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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提出并归口解释。 

本文件主编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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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意见》中的相关部署要求，切实推进各地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制定本评价标准 

本文件从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宣传教育、科学研究、交流合

作等方面提出了评价的原则、方法和内容，有利于科学指导相关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与绿

色发展示范基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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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

本文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示范基地评价的总体原则、评价方法和评价流

程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相关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示范基地的评价。 

'$RF5PSTU$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GB/T 26362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 

GB/T 26363 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范区认定 

GB/T 36732 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建设和运营服务规范 

GB/T 3853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T/CGDF 00031-2022 生物多样性恢复标准 

T/CGDF 00004—2020 生物多样性适应规范 

T/CGDF 00005—2020 生物多样性补偿标准 

T/CGDF 00002—2020 生物多样性评估标准 

T/CGDF 00001—2020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标准 

&$VWXYZ$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12345$equal rights of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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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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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来源：

HJ623） 

&['$

2\]^5$species endemism  

指被评价区域内中国特有的野生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淡水鱼类、蝶类和

维管束植物的种数的相对数量，用于表征物种的特殊价值。（来源：HJ623） 

&[&$

"_`abc"percentage of the forestry and grass coverage"

指区域内林地、草地植被的植物地上部分垂直投影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d$

$ef1gh"renewable energy 

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i$

"9:jk 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少用天然资源和能源、大量使用工业或城市固态废物生产的无

毒害、无污染、无放射性、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人体健康的建筑材料。 

&[l$

"mnop low carbon workshop"

是降低碳排放的实践与示范，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减碳发展系

列的具体案例样板，旨在通过构建低碳工坊，形成一个个具体的减碳的样板，通过技术、

方式、做法上的改变，来有效的减少碳排放，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促进可持续发展。 

&[q$

"1rTstu eco-civilization station"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低碳发展、循环利用、绿色发展为重点，

鼓励并支持志愿者、民间组织及社区、企业等积极参与进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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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wx1234567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our neighborhood"

在人类活动范围内，在人类不能够完全保护自然的情况下，尤其是通过采取积极举

措，减少对自然的侵扰，减少对野生动植物的干扰，来帮助野生生物生存和发展，特别

是促进人类活动密集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将保护和发展与可持续生计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结合。 

d$HIyz$

d[%${|5yz$

    示范基地的评价应以尊重自然生态环境为基本原则，在保障示范基地社会功能的基础

上，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减少人为干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d['$}~5yz$

    评价过程应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采用生态学、环境学等相关学科的技术和方法，科

学评估示范基地设置的可行性。 

d[&$��5yz$

    评价过程应以客观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判定，做到评价态度客观，评价结果有效。 

d[d$��5yz$

    评价应从示范基地整体规划和宏观角度出发，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评

价。 

d[i$;<5yz$

    评价应起到引导和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的作用，通过评价促进示范基

地工作改进和能力提升，为进一步做好相关方面工作提供动态发展指导。 

i$HI��X��$

i[%$HI��$

评价内容包括以下维度： 

——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包括：生物多样性、环境质量和绿色发展； 

——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包括：机构和职责、规划与布局、管理制度、基础设施和培训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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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包括：科普服务，传播展示和效果荣誉； 

——科学研究，包括：基础条件，研究水平，科研成果和社会影响； 

——交流合作，包括：计划实施、活动规模和活动成果。 

i['$HI��$

5.2.1 评价工作依据于本文件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 

5.2.2 评价的各项指标参见附录 A，评审专家组根据附录 A 对示范基地进行评价。 

5.2.3 应以申请评价前 12个月或上一年度作为评价周期。 

5.2.4 计算评价指标体系下各指标项的加权得分，加和后得到评价总分值。 

l$HI��X��$

l[%$HI��$

评价应组建评审专家组，由评审专家组负责评价和审定各项事宜，专家组人数不少于

5 人，并确定 1 位评审专家组组长。评审专家组成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熟悉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绿色发展等相关理论知识及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充分了解评估方法与内容，并提出评价工作方案。 

——全面、公正、客观的对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审核。 

——对示范基地的评价申报起到引导和积极推动的作用。本文件规定评价边界应以企业运

营控制范围为边界。 

l['$HI��$

    评价流程包括申请、制定计划方案、材料收集和现场调查、评估、确定授牌，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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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企业碳评价技术路线图 

q$HI��$

评审专家组以机构提供的文件资料、现场调研情况为基础，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示范基地指标体系进行评分，综合评分在 75 分以上（不含 75 分）给予“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示范基地”授牌；综合评分小于 70 分的暂不授牌。评分表见下表 1。 

� %$EF=GH����$

H�$ ����$

75 分以上（不含 75 分） 授牌 

小于 75 分（不含 60 分） 暂不授牌 

注：示范基地授牌后以 3年为期进行核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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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EF=GHI�BA�$

$

� )$123456789:;<EF=GHI�BA�$

���B$ ���B$ ���B$
�

�$
�B�s$

生态环境与 

绿色发展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指数 6 

综合物种、生态系统、受威胁物种、外来物种入侵度等多方面

反映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状况。本指标采用生物多样性指数

（BI）来表征。 

代表性 2 

通过与全国、全省（市）以及县区等具有类似自然特征的生物

多样性示范基地、自然保护区等相比较得出，需评价区域在生

物多样性方面具有全方位的展现作用。 

稀有性 2 
主要从物种层面考虑，区域内若分布有珍稀濒危、国家重点保

护或区域代表性物种，则表明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稀有性。 

自然性 3 

该指标主要反映评价区域内人类对自然的侵扰程度。自然性越

高，生态系统越稳定，保护价值越高，社会示范作用价值也越

高。 

环境质量 

林草覆盖率 3 
指区域内森林、灌木林以及草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

林草覆盖率是描述生态系统的主要基础数据。 

水环境质量 1.5 根据当地功能区划或环境规划要求，执行相应的标准或要求 

大气环境质量 1 根据当地功能区划或环境规划要求，执行相应的标准或要求 

土壤环境质量 1.5 根据当地功能区划或环境规划要求，执行相应的标准或要求 

声环境质量 0.5 根据当地功能区划或环境规划要求，执行相应的标准或要求 

光污染控制 1.5 
光污染一定程度上影响动植物的正常活动。提倡合理配置照明

设施并采取措施控制光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绿色发展 

生活垃圾资源化

利用率 
1.2 

是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垃圾量占总处理垃圾的量的比例。

比例越高，越有利于节约资源。 

生活污水处理率 1.2 是指生活污水处理量占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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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占比 1.2 是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结构中的使用比例。 

绿色建材比例 1.2 
是指通过备案或认证的绿色建材种类数量占建筑材料总种类数

量的比例。 

绿色交通 1.2 
用区域内选择绿色交通方式的人数占总出行人数的比例来衡

量。 

基础设施和能

力建设 

 

机构和职责 

设置专门机构 1 设置管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负责基地的日常管理与运营 

配备专职工作人

员 
1 配备与基地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与专职技术人员 

职责明确 1 
一岗一责，建立责任制考核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对主要负责人、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进行定期考核，予以奖惩。 

规划与布局 

与区域规划衔接 2 
基地应与所在区域主体功能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发

展规划等相衔接，并与当地的自然生态、人文景观相协调。 

发展计划与道路

规划 
2 

制定发展计划，增加人、财、物、资金的投入，合理利用现有资

源，提升基地发展潜力。科学规划基地内的交通路线，按照交通

路、生态路、景观路分类建设。在不破坏原生态系统的前提下，

合理设计步行道路与非机动车道路,并与周围自然景观协调。 

管理制度 

调查监测制度 1 

制定定期调查、监测制度，对区域内的水（水系、径流量

等）、土（地形、地势、土壤等）、气（温度、降水、CO2、N2

等）、生物（即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进行调查、监测。 

安全制度 1 
制定安全保障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建立紧急救援

机制。配备专职安全员，人员数量充足。 

卫生制度 1 
制定基地卫生制度，基地应设有专职岗位和人员负责日常环境卫

生管理与维护。 

统计与归档制度 1 

基地应采用统计技术对采集到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对所有统计信息和记录建立统计台账和核算制度.并按相关

规定按时报送各级管理部门。信息统计数据文档的保存期宜至

少为三年。 

投诉与监督制度 1 

制定处理投诉的程序和制度，以及监督制度。设立投诉办公

室，投诉信箱，公布投诉电话。建立专门的投诉意见档案。定

期对进入基地的参观者进行满意度抽样调查，征询他们对基地

的意见和建议,记录在案,并制定解决办法。 

基础设施 

固体废物处理设

施 
0.5 

基地应建立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和处理设施与场所，废弃物的管

理与处置应以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为基本原则。 

水处理设施 0.5 
基地的排水系统应采用节水设计,宜安装独立排水系统和建设循

环水使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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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应急设施 1 

安全防护设施健全，配备紧急救援设施，必要的医疗设施、救护

设施。设置紧急救援电话，能及时处理游客发出的求助信号。有

完善的消防设施并定期维护。 

特殊人群服务设

施 
0.5 

基地内各类设施应考虑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需

求，配备为特殊人群服务的设施，位置醒目，方便使用 

无烟设施 0.5 
基地内所有场所均为无烟区域，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标识，并

通过语音播报、广播、宣传栏、横幅、网络等形式，宣传控烟 

清洁能源设施 0.5 
积极利用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对环境污染小的可

再生能源,推广低碳技术。充分利用清洁能源、二次能源。 

导览设施 0.5 

基地应设立问讯处、问询电话等设施，并有专人负责。基地内的

标识、标志设施应数量充足, 醒目、分布合理,指引有效。中外文

对照。 

信息平台 0.5 建立绿色化信息平台，促进基地内资源共享 

培训教育 

组织培训 0.5 
制定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为内容的培训计划，落实培

训制度、定期组织培训 

培训考核 0.5 
是否进行定期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依据

评估意见，调整、完善培训内容和方式。 

建立培训档案 0.5 是否建立培训档案，职工的培训率达到百分之百。 

宣传教育 

科普服务 

科普宣传牌 2 是否设置生物多样性或绿色发展主题相关的科普宣传牌 

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宣介牌 
2 

是否设置向公众普及园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强化公众生态环

保意识、文明游园的宣传介绍牌 

多媒体科普活动

室/教研室 
2 统计（多媒体）科普活动室/教研室建设情况 

科普（教育）基

地 
2 

统计是否为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社会组织认证的科普（教

育）基地 

传播展示 

融媒体平台建设 2 统计官网建设、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注册开通情况 

融媒体平台传播 2 统计官网、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内容传播情况 

科普宣传片（手

册）/课件 
2 

统计是否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相关科普宣传片（手

册）和科普宣传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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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刊物出版 3 
统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科普读物（书籍/报刊）出版、

发行情况 

公众参与机制建

设 
1 是否开展公众对示范基地满意程度调查与反馈 

信息公示 2 

是指基地是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调查与评估的情况、绿色发展

年度工作与规划、园区生物安全情况、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进行了公示 

效果荣誉 

生态文明驿站 1 是否获授予生态文明驿站 

低碳工坊 1 是否开展低碳工坊建设 

邻里生物多样性

保护基地 
1 是否获授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CON）基地 

荣誉 2 
统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领域宣传教育方面开展工作

获得的荣誉 

科学研究 

基础条件 

专家团队 2 统计申报单位专家团队的专职人员和外聘人员。 

硬件设施 2 统计申报单位的科研设施和配套设备情况。 

资金保障 2 统计申报单位科研经费来源情况，运营收入或外部支持。 

研究水平 

合作机构 2 统计申报单位是否有合作机构和院校。 

合作项目 2 统计申报单位 5年内是否有主持或参与科研合作项目。 

课题情况 2 统计申报单位 5年内是否有参与或承担县级以上研究课题。 

科研成果 

论文著作 1 统计申报单位 5年内发布的论文和著作等数量。 

自主知识产权 1 统计申报单位拥有专利、商标、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数量。 

社会影响 

示范应用 1 
统计申报单位在科研的应用、创新方面是否有起到示范作用，

在社会上有良好影响，被推广应用。 

合作基地 1 统计申报单位是否为院校或企事业单位的科研合作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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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奖项 2 
统计 5年内申报单位开展科研相关工作获得的县级以上部门

（单位）授予的奖项。 

交流合作 

 

计划实施 

制定计划 0.5 统计年度合作交流计划制定情况。 

实施计划 0.5 统计合作计划的实施情况 

活动规模 

活动次数 1 
统计年度开展合作交流活动的情况。本指标涉及的活动不限于

研讨活动或论坛、竞赛、经验交流，需提供相应证明材 

活动级别 1.5 统计年度开展合作交流的活动级别。 

活动成果 

媒体报道 1 
统计开展合作交流活动的媒体报告成果情况，需提供相应证明

材料。 

签订合作备忘录

或协议 
1.5 

统计开展合作交流活动的签订合作备忘录或协议的情况，需提

供相应证明材料。 

发表学术成果 2 
统计开展合作交流活动的发表学术成果的情况，需提供相应证

明材料。本指标涉及的学术成果不限于论文、专著、报告。 

建立秘书处 3 
统计通过开展合作交流活动，建立秘书处的情况，需提供相应

证明材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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