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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的ICBG项目于 1993 年启动，是所有ICBG规划型项目中启动较早的一个。“ICBG
计划”是一个伞形项目，于 1992 年启动。那么ICBG计划是如何形成的呢？早在 1991 年召开

了一个研讨会，由美国的三家机构资助，这三家机构分别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1, 
NSF（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2，以及 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3。该研讨会在后续形成

了一个计划，而NIH逐渐成为该计划的管理者，并在后续宣布启动一项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大

额赠款项目，用于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具有制药潜力的生物多样性研究(Greence, 2004)。该计

划的参与机构包括公共和私立研究所、大学、环保机构和制药公司。该计划框架下的项目也

是跨学科的，主要着眼于药物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关系。该伞形计划的

资金总量约为$600,000/年 4，所支持的在执行项目有 7 个，分布在 7 个国家。 

ICBG 计划代表了一种新型探索模式，同时也是同类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中资金规模最大

的一个。该计划旨在以探索新药为窗口，探索是否可以将生物勘探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促

进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和工具(Rosenthal, 1997b)。在 ICBG 的支持下，已经在牙买加、萨摩亚、

汤加、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科迈罗、尼日利亚、秘鲁、越南、老挝、乌兹别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开展了相关项目。目前在哥斯达黎加、斐济、印度尼

西亚、马达加斯加、巴拿马、新几内亚和菲律宾还有一些在执行的项目，其中有几个项目还

将会考虑第二期。 

尽管苏里南的 ICBG 项目已经结束，但是该项目结构设计颇具特性，内容上也有许多创

新点。该项目促进了各类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关于惠益分享的合同也起草的一丝不苟，并且

还起草了能力建设计划，以及独特的基金管理方案。该项目对另外两个项目具有一定的参考

借鉴意义，一个是秘鲁项目，另外一个是墨西哥项目，前者的立项原因是基于广阔的药物开

发前景；后者因为地方管理上的部门冲突最终以失败告终。 

苏里南的ICBG项目是因地制宜的，符合苏里南的当地条件，以及相关的社区情况，将

目标锁定在以下三个方面：1）新药研发；2）生物多样性保护；3）可持续地经济增长。该

项目将上述三个目标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一个由多国参与，由NIH(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 NSF(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和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指导的项目。NIH
                                                      
1 译者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于 1887 年创建，位于纽约州，是世界上从

事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之一，在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经费中的份额仅次于国防部。NIH 是美国最主

要的医学与行为学研究和资助机构，NIH 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健康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世界最具影响的医学

研究中心之一，是美国公共健康服务中心的下属部门之一，隶属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署(HHS)。NIH 是世

界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拥有 27 个研究所即研究中心，其中有 24 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直接接受美国

国会拨款。NIH 本身设立了国立医学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负责编辑出版医学索引等杂志，

汇总世界著名医学期刊论文，是世界最著名的医学目录数据库。 
2 译者注：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 NSF)成立于 1944 年，是一个独立的，不以

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领域的标准制定、产品测试和认证服务工作，

是公共卫生与安全领域的权威机构。NSF 拥有多个独立实验室，可进行物理性能测试、化学分析、毒理学

分析以及微生物实验。 
3 译者注：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成立于 1961 年，总

部在华盛顿，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主要任务是依照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负责美国对外非军事

援。 
4 来源：www.icbg.org(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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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又联合了多个直属机构和伙伴方，包括美国福格底国际中心(Fogarty International Center, 
FIC)、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及感

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美国国立精神卫

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药物依赖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血研究所(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NHLBI)。根据该项目的设想，新药开发的活动将成为保护和持续利

用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激励因素，原因是对生物资源和天然产品进行不断测试，发现具有制药

和其他有用价值的媒介，可以在适当条件下对其进行商业化运作，进而成为保护生物资源的

驱动因子。该计划设计的初衷是为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提供某种范式，通过生物勘探

的方式，从而达成以下目标： 

（1） 通过从天然产品中发现新药，从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2） 通过提高地方民众的相关能力建设（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更好地管理

自然资源； 

（3） 促进社区的可持续经济活动的发展，尤其促进经济落后的资源提供国的社区的

可持续经济活动的发展。 

该项目提供了与国内、国际政策制定相关的有用范式，这些范式涉及到生物多样性保护

激励措施、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以及惠益分享。事实上，每个 ICBG 项目的运作都是跨学

科的、跨机构的，其中由某个学术机构牵头领导，开展与天然产物生化特性、药物研发或民

族生物学等方面相关的调查和调研，同时协调其他研究机构、NGOs 和商业制药企业的类似

研究项目。该计划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因其基本上上囊括了所有与 ABS 相关的基本原则，

并且经费不是以基金的形式拨付，而是通过合作协议来安排。每个申请方在递交经费申请之

前，都必须先签订知识产权协议以及惠益分享协议。经费提供方不可作为研究和惠益分享协

议的伙伴方，并且原则上要求进行“完全的信息披露”，以及“知情同意”，与提供国的社区和

机构分享中长期惠益，并且要尊重当地习惯法，向土著地方社区或其他对知识产权有所贡献

的伙伴方致谢(Rosenthal, 1997a)。 

苏里南的 ICBG 项目也是试验示范性质的一个项目，为了试验各种模式的可能性，该项

目的设计很具包容性。从收益上讲，新药研发的收益只是其中一种，且是个在短期内有些遥

不可及的目标。除了新药收益这一驱动因子之外，能力建设也是一个驱动和激励因子，并且

从整个经济发展进程来讲，后者是更为直接和更可持续的。该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Rosenthal, 1997a)： 

(1) 从项目设计阶段开始，提供国的个人和机构的积极参与； 

(2) 对于国内国际都予以重要关切的疾病，须通过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 

(3) 在新药研发和生物多样性管理方面，都要注重培训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4) 生物多样性名录和监测； 

(5) 公正的知识产权和惠益分享安排。 

该项目的内容中也为土著人民设计了适当的方案，兼顾到了传统郎中，为这些乡村医生

                                                      
5 NCI 是美国癌症研究和资助的主要机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所属的 28 个研究所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研

究所。 



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并且在采集药材，以及鉴定技术上为他们提供培训。在项目基金、经

费，以及收益财务管理，和其他惠益管理方面，该项目成立了“林业人民基金”(Forest People’s 
Fund, FPF)，用于管理项目所涉及的资金流。设立该基金的目的是，确保所得的中长期惠益

最终能够回流到相关社区中。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知识，例如民族植物学知识可能在项目执

行期间并未直接被利用，并未直接发挥价值，但其持有人也应当是长期惠益的受益方。对于

“林业人民基金”的运作模式，将在下文阐述。为执行该项目，合作方之间签订了多个合同，

以及一份谅解备忘录。签署合同和备忘录的相关方包括：大学、植物园、制药公司，等等。

这些单位将与地方民众一起，通过植物学、民族植物学的方法采集和收集材料，并对收集到

的材料进行归档，对于材料进行分离、提取，开展相关化学和药物研发活动。具体的合作和

研发进程，将在下文中阐述。 

该项目的制药伙伴方包括B-MS，以及其他四个研究所，每个研究所都承担不同的具体

角色，这也是该项目的一个特点，即各相关方各司其职，没有角色重复和冲突。上述的四个

研究所分别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6；保护

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I)7；密苏里植物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MBG, 一家美

国植物研究所)； Bedrijf Geneesmiddelen Voorziening Suriname (BGVS-苏里南政府制药公

司)。这四家机构的具体角色是以保护和经济发展为导向，开展研究，分离、提取和提纯有

价值的化合物，并同时兼顾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植物采集，协调国内的相关工作，以及准

备好用于研究的提取物(Cao and Kingston, 2009)。 

合同与惠益分享协议的安排 

在策划和准备合同过程中，ICBG 首先与美国政府，以及某个美国大学的主要资方签订

了一份类似合同的文件（合作协议），作为该项目的首个合作文件。其中，政府将依据申请

方对于原则和责任的履行情况，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该项目还在积极寻求其他

类型的合作伙伴。保护国际(CI)积极响应，并承担了牵头作用，于 1994 年起草了苏里南 ICBG
项目的首个协议，与 Saramaka Maroons 签订了“合作意向”，这种做法在后来被 ICBG 的其他

项目所效仿。在协议的谈判进程中，每一个参与方都具有独立的发言权，就法律事务提出自

己的建议。通常来说，在没有专业法律顾问的协助下，谈判人员一般没有足够的法律或商业

经验去完成协议的谈判工作，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被企业界的合作方占便宜(Rosenthal, 
1998)。在 ICBG 规划型项目中，决策人员对协议的基本原则作出了规定，在律师的协助下，

起草了协议的初稿。其后，交于每个合作方进行审核，这些合作方一般都委托其法律顾问对

协议进行仔细分析，以确保该协议是满足其需求的，并且规避了潜在的冲突和不足。尽管在

这个过程中，资方并不作为研究与惠益分享协议安排的一方，也受委托在总体框架下起草一

份可操作的文件，就基本原则作出规定，这些规定必须是符合相关机构的性质、其国家情况、

社区情况，以及资源情况(Rosenthal, 1997b)。 

为了保护相关方潜在的利益，比如未来因开发出药品而获益，ICBG 的合同中也对保密

性作了规定。在合同终止后的五年时间内，各方不可向外界泄露有关项目的信息、成果和数

据，除非接收方在法律上有权获取上述信息和数据。该项目也承诺会公正地分享来自本项目

的惠益，项目的长期研究协议对未来潜在地药物研发的所有权、转让许可以及许可费作了规

定，构成了惠益分享的基本蓝图。Granman 与保护国际、苏里南以及 BGVs 签订的谅解备忘

                                                      
6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中文简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公立高等学

府。 
7 保护国际成立于 1987 年，总部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环保组织，宗旨是保护地球上

尚存的自然遗产和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通过科学技术、经济、政策影响和社区参与等多种方法保

护热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其工作范围涉及 4 大洲的超过 30 个国家。 



录中进一步对各方与苏里南机构的收益分配情况、技术转让事宜、对苏里南的非货币性质的

补偿，以及其他强调公平与公正惠益分享的工具作了界定。Rosenthal(1998)对 ICBG 计划中

所涉及到的四类惠益作了整理，具体如下： 

（1） 许可费：假定取得许可的伙伴方在其商业销售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

在最初的协议中就特许权使用费的区间作出规定，要求各方基于具体情况开展

协商，就最终惠益分享比例达成一致。许可费分成协议中需要考虑的内容包括：

(a)各方在发明与开发中的贡献；(b)随着样本一起提供的其他信息；(c)样本生物

的新颖性或稀有性。  

（2） 提前支付：获取费用可以通过多重形式来支付，可以是一次付清，可以是每逢

关键节点支付，可以是按照每份样本收费，可以在样本再次供应时收费，可以

是通过提供设备、培训和药品等实物供资的形式来支付。 

（3） 设备、培训和基础设施：商业伙伴或非营利性的资方机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

高提供国伙伴方的能力，提高其在未来开展生物勘探研究、医疗，以及生物多

样性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 

（4） 优先研究领域：对于那些对地方极为重要的，但缺乏了解和研究的疾病和疗法，

可以在协议中作出特别要求，建议商业或其他学术合作伙伴对此进行优先调查

和研究。此外，可以将标本收集和鉴定工作安排到保护需求较高的地理区域和

生物群落。 

该项目的合同协议中，与发明创新和所有权相关的决策都是依照美国专利法进行安排

的。如果最终产品是通过双方合作开发出的，例如是与地方郎中或理疗人员合作开发的，

ICBG 就规定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与专利是双方共同持有的。制药领域的合作方 B-MS 同意

支付用于专利申请以及专利保护的所有费用，即便其本机构仅仅是联合专利中的持有方之一

(Guerin-McManus et al., 1998)。项目协议中对许可的条件，包括费用和具体收益分配都作了

规定，指出这些规定必须是 B-MS 与发明的持有方之间经过友好协商达成的。ICBG 协议中

的许可权必须分配给所有发明方，如果某项发明属于联合所有权，由 B-MS 与地方郎中或医

生共同持有，那么在此情况下，应由双方共同参与谈判许可条件，并且决定该项发明的使用

权。 

苏里南的ICBG项目中也规定，商业化的任何产品如果是基于民族植物学知识所收集材

料，那么在惠益分享协议中就应该指出：苏里南在未来从该协议中所得的任何收益中，都应

当拿出 50%分配给FPF（“林业人民基金”），剩余的 50%将分配给ICBG的多个伙伴方，例如

政府所有的制药公司、苏里南大学、保护国际-苏里南（每一方分配 10%）；苏里南林业机构

与协会 8（每一方分配 5%）；剩下的 10%用于未来合作。如果从某个随机收集库中开发出了

新药，那么此时FPF所得份额将减至 30%，剩下的 70%由ICBG伙伴方分配：每个伙伴方分

得 10%，剩下的 20%用于未来研发合作。 

林业人民基金 

“林业人民基金”(Forest People’s Fund, FPF)是由保护国际设计的，是 ICBG 项目的一部

分，是一个管理资金流的机制。通过此机制，制药领域的伙伴方(B-MS)可以支付开发的预

付款，以及可以在未来通过此机制将所得收益反馈到苏里南的相关土著社区。FPF 是于 1994
年建立的，注册资金为$60,000，来自 B-MS 的预付款，并且每年再提供$20,000(Moran, 2000)。
                                                      
8 Stichting Natuurbehoud Surinanme 



FPF 基金由基金会依照规章管理。 

FPF 基金给出了如何进行惠益分享的例子，例如，地方民众将自己所持有的传统知识拿

出来进行分享，该如何从其中分享惠益。为了促进该基金的有效管理，苏里南的参与方依照

苏里南国家法律，共同起草了《基金管理办法》，对一些重要内容作出了规定。基金的用途

方面，管理办法规定这些资金可用于与社区开发相关的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医疗健康领

域的项目。基金的管理方面，由 5 名成员组成董事会，由各方派代表参与，包括土著社区的

两名代表，CI-苏里南的两名代表，以及苏里南内政部的一名代表。董事会也承担对于预付

款和未来收益分配的建议书的审核工作。此外，FPF 也致力于策划一些关于保护的激励措施，

从而为可持续管理项目提供资金，提供研究与技术交流，为其他的与社区发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医疗健康相关的项目提供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向土著与地方社区提供惠益的想法是好的，但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

重，过程非常复杂。基金中涉及多方面的重要内容，包括：提升医疗健康服务；可持续利用

地方资源；惠益分享的计划中也包含了多个相关的政府部门（例如国家分类学机构），因为

负责自然资源管理的政府机构总体上是资金不足的，需要资金支持。因此难以集中解决某一

两个问题。尽管如此，类似于 FPF 这样的资金管理机制，设计相对合理，也可以说是复杂

情况下的最佳实践了。 

对 ICBG 苏里南项目的评述 

美国独立咨询专家 Edward C. Green 与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于 1997 年完成了一份关于

ICBG 项目的评估报告。该研究小组对 ICBG 项目的相关人员和机构作了访谈，包括 ICBG
提供国的相关方，相关的机构和研究所，地方领导，传统医生，以及乡村社区民众。最终的

评估报告指出，Saramakas 是 6 个 Maroon 社区中最具有传统特色的一个，该族裔所持有的

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也可能是最丰富的。研究发现该族裔在 ICBG 项目实施期间的参与度也最

高。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利用项目基金购买了舷外发动机，提供皮划艇等交通工具，将人员

运输到 Saramaka 区域的上游地区，在此区域对当地群众进行关于生态旅游、餐饮服务技能

的培训；购买缝纫机，为当地妇女提供关于缝纫技能的培训；为商业园艺项目、木雕、木工

工艺，以及其他活动提供工具和培训。上述例子其实是国际项目中成功的地方实践的例子。 

合同协议的起草过程中体现了该项目相当的独特性，以及明智的设计。Rosenthal(1997b)
提到，该项目的目标就是通过“创新型合同协议”进行惠益分享，促进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

然而，ICBG 苏里南与 FPF 之间达成的协议并没有涉及到与当地传统一生进行惠益分享，不

利于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多数情况下，当地的传统医生都将本地的民族植物学信息拿出来

与 ICBG 项目分享，因此，项目也适当地给予了提供信息的当地医生一些补偿与回报。但是，

有一个因素引起了大家的担忧，这种补偿行为促使 Maroon 的传统医生不得不向外人兜售当

地的医药传统知识，而当地的各级管理人员也很有参与合作的意愿。随着收集民族植物学信

息的活动不断发展，当地的传统医生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希望可以为其提供$5/天的参与费。

Green(1999)等人认为，鉴于很多参与者都已经年纪较大，这种现金支付的方式可能是最好

的补偿。 

在其评估报告中，Green(1999)等人还发现，通过 FPF 的方式提高了当地传统医生在社

区中的威望，也增进了社区领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理解，更易于批准相关活动。

Maroon 社区人员自身也逐渐理解和接受了 ICBG 的更为广泛的最终目标，以及增加了对当

地经济发展的兴趣。当地民众的这种心态转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并且，据报告，当地的

一些其他部落首领也申请或者要求将项目范围扩展到苏里南的其他区域。然而，鉴于有限的



资金，目前还无法大范围地扩展项目范围。 

该项目显然是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可操作的用于惠益分享的机制和模式，而且是在较少的

资金支持下，由单一民族语言族群参与的。构建和试点示范惠益分享机制的益处在于，尽管

涉及范围，以及经费数额有限，但也成功验证了某种可行模式，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如果今

后从药物开发中能够获益的话，所得的更大笔经费可用于更有意义的事情。FPF 基金的建立

和运行在多方面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如大众参与，可持续地小型经济发展项目的实施，以及

文化适宜性，恰当地财务管理。 

秘鲁项目和玛雅 ICBG 项目（墨西哥） 

另外一个 ICBG 项目与上述项目同属一个体系，有很强的相关性，有必要进行介绍。秘

鲁的 ICBG 项目是关于秘鲁的药用植物，该项目的特征是，即便是在项目期（1994-2000）
之后，研究人员还从所涉及的药用植物中发现了巨大的药物开发潜力。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Walter H. Lewis 博士是该项目的首席研究顾问，主要负责研究安第斯热带雨林药用植物，以

及当地的阿瓜鲁纳族(Aguaruna)人民世世代代是如何利用这些植物的（参见知识框 6.1）。秘

鲁亚马逊民族联合会(Confederacion de Nacionalidades Amazonicas del Peru)与圣马克斯大学

（Universidad San Marcos），秘鲁 Cayetano 大学，以及孟山都-赛尔公司(Monsanto-Searle Co.)
共同组建了一个多学科的科学小组，共收集了 4000 份植物种。一些科学家在项目期结束后

还依然利用上述的物种进行研究，测试其中新的具有治疗效果的活性物质(Aponte et al., 
2009)。 

在该项目中是，史无前例的一点是，所有的合作协议都是当地组织和商业伙伴之间通过

直接谈判和讨论达成的(Rosenthal, 1997b)，并且在项目期间构建起来的国际科学网络平台在

项目结束后仍然在运作。项目中所涉及的很多物种，都是阿瓜鲁纳族(Aguaruna)人民自己挑

选和检测的，大大地提高了发现具有生物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的几率，比通过一般途径发现

具有生物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的几率要高。这种以民族植物学为主的途径，也使当地民众受

到启发，并在最后以阿瓜鲁纳族(Aguaruna)社区集体的身份与伙伴方签订了具有开创性的法

律协议。在这个项目中，基于天然产品的研发工作顺延到了项目期之外，这个经验为我们带

来了很多启示，说明天然产品研发，尤其是具有临床疗效的药物的研发在未来依然有很大的

空间，并不会因项目的结题而终止。 

上述的秘鲁 ICBG 项目可算是一个成功，在某些方面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但另外一个项

目，即墨西哥的玛雅 ICBG 项目则半路夭折了。该玛雅项目于 1998 年启动，属于 ICBG 伞

形框架计划的一个子项目，项目期为 5 年，然而仅仅执行了两年后就终止了。根据美国卫生

和公共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简称卫生部）的材料，

该项目是一个跨学科的项目，目的是对墨西哥的重要药用物种进行研究，检测和分离其中具

有药用价值的物质，并且在临床上进行预实验和评估。墨西哥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的国家之一，位列第三，同时由于环境破坏的日益加剧，墨西哥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灾

区。据美国卫生部给出的信息，该项目旨在从所收集的植物中找到具有对抗以下类型疾病的

活性物质：癌症；与艾滋病相关的机会性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避孕；心血管疾病；在

当地非常严重的肠胃炎；呼吸系统疾病，自己皮肤病。居住在 Chiapas 高地的 8000 个村庄

的讲玛雅语的人民在生活上极度贫困，自然资源极度匮乏，随着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很多的民

族矛盾和冲突(Rosenthal, 2006)。 

尽管社区中充斥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玛雅人民还是将本民族的《民族药典》保留了下

来，该药典中收录了古代传统医药中的上百种药用植物。玛雅项目是一个合作项目，有多方



参与，包括美国乔治亚大学、El Colegio de la Frontera Sur(ECOSUR)，以及一家小型天然微

生物有限公司（英国），其业务主要是从植物和天然产物中提取药用物质。在合作刚开始的

几年，工作进展顺利，主要是对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植物学知识进行记录和归档，并

且基于当地土著族群的利用方式，从收录的植物中甄别出具有药用价值的物质，开发药用产

品。(Yadav, Mishra, 2013)。但是，该项目在后续遭到了很多诟病和批评，原因是认为达成

PIC（共同商定条件）的方法不恰当；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谈判过程中，Chiapas 高地

的土著政治组织并未得到授权参与谈判，因此在与地方或国家遗传资源相关的议题上，并没

有人代表土著社区的利益发声(Rosenthal, 2006)。许多 NGOs 和土著组织还指责该项目中存

在不道德的生物勘探现象。因此，在未来的生物勘探中，除了保障社区参与，以及适当的

PIC 中遇到困难之外，还需要区分哪些是无害的生物勘探活动，哪些是不道德的生物剽窃。

鉴于上述原因，项目伙伴方中途退出了，原本五年期的项目仅仅执行了两年便夭折了。 

从上述的三个 ICBG 项目（苏里南 ICBG 项目、秘鲁 ICBG 项目和墨西哥玛雅 ICBG 项

目）经验来看，生物勘探伙伴关系的构建是极为艰难的，需要审慎布局。“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2005）”报告指出；ICBG 前十年的实施经验显示，以药物开发为工业发展引擎或者动

力的企业一般都是小企业，而大企业已经退出了这种类型的研发活动，因为这些大企业认为，

从天然产物进行测试和开发的时间成本过大，而将更多时间和经费用于对本企业已有的化合

物分子的研究。因此，在生物勘探的大背景下，从天然产物中开发产品的企业的规模有大有

小，这也是我们从 ICBG 项目中学到的一点。另外一点是，在协议谈判中，社区需要以集体

或政治实体的形式参与谈判，否则将会导致冲突，最终徒劳无功。 

 

 

秘鲁的阿瓜鲁纳族(Aguaruna) 

阿瓜鲁纳族又称为 Awajun 人，是秘鲁热带雨林中的土著民族。阿瓜鲁纳社区历史上分

布于 Maranon 河（亚马逊河的支流）沿岸，以及秘鲁境内的亚马逊区域。根据秘鲁 2007 年

所作的调查，阿瓜鲁纳族共有 281 个社区，总人口为 55328 人，分布在秘鲁 4 个不同区域。

阿瓜鲁纳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即阿瓜鲁纳语，以及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相对于秘鲁热带雨

林的其他居民，阿瓜鲁纳族人的身材更高大，并且被称为“南美勇敢的武士”。阿瓜鲁纳族传

统上是猎手和渔民，其生计来源主要是种植木薯、香蕉、坚果和玉米。 

 

信息来源：JWGI Report:A Chronicle of Deception (2010).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Copenhagen, Denmark. Available at : www.books.goole.co.in/books; 
http://lanfiles-vm.williams.edu/mbrown/Brown-VB_GardenMagic_1980.pdf; 
http://www.mcgill.ca/cine/resources/data/awajun(数据于 2015 年获取) 

墨西哥的玛雅人 

玛雅人是美洲土著人，分布于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贝丽兹（中美洲）、洪都拉斯和

萨尔瓦多。历史上的玛雅人包括多个少数族裔，每个少数族裔都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

身份认同，以及语言（都属于玛雅语言系统）。虽然玛雅人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现代化，

但他们依然保留了其独特的身份认同以及生活方式。社区由当选的“Alcalde”领导，决策原则

为少数服从多数。“Alcalde”对于社区事务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当然一些村寨中也逐渐形成了

http://www.books.goole.co.in/books
http://lanfiles-vm.williams.edu/mbrown/Brown-VB_GardenMagic_1980.pdf
http://www.mcgill.ca/cine/resources/data/awajun(数据于2015年获取


规模相对较小的村寨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Alcalde”的权力。 

信息来源：www.indians.org/articles/maya-indians.html; http://digitalcommons. 
law.yale.edu/yhrdlj/vol1/iss1/2 (Both accessed in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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