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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政策奖由致力于将子孙后代的

利益置于决策中心的机构 - 世界未

来委员会发起。该委员会由来自世

界各地并已成功实施变革的五十名

知名人士组成。委员会针对人类共

同的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为决策者

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方案。深入细

致的研究是向国际协议、区域政策

框架和国家立法开展宣传的基础。

该委员会确立并推广经过实践检验

的“优良做法”并支持决策者开展

实施工作。世界未来委员会作为一

个独立的基金会，与世界各地议

员、民众社会、科研机构和国际组

织密切合作。

撰稿人：
Alistair Whitby, Simin Namdarian, Harry 
O’Neill and Alexandra Wandel
 

2011年8月

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中所含内容和观点不一定

反映合作伙伴机构的观点或政策。

“未来政策奖的

所有获奖方均

体现出领导作

用，致力于实

现 2 0 2 0 生 物

多样性目标：将森林面积减

少的现象减半，在世界范围

内恢复森林并确保所有森林

得到可持续的管理。通过实

施这些政策，我们可以实现

2050远景目标，即生命与

自然和谐统一的未来。” 

Ahmed Djoghlaf, 生物多样性公约

执行秘书兼世界未来委员会名誉

委员

www.worldfuturecouncil.org

2011未来政策奖合作伙伴：

www.cbd.int www.un.org/esa/forests 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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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未来政策奖十分及时，适逢首届2011国

际森林年及其主题“森林造福人民”。时机已经

到来 ，我们要注重森林所提供的除环境关注以外

的有形价值， 从经济效益（包括世界上十六亿最

贫困人口的生计）到社会和文化价值。”

Jan McAlpine, 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主任

“未来政策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强调国家一

级政策在恢复和保全森林并为人民提供关键功用

方面的重要作用。粮农组织愿鼓励各国及各机构

在国际森林年期间采取有关森林的行动，并共享

森林治理方面的知识和成功经验。”

Eduardo Rojas Briales, 粮食与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

“这一奖项表彰那些通过创立

适当的规则引导人们做正确

事情的政策。我们需要富有

远见的政策，支持建立可持

续发展和公平正义的世界，

并呵护我们的子孙后代。”

Jakob von Uexkull, 世界未来委员

会主席

Alexandra Wandel, 世界未来委员

会主任

2011未来政策奖

未来政策奖用于表彰对当代和子孙

后代生活条件有特别积极影响的政

策。设立这一奖项的目的是提高全

球对这些模范政策的了解关注，并

加速采取政策行动，迈向公平、可

持续和和平的社会。每年世界未来

委员会针对政策进步需求特别迫切

的领域选定一个主题。2011年该

奖项的主题是森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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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面积减少、气候变化、生态系

统遭受破坏、粮食和水危机以及金

融动荡等问题急需监管法规大胆介

入。未来政策奖的设立正是要提醒

决策者和公众意识到立法方面优良

实践的重要性，并突出一些高瞻远

瞩的监管法规典范。这一奖项特别

提请人们注意现行的可持续政策，

并展示在政治意愿得到加强的情况

下，积极的变化是可以发生的。

对富有远见的政策予以表彰可提高

公众意识、鼓励快速学习借鉴并加

速采取政策行动，迈向公平、可持

续和和平的社会。鉴于此，世界未

来委员会每年邀请各方提名具有激

励性、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政策。

在国际森林年期间，2011未来政策

奖表彰保护、加强并可持续利用森

林造福于人民、从而有利于共创美

好世界的成功政策。

来自下列十六个国家的二十项森林

政策获得提名：不丹、巴西、哥斯

达黎加、厄瓜多尔、芬兰、冈比亚、

危地马拉、肯尼亚、尼泊尔、挪威、

印度、印度尼西亚、卢旺达、土耳

其、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

获得提名的国际组织包括：森林问

题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国发展计划

署、粮食与农业组织、生物多样性

公约、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及其他组

织如德国国际合作署。

2011未来政策奖：表彰富有远见的
森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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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遍及五大洲、来自学术界、政府、国际机构、民众社会和土著团体的

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审团（详情见第18页）根据世界未来委员会关于未来

公平立法的七个原则（见第17页）对提名进行了评审。现公布2011未来

政策奖各奖项得主如下：

奖项归属

2010未来政策奖的主

题是成功的生物多样

性政策，该奖项被授

予哥斯达黎加1998生

物多样性法。2009奖

项的主题是改善粮食

保障的政策，该奖项

被授予巴西城市贝洛

奥里藏特。

2011未来政策大奖

卢旺达国家森林政策，2004年启动

2011未来政策银奖

美国雷西法，包括2008年修正案

2011未来政策银奖

冈比亚社区森林政策， 1995年启动

优秀奖

不丹王国宪法、特别是第5条（环境）

（2008）以及森林有关政策

优秀奖

尼泊尔社区森林方案， 1993年启动

优秀奖

瑞士联邦森林法（1991）及瑞士国家

森林规划方案20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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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上有十六亿人依赖森林维持

生计，并且有至少六千万人以森

林为家。1 

 ■ 森林不仅是陆地上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支持着80%

所有陆地物种的栖息地2, 同时还

提供了美不胜收的自然美景，为

许多人带来精神安慰。 

 ■ 扭转森林减少和森林退化的趋势

可在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上升

的势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若

得到更精细的管理，森林可将

约20%的排放吸收到森林生物质

中。3

生命的摇篮
森林为地球上生命所提供的惠益

“ 树 木 是 地 球 上

生命的象征；森

林 是 社 区 的 象

征，它维系着生

命。通过神奇的

化学作用，森林

将阳光转化成实体产品和生物

服务功能，使其他生命系统得

以生存。为了挽救文明，今天

我们就要紧急行动起来，造林

护林。”

Ashok Khosla, 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

席兼世界未来委员会委员

地球在受难

2005年全球森林产品

的总贸易额约为3790

亿美元。毁灭森林不

仅毁灭人类的家园和

生活方式，而且丧失

了与自然和谐共处并

持续利用其提供的充

足资源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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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都有面积约相当于整个哥斯

达黎加的森林被毁。4  这一令人震

惊的事实显示了目前世界森林所面

临的危机，这正是不可持续地开发

森林资源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的结

果。

这一宝贵的资源遭受破坏的长期效

应是多方面并极为严重的。

这包括:

 ■ 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丧失栖息地

 ■ 水循环被扰乱

 ■ 荒漠化和水土流失

 ■ 气候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加剧

 ■ 家园和生计受损5

若面对地球上森林被滥砍滥伐的状

况听之任之，我们目前所知的生命

将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我们需要

紧急行动起来，就在现在。

过去我们一直需要森林；现在森林
需要我们。

“没有树木地球上的生命就不可想象。如果森林在斧头下消失，

人类文明和幸福也将毁于一旦。”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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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持续面临人口和土地的压力，

卢旺达是中部和西部非洲仅有的实

现扭转森林面积减少趋势的三个国

家之一。全国森林政策力求使森林

成为该国经济和全国生态平衡的基

石，该政策最初实施于2004年，并

于2010年得到修订。

目前卢旺达政府正在实施经济发展

和减贫战略，努力使扭转森林面积

的减少在减轻贫困中发挥关键作

用，并设定了2020年将国家森林覆

盖面积增加30%的目标。

2004全国森林政策的指导原则

减轻人造森林的不良生态影响

选择适当的林木物种和种植方法

在防止生态状况恶化方面至关重

要。在大型植树造林活动中不鼓励

单一种植需水量大的林木品种（如

桉树），因为这可能会加剧水资源

短缺。

卢旺达
小国大举措

“ 卢 旺 达 一 直

致力于不仅让

森 林 成 为 举

国 优 先 事 项 ，

同时还利用森

林 作 为 平 台 ，

带动有关能源、废物处理和

妇女权利的变革。”

Wangari Maathai，绿色林带运

动创始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

（2004）兼世界未来委员会名誉委

员

农用林发挥效用：在等高线上种植树木作为防风林并加固梯田，

减少水土流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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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农用林和私有林

大力推广在农用地上种植饲料林

木、有肥料效用的品种和果树。这

将有利于改善土壤质量并提高作物

和牲畜的生产率，在农村地区开辟

创收活动，改进营养并满足当地对

木材和非木产品的需求。

滋养脆弱的生态区

对适应气候干燥地区、抗白蚁及能

够改进当地生态状况的林木品种开

展研究。将来，开展可能对土壤造

成扰动的活动（如重新安居）时将

考虑到对高坡度山区和其他脆弱地

区的保护和养护。 

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决策

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便于广大利益

攸关方最大程度参与，包括公有机

构、民众社会、私有运营者、青年

社团和妇女参与政策实施。

保护濒危的本地植物物种

主管林业的部委和其他主要机构

将采取必要措施查明、培育并保

护所有濒危本地植物物种，特别是

用作生产当地传统医药的原料的物

种。6

可持续森林管理

卢旺达所有林木资源的管理方式将

致力于产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

生态产品和服务，确保当代和子孙

后代对林木的需求得到满足。7

禁用有害塑料，明智之举

卢旺达还是禁用塑料袋的先锋。在实施禁用之前，塑料袋

被随处丢弃，造成许多问题，如污染水源并严重影响农业

和畜牧业。2008年，卢旺达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在该国生

产、进口、使用和销售超薄聚乙烯塑料袋。  每月必有一次的

社区服务（“乌穆甘达”）被用于收集所有废旧塑料袋。现

在，人们使用可重新利用的容器如篮子、纸袋或布袋，并且卢

旺达因极为整洁而著名。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在内

的其他非洲国家已经效仿这一做法。

自1990年以来，卢旺达森林覆盖

率增加了3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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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并丰富森林资源

启动大型全国性植树造林活动，在

所有适于造林的空地上推广种植本

地物种。

改进森林资源管理

在摸清全国森林资源现状的基础

上，制定合理并安全利用非木材林

业产品的战略。管理和保护天然森

林，并开展有关的创收活动。

发展农用林

确立并推广适于卢旺达各不同生态

区的树木品种。卢旺达农用林网将

确保在实施和监督农用林活动方面

的广泛参与。

开展森林有关问题的教育

将有关森林管理的课程纳入学校课

程并每年组织开展推广运动。

节省木材

推广使用替代能源和节省木材的技

巧。8

高屋建瓴：2004
全国森林政策中
的主要措施

社区苗圃协助开展大规模全国性

植树造林活动

植树：教育未来的领导者

土地使用权改革

针对土地割裂和性别不平等问

题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2004
年全国土地政策包括几个主要

原则，即土地是祖先、当代和

子孙后代的共同财产；获取土

地和财产权应遵守平等的原则，

确保妇女在继承土地方面享有

平等的权利和特权。此外，该

政策还要求一户耕地的最小面

积不低于经济上获利所需的面

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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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 虽 然 持 续 面 临 人 口 和 土 地 的

压力，卢旺达正在向到2020年

森林覆盖率增加到国土面积的

30%的目标迈进。森林覆盖率自

199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37%。9

■ 恢复森林提高了食品保障并有

利于减贫，使卢旺达人民人民

从中受益。这是由于森林在防

止土地退化和保护流域方面的

作用 - 这正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

可持续性的前提。

■ 在2004至2010年间，森林基

金的预算增加了约一百万美元，

这些资金用于植树造林和森林

恢复活动。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包括原先退化的布加色拉地区

得到绿化，并在东部省份的乌

穆塔拉地区实现造林。

■ 开始于2007年9月的吉什瓦提地

区保护计划使得该地区森林储

备增加了67%，为濒临灭绝的大

猩猩种群带来益处。10 目前卢

旺达约10%的国土面积为保护

区。11 

■ 保护国家公园带来了直接经济

效益，因为旅游业是经济中对

GDP贡献最大的产业。12 

未来：全国范围森林恢复

在2004全国森林政策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卢旺达政府在纽

约国际森林年启动仪式上宣布了卢旺达森林景观恢复规划。在这

一宏伟规划中，卢旺达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扭转土壤、水、

森林和生物多样性退化的现象”并在实现目标的同时为农村生计

提供新机遇，保障充足的水和能源供给，并支持该国在低碳经济

发展方面取得进步。

卢旺达：健康的
森林造福人民和
生物多样性

9

濒危大猩猩种群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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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所在

非法伐木和非法木材国际贸易被公

认是引起环境破坏的全球性主要问

题，它使得木材生产国遭受数以十

亿美元计的收入损失，引起腐败、

破坏法制和善政并为武装冲突提供

资金。13 木材消费国在进口木材和

木制产品时没有确保这些产品的合

法途径也是这些问题的促成因素。

可执法的解决办法

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直接禁止非

法采伐木材的进口、并且刑事上可

执法的的国家，针对这一问题在国

家和国际两个层面上从需求方角度

予以打击。雷西法2008修正案禁

止从美国任何一个州或任何外国非

法采伐的木材和植物产品的所有贸

易。 

被禁止的产品包括加工产品，如

锯木、家具或纸张甚至只含少量木

材成分的产品（如乐器）。进口者

有法律义务申明木材收获所在的国

家、产品中所含植物和树木的科学

名称以及进口的数量和价值。14 

“雷西法在最强

大的国家执行

即便是最弱小

国家的环境法。

如果所有国家

都效仿，则环境法将在全球

范围内得到执行，我们的生

物圈将得到保护。”

Tewolde Berhan Egziabher, 埃塞

俄比亚环境保护局局长兼世界未

来委员会委员

雷西法 - 世界上第一部禁止进口非法

采伐木材并在刑事上可执法的法律

阻击问题之源头：美国雷西
法直击森林减少的驱动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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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现下列情况即违反了雷西法：

1)  违反任何美国或外国有关植物

保护或监管植物保护的法律 

2)  随后“有污点”的非法植物产

品在美国进行贸易。15 

不仅持有非法产品的人有责任，任

何参与供应链的人都在责难逃。因

此进口者和装运者应表现出应有的

谨慎，并审查其植物产品的来源 。

违规的惩处可能很严厉，从没收非

法产品直至罚款五十万美元或最多

判处五年监禁。16

效果

由于进口者被迫对其木材产品负

责，在美国开展尽责评估及对于认

证木产品的需求大大上涨。17 报告

显示雷西法与消费国采纳的其他措

施一道，在近年来观察到的非法伐

木现象大量减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影响。18 

随着初步执法行动得到展开，通过

收回非法伐木者在国际市场上得到

的巨额回报，雷西法有可能进一步

遏制非法砍伐森林的规模。

现在进口商必须谨慎行事，确保其木材产品的合法来源

雷西法有助于没收非法伐木犯罪活

动者（如图中的非法锯木厂）从中

牟取的暴利

供应链承担新责
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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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歧途

在1995年森林政策改革之前，冈比

亚法律强调政府对国家森林的所有

权和管理权。地方社区在获取和利

用森林资源方面权力有限，造成社

区与森林保护的脱节、林火泛滥、

非法伐木及开辟森林用于农业和定

居。 

权力转移

认识到这种做法将使大规模森林保

护的努力失败，冈比亚林业部成为

非洲首批引入社区森林管理作法的

行政部门之一。 

1995年出台的新政策旨在通过认可

地方社区获取林地并从管理自身资

源中受益的权利，实现具有可持续

性和社会平等性的森林管理。通过

这种方式，使公众参与防火和保护

森林资源，从而使农村人口在当地

发展和减贫并减少森林退化中发挥

关键作用。19 

 

更为具体的政策目标包括保持林地

资源占全部土地面积的至少30%，

确保75%的森林由社区根据森林管

理原则进行管理和保护。20

以人为本，实现冈比亚林业的转变

“在设计和实施有关社区人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生

态系统的治理规则时，让社区人民参与不可或缺。

冈比亚的创新性法律和政策将农村人口至于可持

续开发和养护森林的中心，从而将贫困和森林再

生结合起来处理。”

Marie Claire Cordonier Segger, 国际可持续发展法律中心主任兼世界未来委

员会委员

若社区能够有效管理和保护本地

森林，则将永久所有权转让给他

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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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采取阶段性引进方式，给

森林使用者和政府适应的时间，并

在地方社区中建立起对森林资源的

主人翁意识。

若社区能够在最长达三年的时间里

展示他们有能力有效管理森林并保

护森林免受火灾和非法采伐，则将

最终和永久性所有权以法律形式移

交给他们。之后村民可以根据其森

林管理计划中的内容开展利用森林

创收的可持续活动。21 

效果：

目前全国有超过350个村庄参与

社区森林，拥有的土地面积超过

29,000公顷22 并管理着冈比亚森林

的12%。23

虽然冈比亚有着快速增长的人口，

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

该国政府成功地遏制了非洲西部

和中部地区森林减少的强劲不良

势头，实现森林覆盖面积在过去二

十年中净增长8.5% （从1990年的 

442,449 公顷到2010年的 480,042 

公顷)。24 

在社区管理的地区，非法伐木和林

火现象均得到减少，从而有利于发

展枯树枝市场，使农村妇女得到重

要的收入来源。

土地使用权移交
影响深远

该法律还推动：

在2006年的森林政策修订中包

括了诸如市场分析和开发的概念，

帮助当地人民组成卖方协会，实

现其资源的价值和更好的上市产

品，如蜂蜜、手工艺品和薪柴。

 ■ 使用广受欢迎的城市替代

能源，缩小能源需求和森

林可持续供应之间的差距

 ■ 林地的多重利用，如受控

的放牧、生态旅游和野生

动植物保护

 ■ 全国范围内植树；鼓励在

农 用 地 和 牧 场 及 路 边 种

树，以提高生产率并有利

于水土保持

 ■ 通过建立绿化带和树林构

筑城市森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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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人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自

然和谐共处，希望将丰富的森林

遗产传给子孙后代。不丹的发展

得到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即国

民幸福总值 (GNH) 比国内生产总

值 （GDP ）更重要。25 这也反映

在2008年通过的宪法中，其中第五

条专门针对环境。 

第5条的主要特点：

 ■ 每一位不丹国民均为自然资源和

环境的托管人，应造福于当代

和子孙后代。

皇家政府将：

 ■ 保护、维护和改善原始环境并保

障该国的生物多样性；

 ■ 防止污染和生态退化；

 ■ 确保生态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同

时促进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并

 ■ 维持在任何时候不丹总国土面

积的至少60%被森林覆盖。26

不丹在所有亚洲国家中森林覆盖率

和保护区率最高。据估计，其国土

的超过70%被森林覆盖，其中大多

数为保护区和生物走廊（很快将达

到 51.44 %)下保留的天然森林。27 

这使得受威胁的大型动物物种（如

老虎和雪豹）得到成功保护。

土著人民也被允许居住在保护区中，

并启动了许多以人为本的森林计

划。28 由于其广袤的森林，不丹吸

收的碳排放少于其排放量，并在哥

本哈根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上自愿

宣布不丹计划永远保持不出现净碳

排放，并将起到净碳汇的作用。29 

不丹的森林还提供了高质量水源

的可靠供应，可用于多种目的，其

中包括水电，这是不丹经济的最

大产业（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4%）。30 

绿色宪法：不丹
着眼于保障未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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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社区森林方案启动于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以遏制喜马拉雅山森

林退化危机，当时主要侧重以保护

为主题，难以满足人口对薪柴、家

畜饲料和木材的需求。现在，这一

方案已成为更广泛的可持续森林利

用的全国方案，赋予农村社区能

力，在地方一级自主开展森林管理、

增加对森林产品的获取、改善维持

生计的机会并加强地方治理。

虽然政府仍然拥有土地，但有关森

林管理创收活动、野生动植物保护

和森林采伐的决定均由村民通过社

区森林使用者团体这一自主、自治

的地方机构做出。这些团体及其网

络构成民主治理、社区发展和社会

包容的典范。

到目前为止，该国共有160万户、

占人口比例的35%参与了社区森林

方案，直接管理超过120万公顷森

林，占全国森林面积的25%以上，

提高了所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和状

况。31

能够进入森林获取产品至关重要，

因为69%的家庭使用薪柴作为主要

的炊饭燃料，并且收获各种非木材

森林产品用于维持生活（如作为食

品、药品和用具）和销售。32

这一法律对生计稳定的效用也是

一个主要的成功因素，因为尼泊尔

70%的人口依赖与农耕、林业和

牲畜有关的农业生活方式。33 社区

可保留通过森林实现创收的100%
（估计每年超过一千万美元34）， 并

必须将这些收入的25%用于发展活

动，如改进灌溉和引水、修建学校

和医疗设施，以及为社区成员提供

小额融资。35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最显著的成

果正体现在社区森林中，这里管理

职责明确，并且有通过生态旅游从

保护活动中受益的机会，这使得弛

特瓦恩国家公园中严重濒危的犀牛

和老虎得到成功保护。36

尼泊尔社区参与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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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瑞士森林法37 旨在促进所有森

林类型的多重功能，保证可持续森

林管理并通过尽可能将森林保持在

自然生态系统状态，确保在未来仍

能为社会持续提供惠益和服务。

该法整合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政治

文书和禁令，包括:

 ■ 禁止砍树伐林、开辟林中空地、

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及对树木进行

基因改性

 ■ 资助手段（用于加强保护性森

林、防御自然灾害、森林生物

多样性和一些选择性活动（如森

林规划））

 ■ 支持开展研究和让公众了解接触

有关森林的信息，以及开展适当

森林教育的义务

瑞士国家森林方案提供了具体行动

计划，包括长期愿景、目标、战略

和约100项运行措施。38

瑞士的森林总体由联邦管理，在联

邦和各州间分配职能。在一个有效

的下放式森林管理模式的指导下，

民众社会在各不同层次上密切参与

森林规划和冲突化解。

效果是显著的；自十九世纪末以

来，森林面积增加了约45%并继续

扩展（在1985年至2006年间增加了

5%），总森林覆盖率为30%（其

中56%得到认证）39。对于绿色就

业也带来了良好效益，第一产业中

有4.3%的人从事林业。公众可享

受自由进入所有公共和私有森林。

瑞士森林政策的核心成分已被纳入

国际森林协议和其他国家森林立法

中，包括尼泊尔和不丹。瑞士下放

式的森林管理做法已成为联合国森

林论坛下由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墨

西哥联合组织的一系列国际研讨会

的中心讨论议题。40

瑞士森林政策：
造福人类和地球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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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改变世界的政策”是那些符合

未来公平立法原则、并大力支持为

子孙后代提供公平条件的政策。为

了给这种综合性做法提供指引，国

际法协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法律的

七个原则。

这些原则是十年学术研究的成果，

被誉为“可持续发展法律和政策这

一新兴领域的首个蓝图”，用于引

导专业人士在全球和地方可持续发

展政策制定框架的基础上，开展政

策制定和评估。

这七个原则由参加2002年世界可

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的192个国家通

过。原则反映了世界所面临挑战的

内在联系，并有助于避免决策者在

应对方式上无意造成的不一致。世

界未来委员会力求将这七个原则

付诸实施，并为此开发了精确的方

法。

七 个 原 则 的 方 法 在 对 未 来 政 策

奖 的 所 有 提 名 进 行 评 审 时 得 到

严格运用。详情参见应用工具箱 

www.worldfuturecounci l .org/
future_justice_principles.html

“未来的国际法可

能更为侧重保护

各国下属社区的

集体权利，让社

区成为地球的联

合掌管人。”

C. G. Weeramantry法官, 国际法院前

副院长兼世界未来委员会委员

未来政策奖遵循的关于未来公平立
法的七个原则

17

1  可 持 续 利 用
自然资源

2  平等和消除
贫困

3  针 对 人 类 健
康、自然资源
和生态系统的
预防性做法

4  公众参与、获取
信息和诉诸司法

5 良 好 的 治 理 和
人类安全

7  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

6  一体和相互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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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获奖政策的评审团由来自

五大洲、有关可持续发展和森林的

专家组成，他们是： Jan McAlpine, 

联合国森林论坛主任， Simone 
Lovera, 全球森林联盟执行主任，  

Marie Claire Cordonier Segger教
授, 国际可持续发展法律中心主

任，Tewolde Berhan Egziabher, 
Director 埃塞俄比亚环境保护局

局长， Jakob von Uexkull, 世界

未来委员会创始人，及 Pauline 
Tangiora,  朗格迈瓦恩部落毛利人

长老。

世界未来委员会

汉堡
World Future Council
Mexikoring 29
22297 Hamburg, Germany
Phone: +49 (0)40 3070914-0
Fax: +49 (0)40 3070914-14
info@worldfuturecouncil.org

布鲁塞尔

World Future Council
info.eu@worldfuturecouncil.org

伦敦

World Future Council 
info.uk@worldfuturecouncil.org

华盛顿特区

World Future Council 
info.us@worldfuturecouncil.org

约翰内斯堡

World Future Council
africa@worldfuturecouncil.org
世界未来委员会

评审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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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捐款
世界未来委员会是在德国汉堡注册的慈善基金会。我们所开展的一切工作均仰

仗私有和机构捐助者持续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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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uture Council Foundation

Institution: GLS Bank

Acc. No.: 200 900 4000

Sort Code: 430 609 67

IBAN: DE70 4306 0967 2009 0040 00

BIC (SWIFT-Code): GENODEM1GLS

网上捐款: www.worldfuture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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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政策奖表彰对当代和子孙后代生活

状况有特别积极影响的政策。设立这一

奖项的目的是为提高全球对这些模范政

策的了解关注，并加速采取政策行动，

迈向公平、可持续和和平的社会。未来

政策奖是在国际一级第一个以政策而不

是人作为表彰对象的奖项。每年，世界

未来委员会在其年会上针对政策进步需

求特别迫切的领域选定一个主题。

“当我们种树时，我们播下和平的种
子和希望的种子。” 
Wangari Maathai, 绿色林带运动创始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2004) 
兼世界未来委员会名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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