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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的使命是透过因特网来促进全球生
物多样性数据的自由及公开存取，
物多样性数据的自由及公开存取，以支持永续发展。
以支持永续发展。GBIF 强调经由公众的参与及合作伙伴的共同运作，
强调经由公众的参与及合作伙伴的共同运作，优
先推动生物多样性数据的流通，
先推动生物多样性数据的流通，制定规范和标准以确保科学应用的完整性和可互操作性，
制定规范和标准以确保科学应用的完整性和可互操作性，建立信息架构以使
不同来源的各种数据能够相互链接，
不同来源的各种数据能够相互链接，推动数据能力的建构，
推动数据能力的建构，以及加强分析工具的开发以改进决策质量。
以及加强分析工具的开发以改进决策质量。

呼吁行动与参与
呼吁行动与参与
GBIF 征求大家提出文件
征求大家提出文件
针对生物多样性信息学词汇
对生物多样性信息学词汇和
词汇和本体论的开发
本体论的开发、
论的开发、维护和管理
维护和管理，
和管理，GBIF 秘书处要求大家
秘书处要求大家起草一
大家起草一份
起草一份能促使在此方面
促使在此方面共
在此方面共
享基础建设的文件
详情请见...]
享基础建设的文件。
建设的文件。文件截稿日期为
文件截稿日期为 7 月 14 日。[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合作计划
合作计划
GBIF 和 LifeWatch 签署利益共享合作协议
签署利益共享合作协议
全球生物多样性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
）和 LifeWatch 生物多样性及
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研究基础建设
生态系统研究基础建设，
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
信息机构（GBIF）
基础建设，最近签署了一份合作备
忘录（
忘录（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MoC）
），这两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将共同研发和分
这两个组织将共同研发和分享
将共同研发和分享关键性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的基础建
设和信息。
设和信息。[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ICIMOD 会员国推动生物多样性
会员国推动生物多样性资料
生物多样性资料共
资料共享
八个 ICIMOD（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
）区域成员承接
区域成员承接国际平台
承接国际平台，
国际平台，推动
Hindu Kush-Himalaya 山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料共享
山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料共享。
详情请见...]
的生物多样性资料共享。[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GBIF 2010 年导师计划
GBIF 在 2010 年 2 月时征求导师
时征求导师计划的提案
三个计划。
详情请见...]
导师计划的提案，
计划的提案，目前已经选出 2010 年的三个计划
计划。 [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GBIF 比利时比利时-毛里塔尼亚导师计划
毛里塔尼亚导师计划在
导师计划在 Nouakchott 举行第一次会议
在毛里塔尼亚首都 Nouakchott 举行了两天 GBIF 工作坊，
工作坊，这是比利时
这是比利时-毛里塔尼亚导师计划
一部份。22 位参
比利时 毛里塔尼亚导师计划的
毛里塔尼亚导师计划的一部份。
与者来自各机构、
与者来自各机构、部会、
部会、大学和国家公园，
大学和国家公园，开会地点是在法国的
开会地点是在法国的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大学，
大学，而此大学也
被毛里塔尼亚指定为
毛里塔尼亚指定为其
国家节点，别名 MrBIF。
。[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指定为其 GBIF 国家节点，
详情请见
承诺 Albertine Rift 资料共享
参加非洲艾伯丁裂谷
参加非洲艾伯丁裂谷（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分享和呈报
分享和呈报会议的人员已经
国家和区域层级上
非洲艾伯丁裂谷（Albertine Rift）
呈报会议的人员已经承诺在地方
会议的人员已经承诺在地方、
承诺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
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以推动艾伯丁裂谷
以推动艾伯丁裂谷地区的资料
仓储和共享。
详情请见...]
艾伯丁裂谷地区的资料收集
地区的资料收集、
收集、仓储和共享
和共享。[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GBIF 催促各国支持科学组织之成立
催促各国支持科学组织之成立
GBIF 要求各国思考
要求各国思考从
现有政府间倡议中
得的经验，
支持一个科学政策
倡议；这个已经提案
这个已经提案的
思考从现有政府间倡议
政府间倡议中取得的经验
经验，来支持一个
一个科学政策的
科学政策的新倡议；
已经提案的倡议将
寻求改善
寻求改善作为全球性处理
设立一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
改善作为全球性处理环境
作为全球性处理环境方面
环境方面紧迫
方面紧迫问题的
紧迫问题的科学基础
问题的科学基础。
科学基础。设立一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政府间科学
政策平台（
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是 2010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在韩国釜山开
日在韩国釜山开联合国高阶
联合国高阶会议时
会议时政府代表们提出的建议
政府代表们提出的建议。
详情请见...]
们提出的建议。 [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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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与服务
GBIF 数据入口网新版本释出
GBIF 数据入口网的新版本
。此版本使用进阶
数据入口网的新版本（
的新版本（1.3 版）网址为 http://data.gbif.org。
版本使用进阶软
进阶软件，去除了 GBIF 社群经由
数据入口网计划网站（
）所回报的程序臭虫
详情请见...]
数据入口网计划网站（http://code.google.com/p/gbif-dataportal/）
程序臭虫。
臭虫。 [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参与
GBIF – 98 个会员
GBIF 目前共有 98 个会员，
个会员，包括 54 个国家名义会员和
国家名义会员和 44 个国际组织会员。
国际组织会员。要取得所有
要取得所有会员的名单
所有会员的名单，
会员的名单，请点此处
请点此处。
此处。

刊物
2009 年 GBIF 年度报告出版
GBIF 的 2009 年度报告已经
年度报告已经在
已经在 6 月 4 日发表。
发表。该份报告包括
报告包括了 GBIF 非常成功的 2009 年中发生的
发生的重要事件。
重要事件。要
取得此份报告
取得此份报告，
此份报告，请点此处
请点此处。
此处。
生物命名常用术语更新版本
GBIF 宣布：
详情请见...]
宣布：由 David Hawksworth 教授编辑的
教授编辑的生物命名常用术语更新版本
编辑的生物命名常用术语更新版本已经出版
生物命名常用术语更新版本已经出版。
已经出版。[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会议与事项
会议与事项
印度、
印度、GBIF 及 IAIA 就第二个全球 EIA 数据计划开始洽商
2010 年 6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印度 Dehradun 举行了一个工作坊，
举行了一个工作坊，参加的几位环境影响评估
参加的几位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EIA）
）权益关系人在会议中讨论
详
权益关系人在会议中讨论了
讨论了一个印度计划，
印度计划，将获取经由
将获取经由环评
经由环评产生的
环评产生的生物多样性
产生的生物多样性数据
生物多样性数据。
数据。 [详
情请见...]
情请见

秘书处新闻
加拿大科学家赢得第九届 Ebbe Nielsen 奖
GBIF 宣布第九届
宣布第九届 Ebbe Nielsen 奖的得奖者是 Sujeevan Ratnasingham 先生，
先生，他是加拿大籍科学
他是加拿大籍科学家
科学家，生命条形码
数据（
）系统的研发人
详情请见...]
数据（Barcode of Life Data, BOLD）
系统的研发人。[详情请见
详情请见

联络
邮政和实际地址：
邮政和实际地址：

GBIF Secretariat

Tel: +45 35 32 14 70

Universitetsparken 15

Fax: +45 35 32 14 80

DK-2100 Copenhagen Ø

E-mail: info@gbif.org

Denmark
GBIF 秘书处人员通讯簿：
秘书处人员通讯簿：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directory-of-contacts/gbif-secretariat

Gbits 存档：
存档：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publications/news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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