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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8年年会

星期五，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8年年会
继续召开。上午同时举行了8场主题与环境和发展相关的
开放论坛。下午举行了正式的开幕式和全会，参会者听
取了高级别发言，审议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8年关注问题报告》以及委员会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
议草案。

开放论坛 

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论坛由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索尔海姆主持。
李干杰介绍了过去五年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

效，指出该倡议为经济繁荣和绿色发展作出了贡献。
索尔海姆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总干事李勇

宣布将于2019年5月启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聚焦资金、标准以及环境问题。

关于“一带一路”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协同效
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主任史育龙建议应统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绿色“一带一
路”，发展绿色伙伴关系，并建立绿色发展基金。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办公室主任卡布拉基强调了“
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会，如建立新的
保护区。 

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指出不应以环境为代
价来发展经济。

南非环境部秘书长恩科巴鼓励使用已有的环境工具来理
解环境风险。 

中亚区域环境中心执行主任阿卜杜拉维强调政策措施、
提高标准和绿色就业的重要性。

关于“一带一路”和绿色金融，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斯蒂
尔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低碳技术领域能力建设。 

绿色气候基金对外合作局主任奥云建议应使绿色“一带
一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各国的国家自主贡
献协调一致。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贝德凯呼吁加强绿色投
资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指出不应过
高估计“一带一路”的环境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中国生态环境部国
际合作司司长郭敬鼓励各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
转让。 

世界资源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强调公民社会参与发展
项目计划的意义。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天义指出公私合营模
式（PPP）能够产生绿色效益。 

以色列环境保护部副司长科恩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下
将采用可持续发展指标、建立认证系统和绿色发展创新中
心。 

国合会执行副主席 李干杰，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执行副主席  
索尔海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CCICED

绿色气候基金对外合作局主任 奥云        ©CCI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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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张建宇指出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未
来工作应基于数据和科学证据。

讨论的主题聚焦与绿色投资、低碳措施和绿色电气化。
参会者同意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代表向国合会2019年

年会汇报论坛的成果。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
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部长麦肯娜肯定了中国国家公

园系统建立过程中的国际合作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中的重要角色。

国合会秘书长、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了强
化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
2030年)机制建设、保护基因资源和落实《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以及相关议定书方面的工作。 

关于建立新的合作倡议以促进多相关方参与的全球合
作，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和倡导主任李琳介绍了关于
自然的“政治动员”战略，包括建立自然倡导者联盟；强健
的2020年后框架；以及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
次缔约方大会期间邀请国家元首。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石井菜穗子指出，相比于气
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行星边界“处在更加警戒的区域”，
并呼吁为工商界制定一个基于科学的目标，强调保护生物
多样性是必须的、可能的和值得的；以及多利益相关方联
盟。

注意到论坛的年度《全球风险报告》识别了很多特别紧
迫的环境危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负责人
沃格雷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关于保护自然的多利益相关方行
动议程。

关于如何制定一个可操作、可实现的2020年后生物多样
性保护框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概述了
近期关于保护“半个地球”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成果。
他介绍了一种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目标的以利益相关
方为中心的实施机制。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安德森强调，需要制定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终极目标”，类似于1.5℃~2℃气候变化变化，并指出
爱知目标需要与健康、和平、性别、土著人参与和土地权
利建立联系。

中国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介绍了中
国的“生态保护红线”（ECR）制度，该制度旨在保护重要
物种栖息地、生态敏感和脆弱区以及重要生态功能区。 

在讨论中，参会者还强调需要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
迫性，扩大参与，投资以营造有利条件，采用全政府模式
并且确保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相一致。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创新（YREB）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格罗夫呼吁各方开展跨部门合作，

并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为“长江经济带”提供的20亿美元投
资。 

中国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提出了制定综合管理计划的
政策建议，将可持续生计发展与生态补偿机制和可持续金
融机制结合了起来。 

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梁小萍概述了亚洲开发银行“
长江经济带”投资的基本考虑，并强调需实现“平衡的”发
展，以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关于长江保护立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程立峰指出目前长江沿岸的5万个水电站之间协调不足。

大自然保护协会首席执行官特瑟克分享了大自然保护协
会在流域管理方面的国际经验，并强调与不同的利益相关
方建立创新的合作关系十分重要。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魏仲加呼吁各方采取提高气
候复原力的总和措施以应对低水位等挑战。 

经合组织原水项目负责人Brendan列举了水治理领域的
成功项目案例。

关于绿色发展政策创新，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费翰思介
绍了中国部分地区的竹子种植项目，这些项目为当地社区
带来的盈利和就业机会。

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张庆丰介绍了该行与中国在长江流
域开展的联合项目。 

中国工业节能和清洁生产协会会长王小康强调第一步需
要明确水体污染的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庞晓鹏介绍了在项目设计、实施和评
估中引入性别要素的方法。 

在讨论中，参会者也认为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进程中考
虑性别问题十分重要。 

国合会副主席 施泰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CCICED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 石井菜穗子      ©CCI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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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 
本论坛由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

振华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主持，并且是在中国
气候治理角色由“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的背景下召开。
讨论聚焦于创新低碳发展路径，如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目
标的新模式，气候治理机制创新。参会者强调了以下内
容：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落实《巴黎协定》第
六条（市场和非市场手段）；以及将气候行动与减贫、可
负担的能源等目标结合起来。注意到最近的选举结果，一
个巴西非政府组织代表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确保巴西
不会在决定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
方大会之前退出《巴黎协定》。

海洋环境治理
本论坛由国合会副主席、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挪

威特使赫尔格森，以及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
长苏纪兰主持。讨论聚焦于海洋环境治理系统创新。参会
者讨论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挑战，海洋陆源污染及
影响，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的解决方案和行动。

创新引领绿色城镇化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以及国合会委员、美国乔治

城大学校长德吉奥亚主持本论坛。到2050年，全球城镇人
口预计将达到25亿，世界各国面临实现可持续城市发展的
挑战。讨论围绕关于可持续城镇化挑战的两大主题进行：
创新的挑战和路径，以及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美丽中国2035
本论坛由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以及国合会

特邀顾问、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胡保林
主持。 讨论聚焦于中国到2035年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
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参会者讨论了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
和指标以及机构改革和政策制定所需的创新。 

绿色消费与绿色转型
香港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以及沃尔玛基金会主席麦克

劳克林主持本论坛。讨论聚焦于“非理性”消费结构和模式
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参会者讨论了绿色消费在的绿色
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战略地位，以及相关的战略、优先领
域以及促进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工具。 

开幕式
年会的正式开幕式由国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环境

部部长李干杰主持。
国合会执行副主席麦肯娜对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取得进

展表示赞赏，并指出在应对环境挑战问题上，世界需要中
国的“勇士精神”。 

麦肯娜对即将离任的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在支持中
国环境领导力方面的工作表示感谢，并宣布国际可持续问
题研究院院长魏仲加将成为汉森的继任者。 

国合会主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发言中强调了中
国在环保领域取得进展，指出水质和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力
提升，森林覆盖面积也有所扩大。他指出中国为实现生态
文明，采取了严格环境执法、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有
效的国家规划、与工业界合作以及生态系统保护等措施。
韩正强调中国“将推动治理能力和政府能力的改革、创新和
现代化”以应对环境挑战，并重申中国支持国合会继续发挥
环境合作平台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格罗夫，下任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 魏仲加，国际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CCICED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8年年会正式开幕式讲台                         ©CCI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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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 
麦肯娜宣布会议开始，随后李干杰部长对参加“第一次

由生态环境部主办的国合会年会”的来宾表示欢迎。他介绍
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生态文明哲学理念，既回答了理论问
题，也解决了实践问题，如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
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他强调政府部门已经制定了环境保护
的“战役、路线图和时间表”，包括大气污染、柴油机载重
车排放、城市污水处理。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讲话中介绍了中国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实现脱贫目标的相关工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对中国在实现经济
繁荣、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的“三赢”表示赞赏。 

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周生贤指
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转型阶段。 

施泰纳强调尽管地缘政治局势并不稳定，各方仍应坚持
保护环境的承诺。

赫尔格森评价了国合会在促进世界环境治理方面的有益
角色。

IVL瑞典环境研究所、瑞典前副首相兼环境大臣罗姆松
敦促各方重新思考“创新”的定义，并指出了瑞典的一些创
新措施，如碳税、工业合作伙伴以及建材替代品的相关进
展。

关注问题报告
国合会外方首席专家汉森介绍了国合会《2018年关注问

题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创新与生态文明——中国与世界

的‘绿色新时代’”。汉森指出冲击的本质可以是相互的、环

境的、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为此报告着力处理这些“缓冲

区”，以确保中国继续推进可持续发展。他指出报告的结论

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中国将会继续致力于在促进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领路者的作用。

麦肯娜对汉森表示感谢，同时李干杰向汉森颁发了纪念

牌以感谢他为国合会和中国做出的贡献。

政策建议草案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介绍了国合会准备的政策建

议草案，政策建议草案主要针对如何在克服全球性冲击的

同时创造绿色发展机遇。主要的建议包括：

• 提升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

• 加强中国在国家和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角色；

• 通过制定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加强领导力；

• “一带一路”绿色化；

• 加强“长江经济带”改革

在随后的讨论中，很多参会者对建议草案表示欢迎，并

指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强化建议：

• 制定更有雄心的生物多样性目标；

• 应对全球渔业挑战； 

• 突出中国的“海绵城市”概念以应对城市水问题；以及

• 采用更能吸引工商界的语言。

在闭幕式上，国合会副主席解振华指出应着重强调技术

创新，刘世锦也表示十分赞同。国合会外方首席专家汉森

建议未来可以就贸易和投资开展特别政策研究，并邀请各

方在本日会议结束之前继续就政策建议草案提出建议。刘

世锦还邀请各方就未来研究主题提出建议。

全会一景                                                                                                                                                                                         ©CCICED

汉森，即将离任的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            ©CCIC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