，洼地、生物过

滤)。 

2. 人工湿地： 进行水处理(一级到三级)，前

提是它们不会干扰项目影响区内的任何天然湿

地，最好是与它们形成互补。 

3. 流域管理实践： 减少径流、沉淀和淤积，增

加补注。

4. 降低废水排放温度的自然基础设施。

5. 自然基础设施或自然基础设施和灰色基础设

施的组合，侧重于管理雨水并将传统的沿海和

河流防洪基础设施与生态基础设施（例如，带

海堤的红树林和带堤坝的沼泽地）相结合。

6. 保护或修复湿地，减少洪涝及土壤 /水的盐

渍化。

7. 保护或修复红树林，减少洪涝、土壤侵蚀，

增加沿海地区韧性，并实现固碳。

8. 保护或修复珊瑚礁，减少风暴潮和洪涝。

9. 通过植被缓冲带、农业缓冲带、洼地或其他

技术，避免营养物和沉积物流失。 

10. 针对绿色/蓝色基础设施的指数化保险计划：

如珊瑚礁、渔场、水产养殖及海岸保护。 

11. 绿色/蓝色城市基础设施，例如绿色屋顶、

绿色立面、透水表面、雨水花园、生态湿地、

运河和池塘，以应对干旱、洪水和城市高温的

影响。 

12. 为光伏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冷却

太阳能电池板并提高其性能(例如，用本地草

和花播种，农业光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