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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创新局（Vinnova）、瑞典环境、农业科学及空间规划委员会
（Formas）和瑞典能源署（Swedish Energy Agency）联合发起了
一项名为“瑞典矿业创新”的战略创新计划，形成了一份旨在提升
生物多样性的规划。 本项目的联合出资单位有：波利登公司（Boli-
den）、瑞典力矿公司（LKAB）以及瑞典矿业、矿产和金属生产商协
会（Svemin）。
本项目由瑞典生态收益公司（Ecogain）牵头，并与Svemin自然工作
组紧密合作，共同完成。该工作组由波利登、力矿、芬兰诺德卡尔克
公司（Nordkalk）、瑞典正科格鲁万矿业（Zinkgruvan）以及瑞典
水泥公司（Cementa）的代表组成。
其指导委员会包括Svemin、力矿、波利登以及“瑞典矿业创新”的
代表。
项目持续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 本规划的制定，是瑞典
矿业和矿产产业为实现203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所迈出的第一步。

瑞典
矿业创新

关于Svemin
Svemin作为瑞典矿业、矿产和金属生产商协会，拥有约40家企业会员，共计13000余
名从事制造、勘探和技术等领域的员工。其企业会员中，不乏采矿、勘探、石灰水
泥、机械以及工程承包公司，遍及瑞典各地。 这些公司的矿产位于瑞典北部和贝格斯
拉根（Bergslagen）地区，石灰矿床主要分布在哥得兰岛。 

关于本规划
2020年11月版报告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目标是，到2030年，
在本国涉及采矿、矿产和勘探活动的所有地区
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 
这就意味着，行业要不断加大投入，开发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土地利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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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企业联手，根据国情制定规划
2020年本应成为生物多样性“超级年”，而新冠疫情的出现，给全世界带来了剧
变。 尽管如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没有丝毫降低，有关的工作仍在继续。 欧洲委
员会提出了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审议虽然时
间有所推迟，但仍在不断推进。 瑞典政府也正从国家层面出发，根据政府生态补偿调
查结果拟定措施。

现如今，我们讨论的一大问题是，要想实现能源系统转型，并成功应对气候挑战，
我们应该从何处获取所需的原材料？ 我们又该如何兼顾人与环境，实现原材料的可持
续生产？ 欧盟正在制定可持续金融标准，此外，欧盟还发起了另一项倡议，其原则就
是保证原材料的可持续开采。 这些倡议的一个核心正是生物多样性, 而瑞典矿业产业
正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矿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 矿藏的位置无法人为选择， 它在哪里，我们就只能在哪里
采，因此这也是矿业产业一直积极致力于自然保护和复垦的原因之一。 早期的措施侧
重于工业区和垃圾填埋场的植树和绿化，如今，则越来越侧重于补偿损失的自然价
值，以及创造净积极生态价值。 我们的一些会员正是这一方面的领跑者。

现在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发展采矿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基于制定无化石燃
料矿业产业规划的经验，我们决定再制定一个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规划。 在这个项目
中，我们制定了共同目标，同时确立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和其他部门必须采
取的措施。

本规划根据瑞典国情量体裁衣，我们也希望它对于世界各国的矿业同仁以及其他工
业部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Maria Sunér Fleming
CEO, Svemin 

Lars-Åke Lindahl
Svemin环境主任兼欧盟事务协调员

序言

现在正需
要我们共
同努力，
保护和发
展矿业活
动地区的
生物多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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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矿业和
矿产产业有
能力为可持
续发展做出
贡献，并且
也有这样的
意愿。

概述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福祉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基本前提，而由于地球上的人类活动，生物多样性正
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 但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来扭转这一趋势，全世界正在实施一些
倡议，例如，为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内的新战略目标而发起的倡议。 
工商界有强烈的愿望和动力，努力提升生物多样性，一如努力实现气候目标。

矿业和矿产产业是可持续社会的一部分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金属和矿产，向可持续社会的转变同样需要金属和矿产。 在瑞
典，金属和矿产原材料开采领域存在很多机遇，但与此同时，采矿和矿产开采又会影
响生物多样性， 这在瑞典和全世界都是如此。 长期以来，瑞典采矿和矿产产业一直致
力于尽量减少自身活动影响的同时，创造附加价值。 今天，我们认为我们能够为可持
续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并且我们也有这样的意愿，同时还能提升自身在国内以及全
世界的实力。 因此，我们树立了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共同目标，并制定了本规划。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目标是，到2030年，在本国涉及采矿、矿产和勘探活动的所有地区实现生
物多样性净收益。 

这就意味着，行业需要不断地加大投入，开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土地利用新技术。

目标： 到203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

提升生物多样性的途径
提升生物多样性，要从科学理论基础出发，建立系统的缓解措施；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一旦有了影响，也要及时恢复和补偿。 要实现这一目标，每个企
业都要制定自身的生物多样性目标，明确责任人，调拨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 更具体
地说，这可能涉及到需要识别相关的风险、影响要素以及为生物多样性创造附加值的机
遇。 如此一来，这项工作才能更加系统和深入。 同时还必须记录、跟进和宣传生物多
样性工作，这有助于行业内部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学习。

要实现这一行业目标，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创新，以及加强与学术界和公共部门等方面
的合作。 我们需要建立关于物种和自然环境的知识，以便落实恢复和生态补偿。 我们
还需要评估生物多样性，建立相关的工作流程，并将矿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纳入整
个产业的价值链中。 

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具备有效提升生物多样性的适当条件。 现在的情况
是，企业希望为国家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做出贡献，而公共部门缺乏必要的构架和体
系来加以支持。 因此，在本规划中，我们向为政者和政府机构发出了诸多呼吁，包括
环境许可流程应该可预测、清晰透明、考虑周全，以及公共部门应设有专门的对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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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良好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福祉的基础。 然而，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滥用、污染以及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1,  2, 3这可
能会带来难以预测的长期后果。科学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气候变化一样，
会威胁人类福祉1，而且二者还会相互助虐。3, 4但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提升生物多样
性，例如通过一些管理和恢复措施来扭转下降趋势。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生物有机体的多元性，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的生态
综合体；这种多元性包括物种内部的多样性、物种间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根据《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定义）。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大自然免费获得的所有惠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生物多样
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所必需的，因此影响到食物供给、生物防治，以及水净化、水土保
持、气候调节、人文娱乐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在某些情况下，促进增加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可
能会与林业和驯鹿饲养业相冲突，或使其更加困难。这些行业直接依赖于生产木材和牧草的生态
系统服务以及可用性等方面，而生物多样性可能受益于自然保护行动，如燃烧和增加系统中的枯
木数量，这可能对林业和驯鹿饲养业产生负面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大自然是复杂的，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为气候变化，动植物的未来生存环
境将会与今天不同。这意味着，提升动植物的多样性也变得愈发重要，因为生物多样
性越丰富，大自然的韧性就越强，其承受变化和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也就越
大。

目前正在编制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提出了2030年和2050年的生物
多样性新目标。公约将于2021年编制完成。在其2020年8月的草案中，提出2030年的
目标是将自然系统的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至少提高5%，减少受威胁物种的数量，提
升物种丰富度。5工商界有强烈的愿望和动力，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一如努力实现气候
目标。

1   Steffen, W.等, 2015.行星边界：指导人类在变化中的地球上的发展. 科学，347： 736–745.
2   WWF, 2018. 地球生命力报告.
3   IPBES, 2019.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
4  Parrotta, J. A., Wildburger, C., Mansourian, S. (eds.), 2012. 理解生物多样性、碳、森林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实
现REDD+目标的关键. 全球评估报告. 由生物多样性、森林管理和REDD+全球森林专家小组编写. 国际林研联世界系列第
31卷. 
5   CBD 2020-09-15.  秘书处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更新
https://www.cbd.int/conferences/post2020/post2020-prep-01/documents

https://www.cbd.int/conferences/post2020/post2020-prep-01/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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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和矿产是我们社会的基石。从医疗设备、食品生产、风力涡轮机，到电池和电动
汽车，一切都需要金属。再如石灰，无论是金属、化工、造纸和纤维素工业，还是烟气
和水的净化，乃至土壤改良和地面支撑，都需要用到。它还是水泥的主要成分，有了水
泥，我们才能建造稳定耐用的建筑和桥梁。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更多的基
石。尽管金属可以回收利用，但光靠回收不足以满足我们当前和未来的需求。6 因此，
我们将继续依赖矿业和矿产产业。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有意愿并且有能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Svemin的一些会员
企业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尽可能避免自身的业务活动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净损失。

我们希望通过成为首个制定生物多样性规划的行业组织，树立比《生物多样性公约》
草案中提出的2030年目标更高远的愿景，从而提升自身在国内和国际的竞争力，展现
领导力。本规划得到了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支持，在Svemin的组织下，通过大家共
同努力得以编制完成。7

SVEMIN
Svemin是瑞典矿山、矿物和金属制造商的行业组织，代表制造、勘探和技术领域
的40多家企业，企业制造业务主要以金属和石灰为原材料。7

本规划汇集了我们现有的认知和经验，并结合了我们对未来的种种设想，但并没有限
定具体执行的途径。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各个会员企业可以直接套用执行的计划，而是
为企业在具体业务活动中设定目标和里程碑指引方向。

6   SGU 2020-04-05 https://www.sgu.se/mineralnaring/metall--och-mineralatervinning/, https://www.sve-
min.se/en/three-reasons-why-mining-is-important-for-sweden/.

7  Svemin 2020-05-25 www.svemin.se

https://www.svemin.se/en/three-reasons-why-mining-is-important-for-sweden/
https://www.svemin.se/en/three-reasons-why-mining-is-important-for-sweden/
http://www.svemi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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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和矿产是我们社会的基石。从医疗设备、食品生产、风力涡轮机，到电池和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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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目标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目标是，最迟在2030年，在本国涉及采矿、矿产和勘探活动的
所有地区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

这就意味着，行业需要不断地加大投入，开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土地利用新技
术。

2.1 解释和说明
本规划的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目标是，从2030年起，凡涉及采矿和勘探活动的地区，获
得的生物多样性净收益大大超过活动本身对生物多样性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影响。然
而，目前并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法，可以从土地利用、补偿或恢复等方面对生物多样
性进行评估。这意味着，目前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方式，可以与政府机构一起，衡量实
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行业目标的进展（见第7.2节“创新需求”）。当然，这并不代表
生物多样性保护这项工作的时机尚不成熟。事实上，这项工作已经展开，并将因本规
划的提出而得到加强，使各方面更加协调。 

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其基础就在于全面落实系统缓解措施中的所有环节。生态补偿是
系统缓解措施中的最后一步，其关注的重点有二，一是补偿受威胁的物种及其栖息地，
二是修复区域内数量有限或正在减少的栖息地类型。我们知道，在采取补偿或恢复措
施后，许多自然价值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为了弥补这样的时间损失和不确定
性，我们打算按照现有的生态补偿共识，扩大补偿的范围。这意味着，企业可以在自然
价值提升之前就获得生物多样性净收益，前提是企业确保其自身或后续接管责任的外
部单位能够做到以下三点： 

1. 采取适当的措施，让一个地方的自然价值得到更
快的提升；

2. 监督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必要时对
措施加以改进；

3. 长期保护生态地区。

我们将监督和汇报行业内外的目标实施进展，致力
于促进相互学习，并确保标准和政策在业务活动中得
到落实。在这个阶段，业务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不纳入价值链中，而是等到适当的时候再将这些影响
纳入。

本规划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在具体执行的过程
中，本规划和行动计划还需要不断完善。 8

8   森林趋势2020-05-25 https://www.forest-trends.org/bbop/bbop-key-concepts/mitigation-hierarchy/ 

实现目标的
基础是全面
落实系统缓
解措施中的
所有环节。

系统缓解措施

-
图1 系统缓解措施框架，用于处理风险以及对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能影响，包含避免、最小化、恢复
和补偿四个环节。8

IIII O O

A

R

R M

MM

= I
= A
= M
= R
= O

+

生
物
多
样
性

完全补偿“无净亏损” 净正面效应

剩余影响

影响
避免

最小化
恢复
补偿

https://www.svemin.se/en/three-reasons-why-mining-is-important-for-sweden/
https://www.svemin.se/en/three-reasons-why-mining-is-important-for-sweden/
http://www.svemin.se
https://www.forest-trends.org/bbop/bbop-key-concepts/mitigation-hierarchy/


12          Svemin 采矿与自然：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生物多样性净收益规划



3. 行动计划——关于实现目标的建议
3.1 通过Svemin实现全行业合作 
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无论问题大小，也无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总是会牵一发而动全
身。因此，我们认为Svemin的会员企业完全可以携起手来，共同面对问题，并一起解
决。为了实现行业的共同目标，下面列出了一些全行业的工作任务和里程碑。  

截至2022年：
► 建立一个专门的论坛，用来交流生物多样性措施的信息和经验。
► 确保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内容纳入本行业的相关指南和培训课程中。
► 编制模板、清单和教材等辅助文件，如各种指南，用于指导会员如何调查其

在直接和间接生物多样性影响方面最主要的风险，以及如何发现机遇，创造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附加值。

► 制定第一版监督计划，随后监督全行业的年度工作情况，并报告行业目标的
实施进展。

► 研究业内的典型实例，并做好宣传推广。
2025年： 
► 中期评估，包括回顾和更新规划。

2027年前后： 
► 在现有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的基础上，为会员企业建立并实施一套关于目标

实施进展的报告和监督制度。
► 做全行业分析，确定整个行业距离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目标还有多远，以及为

了在2030年实现目标所需的进一步措施。
持续性工作：
► 就各种问题与利益相关方展开对话。
► 就法律方面可能的调整，与立法部门和政府机构展开对话。9

► 与国际同仁共同努力，开展生物多样性解决方案的国际对话。
► 收集和传播知识，并为知识交流提供平台，例如，定期组织各种活动和考察

访问。

9   这一对话还适当地涉及了Svemin的“Kraftsamling tillstånd”倡议中的其他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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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要展现领导力，扩大在协会之外的社会影响。这包括影响政治和法律制
度，支持其他行业倡议，努力实现甚至超越即将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物多样
性目标。 

3.2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企业行动计划
公司治理行动计划
每个会员企业的管理层是否有明确的目标，这关乎生物多样性目标在行业总体目标中所
占的权重。要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的行业目标，公司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 根据行业目标设定公司的生物多样性目标，明确承诺在其运营中全面落实
系统缓解措施中的所有环节。

► 企业内部责任到人，分清每个人的角色。
► 与受此承诺影响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 监督目标的实施进展，并公开透明地告知相关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

业务行动计划 
生物多样性附加值产生的地点，也正是业务开展的现场。从业务层面来看，要实现生物
多样性净收益的行业目标，需要做以下工作： 

分配任务、调拨资源、培养能力
► 对于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措施，将其制定和执行的责任和任务分配到人。

将生物多样性缓解措施纳入年度业务计划和预算流程，确保充足的时间、
人员和资金资源。

► 投入资源，实施新的工作方法。
► 在组织内培养和宣传生物多样性意识，鼓励员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建议。
► 培养供应商和承包商的生物多样性意识，并与之开展合作。

生物多样
性的附加
值是在业
务开展现
场创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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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风险、依赖性和机会，并落实系统缓解措施
► 调查每个作业区与生物多样性最为相关的领域，包括直接和间接风险、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以及创造生物多样性附加值的机会。调查分析还应考
虑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条件变化。

►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或具体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确定目标，制定和整合
风险管理计划，并在日常工作中抓住机会实现生物多样性。这一计划的制
定，应该以上述最相关领域的调查结果为依据。

►  在业务的所有阶段（勘探、运营、环境修复和关闭后）落实系统缓解措施。 

记录、监督和宣传
► 忠实地记录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目标的实施进展，并做好内外宣传。
► 公开透明地报告业务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贡献。

3.3 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 
通过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对话和合作，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能够找到应对挑战的办法，实
现行业目标。这些办法可能包括： 

►  与利益相关方（如科研机构、公共机构和其他行业的企业）对话，收集信
息，探寻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办法（见第7.1节）。

►  组织建立生物多样性评估系统（见第7.2节）。
►  与同一地区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一道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共同努力提升生

物多样性。
►  建立金属和矿物质的可追溯性体系，将生物多样性这一指标纳入其中，让

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够追溯价值链中涉及的金属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见第
7.4节）。

►  与供应商合作，在适当的时候，施展矿业和矿产产业在价值链中的影响，
促进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的实现（见第7.4节）。

► 开展宣传活动，例如，为勘探钻探人员开设环境缓解和健康与安全方面的
网络课程。 目前，Svemin和瑞典钻井承包商协会（Borrföretagen）正在
瑞典矿业创新的资助下合作开设这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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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机
工商界应该为减少气候变化做出贡献，这一点早已得到公认。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成
为下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工商界将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根本性的依
赖。这是除了食物、净水和氧气等最基本的需求之外最重要的需求。研究还表明，世界
上超过一半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价值为44万亿美元）完全或部分依赖于大自
然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10 这也正是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积极努力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
益的动机。

4.1 支持全球发展目标，创造社会效益 
我们希望推动社会发展。通过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积极努力，本行业可以为实现联合国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目标做出贡献。

除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直接贡献，我们还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我们要保持积极进取的作风，展现领导力，解决企业的问题，并激励其他利益相关
方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共同努力。

4.2 取得土地利用的环境许可
随着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恶化，要想取得环境许可的难度也会有所增加。如何获得新老业
务所需的新土地，是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最大的挑战之一。同时，获得开采和加工所
需的土地和许可也是至关重要。

我们希望，通过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积极努力，行业能够加强企业、社会和政府机构
之间的信任。企业如果能证明在其开展业务时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环境影响，则拥有很
大机会获得新老业务的环境许可。在生物多样性净收益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能提升企业
自身预测和处理未来环境许可程序中的各种重要问题的能力。

4.3 满足股东的需求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列为企业、社会乃至全人类面临的五大最严
重风险之一。11 这给投资者在风险调查方面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许多投资者本身也
希望在提升可持续性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作为可持续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统一
的欧盟分类制度12是欧盟内部一份关于可持续投资的协议，于2019年12月通过。可持
续金融要实现六大环境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13 通过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积极努力，我们可以满足股东和未来投资人的需求，并确保资金
来源。

10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 大自然风险上升： 为什么席卷大自然的危机对企业和经济至关重要.https://www.weforum. 
org/reports/nature-risk-rising-why-the-crisis-engulfing-nature-matters-for-business-and-the-economy
11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风险报告.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risks-report-2020
12   欧盟委员会可持续金融，2020年.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

sustainable-finance_en
13   欧盟委员会，2020年. 分类法： 可持续金融技术专家组最终报告（2020年3月）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

info/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200309-sustainable-finance-teg-
final-report-taxonomy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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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是
成功阻止
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
关键因
素。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ature-risk-rising-why-the-crisis-engulfing-nature-matters-for-business-and-the-econom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nature-risk-rising-why-the-crisis-engulfing-nature-matters-for-business-and-the-economy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risks-report-2020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_en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_en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20030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20030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2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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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吸引和留住人才 
矿业和矿产产业要想兴盛，一个关键因素是吸引并留住人才。研究表明，年轻人在择业
时，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越来越重视，14, 15也就是说，员工的社会责任感也在提升。
整个行业通过加强在环保方面的努力，提升行业形象，吸引人才。而要留住人才，至
关重要的两点就是，我们所提出的远大目标是否在具体措施和结果上得到体现，以及
员工是否有机会与组织一同发展进步。

4.7 赢取社会更大的支持
今天，在社会的某些方面，对矿业和矿产产业的支持依然不足。这可能源于矿业和矿产
产业以前处理环境问题的方式欠妥，16或是因为其占用了对于其他行业而言高价值的土
地类型，也可能是由于矿山或采石场往往涉及大规模的土地改造，但其对社会的益处却
不太明显。要赢得社会的支持，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向社会展示矿产产品所带来的益处，
以及经营和之后关闭矿山的方式所带来的正面社会效益。 

14  Academic Work & Kantar Sifo, 2019.  年轻人职业吸引力指数. https://www.academicwork.se/foretag/ypai19
15   德勤千禧调查，2018.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About-Deloit-

te/gx-2018-millennial-survey-report.pdf
16   瑞典有数百年的矿业历史。造成今天土壤污染的很多都是早期矿山。在它们还在运营之时，人们还不了解矿产产业的

排放对环境具有怎样的影响，减排和矿山修复方面的技术也很落后。而今天的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矿产产业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仅限于矿山运营和后期修复阶段。根据瑞典政府的官方报告SOU 2018:59《国家采矿风险》，对于
2012至2018年期间关闭的矿山，用于环境修复的保证金严重不足。其中只有两座矿山按照《瑞典环境法》取得了许
可证。后来，《瑞典环境法》的许可要求中提高了对保证金的要求。今天，要想取得许可，必须缴纳高额的保证金，
确保能够覆盖环境修复费用。这两座早期矿山分别是根据《环境保护法》和芬兰瑞典跨界河流委员会的规定获得的许
可。

4.4 满足客户需求
随着全世界都在关注生物多样性问题，客户也在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预见，对气候影
响较小的金属和矿产的需求也将增多，而作为供应商，我们也有理由积极配合，在生
物多样性问题上找准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

4.5 满足利益相关方的期望 
努力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在实现睦邻友好和满足利益相关方期望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在采取提升生物多样性的措施时，例如在环境修复和生态补偿期间，往往可以结合
一些创造户外活动和娱乐附加值并有益于当地社会的措施。同样，采取提升生物多样性
的措施，还可以为驯鹿饲养业创造附加值。  

https://www.academicwork.se/foretag/ypai19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About-Deloitte/gx-2018-millennial-survey-report.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About-Deloitte/gx-2018-millennial-survey-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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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接受度的关键：
► 让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当地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生物多样性提升方案。
► 公开透明地报告行业在降低环境影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 阐明行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对于本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4.8 最小化风险
矿业和矿产产业有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水净化、防洪、水土保持和防尘。因此，
对于我们而言，确保能够获得这些服务功能非常重要。无论今天还是未来，我们的运
营活动都离不开这些功能。而了解了有关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我们就能降低无意
中破坏生态系统的风险。只要生态系统能够得到保护，那么矿业的经营活动便能更加
稳定。通过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我们就能降低遭受因气候变化而带来供水减少或
洪水泛滥等影响的风险。

反过来，如果企业不了解当地物种及其栖息地，有可能在无意中造成破坏，从而招致
罚款或其他法律后果。因此，掌握的信息越多，运营风险就越低。这些信息包括避免或
减少环境影响的各种办法，一旦掌握之后，还能大大降低企业用于事后弥补的成本。

4.9 促进企业规划和加快创新
通过在矿山或采石场的生命周期内实施增加生物多样性的战略规划，可以让企业看到在
项目开发、运营和环境修复方面保持和增加生物多样性的机会。一般认为，生物多样性
计划能够保护绿地、提高矿料沉积效率、降低未来环境修复的成本同时提升其效果等,
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恢复或者重复工作的可能。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提升企业自
身的能力。 

国际经验表明，企业的环境目标越大，则越有可能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也越有可能
引领绿色经济转型。17

17   科学目标网络2020-05-25 http://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business-benefits.html

http://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business-benefi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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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本
要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需要各种资源。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无论资源是否已经齐
备，对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的实现就已经提出了要求，例如，在申请许可证时，环境修复
和监督已经纳入了许可条件中。企业的经验表明，拥有信息和创造力，再加上合理的规
划和创新，是可以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降低成本。在这方面，Svemin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为会员企业提供支持，并提供信息和想法交流平台。

预计成本来自以下方面：

► 新项目设计时的选址和工艺选择。
► 增加用于员工和承包商技能培训和发展所需的资源。
► 新建矿场和采石场，或扩大现有作业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时，采取补偿或

修复措施。
► 研发针对特定物种和栖息地的补偿，或其他类似措施。
► 初步分析自身经营风险、依赖性和机会。
► 根据生物多样性目标制定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阐明应对风险和抓住机遇

的措施。
► 在运营和环境修复期间采取生物多样性措施。
► 执行生物多样性措施记录和监督体系，即使没有这样的体系，也要在一定

程度上实施监督。

在以上成本中，有一些属于规划和建立体系以及建设生物多样性能力的初始成本。体
系建成之后，可以缩短获取许可证所需的时间，降低环境修复的费用，从而可以大大节
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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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状
6.1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简介
矿业和矿产产业对社会的贡献
金属和矿物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除此之外，下列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也需要
靠其实现： 

► 目标7：经济适用清洁能源；
► 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 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 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 目标13：气候行动。

由于瑞典的基岩中富含矿物质，瑞典成为欧盟最大的矿产国。而严格的环境要求和行
业自身的积极努力，使得瑞典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瑞典和其他国家大部分的金属
和矿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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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位置
瑞典的铁矿主要位于最北部，贱金属和
贵金属主要位于谢莱夫特奥（Skellef-
teå）矿区和贝格斯拉根地区（图2）。 
波罗的海地区最大、质量最好的石灰石
矿床位于哥得兰岛。

矿业所占的面积，包括矿山、石灰
石采石场以及相关作业场地等，仅占
瑞典陆地面积很小一部分，约为
0.04%（177 km2）。而其他行业占
用的面积更大，比如零售业和商业
约0.06%（240 km2），高尔夫球
场约0.07%（280 km2），制造业
占0.15%（600 km2）。18 

18   瑞典统计局（SCB），2019年 Markanvändningen i Sverige, Sjunde utgåvan. （英文标题： 瑞典的土地利用，第
七版。）

图2 主要矿化点标为蓝色区域，
而2020年在运营的矿山标为蓝
点。 最重要的石灰石矿床位于
哥得兰岛，用深蓝色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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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参与者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参与者包括矿业公司、矿产公司、勘探公司、采矿设备和技术开
发和制造企业、专门的加工和机械制造公司以及专门的运输公司。 瑞典最大的矿业和
矿产公司包括力矿、波利登、瑞典正科格鲁万矿业、瑞典水泥公司和诺德卡尔克公
司。 此外还有瑞典的一些大型公司，如ABB、山特维克（Sandvik）、阿特拉斯·科普
柯（Atlas Copco）、安百拓（Epiroc）和瑞典钢铁集团（SSAB）。

运营情况统计
►  12座运营中的矿山。19

►  14个运营中的石灰石采石场。20 
►  在欧盟的矿产总产量中，瑞典的占比如下：19 

► 铁矿石：90%以上
► 铅：38%以上
► 锌：近37%
► 金：23%
► 银：20%
► 铜：近11%

►  在瑞典，矿业和矿产公司雇用的员工超过8500人。21 采矿和钢铁行业直接
从事金属和钢铁生产的员工有38000人，而间接就业人数近68000人。22

► 瑞典机械供应商提供了全球约60%的井下设备。23 
► 2018年，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出口占瑞典总出口的5%，总价值达1200

亿瑞典克朗。19

► 2019年，瑞典运营中的矿山向水中排放的金属总量为2,079 kg。 相比之
下，瑞典最大的水处理厂，位于斯德哥尔摩的Henriksdal，同期向水中排
放的金属量为3,845 kg。24 

19   SGU, 2020. 2019年瑞典矿业统计。 定期出版物 2020:1。   
20   其中七家由Svemin的会员企业运营。
21   瑞典企业联合会工资统计，2019年. https://www.svensktnaringsliv.se/sakomraden/lonestatistik/lonerap-
portering-lonestatistik_1147444.html
22   Svemin m.fl., 2019. Kompetensfärdplan. Vägen framåt för gruv- och stålnationen Sverige. （英文标题：能
力规划。 瑞典矿业和钢铁业的未来之路。）
23   Svemin, 2012. Gruvbranschen – en tillväxtmotor för Sverige. 2012年9月。 （英文标题： 矿业——瑞典的增长
引擎。 2012年9月）
24 该信息基于上报至瑞典环境保护局数据库的数据以及专门从Kaunis Iron矿业公司获得的信息。 公开文件可通过瑞典环
境保护局获取 http://utslappisiffror.naturvardsverket.se/Sok/Anlaggningssida/?pid=3490

https://www.svensktnaringsliv.se/sakomraden/lonestatistik/lonerapportering-lonestatistik_1147444.htm
https://www.svensktnaringsliv.se/sakomraden/lonestatistik/lonerapportering-lonestatistik_1147444.htm
http://utslappisiffror.naturvardsverket.se/Sok/Anlaggningssida/?pid=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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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一直在努力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开
展全面的选址调查，最大限度地减少排放到空气或水中的有害物质，以及减少浪费。在
2010至2019年期间，越来越多的矿业和矿产公司实施了系统缓解措施，用以避免、减
少、恢复以及补偿（作为最后手段）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矿业和矿产公司属于瑞典第
一批开始大规模进行生物多样性补偿的公司。 

金属和矿物的开采可分为四个阶段：勘探、建设、运营和环境修复。对生物多样性的
主要影响发生在矿山或采石场的建设和运营阶段。

勘探阶段的影响
勘探对生物多样性影响通常很小，甚至没有影响。物探不会影响自然环境。试钻作业往
往需要越野驾驶，这可能会破坏井场的地面和植被，从而给生物多样性带来一定的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通过合理规划和采取保护措施，从而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采取恢复措施。

建设阶段的影响
矿山或石灰石采石场的位置无法人为选择。矿床位于特定地方，其建设和运营通常意味
着会影响基岩，产生矿料，进而给地貌带来永久性的改变。而且也可能给生物多样性造
成影响，例如扬尘、噪音干扰、地下水位变化等。其后果取决于影响的程度，以及具
体受影响的生态价值。孕育矿藏的地质条件，通常也会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度，以及一些
稀有植物。矿山和采石厂往往建在相对远离人群的区域，而这些区域通常具有很高的
生态价值。

无论是新建还是扩建项目，在获取许可证时都会进行彻底调研和现场调查，同时还要
考虑尽量降低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充分采取系统缓解措施，以及影响补偿（ 作为最后
手段），能够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甚至提升生物多样性。如果对生物多样性的
补偿远远超过对它影响，则即使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局部负面影响，但从区域整体来看，
矿业和矿产产业还是能为生物多样性净收益做出贡献。Svemin的一些会员企业已经在
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以使自身的业务发展和新项目不会造成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净损失。

运营阶段的影响
运营阶段的主要影响是向水体、地面和空气中排放有害物质。运营许可条件中规定了允
许排放量。企业、许可颁发机构和监管机构应监测排放情况，以了解作业活动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并确保许可条件充分，且有针对性。 

25  IPBES, 2019.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
26  Artdatabanken, 2020. Rödlistade arter i Sverige 2020. （英文标题： 2020年瑞典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https://
www.artdatabanken.se/var-verksamhet/rodlistning/Sammanfattning-rodlista-2020/

对生物多样
性的主要影
响发生在矿
山或采石
场的建设
和运营期
间。

https://www.artdatabanken.se/var-verksamhet/rodlistning/Sammanfattning-rodlista-2020/
https://www.artdatabanken.se/var-verksamhet/rodlistning/Sammanfattning-rodlist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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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修复阶段的影响和机会
矿山或采石场关闭后，会利用多种技术进行环境修复，以降低短期和长期健康问题和环
境破坏风险。27 矿山和采石场的类型不同，其环境修复条件也不同。利用现有的最佳技
术进行环境修复，有可能避免有负面生态影响残留。环境修复之后，需监测其效果，直
至确定目标已实现。采矿废弃物的环境修复技术正在不断发展。

通过环境修复，可以极大地恢复废弃矿山或采石场的自然环境，并创造生物多样性新
价值。在瑞典乃至全球，有很多废弃矿山和采石场的环境已经变得具有较高的物种丰
度。矿山或采石场虽为人为创造，但只要不再用于其他土地用途，顺其自然，或者是
按照既定的环境修复计划进行修复，生态系统便会慢慢恢复。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可
将矿业和矿产产业视为只是向大自然借用土地，最终还是会还给大自然。 

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 从全球来看，主要因素是土地用途的改变，主要表现为农
业、城市和基础设施的扩张。其他因素包括动植物的直接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和物种入侵。25

从瑞典的角度来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主要是砍伐森林和开阔地对森林的侵占。2020年红色
名录中的物种数量较之前版本有所增加，这表明瑞典的生物多样性持续呈下降趋势。26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

6.3 价值链中的间接影响
矿业和矿产产业公司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是对土地或水体的直接影响，而勘探和工
程公司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则主要通过价值链和能源消耗间接产生。例如，在开采物料
以及制造机械和运行作业使用能源时，便会产生这种间接影响。由于在采矿和采石作
业中也会使用机械和能源，因此挖掘过程也会产生这种间接影响。

27  SOU 2018:59. Statens gruvliga risker. （英文标题：国家矿业风险）

从长远来
看，矿业
和矿产产
业只是向
自然借用
土地。

矿业和矿产产业还与农业、林业等行业密切合作。矿山和采石场周围一般也有很多的
基建设施，而且往往还有城镇。这些人类活动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大自然，并且常常对
生物多样性产生累积效应。这可能造成很多影响，譬如，累积效应会导致对某个物种
的保护力度下降，或者导致其栖息地在区域内越来越小。25, 26

165
附注
“165”设置的“Ma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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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因此，温室气体排放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间接
影响也需要重视。为减少气候影响所做的努力有助于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前
提是这些努力本身不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矿业和矿产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目前占瑞典排放总量的7%至9%。行业已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2030年实现开采作业
不使用化石燃料，二是2045年实现精炼作业不使用化石燃料。28 同时，目前正在建立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模型。29 但是，当前并无可用工具来计算不同企业排放温
室气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6.4 矿业和矿产产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 
对于矿业和矿产产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我们已经有了较为清晰
的认识，但对于矿业和矿产产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依赖却认识不足。
但在事实上，我们的运营活动确实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净水、防洪、以及为了
水土保持、净化空气和隔音而种植植被。

大多数采矿过程都需要用水，这在瑞典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由于气候变化、气温
上升、蒸发量增加、降水量改变，瑞典部分地区有发生干旱的风险。水资源的减少或
缺乏会给工业和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矿业和矿产产业的一些企业制定了运营阶段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利用先进的水平衡技术，尽可能实现水的循环利用。矿业和矿产产业
也可在保护水资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考虑将废弃的采石场改建成水库，
在潮湿的冬季将水储存起来，然后在一年中较干燥的时候使用。 

另一个例子是环境修复阶段的自然植被建植。在环境修复时，通常将人工播种或种植
和自然植被建植相结合。如果自然植被建植失败，企业就需要更多的投入，才能实现与
自然生长时相同水平的物种丰度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在价值链中存在多种依赖关系，例如，依赖能源和原材料以制造机械、防护设备、办
公家具等。

28  Svemin, 2019. Färdplan för en konkurrenskraftig och fossilfri gruv- och mineralnäring. Rapport. 2019年4月. 
（英文标题：有竞争力的不使用化石燃料的矿业和矿产产业规划）
29  Schipper等.  2020. 用GLOBIO 4预测陆生生物多样性的相互作用. 全球变化生物学，26： 760-771.https://onlineli-
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gcb.14848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gcb.14848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gcb.1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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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和创新需求
我们需要进行研究和创新，使我们在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方面所做的努力更具可预测
性和有效性，同时确保正确采取所有措施。生物多样性补偿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的
一个重要部分，目前已有多个生物多样性补偿研究项目正在进行。30例如，有的项目是
研究生物多样性补偿如何助力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31以及研究生态补偿对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有效性。32除上述项目之外，我们仍需继续探索更多方法和
解决方案。

7.1 在生态恢复和补偿过程中了解各物种及其
栖息地

企业在制定环境恢复或生物多样性补偿计划时，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这些计划应该如
何切实地执行，才能实现预期目标。国际生态恢复协会制定了一套关于恢复自然环境的
国际标准。33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所提出的措施往往缺乏研究和成熟的经验。为了取
得必要的了解和经验，矿业和矿产产业中的一些企业开展了独立研究，或者是与学术界
合作研究。34 到目前为止，矿业和矿产产业已经确定了以下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创新要
求，目前正在进行的倡议有：

►  针对关于老龄林和其他需要长期持续发展的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制
定相应的保护方法或移植方法。 

►  制定有利于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对栖息地有特殊要求的物种的方法。 
►  制定与生态恢复和补偿有关的驯鹿地衣建植方法。
►  制定对抗入侵物种，并用本地植物取代入侵物种的方法。 
►  确定有益于溪流和河流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方案。
►  扩展关于筑坝对植被影响的知识。  
►  扩展关于气候变化后果的知识，例如，如何改善生态系统提供生态系统服

务的能力，以及设计什么样的环境修复和补偿措施才能适应气候条件的变
化。 

30 瑞典环境保护局2020-05-25 http://www.naturvardsverket.se/Miljoarbete-i-samhallet/Miljoarbete-i-Sverige/
Forskning/Forskning-for-miljomalen/Pagaende-forskning-for-miljomalen/Forskning-om-ekologisk-kompen-
sation/
31  隆德大学2020-05-25. https://www.cec.lu.se/sv/forskning/pagaende-forskningsprojekt/ekologisk-kom-
pensation
32  瑞典农业科学大学2020-05-25. https://www.slu.se/ecologicalcompensation
33  国际生态恢复协会2019.国际生态恢复协会生态恢复实践国际原则和标准，第2版。 
34  这些倡议包括力矿公司关于在基律纳建厂的项目、波利登公司关于在艾提克铜矿补偿老龄林的研究项目、瑞典水泥公
司关于肾叶白头翁（Pulsatilla patens）和金堇蛱蝶（Euphydryas aurinia）的知识建设、以及诺德卡尔克公司关于霾灰
蝶（Phengaris arion）和阿波罗绢蝶（Parnassius apollo）的知识建设。

有效实现
生物多样
性净收益
需要研
究和创
新。”

https://www.cec.lu.se/sv/forskning/pagaende-forskningsprojekt/ekologisk-kompensation
https://www.cec.lu.se/sv/forskning/pagaende-forskningsprojekt/ekologisk-k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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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生物多样性评估系统 
要定性和定量评估一个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需要：

►  衡量生物多样性，以及 
►  评估并报告生物多样性。

无论是在瑞典还是在国际上，目前都没有成熟的方法来衡量和评估生物多样性，也没
有成熟的方法用于企业报告自身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目前不可能量化一
个公司或一个行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无法衡量其实现既定目标的进展。35 目前，
有一些国际倡议旨在制定生物多样性的衡量和评估方法，此外，还有一些倡议旨在确定
各种方法的共同点和原则。36, 37 

在瑞典，有几种用于衡量鸟类、鱼类、植物等部分生物多样性的标准化方法。此外，
瑞典标准研究院也开发出了一种标准化方法，用于基于物种和栖息地的现状进行生态栖
息地调查。在瑞典以及在国际上都有很多生物多样性补偿案例，都是针对具体情况比较
损失和收益。

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正在推动国家层面的跨部门商业合作，以期开发出适用于陆上开
采项目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利用这种方法，企业就可以衡量和报告自身在实现既
定目标方面的进展。通过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可以使不同项目和企业的生物多样性影响
以及生物多样性提升措施更加透明，并且具有可比性。

7.3 简化生物多样性工作的方法 
要简化生物多样性工作，并提供其结果的可预测性，可能的方法之一是建立补偿池（见
第8.1节）。 这也对生物多样性评估系统提出了要求（见第7.2节）。

另一种与规划补偿相关的方法，是找出一个地区最需要恢复措施的物种和栖息地，以
及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物种和栖息地（见第8.1节）。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与当地其他
政府和企业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实现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最大效益。根据受威胁物种和栖
息地的科学知识来对物种和栖息地排序，使之短期和长期都能受益。

35  da Silva等，2019年， 企业无净损失和净积极影响生物多样性承诺的演变： 了解偏好
和应对挑战。 ERP Environment和约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商业战略与环境》 .

36  Lammerant, J.等. 2019年. 商业和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测量方法评估。
更新报告2。 欧盟商业@生物多样性平台。
37  Lammerant, J、Müller, L和Kisielewicz, J. 2018年. 商业和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会计计量方法评估
。 更新报告1。欧盟商业@生物多样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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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将影响纳入价值链的系统
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企业的影响通常分三个方面进行评估：38 

► 第1个方面：自身运营的排放；
► 第2个方面：所用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
► 第3个方面：下游产生的排放。

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衡量和评估方法都采用了类似的思路。由于各种生物多样性评
估方法的开发和使用定义不尽相同，因此目前还没有一种统一的方法，就生物多样性
问题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明确的定义。39

作为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的行业组织，我们要同时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评估，全面了解
我们的业务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提供完善的信息，让我们的客户也能了解其业
务价值链中涉及的金属和矿产所产生的影响。客户的供应链需要具备可追溯性，这样
他才能了解自身所带来的影响，进而采取措施减少这种影响。为了向客户提供信息，
使之能够全面了解自身在三个方面的影响，凡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金属也需要具备可
追溯性。此外还需要确定相应的生物多样性关键绩效指标（KPI）。以上措施有助于可
持续金融的发展。

38  温室气体议定书2020-05-25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ghg-protocol-revised.
pdf
39  Lammerant, J.等. 2019年.商业和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测量方法评估。更新报告2。欧盟商业@生物多样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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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如何制定科学目标
科学目标是针对希望设定气候目标的全球企业而建立的标准。科学目标网络40

（SBTN）帮助企业设定科学的生物多样性目标。该网络的工作以行星边界方法为基
础，41并将其目标确定为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运行空间。42

行星边界和安全运行空间42

图3 可持续行星边界概念
确定了与人类活动引起的
环境变化有关的九个全球
过程。  这些过程共同创造
了我们社会赖以生存的地
球环境。 安全运行空间（
图中绿色）是人类可持续
生存的空间。 其中一些过
程的状况尚待量化。 科学
家们将其中的两个边界指
定为“核心边界”：气候
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要显
著改变或超越其中任何一
个，都有将行星系统推向
新状态的风险。

生物多样性

功能多样性 
（尚未量化）

气候变化

生物地球化学流

新型化学物质
（尚未量化）

平流层臭氧消耗

大气气溶胶负荷
（尚未量化）

海洋酸化

氮

磷

淡水使用

低于边界（安全）
处于不确定区域（风险增加）
超出不确定区域（高风险）

土地利用变化

物种灭绝速度

我们仍然不知道，需要在生物多样性上投入多少，才能满足行星边界框架的要求。与
气候影响不同，生物多样性条件具有区域性，因此不同的项目所需要的生物多样性措施
也可能有所不同，要根据项目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所造成的影响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而
定。

40  科学目标网络2020-05-25 http://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index.html
41  Steffen, W.等, 2015. 行星边界：指导人类在变化中的地球上的发展.科学，347： 736–745.
42  斯德哥尔摩大学2020-05-25 https://www.su.se/forskning/forskningsnyheter/fyra-av-nio-planet%C3%A4ra-
gr%C3%A4nser-%C3%B6verskrids-1.218028 图片来源： Azote Images/斯德哥尔摩复原中心.

http://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index.html
https://www.su.se/forskning/forskningsnyheter/fyra-av-nio-planet%25C3%25A4ra-gr%25C3%25A4nser-%25C3%25B6verskrids-1.218028
https://www.su.se/forskning/forskningsnyheter/fyra-av-nio-planet%25C3%25A4ra-gr%25C3%25A4nser-%25C3%25B6verskrids-1.218028


采矿与自然：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生物多样性净收益规划   Svemin          33

具有科学依据，是制定明确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关键，这些目标与特定区域的影响相
对应，并为实现可持续性方面提供足够的环境效益。43确定物种或栖息地还有多久才能
实现安全运行空间的科学依据包括保护现状（Natura 2000）或物种红色名录类别。

2020年9月，科学目标网络首次出版了自然科学目标指南，其中就包括了生物多样性
的内容。44指南中确定的科学目标是“可测量、以行动为导向，有时间限制，并且基于
现有最佳技术”。科学目标网络未来两年将致力于确定一个科学测量框架，企业可以用
它来设定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科学目标。 

而瑞典矿业和矿产产业可以为科学目标网络提供支持，包括加入该网络、制定各种方
法和指南、分享我们的经验、对生物多样性（包括价值链）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向全国
更多的行业推广科学目标网络。 

43  da Silva等人，2019年，企业无净损失和净积极影响生物多样性承诺的演变：了解
偏好和应对挑战。ERP Environment和约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商业战略与环境》
.
44  科学目标网络2020-10-15.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SBTN-
initial-guidance-for-business.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SBTN-initial-guidance-for-business.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SBTN-initial-guidance-for-busin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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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呼吁
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自从工商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开始自觉
参与生物多样性工作以来，便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缺乏相关构架和体系来指
导如何去实现国家和全球目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通过立法和执法并不足以解决生
物多样性补偿问题（因为很难获得土地），也不足以让企业自觉地执行生物多样性保
护措施。因此，我们必须在所有行业部门以及整个社会中共同寻找实现生物多样性目
标的解决方案和途径。

8.1 向为政者发出呼吁
明确支持本行业生物多样性工作的责任归属
矿业和矿产产业希望推进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工作。在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过程中，我
们需要政府机构的帮助和支持。国家有责任在提升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同时强化其他社会
目标，如向无化石燃料社会过渡，这一过程与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工业
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其关键所在。因此，国家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规划如何以最佳
方式利用瑞典的土地和水资源，以实现这些社会目标。 

我们希望各级政府机构更多地参与进来，共同探寻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的合作形式。
比如，探讨矿业和矿产产业如何最大限度地为绿色基础设施做出贡献，或者如何支持濒
危物种行动计划的实施。今天，我们发现在这些问题的对话中很少听到政府的声音，这
让行业内部略感失望。

在相关政府机构的监管警示函中，应当指出机构需要推动和支持企业采取措施，促进
生物多样性。重要的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应该成为某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
所有相关部门和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且，各州、地区和市均应参与其中，这一点与气候
问题一样。 

让许可证申请流程清晰、可预测
政府机构的许可流程应当更加便利，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在的许可证申请流程难以预
测，耗费的时间越来越长，申请单位需要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这影响了企业的投资
能力，影响了向新技术的过渡、提升生产效率，以及落实生物多样性解决方案。因
此，需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同时需要主管公共机构维持稳定且可预测的投资环境。

为生物多样性补偿提供条件
通过立法，使生物多样性补偿具有可预测性，说明哪些要求是合理的，什么程度的补偿
是足够的。关于土地利用和土地的长期保护，需要有效的解决办法来实现补偿，包括自
觉补偿和按照许可条件的规定进行补偿。在提交给瑞典政府的关于生态补偿的正式报告
中，也提出了为获得土地使用权创造条件的必要性。45 

45  SOU 2017:34. Ekologisk kompensation – Åtgärder för att motverka nettoförluster av biologisk mångfald 
och ekosystemtjänster, samtidigt som behovet av markexploatering tillgodoses. （英文标题： 生态补偿——在满
足开发土地需求的同时，减轻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净损失的措施）

重要的是，
我们要跨部
门共同寻找
实现生物多
样性目标的
解决方案和
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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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补偿池系统分类和法律框架 
落实补偿池系统分类和法律框架，提升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效率。补偿池想要达到的效
果，是在损害发生之前实现生态系统的恢复，这通常由外部第三方来完成。这意味着
补偿值是在运营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补偿池可以防止或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生态价
值的暂时损失。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当多个项目运营商合力进行补偿时，可以获
得更大的环境效益。此外，如果企业和第三方之间有明确的分工，那么即使投入的资
金不变，也能提升效率和生物多样性。国际上现有的一些补偿机制就有补偿池（也称为
栖息地银行系统）。45

促进在生物多样性效益最大点的投资
从整体角度处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公共机构应确定，不同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工作该如何
指导，以及从整体角度如何开展这些工作。其目的应该是实现与其他恢复项目的协同
效应，形成生物多样性效益的合力。46 这项任务还应包括建立一个不同利益相关方的
合作论坛，以及确立评估和评价生物多样性补偿权衡的准则。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有时很难对那些能给生物多样性带来最大积极利益的措施进行
投资。 如果能提高政治上的灵活性，将有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其中一个例子是对河
流的影响。生态学专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补救因过去的木材漂流运输、林业排水和
水力发电造成的损害，其生物多样性效益不如注重当下的减排。应对该例子和其他例子
进行调查，以确保生物多样性措施的成本效益。

瑞典政府关于生态补偿的官方报告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在距离受影响地点较远
的地方进行补偿，则可以同样的成本创造更多的利益，实现更大的灵活性可能在社会
经济上更有利可图。45

为纠正他人的“昔日之罪”提供条件
业界有一种愿望，就是为纠正其他企业的“昔日之罪”出一份力。 然而，作为一家企
业，目前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承担受污染场地的全部责任，这实际上阻碍了这种行业
倡议。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和这些愿意纠正“昔日之罪”而不受他人责任影响
的企业之间签订合同。 另一种选择是修改立法，以便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这需要进一
步研究和说明。

46  北欧部长理事会，2016. 恢复优先事项和策略——恢复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强化绿色基础设施： 战略解决方案的优先
事项和需求方面的北欧范例. TemaNord 201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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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向许可和检查部门发出呼吁
明确做法，并确保统一执行
为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所作的有效努力，需要可预测性、明确性以及许可证申请程序
的法律保障。 对于行业以及整个社会来说，有效利用工商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至关重
要。 我们所说的“有效”是指资源应主要用于环境方面的具体措施以及了解这些措施
的效果，而并非针对申请流程而言。 从环境经济的角度来看，该行业希望优化生物多
样性投资，降低交易成本。47

生物多样性问题在环境许可申请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例如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补偿和
物种保护等措施来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 由此需要提高许可部门在涉及生物多样性事
件方面的监管效率。 政府机构需要更加明确流程管理相关事宜。 有效的措施包括政府
机构在各事件早期阶段更多地参与其中，以尽量避免重新开始某项工作和大量沟通成
本。 同样，鼓励转介机构在许可过程中更加注重合作，从整体上看待许可，并优先考
虑最相关的方面。

更具体地说，需要明确如何评估生物多样性补偿，从法律角度看什么样的措施是足够
的，以及如何处理土地使用权和长期保护问题。 具体而言，许可部门需要相互协调，
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

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以创造生物多样性净收益为重点的生物多样性补偿和修复措施在瑞典仍是新兴话题。 
许多许可和检查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感到不适应，缺乏明确的规范。我们要强调的
是，需要许可和检查部门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并开始学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样做
的结果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以共同提高生物多样性工作的效率，取得更大成功。

通过在许可流程中采用整体分析来实现更大的环境效益
必须将资源用于提供最大环境效益的缓解措施，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许可过程中，我们鼓励许可部门根据缓解措施保护的价值，考虑扩大“最佳可能技
术”的范围。 例如，如果科学文件表明，若在集水区的不同部分采取恢复措施，溪流
将获得更好的承受持续运营影响的能力，并且这些措施也将比较为传统的缓解措施产
生更大的综合环境效益，那么这些措施应被视为最佳可能技术。48 这一观点目前尚未落
实。 然而，这种灵活性要求其不会对其他公共利益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

47  北欧部长理事会，2015. 环境补偿：提高申请效率和成本效益的关键条件. Tema Nord 2015:572
48  这一立论在提案 1997/98:45第二部分，第17-18页中也得到了支持，其中指出，“通常，应在最近的地方对干扰设施
或与干扰设施有关的设施采取保护措施。 有时，在邻近区域采取预防措施可能更合适。” 

为实现生物
多样性净收
益所作的有
效努力，需
要可预测
性、明确性
以及许可证
申请程序的
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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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物多样性补偿的问题，我们还鼓励许可部门从更大的视角考虑（相较于目前许
可流程中使用的而言），从而允许在同类原则和与损害有关的选址方面有更大的灵活
性。 科学目标网络声明就强调区域视角在确定目标和措施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方面的重
要性而言，我们对此表示支持，并强调优先措施应该是那些基于关于该区域最受威胁
物种和生境的科学文献，为生物多样性创造最大利益的措施。49

明确勘探过程中不同利益之间的权衡
在驯鹿放牧区勘探的一个重大挑战是，考虑到冬季驯鹿饲养，加上县行政委员会限制车
辆在冰冻地面上行驶以防止夏季土地损坏，这意味着可供勘探的时间非常有限。

进一步澄清不同利益之间的权衡，以及更有效的行政程序，对于明确和增加在瑞典大
部分地区进行勘探的机会至关重要。 勘探利益（以及特定情况下的环境影响）和驯鹿
饲养业或环境利益之间的权衡需要适当并一致地进行，并考虑到勘测许可的时间限制。 
例如，如果在某个特定区域，驯鹿饲养业利益比环境利益更重要，那么企业应该有机会
在夏季进行勘探，如果需要，可以实施系统缓解措施的下一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
环境的任何影响，然后尽可能进行恢复或对之进行补偿。

务实地应用欧盟的栖息地、鸟类和水框架指令
我们敦促许可部门更务实地应用欧盟的《栖息地指令》、《鸟类指令》和《水框架指
令》，以便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产生环境效益。 

这些指令的实施和应用一直存在问题，目前的方法过于形式化，造成许可申请流程繁
琐。 相对于对陆地和水域生物多样性的实际投资而言，交易成本已经变得太大。

49  瑞典环境保护局关于生态补偿的手册2016:1也支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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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术语解释
生物多样性系指所有来源的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可变性，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
系统及其所属的生态综合体；这种可变性可能包括物种内部的多样性、物种间的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使用的定义）。

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BAP）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计划。 生物多样性行动计
划可以是独立的文件，也可以整合到环境管理体系中。50 

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BMP）是一项使企业可以在日常工作中逐步实施生物多样性的
计划。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应与场地环境修复计划、环境管理系统（相关方面）和开采
计划同步。51

生物多样性净收益是指通过在同一地区采取积极措施，如生态补偿或各种形式的保护措
施，大幅度抵消一个项目或业务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这些措施可用于改善生态
环境和绿色基础设施。 行动应该是可衡量的，并依赖于在行动前后对生物多样性条件
的评估。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是一项联合国条约，旨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并公正和公平地分享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签署和批准《公约》的国家需承担明确的
责任，即在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层面保护多样性。 

补偿池要求在任何损害发生之前，通常由外部第三方恢复生态系统。这意味着补偿值是
在运营开始之前确定的。 补偿池可以防止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出现的生态价值的暂
时损失。 由于来自多个项目运营商的资源可以在同一个补偿场地内得到优化，因此可
以实现更有效的环境效益。

保护状态是用于对欧盟栖息地指令中列出的每个物种和栖息地的进行评估的指标。 对
每个物种和栖息地类型评估四个参数，并使用这些参数的总和。 对物种和栖息地类
型的分布和未来前景进行了评估。 对于物种，包括种群大小及其栖息地，而对于栖息
地，包括覆盖面积和质量。 综合评估得出的保护状态包括有利、不利-不充分或不利-
差。 有利的保护状态描述了一个物种或栖息地在长期基础上维持自身所要达到的条
件。52

生态补偿是对那些受到损害的自然环境（如物种、栖息地、生态系统功能和舒适价值）
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可以弥补潜在丧失的生态价值。 补偿措施可能包含生态恢
复、养护管理措施、在有被开发风险的地方创造新的栖息地或保护场地。53

生态价值对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即有助于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以及生态系统之间
多样性的地点和结构。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大自然免费获得的所有惠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
障。 其中包括水净化、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和人文娱乐。

50  ICMM, 2006. 矿业和生物多样性良好做法指南
https://guidance.miningwithprinciples.com/good-practice-guide-mining-biodiversity/
51  WBCSD水泥可持续发展倡议，2014年. 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指南. 
https://docs.wbcsd.org/2014/09/CSI_BMP_Guidance.pdf
52  Artdatabanken 2020-05-29 https://www.artdatabanken.se/arter-och-natur/naturvard/skydd-av-arter/
art-och-habitatdirektivet/
53  Naturvårdsverket Handbok 2016:1. Ekologisk kompensation - En vägledning om kompensation vid förlust 
av naturvärden. （英语： 瑞典环境保护局手册2016:1. 生态补偿——自然价值丧失下的补偿指南）. 

https://guidance.miningwithprinciples.com/good-practice-guide-mining-biodiversity/
https://docs.wbcsd.org/2014/09/CSI_BMP_Guidance.pdf
https://www.artdatabanken.se/arter-och-natur/naturvard/skydd-av-arter/art-och-habitatdirektivet/
https://www.artdatabanken.se/arter-och-natur/naturvard/skydd-av-arter/art-och-habitatdirekti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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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缓解措施是一个包含四个环节的框架（避免、最小化、恢复、补偿），用于应对风
险和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影响。54

韧性是一个系统承受变化并继续发展的长期能力。

科学目标网络（SBTN）是一个国际网络，帮助企业和城市设立基于科学证据的生物多
样性目标。55

国际生态恢复协会（SER）是一个由科学家、从业者和决策者组成的全球自然恢复网
络，旨在增加和分享生态恢复方面的知识，为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人类造福。

欧盟分类法是欧盟内部的通用分类系统和框架，旨在促进可持续融资。 如果一项业务
有助于实现至少一个环境目标，并且不会严重损害任何环境目标或违反雇佣法规惯例，
则该业务被定义为是环境可持续的。

红色名录和红色名录物种是对瑞典（或特定国家或地区）每种物种灭绝风险的评估和总
结，并提供了物种状态的概述。 红色名录本身并不要求优先列出保护管理中应考虑的
物种，但为确定这些优先事项提供了支持。 它可以帮助确定和优先考虑保护工作，并
可以为实现环境目标提供信息。56

世界经济论坛（WEF）是一个聚集世界上大型公司的基金会。 该基金会在政治上和国
家上都是独立的，并渴望通过让商界、政界、学术界和社会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参与制
定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来改善世界状况。

.

54  森林趋势2020-05-25 https://www.forest-trends.org/bbop/bbop-key-concepts/mitigation-hierarchy/ 
55  科学目标网络2020-05-25 http://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index.html
56  Artdatabanken 2020-05-25 https://www.artdatabanken.se/var-verksamhet/rodlistning/

https://www.forest-trends.org/bbop/bbop-key-concepts/mitigation-hierarchy/
http://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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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min是瑞典矿业、矿产和金属生产商的行业组织，拥有40多家活跃在瑞典各地
的会员企业，包括矿业公司、探矿和勘探公司、石灰石和水泥公司以及各种设备和
服务供应商。

www.svemin.se

更多信息请访问：svemin.se/en/mineral-contribution/

http://svemin.se/en/mineral-contribution/
http://svemin.se/en/mineral-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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