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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赠款计划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成立于 1992 年。

小额赠款计划旨在通过社区的工作在全球环境基金的重点领域实现全球环境效

益，这些领域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减缓气候变化，保护国际水域，防治土地退化和

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小额赠款计划已经在 126 个国家支持了 12,000 多个项目。 

小额赠款计划在通过成功的国家主导的基层行动来解决某些世界上最棘手的环境

问题，同时确保可持续的生计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小额赠款计划

国家指导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北京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联系信息
刘 怡
国家协调员
电子邮件 : yi.liu@undp.org          电话：86-10-85320731
传真：86-10-85320900                网址： http://sgp.undp.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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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化基金会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新疆植物学会

广东省生态学会

德钦县白马雪山社区共管协会

珠海市生物学会

威海市大天鹅保护协会

北京市朝阳区全极国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香格里拉滇金丝猴保护协会

温州市渔业学会

北海民间志愿者协会

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

始兴县生态建设研究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

运城市义工联合会

大同市环保志愿者（地球卫士）协会

北京林学会

福建省光泽县寨里镇桃林村护林防火联防协会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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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 

 

 

 

生物多样性被定义为“所有来源的

形形色色的生物体，这些来源包括陆地、

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

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

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1
因此，生

物多样性就是生命本身，它同时也是地

球上所有生命的支撑，生物多样性还具

有维持生态系统运行，向人类社会提供

食物，水和原料的功能。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识别出生物

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产品及服务功能

退化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为栖息地的改

变，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过度开

采和污染。这些原因又被一系列的非直

接原因所影响，包括人口状况，全球经

济趋势，管理，制度和法律框架，科技，

文化和宗教的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的目标是保护

和可持续的利用生物多样性并维持生态

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功能。

生物多样性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

次评估报告》得出结论，明确了气候变

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而且在目前的

气候变化政策和发展模式下，未来几十

年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还会继续增加。

气候变化的总体成本和风险将远远超出

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成本已经得到

了广泛认可。最近几十年来，包括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统计内的温室气

体排放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增长的。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

机制的执行机构，全球环境基金对符合

促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活动提供资

金支持。由于全球环境基金在适应气候

变化方面的战略采取分轨制，目前的气

候变化重点战略只包括减缓和提高能力

的活动。

全球环境基金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

的总体目标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走低碳发展的道路。

 

 

 

气候变化

重点领域 

小额赠款计划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五执行阶段的目标

1. 通过社区行动促进保护区和土著保护地，社区保护地的可持续性

2. 通过社区项目和活动，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生产景观和海洋景观及相关部门得到主

流化 

小额赠款计划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五执行阶段的目标

1. 促进社区层面低碳技术的示范、开发和转让

2. 在社区层面促进和支持提高能效和低碳交通

3. 通过可持续的管理及气候防护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保持和

增强碳储量

1
生物多样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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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退化

重点领域 重点领域 

4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指出在具有中度和高度生产潜力的地区进行防治土地

退化的投入对于人们的生计是至关重要的，在遭受持续土地退化影响的地区会引

起严重的环境和发展问题。荒漠化和森林砍伐仍然在全球环境基金土地退化领域

享有优先支持，其中又重点关注农业生态系统和森林景观，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退化将加速损害全球范围内 20 多亿人的生计。贫困和土地退化带来的挑战在

世界范围内的干旱地区尤其严重，气候变化对生产系统的影响在这些地区进一步

加剧。 

土地退化重点领域的目标是阻止和逆转目前土地退化，特别是荒漠化和森林

砍伐的全球趋势。

小额赠款计划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五执行阶段的目标

1. 维持或改善农业生态系统流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发展当地社区的可持续

生计

2.  减少社区层面因竞争性土地利用引起的压力

国际水域

淡水，海水以及其中的生命资源是没有边界的。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面积都

被海洋覆盖，百分之六十的陆地处于跨界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域，地球上的大多数

水系统都是跨界的——而这正是全球环境基金国际水域的核心任务。这些没有边

界的水系统为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生产食物，推动工业和经济发展，止渴，并滋

养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全球范围来讲，这些生态系统面临着过度使用，过度污

染和严重的跨界管理和国家管理的缺失问题。

国际水域重点领域的目标是提升跨界水系统的集体管理，随后实施一整套可

持续利用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改革及投入。

      小额赠款计划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五执行阶段的目标

       通过社区活动支持跨界水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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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化合物，它通过蒸发和沉积的重复过程在全

球范围循环，通过大气和海洋被运输到离它产生的源头很远的地区。它们累积在活体

组织中，这些活体组织通过食物，水和空气吸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造成的影响包括出生缺陷，癌症，免疫功能紊乱和生殖系统功能障碍。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也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甚至可能破坏生态系统。 

全球环境基金通过其化学品项目要达成的目标是促进化学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良性

管理，从而将它对人类健康和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小额赠款计划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五执行阶段的目标

促进和支持社区淘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全球关注的化学品的活动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重点领域 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

开始于 2009 年 

2010 年 , 小额赠款中国项目

在全国 14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支持了 22 个项目

赠款金额 1,050,000 美元 

从合作伙伴筹集现金形式的配套资金 402,250 美元，非

现金配套资金 335,18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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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项目成果

 
 

 

 
  ◆通过在不同的自然保护区建立和示范不同类型的社区共管模式和社区保护

地，社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通过在保护区及缓冲区内应用传统知识和可持续生计方式，生物多样性产

品的可持续利用得到增强。

◆通过在社区层面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和进行提高能效的改造，消除减缓气

候变化障碍的模式和方法得到了推广。

◆通过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具有地方特色的可持续土地管理方式得到了示

范。

◆通过开展减少海洋陆源污染的活动，以及生物多样性 / 国际水域跨领域项

目的社区活动，社区层面保护国际水域的基础性工作得到示范和推广。

 

 

 

 
 

 

 

◆通过知识共享、培训和社区参与，目标人群的能力得到提升，公众在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方面的意识得到提高。

◆通过培训、研讨会、宣传和社区参与，公众和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

变化和环境管理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提高。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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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如何运转？

小额赠款计划植根于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只有当地民众参与，社区获得直接

利益和对项目的拥有感，全球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这个计划鼓励社区，

当地民众，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项目策划，设计和实施

的各个方面。

赠款直接给予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每个项目最多不超过 50,000

美金。 

国别项目战略作为国别项目实施的框架，结合了全球环境基金的重点领域战

略和国家环境保护的优先领域。 

国家指导委员会是小额赠款项目的核心要素，它对项目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并

监督项目的实施。国家指导委员会负责赠款的最终批准，承担项目考察和检查，

对项目设计提出建议，确保项目的监督和评估，并在国家范围内支持小额赠款项

目。国家指导委员会由来自 3 个非政府组织，2 个学术机构，3 个政府部门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组成，成员都是志愿者。

国家协调员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

小额赠款计划的监督和评估体系要求在三个层面进行——项目层面，国家

层面和全球层面，旨在向利益相关方和合作伙伴提供每一个项目的情况和成果，

国别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的总体目标实现的情况。

中央项目管理办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纽约的总部，为国别项目提供全球

环境基金重点领域的全球性指导和必要的技术支持，同时负责联络全球环境基金

秘书处和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

如何申请小额赠款？

如果你机构是在中国的民政部门注册的当地社团，基金会或民办非企

业单位 

你提议的项目地点和活动符合全球环境基金的重点领域和小额赠款计

划国别战略

你就符合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的申请要求。

请登陆以下网站查看详细申请信息：http://sgp.undp.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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