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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的海岸和海洋治理：
来自东南亚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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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提倡以全方位手段来管理海岸和海洋资源与地区，“生态系统”和“基于科学的管

理”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词。 然而措施真的到位吗？ 施行到什么程度？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海岸和海洋资源在东南亚地区受到威胁是众所周知的，例如，栖息地的破坏和损失，水体富营

养化，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等等。 同时，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也有了各式各样的法规。 即使如

此，全球仍有许多海岸和海洋地区被归类为环境状况恶劣或生态系统健康每况愈下区域。 问

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建立起适应性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并能

源源不断地供给生态系统服务。 本文对已有的资讯作了综述，简要地讨论了治理，也列举了利

用科学知识对东南亚海岸及海洋资源的治理案例。 案例选自泰国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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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个世纪里，东南亚在海岸和海洋资

源的管理上有长足的进步。 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当
时的工作重点是放在能力建设上。 如海洋生物

学教育，推广认识海岸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在以下主题上举办了许多训练：海洋生物学、生
物分类学、海洋测量和记录、污染管理等等。 通

过这类训练，使得海洋科学升格为大学主修科

目。 东南亚也培养出了许多新一代海洋科学

家，有些甚至闻名于世界。 发达国家和国际组

织给予的资金、技术和人力协助，也促进了海洋

科学 的 发 展。 国 际 非 政 府 组 织 （ Ｎ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ＧＯ），如世界自然基

金会（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ＷＦ）、大自

然保护协会（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ＴＮＣ）、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①（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ＥＰ ） 以 及 东 盟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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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ＥＡＮ）都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帮助和提高了东南亚在海岸及海洋资

源方面的建设和管理。
到了二十一世纪，海岸和海洋方面的数据

和信息似乎到了饱和的地步。 从事这方面工作

的人们都能够列出生态系统的危机；也知道自

己国家的以及国际的法律；能找出许多管理和

行动计划；能举出在这方面熟知数据和讯息的

科学工作者；也知晓已有的管理工具。 这并非

说在这一领域的知识已达顶峰（进一步的研究，
总是需要的）。 核心问题是，这些讯息是否在自

然资源治理中得到正确的运用。
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自然、

社会和经济的各项服务，因此对它的知识、价值

的了解并维系它的正常运作，乃是生态系统管

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如今类似“基于生态系

统的管理”“基于科学的管理”等名词大众都能

朗朗上口。 可是核心的问题仍然是：第一，我们

是否在做？ 第二，这方面的资讯应用到什么程

度？ 第三，这一行动是可行的吗？ 实用的吗？
行动的可持续性又如何？

本文旨在回顾这类科学知识转变成实际行

动的案例，这使得自然与社区充满活力，可以永

续享有生态系统。 以下用东南亚的案例来说明

科学知识与治理的关联，本文将列举一些成功

的项目是如何使用海岸和海洋资源治理知

识的。

一、数据、资讯和知识

１．１　 对海洋环境的威胁

互联网上能够搜寻到全球各地海岸及海洋

环境危害推陈出新的各种信息，诸如酸化，微塑

料等等。
在东南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

头等大事。 其发展建设时并没有将保护环境深

植心中，可是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跟

它们的环境却是息息相关的，如拥挤的海峡、群
岛、宽阔的海湾以及深度较浅的河口地区。 还

有很多人口众多的国家，国民摄取的蛋白质大

部分来自于海产品。 区域内诸多威胁却来自

于：渔业对珊瑚礁的破坏、过度捕捞、红树林的

衰减、海草床和海洋栖息地的损毁、海岸发展的

不可持续性、土地开发引起水土流失和盐渍化、
滥垦伐、乱开矿、土地及海床的污染、有机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自然灾害、排放未经处理的垃

圾，等等。

１．２　 已有的信息

我们已有大量关于动植物栖息地和生态系

统的报告。 新的研究结果仍将源源不断问世。
例如：关于珊瑚礁的情况①②，关于红树林③，关
于海草④，还有关于湿地⑤。 以上仅举东南亚地

区几个重要生境的例子。 还有跨界诊断分析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ＤＡ）以科

学技术确认、量化、分析区域性环境问题的成因

和对环境和经济上的冲击。 ＴＤＡ 包括了辨识在

国家、区域及全球层面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

制度上的原因和影响。 通过寻找原因确认其源

头、位置和相关的政府部门。 亚洲的跨界诊断

分析报告主要来自大海洋生态系统 （ Ｌａｒｇ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ＬＭＥ）计划。 该计划由全球

环境基金（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ＧＥＦ）资
助。 跨界诊断分析可在以下报告里找到：黄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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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ｎ，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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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ｅｗｓｋｉ 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Ｉ．， Ｐａｇａｎｉｎｉ Ｍ．， Ｐｅｒｅｎｎｏｕ Ｃ．，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Ｄ．Ｅ．，
Ｒｏｓｅｎｑｖｉｓｔ Ａ． ａｎｄ Ｗａｌｐｏｌｅ Ｍ．，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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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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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①、南中国海②、苏禄—斯里伯斯地区③、阿拉

法拉和帝汶海④以及孟加拉湾⑤。
除以上生境现状报告和跨界诊断分析评估

之外，还有检视上述评估的评估。 由一群海洋科

学家在联合国环境署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

间海洋学委员会协调下发行了海洋环境状况的

报告（包括其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 第一份报

告在 ２００９ 年出炉。⑥ 还有联合国环境署定期发

出的环境系列报告：《全球环境展望》（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ＧＥＯ）。 此一系列报告是应联

合国《２１ 世纪议程》和环境署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理事会

决议的要求而出版的。 自 １９９７ 年起已出版五份

报告，第六份报告也已于 ２０１７ 年出版。⑦

社会上有很多海岸与海洋事务信息的数据

库和信息，但也有很多信息湮没无闻了，这是因

为缺少维护讯息的资源和永续管理。 以下介绍

几个生命力较强的资料库，到现在仍常年为相

关人士使用，例如：ＲｅｅｆＢａｓｅ⑧，全球珊瑚礁信息

库；ＦｉｓｈＢａｓｅ⑨，全球鱼种信息库；太平洋岛屿海

洋资源之窗，全球海洋资源资料库。

１．３　 工具

技术和管理工具不断发掘、测试、试用和改

进着。 美国自 ２０ 世纪初以来一直通过河流及

港口法案评估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 类似举

措在东南亚实施的历史却很短。 自然资源的经

济价值和利益可分为两类：一，具有市场价值的，
如渔获等能以重量计值的；二，可带来福利的，如
休闲活动，其利益是无法以市场价值直接衡量

的。 在确定自然资源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方

面已有诸多概念和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
旅游成本模式、随机利得模式、享乐计价法、意外

价值、自然资源灾害评估和永续发展评估等。
图 １ 表示成本与效益的关联，以及说明在

管理上是否要采取行动。 最左一列是当前估

计的经济价值；第二列为假设环境趋向恶劣，经
济价值下降的程度；如果实施了管理行动，经济

价值下降程度则会减少，第三列显示了因行动

增加的效益。 比较实行管理措施和不实行措施

就能知道行动确实可以得到效益；最后一列是

图 １　 成本－效益分析概念模型

实行行动的成本和效益（增加）的比较。 如果增

加的效益高于成本，那就可以付诸行动。
所有的国家都有一套环境监控措施。 虽然

单凭监控频率的多寡并不足以判定该环境的状

况和趋势，在边远地区常因缺乏资源而无法监

控。 可是在沿海人口稠密地带往往能动员当地

社区自己来监控甚至管理。 监控的结果不一定

会变成管理行动，可能仅止于数据的搜集罢了。
即便如此，这类信息也应该共享，并以令各种使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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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易得和易懂的方式传播。
海洋空间规划①②是一种科学工具，能用于

应对具体的海洋管理的挑战，也能促进经济的

发展与保护。 此工具的设计，是为了减少使用

者的冲突，提高规划和法规的效率，减少成本费

用和延误，加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并保持重要生

态系统的正常功能与服务。 它是一个自下而上

的过程，改进了海岸和海洋各利益相关方的协

调与合作，进一步更好地启示并引领在经济、环
境、安全和社会文化上的各种决策。

１．４　 管理和政策资源

管理和行动计划经常是从多国性计划里衍

生出来的，比如战略行动计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ＳＡＰ）就是大海洋生态系统项目的主要产

物。 ＳＡＰ 中的管理行动是基于跨界诊断分析的

成果，而它包含的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应对手

段也是通过大海洋生态系统项目来实现的。 举

例来说，黄海的 ＳＡＰ 列举了 １１ 项管理目标，目的

是维系黄海生态系统的服务。③ 为了达成目标，
它又通过 ３２ 个技术管理行动和相关的管理行动

来改进其法规工具的有效性，鼓励有关人士参与

到计划里来，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维持管理

行动的影响力，并督促和监控行动的有效性。
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同意也参与到 ＳＡＰ 的每

个计划里，但是并没有一个法律工具保证政府

能实施该行动，或者能使 ＳＡＰ 整合到国家的行

动计划里来。 无论如何，这方面的信息是客观

存在的。 必须要将之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行动计划》以及国家或省级的发展规划等整合

起来，以达到全盘、更好地监管。
现在已有许多政策和管理文件，其中有法

律、法规、文告、行为准则以及对海岸和海洋资源

的管理文件，互联网上也可查询到各国的各种相

关法律。 很多时候并非是缺少立法或相关知识，
而是因为执法的欠缺或意愿、能力（有时是动机）
的不足，缺乏有效的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加剧了

自然生态系统的威胁。 在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

的环境管理计划，都分散在多个部门，而机构彼

此之间又缺乏合作，其结果是部门之间法令的重

叠或矛盾；缺乏对陆源入海营养盐的有效控制；
生态系统与有效管理行动之间缺乏信息及知识

的交流———等等事例不断发生。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是第一优先的，这常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 加强能力建设，推广本文所

推荐的工具，使有关人士的呼吁能被听到，能力

得到加强，他们就更能掌握其空间和资源，并采

取抵御生态系统的压力和威胁的方式生活。
不管哪一层次的环境问题，都不是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国际组织所能解决的。 因

此应多管齐下，需要政府机构、科研机构、非政

府组织和国际组织集合起力量，通过合作实施

有效的管理，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二、治　 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ＳＣＯ）关于

“治理”的概念可以表述为：为了确保职责、透明

度、复原力、法治、稳定性、平等和包容性、赋权、
广泛的参与而设计的结构和过程。 治理还代表

为了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透明性、参与性、包容

性和责任性而实施的规范、价值和准则。
在治理时选择正确的工具、管理和政策资

源以及利益相关方，将会为解决沿岸和海洋问

题带来更强有力的治理方案。 通过在区域内强

化治理以及认识和实施治理措施的能力，可以

提高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部门的复原力。 通

过提高各国的治理能力将有助于解决跨边界环

境问题。 在区域内加强治理的原因包括：（１）在
国家和地区层面针对解决沿岸和海洋问题，并
没有系统性的职责体系，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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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职责的交叉问题广泛存在，从而导致在地区

和区域层面无法很好的协调；（２）对沿岸和海洋

问题的关注度不足，这点由国家对解决这些问

题的投入相对较少可以看出；（３）基于结果的规

划欠缺，从而导致对于资源使用的控制和对生

态系统服务的维护较弱；（４）公众参与较弱，有
效的治理要求各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决策制

定，以及各方通力合作以确保决策在实施过程

中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决策制定者需适应接受

和设计可应用于该地区的新的制度形式、创新

的法律概念与实践；（５）公众意识和公众教育、
科研与创新以及知识和信息共享方面的欠缺。

各利益相关方在沿岸和海洋问题的治理中

均有重要角色。 表 １ 列出了各利益相关方的主

要职责。 当确定利益相关方在沿岸和海洋治理

中的作用时，需区分治理的层次，如区分：跨国

的、国内的和地方层面的问题。 在不同的层面，
治理的主角可以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由于海洋和沿岸环境问题通常较为复杂并

涉及多个方面，因此任何单一的利益相关者，都
不可能独自解决海洋资源不同利用方式所带来

的各 类 影 响。 海 岸 带 综 合 管 理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①和海洋空间规划概念的产

生与实施，正是为了整合与协调沿岸与海洋管

理的各种手段，以更聪明的方式利用海洋。 因

此，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对实现沿岸和

海洋的有力治理至关重要。 下文强调了不同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
政府部门在立法、政策、法规和规划的制定

等方面起主导作用，并为沿岸和海洋生态系统恢

复和修复提供资金支持。 同沿岸及海洋管理相

关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于提高

决策制定与实施的效率及效果至关重要。 政府

可以通过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来完成上述任务。
后者在发现问题、分析原因以及寻求基于科学的

解决方案等方面有较强优势。 直接通过科研项

目或是观测收集的数据和信息，应该以易懂的方

式传递给决策者（如向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提交

政策建议），以确保其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决策。 公

众和非政府组织对当地的情况和背景最为了解，因

此也应被纳入决策制定机制（如参加听证会）。
其次，由于绝大多数的沿岸及海洋环境问

题是不同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国际组

织也是政府部门的重要合作伙伴。 一些由国际

组织负责协调的跨边界合作计划，通过建立各

国长效对话解决机制、共享信息和全球最佳实

践与教训、加强利益相关者能力建设等行动，已
经显示出其对于海洋治理的成效和贡献。 上述

行动均有助于指导政府决策的制定。
此外，政府也应致力于通过政策宣传以及在

决策实施阶段鼓励公众参与，如通过直接资助或

鼓励实施“环境补偿（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②”
等手段，来提高公众（包括当地社区和私营企业）
的意识。 在意识提高方面，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亦

可发挥重要作用，而科研机构可以向社区提供关

于可持续渔业或可持续养殖的技术指导。 ＮＧＯ
也可以作为召集当地社区参与改变他们自身资

源使用行为和参与资源共管的领导者。
当地社区是资源的直接利用者。 他们最有

条件也最有动机去保护他们的“后院资源”。 因

此，他们应该作为知识和技能转移的最主要对

象，以确保其有能力实施治理行动。 当地社区

可通过参与 ＮＧＯ 组织的活动或科研机构开展

的培训提高其知识和技能水平。 上述活动和培

训应充分利用社交网络等现代媒体来影响更大

范围内的受众。 当地社区居民直接观测的结果

也可贡献用于科研机构对现场情况的监测。
科研机构可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环境友好的

产品或服务［如可生物降解的产品；不包含微塑料

的产品；有利于珊瑚礁保护的旅游项目如下文提到

的“绿色脚蹼项目”；通过参与保护行动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中和其生产行为带来的环境影响；参与

或实行国际公认的标准，如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Ｏ），海洋

管理委员会（Ｍａｒｉｎｅ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Ｃｏｕｎｃｉｌ，ＭＳ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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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补偿”是指为了抵消某一特定活动对环境产生的

重大残留影响而采取的行动。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４”，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４，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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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ＳＣ）等］，从而减少对于沿岸及海洋生态

系统的压力。 此外，提高企业员工的环境意识也很

重要，这有助于确保员工意识到海洋和海岸保护的

重要性， 并将其纳入企业文化。
最后，除了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专业角色，作

为个体，每个人还可以在监督和报告任何利益

相关者群体的不当行为中发挥作用，以影响决

策者对政策和行动做出相应改变，从而提高其

治理水平，并最终构建一个更可持续的社会。

表 １　 各利益相关方在沿岸和海洋资源治理中的角色

利益相关群体 角色

政府部门

直接负责整体的资源政策、法规和管理；

提供资金支持（与其他出资方一起）；

包括：环境部门、渔业部门、农业部门、灌溉和水

资源规划部门、发展部门、投资部门；省级、市县

级、村镇级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

提供科学信息和知识、提出基于科学的解决

方案；

辅助生态系统监测和评估；

信息传播

非政府组织

宣传和环境教育；

提高公众意识；

可持续的社区发展

当地社区

资源的直接使用者；

资源的共同管理者；

资源的监督者

国际组织

议题制定；

提供资金支持；

协调国家间对话和信息共享；

为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落地的行动支持

私营部门

提供资金支持；

开发环境友好的产品和服务；

中和其生产行为带来的影响

公众

关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其国家发展的公众；

可参与监督和报告任何利益相关群体的不利行为；

参与支持更好地使用和管理资源的活动；

提高其自身关于资源使用问题的认知

三、基于科学与基于生态

系统的管理：东南亚的实例

　 　 这一节描述东南亚的实例，说明如何使用

科学数据、信息和知识以实现对自然资源更好

的管理。 本文的第一作者亲身参加了所述的所

有计划。 因此，对这些计划的成就能提出第一

手的深入观察。

３．１　 泰国红树林的社区管理

在位于泰国最东面的哒叻府（Ｔｒａｔ），红树林是

多种水生生物的产卵地和育婴所。 在过去二十年

里，因为采薪、养殖虾、农业、工业和住宅用地，红树

林遭到极大的破坏。 然而，通过再造努力，根据泰

国海洋资源部门的调查，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９ 年红树林的

面积有所增加。① 因红树林破坏而遭到影响的社

区的参与，促进了这一行动的成功。
在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 当地社区

通过参与式的研究，将当地传统知识与科学方

法所搜集到的资料相结合，掌握了在废弃的养

殖虾塘恢复种植红树林的技能。 在过去六年

里，该社区在那些被自然灾害破坏了的无法自

我重生的地区重新种植了红树林。 在红树林生

态系统里，其根部水系能养殖鱼类，给了当地社

区食物供给多一重的保障。
这些社区也累积了自然资源和社区发展管

理计划中所需要的信息和技术；与当地小学共

同议定了课程；并成立了本地的“学习中心”，以
确定保护红树林的知识能代代传承下去。

虽然上述计划的直接资金支持在 ２０１３ 年

结束了，但项目的影响始终延续，关于生态系统

服务的知识，其重要性已深植人心，这使得本地

区的红树林自我管理成为可能。 例如监控红树

林的健康，向管理机关禀报非法使用红树林等。
健康的红树林通过提供水产品保证了社区食物

供给，并可作为社区抵御自然灾害的屏障。

３．２　 补充生计———泰国的案例

在过去十年里，三个曾经以小规模捕鱼为

主的渔村，也承受着过度捕捞和海岸侵蚀带来

的后果（见表 ２），而后者通常是由不合理的沿

海土地利用规划导致。 土地侵蚀破坏了红树林

３９

① Ｓｉｒｉｗｏｎｇ Ｓ．， Ｃｈａｋｓｕｉｎ Ｓ．， Ｓｅｒｅｅｐａｏｗｏｎｇ Ｓ． ａｎｄ Ｓｈｕｔｉｄａｍｒｏｎｇ
Ｆ， ＭＦ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ｅｍ Ｋｌａｄ ａｎｄ Ｍａｉ Ｒｏｏｄ Ｓｕｂ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Ｔｒ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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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沿岸以及它们作为观光和住宅用地的可能。 同时，过度捕捞也降低了食物的永续供应。

表 ２　 哒叻府的沿岸侵蚀情况 单位：千米

地区 次一级地区 沙滩长度 岸线长度 总侵蚀长度

Ｋｌｏｎｇ Ｙａｉ

Ｋｌｏｎｇ Ｙａｉ — １１，３３７．８７ ２，０９４．２４

Ｍａｉ Ｒｏｏｄ １７，７４０．４２ ２１，２８５．９０ ５，３３０．１９

Ｈａｄ Ｌｅｋ — １３，０７８．９１ １，３００．７６

Ｍｕａｎｇ

Ｔｈａ Ｐｒｉｋ — ２，７１７．３５ １，７３９．４２

Ｈｕａｎｇ Ｎａｍ Ｋａｗ — １７，５９４．３４ １，９４２．０５

Ｌａｅｍ Ｋｌａｄ ２９，６１３．６８ ３２，０８３．４９ １８，５１９．０４

Ａｏ Ｙａｉ — ２３，３３６．７６ １，６４３．６４

Ｌａｅｍ Ｎｇｏｐ

Ｋｌｏｎｇ Ｙａｉ １２，５０９．５０ １６，４６５．９５ ２３０．１２

Ｂａｎｇ Ｐｉｔ ４，１３３．７５ １６，１３７．４８ ６，１４２．９８

Ｌａｅｍ Ｎｇｏｐ ２６３４．２７ ９，６０８．３４ ７，６９７．２３

　 　 资料来源：Ｓｉｒｉｗｏｎｇ Ｓ．， Ｃｈａｋｓｕｉｎ 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ｅｅｐａｏｗｏｎｇ Ｓ．， Ｓｈｕｔｉｄａｍｒｏｎｇ Ｆ， ＭＦ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ｅｍ Ｋｌａｄ ａｎｄ Ｍａｉ Ｒｏｏｄ Ｓｕｂ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Ｔｒ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ｐ．１１。

注：表中地名为泰国哒叻府下辖地名。

为改善沿海社区生计，当地启动了一个收

入补充治理计划。 当渔获量减少时，蛋白质供

应会随之减少，补充收入和食物成为必要。 青

蟹（Ｐｏｒｔｕｎｕｓ ｐｅｌａｇｉｃｕｓ）是达叻府沿海一个普遍

而重要的经济物种。 当地一个以贩卖青蟹为生

的渔民说，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她一天能捕捞 ３０
公斤青蟹，获益 ６ ０００ 泰铢。 但到了 ２０１０ 年，她
的日获量降到 １～ ２ 公斤，仅能得到 ２００ ～ ３００
泰铢①。

当地建立了一个‘青蟹银行’，参加成员捐

献怀孕母蟹到银行（圈养笼子）。 两天之后，可
得 ２５ 万至 ２００ 万个仔蟹。 七日后仔蟹便长成，
届时它们会被放到渔村的养殖池去成长繁殖。
这一措施保障了青蟹银行里不断的孕蟹数目，
也使所需仔蟹源源不断。 “青蟹银行”会将会员

所捐的母蟹还给会员去贩卖。 会员也可以将母

蟹捐给银行，其收益充为银行运作的经费。
“青蟹银行”增加了水产数量，即能够给当

地社区增加经济收入和食物。 社区里的居民也

从事了相关业务，增加了收入。 例如鱼肉和蟹

肉的加工（鱼干、鱼浆、蟹酱、剥壳蟹肉）和民宿

旅游。 与实例一类似，上述行动也为当地社区

提供了食物和收入。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在当地

社区的主导下实施，社区居民将项目内容看做

是他们自己的工作。 类似的关于项目可持续性

的设计应融入项目设计中，从而使受益者能在

未来长期享受项目带来的有利影响。

３．３　 环境友善的旅游

越南的“绿色脚蹼”计划旨在推广对环境友

好的旅游业。 潜水公司作为会员参与，一致同

意履行“绿色脚蹼”的行为准则，例如参加的会

员“禁止潜水者贩卖珊瑚及海洋生物”“潜水者

不可触摸或践踏珊瑚”②。
每一年都有评审员检查潜水者是否履行了

行为准则，成绩优良的公司会被授以奖状。 这

让旅游者能选择“较绿色”的公司，以此推广对

环境负责的行为。
有鉴于这一计划能保护健康的珊瑚礁生态

系统和旅游收益，越南的文化体育及旅游部将

４９

①

②

Ｖｉｐｏｏｓａｎａｐａｔ Ｗ．， “Ｔｒａｔ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Ｓａｙ Ｃｒａｂ Ｂａｎｋ Ｍａｙ Ｓａｖｅ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 ２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ｒａｔ－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ａｙ－ｃｒａｂ－ｂａｎｋ－ｍａｙ－ｓａ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０２４４３３７．ｈｔｍｌ．

Ｒｅｅｆ－Ｗｏｒｌ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
ｄｕｃｔ ”，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ｇｒｅｅｎｆｉｎｓ． ｎｅｔ ／ ａ ／ ｉｍｇ ／ ｃｍｓ ／ Ｇｒｅｅｎ％ ２０Ｆｉｎｓ％
２０Ｔｏｏｌｋｉｔ ／ Ｇｒｅｅｎ％ ２０Ｆｉｎｓ％ ２０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２０ｔｏ％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Ｃｏｄｅ％
２０ｏｆ％２０Ｃｏｎｄｕｃｔ％２０％Ｅ２％８０％９３％２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ＮＧ．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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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脚蹼”计划进一步整合进国家关于潜水旅

游的政策中。 庆和省（Ｋｈａｎｈ Ｈｏａ）更将之写入省

的海洋潜水体育及休闲活动管理条例里。 “绿色

脚蹼行动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也被包括在省级行动

计划里，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旅游业，还有芽庄

湾（Ｎｈａ Ｔｒａｎｇ Ｂａｙ） 保护区的行动计划中。①

这一实例阐明，提高自觉和推广环境友好

的计划，最终能够影响政策，使之变为法律，以
推进海岸和海洋资源的管理。 这些行动可作为

其他地区实施生态旅游和对环境政策实施影响

的范例。 上述受到法律认可的决策使得不同的

利益相关者共享由有效管理带来的收益，并保

证各利益相关者获得与其相应份额的收益。

四、结　 语

本文介绍了很多现有的有关海岸和海洋环

境的现状及趋势的信息，有些现状报告会定期

更新，同时互联网也有很多信息。 将这些数据

与信息通过恰当的管理行动应用于基于科学的

海岸和海洋治理是至关重要的。
文章也讨论了“治理”及不同利益相关方在

治理中的作用。 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都有不同

的角色，但有时这些角色相互重叠。 因此，识别

和关注各利益相关方的长处，并促进相互合作，
对确保实施正确的治理行动至关重要。

最后，本文的三个实例介绍了信息和知识

是如何被转化成治理措施的。 这些案例介绍了

生态系统的威胁是如何被确认及管理措施是如

何介入的，并进行了调整以满足当地的需要。
第一个例子介绍了当地如何以新的知识去改进

红树林的治理；第二个例子，是给予补助收入的

机会，使得依靠水产的社区居民维持了生计，同
时也减轻了对水产种类和数量的威胁以及盲目

的土地利用。 最后一个例子，是政府部门将珊

瑚礁重要性的知识，整合进省一级和全国性的

立法里，以保证珊瑚礁能永续维持观光事业的

收益。 这些都说明了信息可以也应当用做管理

工具，来更好地管理海岸和海洋环境。 此外，不
论是地方项目或是国际合作项目，只有充分尊

重当地的知识，充分认识到提高当地社区居民

生计的重要性，才能被当地社区所接受。 不同

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也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关

键。 这些行动除了要保护珍贵的生态系统外，
对于当地依靠那些资源生活的人们也能改进其

收入和生计。 一言以蔽之，信息和知识存在于

各种形式中，一旦他们能被正确地应用到治理

行动中，人们就能享受到由实际行动带来的

好处。

编辑　 龚　 婷　 李　 亚

５９

① 来自与越南海洋研究所所长 Ｖｏ Ｓｉ Ｔｕａｎ 先生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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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ｏｎｎｉｅ ＣＨＩＡＮＧ１ 　 ＬＩ Ｊｉｎｇ２ 　 ＲＥＮ Ｚｈｕｌｉ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１．３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Ｂａｎｇｋｏｋ １０４００，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２．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１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３４７４６，Ｕ．Ｓ．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ｒｅ ｎｏｗ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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