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收听“钻 石的力量”专题 。大家好，我是Samantha欢
Conti，《女装日报 》（Women’s欢Wear欢Daily）
欢敦分社社长。我想向大家介绍 一下今天的嘉宾 ，
我的左边分 是Tusk图 斯克信托首席执 行官Charlie欢
Mayhew、Conservation欢Solutions 保护基金会联
合创 始人Kester欢Vick图ery以及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董事长Stephen欢Lussier。今天我 非洲野生动植
物保护以及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和De欢Beers戴比
尔斯集团一直以 此所做的努力。

欢我 先来 了解你们 三位所作的工作，然后介绍 一下 在的
欢迫状 况以及 工作的重要性。

我的第一个问题 是，偷猎问题 到底有多么紧 迫状？谁应该对 此 ？谁应该对在
保护犀牛和大象存活和繁衍方面，你们 面 的最大挑
欢是什么紧？谁应该对

Samantha Conti:

Charlie Mayhew：

谢谢！ 偷猎问题 危机，我想我 中很多人可能都非常熟
悉，可以追溯到70年代和80年代。 然从我 的角度来
看，也是 危机促使我 在1990年成立Tusk图 织。 ，
我 每年因偷猎问题 者损 失约 十万头大象。因此，它正在毁灭 大
象的 量，大象 量从 大 130万头下降到70万头。后
欢， 地大象的 量持续 减少， 在 35万，其中大部分我
相信——都是草原象。

因此从理论 上而言，非洲大 上每年仍然会因偷猎问题 而失约
去2万头大象。 然有 样的 字，但我 在我 始看到
某种真正的希望，因 世界已经走到一起， 示出遏制
象牙贸 易的迹象。最重要的 措是中国去年出台了国 象
牙贸 易禁令。 意义重大，因 在中国 行的象牙贸 易 占象
牙贸 易总量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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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在四五年前，如果有人 可以 中国停止象
牙贸 易， 有人会相信。因此 意义十分重大。

我曾有幸受邀陪同我 的 助方威廉王子一起出 中
国。在那里，他与习 近平主席执 行了非常 极和意义
重大的会晤， 在一定程度来有助于改变一直以 的思
欢模式。

但 在仍然存在很大的威 。象牙贸 易、甚至是犀牛角
欢易已经构成一个问题国际性有 织的犯罪网络 。 些犯罪
团伙频 繁插足军 火交易、人口贩 运以及毒品等方面。
到底，他 就是想要 快钱 的犯罪分子。因此他 利用
了 种 易。

威 仍然存在。但与习此同 ，Tusk图的工作也已遍布整
个问题非洲大 。 多迹象表明，偷猎问题 危机已经从非洲东部
蔓延到非洲南部。 去非洲南部地 以及南非从 有
出 偷猎问题 。 在那里确实存在非常 实的偷猎问题 ， 也正
在影响犀牛。

Kester Vickery:

我 同Charlie的 法。 些 字确实令人震惊。今天仍有
多大象命丧 偷猎问题 分子之手。就在 次谈话 的 程中，大概就会
有三或四头大象遭到最惨无人性的屠杀 ，只为获 取象牙贸。

我 需要加强对 东方人民的教育，尤其是 政府：象牙贸
是不可持续 源。人 每 一小块象牙贸就意味着一头大象
的死亡。就 么紧 。

我 如何改变？谁应该对实际上，我 需要采取一套双管齐下
的方法。一方面是向东方国家加强对宣传 ， 他 理论解到
是不可持续 性 易。在 个问题 程中，要与习政府以及象牙贸 易
商沟通。 然 有 象牙贸的消费 者损。我 需要加强对 他 的教
育。

另一方面，我 需要与习社 。因 些大象偷猎问题 者损生活在
困的社 中，打零工的日报薪只为获有可怜的几美元。去偷猎问题
欢很快钱就可以 取几千美元。因此，在衡量风险和回报
后，他 会 偷猎问题 大象是划算的，可以借此 困。同 ，
我 需要向社 宣传 其生存 境周边的野生动物保护 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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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及他 参与习保护的重要性。欢

但 是一个问题非常 峻且复杂 的 。很 找到一个问题 的解决办
法。要解决办 个问题 ，需要 展大量工作。

Samantha Conti:

Stephen Lussier： 

Stephen，你们能 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在 地设点的重
要性 ？谁应该对 有你们 一直都在做的工作。

我 ， 于De欢Beers戴比尔斯集团旗下Forevermark图永
恒印记 品牌来说 ，博茨瓦纳 、南非和 米比亚这 些国家已经深
深烙印记在我 的品牌来说核心价值中。因此， 是我 工作
构的一部分。

我 越来 越来意 到，必须 真正成 些社 的一 ，帮助相 地
政府 目光投向比 石更长 、更广阔 的 域

去了解可持续 未来 到底代表什么紧？谁应该对在博茨瓦纳 样的国
家， 有什么紧比生 旅游更重要的了。生 旅游在 多方
面是 次谈话于 石的 推动力。但是在博茨瓦纳 和南非等国
家， 有野生动物就无法发展生 旅游。

因此，我 在 方面已经做出了很长 间的努力。特别 是
在我 的De欢Beers戴比尔斯集团保护 ，每 采一公顷 的
欢石，就会修建六公顷 保护地。我 在 山周边地 设立大
型保护 持续生物多样性，但越来 越来 重野生生物保护。

而且我 面 偷猎问题 的挑 。在博茨瓦纳 ，Forevermark图永恒
印记 参与习了一个问题大型犀牛繁育 划。但是我 不能 得太
多，因 我 不想引起 注。不然 我 的保护 也会招来 偷猎问题
者损，我 不得不与习之 行周旋。因此， 是一个问题真正的
挑 。



ダイヤモンドは永遠の輝き

forevermark.com

但是我 得有点...欢...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扮演了什
么紧角色？谁应该对我总是 ，与习两位世界 家面 面探讨这 个问题 ...欢
...[笑声]但是，我 我 可以帮助提高意 ，尤其是在
中国 样的市场 。而且我 在正在中国 展一些工作，
欢造珠宝产 品 帮助 集 金以从根本上提高 犀牛偷猎问题
的 。我 也要了解如何使用 工具来 打 争。正如
Charlie所 ，如果我 能够影响需求，改变中国 象
牙贸的巨大影响，如果我 能 犀牛做到 一点，那么紧我
欢也 可以通 特别的方式提供帮助。

Samantha Conti:

Stephen Lussier:

Stephen，能再谈谈 生 旅游 ，也 可以 介绍 一下 山停采
欢会发生什么紧？谁应该对因 我感觉 ...欢...很多人都不了解 些。因
你们 发 ，你们在 作业，然后有一套完整的 复杂 程。

[Stephen]是的。我的意思是他 有...欢... 石 的 采期很
长，至少期望如此。我 在博茨瓦纳 的大型 山中，有一
些发 于20世 60年代。如果一切顺 利， 山的 采期 超过
一百年。所以 是一个问题漫长的 程。

但 也是 石的根本 之一。 石年 10亿至3亿5千万年
间。人 很少意 到 里的 石已有30亿年 史，有些甚至
比生命丧最初的源起 古老。所以 石不是 在才从地 里
形成的。 石 史极其悠久，而且我 找到了它 。最 石
欢会枯竭。

但是可持续 性发展的重点在于，你们在采 程中如何处
理论土地 。正因此，我 如此致力于保护 境。我 同政
府合创作伙频伴（我 通常与习政府合创作）的 点——通 收
目， 片土地正在 各地人民 巨大的利益。但是 些土
地日报后必须 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服务这 些社 。

正如之前提到的，我 着眼的 在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
动植物。如果 些地方未来 可以 国家 造全新收入来 源，
就等于 前的收入来 化为 未来 收益流。但一切顺都取决办于大
象能否等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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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Mayhew:

好的。我 在那片地方投入来了 多精力。正如我前面提
到的，偷猎问题 者损 在变得越来 越来猖狂。他 装备齐全。

所以 了打 偷猎问题 情况，护林员 需要经 极其 格的 。但 憾
的是，整个问题非洲护林员 的素质 和装备情况良莠不齐。但
是，如果我 设法 他 到最高水平，很 然就可以 退
偷猎问题 行 。

上周，我的团 抵达肯尼亚这，一个问题名为 Lewa欢Wildlife欢
Conservancy勒瓦纳野生动物保护 的地方， 是我 的旗
欢 目之一，那里栖息着大量犀牛。 个问题保护 曾经有 非
法捕猎 ，但我 那里已经六年 有犀牛被捕猎 的情况了。
原因在于 个问题保护 有一支工作出色的反偷猎问题 团 ，他 与习
肯尼亚这警察联手，并且接受了退役特别种人 的培训 。

所以他 能够有成效。在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的支
持续下，我 一直也在 助Southern欢African欢Wildlife欢
College南部非洲野生動物學院。 在它几乎发展成了
一所大学校园。 模 大。而且， 自非洲各地的年 人
都入来 所非凡出众的学院学 一系列课 程。 我 ，更重
要的是要提供实用的系列课 程，通 各 培训 ， 年 人可以
回报到自己的祖国， 培训 所得付诸 行动。

因此我 在 个问题 域里 展了大量工作。

Samantha Conti：

Samantha Conti：

没错。 Charlie和Kester，能否再谈谈 阻止 些偷猎问题 者损的实
际方法呢？谁应该对或是你们 都在做什么紧？谁应该对也可以分享一个问题培训
欢 划？谁应该对

谢谢！ Kester，能 个问题 ？谁应该对因 你们的慈善组 织 门从事
动物运输。你们 部分工作的挑 是什么紧？谁应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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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Conti:

Stephen Lussier:

Steven，你们与习 些 织合创作，至今印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什么紧?欢你们 得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紧？谁应该对

欢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实 实 ，在 面上，你们可以
查到所有事实和 据。但是 身临 其境 ，坐在吉普车
上，遇到母犀牛与习年幼犀牛相依前行——在我 南非
山里，你们可以 眼见到 十头小犀牛， 样的情景让 人 泪
盈眶。

欢看到 些年幼犀牛 ， 然我并非 业人士，但是可以感觉
我 与习 史建立更密切顺联系。 会 人备受触动，希望 此
作出 献。一旦人投入来了情感觉，做事动机就完全不同
了。

我 就是改变整个问题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和戴比尔斯
团 的重要 点 。 是我 最朴素质 动机， 些大象从...欢
...在某种程度来上，我 在威尼托 山遇到了与习偷猎问题 截然相
反的 。

Kester Vickery:

回报 史，你们会发 坦桑尼亚这和 比亚这等地的偷猎问题 情况最
峻，基本上都会在大 五年之 ，失约去 一半大象。

而且 种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很 强对制 法，无法落实到
位。正如Charlie所 ，目前一 的工作者损人 很少， 新
人的培训 缺乏， 源也少。他 有车 源 督巡查。

更重要的是， 些地方通常缺乏政治决办心，无法打 偷猎问题
行 。 就是 所在。

如果 有改变 种情况，你们实际上在打一 徒劳战 争。所以
如果你们正确完成 三大事 ，就会有 多 目成功终 止偷猎问题 行
欢。真的能做到 有一头犀牛和大象 生。所以 个问题目 能
够成真。 些是我 需要 的三大 。即执 法、 金， 然
有政治决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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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Conti:

Samantha Conti:

Stephen Lussier:

欢是一 巨任务这。

我要 的是。 我思考可持续 性的又一 。至少在 尚
界，我 一直不 从 尚的角度来 展 。很 然在奢侈品
中， 石和采 业长期以 备受抨击 ， 其中 涉及道德层 面
的 。

能就可持续 性提供更多 点 ？谁应该对 然 涉及非洲和自然保护
欢，也 穿De欢Beers戴比尔斯和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一
直在做的所有工作。你们可以从整体上更 地介绍 相 渠
道和保护 ？谁应该对你们正在 地社 做出什么紧 献？谁应该对所有 一切顺？谁应该对
因 很重要...欢...你们真的分享了很多信息。 信息 递出
去很重要。

欢就是我最大的感觉受。你们看 一小段视频 。 有什么紧比看
到那些大象奔出卡车一下子扎进 莫桑比克草原更震撼
的感觉 了。太震撼了， 个问题 景让会 我 一 子。

在商业 上的 业生涯中经 样的 史 刻——我不想把话题转
移到 本主义的血腥历 史—— 在是不同的 代了。我 不
再谈谈 此视频 企业的社会 任。你们必须 自己 ，如果 有其他
所有参与习者损携手同行，我 无法解决办世界上的 。企
业必须 注——他 在做什么紧，用什么紧方式做的， 些由
如何有助于 造更好的世界，并解决办 有的 ？谁应该对我 听到
欢多 于气候变化为的 ，但是特别 于我 而言， 个问题 是我
欢个问题社 的核心之处。如果我 不 解决办方案出 划策，那
么紧老实 ，我 就会变成 的一部分。我 企业的思 方
式出 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为。希望我 能够以更广阔义的角
度来看待世界上所有 。 一点尤其重要。

实的 是，那里大象太多了。你们需要保护在那片土
地上生活的所有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想象一下，
200头大象 移到1700公顷里以外的 域，我 是不可
能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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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Lussier：

我 是奥本海默家族，即执De欢Beers戴比尔斯的所有
者损一 的 持续。他 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但不会四处宣传
欢，因 他 不喜欢 那种自吹自擂的感觉 。所以他 会 此 口贩
不 。我 我 所处的 个问题世界，尤其 于 石 域而言，人
的 知与习 实之间不 有太多差异，不 离真相。

因此，我 我 已经 到...尤其是在 尚界中， 千禧一
代消费 者损， 提供他 感觉兴趣的 品是 不够的，他 想要
与习品牌来说价值 建立联系，他 想知道品牌来说是否在做他 看
欢 世界有益的事。

因此，我 重新 视频了 述钻 石 全世界造成影响的方式。
但是 于De欢Beers戴比尔斯而言，非洲南部地 是 注
的焦点。

如果你们仔细 了解世界上主要的 石 采公顷司，就知道他
的 收益 160亿美元，其中60％最后用于社 人民的
生活，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社 。他 支付诸薪水...外界
欢 些人收入来不高。实际上， 石生 商在 地雇佣77,000
人，他 工 大 是 地基本生活成本的五倍，是 地平均
收入来的两倍。 些都是需要技术 的工作，薪酬较 高，但是
人 并不了解 种情况。

正如你们所 ，我 特别 是在 境和保护方面，如果你们 人
石 ，他 会想到什么紧，哦，你们在地下挖了一个问题大洞。
然后呢？谁应该对

欢就是原因。事实上，我 参与习 周边 境保护工作，已
经有很长的 史。你们需要确保在最后离 （ 一天早晚
会到 ），你们能够 造一个问题更好的 境，甚至超过越来原貌。

但是 于我 ， 在于周 境，尤其是在 抗气候变化为的
斗争中，你们如何从生物多样性、水和野生动植物方
面 护周 境？谁应该对因此相比原貌， 域的 境 变得更好。

我前几天在博茨瓦纳 听到一位政府高 官 出了一句令
人意外的 ：你们 不 在地面上挖 个问题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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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Conti:

Stephen Lussier：

你们 了 本主义和大型企业中的此类转 折点，那就是 不
欢是企业社会 任。但作出改变和采取 措，并 有一个问题
明确的 折信号。可以再谈谈 个问题 ？谁应该对我也想 你们，除此之
外，你们 看到了什么紧？谁应该对

是的，我经 了整个问题周期。看看我的白发，你们就可知
道我从事 石行业已有很长 间了。

自然保护理论所 然已经植入来我 海中，我 立足军 地。我
管理论大片土地。

你们拥有一处 石 ，你们就不再谈谈只为获是其所有者损。你们需要
提供保护， 很多土地提供保护。所以 是，作 我 商
业模式的一部分， 在自然就会采取 地有利的方式使
用相 土地。 于与习我 合创作的国家/地 而言， 是他 的
源。 石不是我 的，而是他 的。他 允许 我 代 找 石，
因 我 所做的事、因 我 展业务这的方式，所以 国能够
从中受益。

所以你们建 我不 挖那个问题洞，那么紧我 怎么紧处理论那块土
地呢？谁应该对我 在上面种植农作物 ？谁应该对如果种庄稼，我大概
可以 活12个问题家庭吗 ？谁应该对或者损我可以 一种方式。因 我确
定地下埋藏了珍贵 宝产石，我从中找到 石，就可以 活一
个问题人口贩 量达150万的国家。
 
在 你们告诉 我，作 政府大臣，你们 片土地上作出了怎样
的道德层 ？谁应该对

你们听到 公顷民 的政府官 样 ，你们会感觉 非常令人震
惊。而且我 ，你们可以 人 的生活 更大的影响，同
通 更可持续 的方式改变人 的生活。我 就是吸引人
加入来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品牌来说的原因。我 就是吸
引消费 者损的原因，他 希望 自己佩戴的 石感觉到自豪。
在他 些方面了解得越来多，就越来感觉到自豪。 些价值
从 、理论性和情感觉利益方面跟我 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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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ter Vickery：

我 在 保行业中也面 着同样的 。由于可持续 发展与习众
多奢侈品牌来说的生存发展息息相 ，因 人 想要 境更敏
欢、更 保、更符合创道德层要求的 品，所以人 境以及公顷
司 境所做的努力提出 疑。

我 在非洲和自然保护 域上都面 着相似问题 。而正如一
句 所 ，能生 即执能活。但可惜的是， 管我 希望保护
欢实 经济可行和可持续 发展，但实际上 些保护 很少、
或者损永 都无法实 可持续 发展。

欢然你们会竭力向可持续 发展靠近，但并非每个问题保护 都能
达成 个问题目 。

我强对烈认为 ，国家的民众及其政府 各自保护 。 成
一个问题基本共识 。

但是 实是，政府担忧贫 困、健康问题 以及 他 自身临更重要
的 ，于是只为获能 停保护自然 境和 些保护 ，非常令人
欢憾。 算实在太少，或者损根本不提供 算。

因此，要 一种理论解方式。我不再谈谈喜欢 企业社会 任 个问题
欢，我 你们要处理论的是你们所在社 和国家中的重要 。通
欢自己的业务这方式，你们可以自然地 他 施加影响。 我
而言， 石 采确实是可持续 的。

如果你们 在去参 山，就可以发 我 正在促 犀牛繁殖，
在那里工作的人 在已经离不 些犀牛了。人 不会允许
犀牛被 走。犀牛 在是 个问题企业家庭吗的一部分。

而且我 我 在 奢侈品的研究其实 处于早期 段。我
并未来取得很大的 展。它更多的是 于如何确保千禧一
代喜欢 我 的品牌来说。

所以他 正在 展活动，力求联系两者损。 是一种不 的
做法。我 此 有 疑。但 只为获是通往每天如何以代表 些
价值 的方式 展业务这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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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Mayhew：

只为获是想补充说 明一下。我 我 必须 了解一点：我 在越来
欢越来居住在一个问题城市场化为世界中。超过 50％的世界人口贩
生活在城镇区 域。 致我 作 人类转物种，越来 越来 离自然
界，正如David欢Attenborough在最近一次谈话Tusk图活动
中所 ——我 忘记 了我 吸的每一气、我 吃的的每一口贩
食物都依 于自然世界。我 必须 始照顾这 个问题星球。

听一听Stephen在 什么紧。我 已经看到...我 非常幸运
能够得到企业界的大力支持续。在 去几年中，我 注意
到有 境社会治理论的 始受到 迎，人 方面的意 有所
提高， 有投 基金经理论 始 估企业实施 境社会治理论措
施取得的成功终。我真心希望 方面能走得更 。

Stephen，我很 同你们的 法。企业社会 任的格言几乎
已经 。我 必须 出更大一步。

因此，我真心希望——我 位于 敦城市场的心 ——凭利
用位于 敦 个问题优势 地域的力量和影响力 各大公顷司 有效
变革。全球企业部门日报益 大，我 我 面 的 是，我
全都活得越来 越来忙，我 的优势先来事 往往也很短期。但是
保护世界和我 面 的 境 都需要长期的视频野和 持续。

在人性缺陷的 使下，我 往往 向于去 短期危机，而
非真正...我 不 推 解决办保护 周 境和地球 境的挑 。

欢了解决办 个问题 ，我 必须 改变思 方式。

所以我想 的是，非常需要全世界支持续 些保护 。如
果我 担忧贫得起， 是我 每个问题人的 任。即执使只为获能 保护
提供很少 献，我 是全球 任。在由混凝土和玻璃构
成的人类转世界中，我 天性上需要 些保护 ，才能延
人类转的生存。我想表达的是，碳汇 提供了我 生存必须需
的氧气。因此要 全大局，我 每个问题人都 一 。 是
一个问题全球性 ；不 是一个问题非洲 ；不 是一个问题国家的
欢。 是我 所有人的 ，我 需要携手合创作，共识同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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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Conti：

Charlie Mayhew:

Samantha Conti：

Stephen Lussier：

好的。而且 注焦点也在 移。人 正在思考全球变暖以
及海洋塑料等 。随后人 注的焦点会出 偏离。正如
您刚 才所 ，它会在短期 道。焦点 会投向其他部分的
保护。

所有 些都涉及同一个问题 的部分 容。实际上，我 在需
要把话题转气候变化为、 境、塑料、 保都作 一回报事 思考。
我 不 孤立思考 些 。

我 ，去思考拯救一头大象、犀牛或大猩猩或其他任
何生物， 种思考方式并不 ，而且也很重要。 不是奢
侈。 实际上是必须要的。 是 系生命丧的生物多样性 构
一部分。

我 不 把话题转保护 看作是某种拥抱兔子的愿望。 是必须要
的工作。

也 致我... ...我想 Stephen聊一聊实 室培训育的 石。
从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来 看， 造它 所需的能量、 在价
值、 社 的影响，存在着巨大的争 。就你们所 的影
响——如果你们 一 石 ，你们就在 活整个问题经济。

能 种实 室合创成 石及其合创成 境 ？谁应该对

好的。我 ，我 三个问题人今天坐在 里容易 人 解。很多
人可能会 ，我 在 里提供的信息并不真实，因 它 的
欢源可能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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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De欢Beers戴比尔斯的 石合创成业务这迄今 50
年。在漫长的 程中，我 了解了制作一 合创成 石的必须
欢要素质。我 建了一个问题大型工业部门， 门 个问题 域的工
作。人造 石用于电子 品，也用于切顺削工具来。因此我
在合创成 石方面经 丰富。

而且，事实上我 正在努力防止出 性信息，同 在 什
么紧 世界最有利？谁应该对通 找十亿年前在地 里自然形成的
欢石，加上我 所 及的 些工作，实 实 ，我 些地 的
社 和 境 了重要的 极影响。是 样好， 是通 大量投
入来 造实际上 有人需要的东西更好？谁应该对因 大自然已经
有了。

因此有 我会注意和思考，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会在 个问题
世界上 个问题 。 合创成 石胜过寻 找天然 石 然是 。

欢事实 ，De欢Beers戴比尔斯确实会 行 石合创成，可
以告诉 你们， 需要消费耗巨大的能源。如果你们 察世界上的
合创成设备，相比 找一 天然 石，合创成一克拉钻 石大 平
均多消费耗三倍二氧化为碳汇量。所以即执使在碳汇排放角度来
也不合创理论。

但是真正令人兴 的是，我 也呼应 了Charlie 于企业
界的 点。 在正处于变革的 刻，我真的很想回报 十
年前的世界，气候变化为就是一个问题很好的例子。De欢
Beers戴比尔斯成立了一个问题工作小 ，致力于无需通
抵消费即执可实 碳汇中和的方式，探讨这求需要多长 间、付诸出
怎样的努力和通 什么紧方式才能实 ？谁应该对我可以告诉 你们，
五年前，我 有 。我 有 能减排目 。 有人 ：你们如
何能够找到 石，同 不留下碳汇足军迹呢？谁应该对 是个问题十分有
趣的 。

所以你们一旦 始思考 个问题 ，你们会 ，好吧， 并非不可
能。你们需要使用电力或 能而不是柴油的车 。因此，
首先来你们必须 看看自己的车 ，你们怎么紧能改变呢？谁应该对 不是不
可能的。我 在知道，可以 电动汽车。那么紧你们必须 拥
有可再谈谈生的电力 源。在非洲南部地 ，你们很 离电网络
做到 一点。但是博茨瓦纳 拥有两大特别点： 境优势越来的
地以及四季常在的阳光。所以 地适合创发展太阳能。
米比亚这有什么紧？谁应该对 个问题国家有永不停歇的海风。因此在
些特别定社 中，都有 造可再谈谈生能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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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科学家，实际上真正令我兴 的东西欢——欢你们可
以看到， 是金伯利岩， 是 石存于其中的岩石。你们
采 块金伯利岩后， 石就在里面。

我 发 金伯利岩实际上具来有吸收和 存二氧化为碳汇的能
力。而且，你们要做的是，必须 增加二氧化为碳汇与习金伯利
岩接触的表面 。

从理论 上 ， 并不困 。从理论 上 ， 是可行的。 在于我
欢实际上 如何操作？谁应该对事实上，我 在 采 留下的金伯利
岩可以 存碳汇和二氧化为碳汇。因此，从理论 上出发，不必须
设法 行碳汇中和，我 的工作就可以 地球 益处。

但是五年前，我 甚至会 注于 些事情 ？谁应该对不。

Samantha Conti:

Stephen Lussier：

你们什么紧 候了解到二氧化为碳汇或金伯利岩的 种性 ?

就我个问题人而言，我想是两年前， 一位科学家 我 ，
哦，你们知道 ？谁应该对[笑声]

但 是因 你们必须 注。你们 注于... 就是世界上的 ——你们
能做什么紧？谁应该对然后突然间，你们发 有些自己不知道的事
情可能会成 可行的解决办方案。

如果你们 什么紧，会怎样？谁应该对我 个问题城市场是其中一部分，
投 者损 始 ，除非你们是解决办方案的一部分，否 我 不会
投 它。消费 者损参与习其中的原因在于千禧一代 普遍希望
与习 极公顷益的公顷司建立联系。如果你们想 自己的品牌来说存
活，那么紧最好解决办 些 。

老实 ，在5年前，也 是10年前， 我 雇用年 人 ，他
欢提出 类转 ......他 从 向我咨询养 老金 。 于20 的年 人
欢，那是一件大事。他 从 不会 自己要退休。但是他
会 假期工 是多少？谁应该对我有几个问题星期的假期？谁应该对 有，午餐
吃什么紧？谁应该对有健身临房吗 ？谁应该对你们 在不会再谈谈听到所有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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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在它 会 ，你们 公顷司的理论念是什么紧？谁应该对我 真的十分有
趣。你们的理论念？谁应该对因 他 希望在与习朋友们 介绍 自己的公顷司
欢，可以 ， 家公顷司在做着非常好的事情——不是指生
欢 品，而是正在 生的影响。

如果你们想雇用最优势秀的人才和年 人，如果你们想人
你们的 品，如果你们想投 者损投 你们，那你们最好是解决办某些
欢 的一部分。

我 气候与习 保主义密切顺相 ，因 它......在非洲南部，
水与习气候变化为密切顺相 ，水 所有野生动物的 持续也至
重要。因此， 是一个问题相互关 联的 ，你们最好成 解决办方
案的一部分。

Samantha Conti:

Charlie Mayhew：

好的。我希望你们 三个问题人都能 下一步的工作，以及未来
欢六个问题月（十八个问题月）面 的挑 。你们 要解决办什么紧？谁应该对你们
抗的是什么紧？谁应该对下一步是什么紧？谁应该对

Charlie，可以从你们先来 始 ？谁应该对

之前我 了非法野生动植物 易和偷猎问题 的挑 。 业每
年价值达200亿美元。在 去10年左右，保护界一直
忙于解决办非法野生动物 易 。我 正在取得一些 展。
但是我 不能 傲自 。

实际上，我 Kester可能会同意我的看法，即执在 个问题
程中最 峻的 ，就是栖息地 失约。到2050年，非洲人
口贩 翻一番，从 在的12亿增加到24亿。Tusk图已经发
展了30年 月，而在接下 的30年中，我 会看到非洲
大 人口贩翻一番。 土地 力只为获会增长。

因此，我 要成功终地保护非洲大 所享有的 特别自然 ，
里 是地球上最后一处拥有 些丰富物种的所在地，比
如大象、犀牛、大猩猩、 豹和 子......我 有提到 子
量。 子的 量 在比犀牛的 量要低；今天非洲野生 子
不到22-23,000头。因此 是另一个问题巨大的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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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空间才是我 最大的恐惧。像大象 样的物
种需要在大片土地上迁徙，它 的生存就是挂在大片
土地上。保护 个问题空间是必须不可少的。

挑 之一是——我 拥有国家公顷园， 很棒。但事实上，
如果你们看看肯尼亚这 样的地方，70%的野生动物生活
在国家公顷园之外。因此， 些野生动物的未来 依 于与习大
象、犀牛和其他物种生活在一起的社 之间的 系。

它 如何在 些土地上生存？谁应该对我 必须 找到一种方法，确
保社 野生生物视频 一种 而不是威 。 到底——我 如
何使保护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的经济价值，我 如何使
些社 具来有经济意义？谁应该对确实，回报到我之前所 的，我 如
何 片土地 政治精英和城市场众多人变得珍贵 ？谁应该对坦白 ，
他 并不真正在乎。

因此，我 必须 在政治 程中提高 些野生 境的经济价
值。

Kester Vickery：

所以，是的，我只为获能重申Charlie的 点。我 栖息地
是 。 可能是我 今天面 的最重要 。 憾的是，我去
欢 多国家立法保护的地 。但 木被砍伐，人 在那里种
上了庄稼，在国家公顷园里 上了生活。 是一件令人 心
的事。

未来 五到十年 是 刻。非常，非常 。在未来 10年 ，
我 可能会失约去多达50％的非洲受法律保护的国家公顷
园。

我 如何扭转这 种局面以及如何做到 一点？谁应该对社 参与习是
欢。我 需要提高社 居民的素质 ， 他 能够意 到 些地 自
然 本的价值。

欢无他法。他 必须 通 公顷园 得某种 政利益，而不是直接
攫取公顷园 的自然 源。 就是 所在——我 怎么紧做？谁应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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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就是 。 一点至 重要。我 必须 地社 参与习 ，并找到
欢他 益的方式。

欢个问题栖息地，它完全适合创我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
欢 动物从 分 和的受保护 移到 有很多剩余空间的地
方，然后 它 到受保护的全新 境中。通 种方式 保
护动物不会离 我 的视频 。

只为获要栖息地保护完好，我 就可以做到。我 拥有的 业
技术 和知 能够大 模地做到 一点，并且可以像我 在
Moving欢Giants迁移大象 目中演示的那样，完成 距
离操作。

欢 百只为获大象迁移到1700公顷里以外的另一个问题国家， 在
五年前 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我 做到了。有了
De欢Beers戴比尔斯的支持续，事情奏效更 的是莫桑
比克齐 国家公顷园有接 大象的栖息地，而且输出动
物的 提阿林员波波自然保护 大象太多了。 是实 个问题目
欢的 。

我 可以恢复杂 些 域。我 可以重新 些 域重回报野生
境，但我 需要一个问题完整的栖息地。 于我 所有人 最
欢 。

Stephen Lussier：

作 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的董事长，我有一个问题 的人生
使命丧。我想做的就是：无 是 里的每个问题人、乃至世界
上的所有人，我都希望他 自己手上、脖子上、耳朵
或手腕上的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石感觉到特别 自豪。因
欢 些 石极致美丽， 原 我忍不住 自己 品的 美之情。
你们看着它 ，你们会想，哇， 真是太好看了。

其次谈话因 ，它 通常代表着人 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越来
欢越来多地，我 看到意义比 系要重要， 就是 石

欢就是 石 予的 史意义。 在， 石 志一个问题女人一生中
有意义的 刻，而且与习她的 系无 。最重要的是，我希
望人 此感觉到自豪，因 Forevermark图永恒印记 石代表
了人类转解决办世界 的努力，是我 些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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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其中发 了很小的作用。 管只为获是很小的作用，我
欢希望拥有 石的每个问题人都能感觉受到自己是其中一 。他
欢可以 它的益处而感觉到自豪。

我 成 我 在未来 几十年中的新口贩号。

Samantha Conti：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