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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会议暨年度专题伙伴关系协调会在深圳召开 
“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研究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绿色丝路新闻

习近平会见出席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加强创新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李克强出席第22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地区互联互通倡议深入对接

“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暨国合会2019年圆桌会议在深圳举行
2019湖南“一带一路”绿色博览会暨绿色产业发展论坛在长沙举行

“一带一路”绿色规则标准互联互通国际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办
中英金融机构共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

专题工作进展

绿色金融与投资、南南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交通、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绿色转型专题伙伴关系工作进展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会议
暨年度专题伙伴关系协调会在深圳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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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
表。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迅猛发展。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创新成果应惠及全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埃及旅游部部长马沙特、日本前外相川口顺子、瑞士信贷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
谭天忠等外方代表先后发言。他们高度评价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重要
贡献，并指出各方应加强各领域创新合作。大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愿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新华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019年11月4日上午在泰国曼谷出席第22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
导人会议。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中方支持发表《互联互通再联通倡议的声明》，做好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与地区互联互通倡议深入对接，在共建经济走廊、发展经贸产业园区、加快市场规则及标准
“软联通”等方面加强合作。与会领导人积极评价10+3合作一年来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
的成果。欢迎10+3互联互通再联通声明，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会议通过了《东盟与中日韩领导
人关于互联互通再联通倡议的声明》。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新华网）



2019年12月3日，“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暨国合会2019年圆桌会议在深圳开幕。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对
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区人民政府主办，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承
办，深圳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协办。来自中国、东盟、南亚、非洲等国家及区域150余名代表与会。生态环境部
副部长赵英民，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国合会副主席、“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
会主任委员埃里克·索尔海姆，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国合会外方首席顾
问魏仲加出席开幕式。

赵英民表示，绿色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带
来创新发展方案。希望通过国合会和联盟平台，推动绿色创新的实践运用和试点示范。

开幕式上，正式发布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APP，举行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
中心（深圳）合作项目系列签约活动，正式成立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合作联合体。

（来源：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2019年12月6日，2019湖南“一带一路”绿色博览会暨绿色产业发展论坛在长沙开幕。会议以“绿色发
展，引领健康生活”为主题，旨在打造一个国际化的绿色发展交流、展示、合作平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前
副总理宋沙瓦·凌沙瓦、国家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报翔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宋沙瓦·凌沙瓦在致辞中表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产业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每个国家发展
的内在诉求。他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建立可持续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完善交流合作机制，拓宽
双边贸易合作，取得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庄国泰表示，中国愿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分享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经验，加强技术创新合作，促进绿
色互联互通。

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学者、相关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负责人，国外商协会代表、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客
商代表等共计400多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绿色产业发展论坛，中外官员、专家学者、行业商协
会代表及企业高层，围绕绿色产业发展相关话题进行交流与讨论。

（来源：凤凰网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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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APP二维码（中）



2019年12月9日，“一带一路”绿色规则标准互联互通国际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议围绕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的政策理念、投融资标准和能力建设等议题进行探讨，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永红等嘉宾做开幕
致辞。

研讨会由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世界银行集团共同主办，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协办。来自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湖南省人民政府等政府机构代表，世
界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代表，巴基斯坦、意大利、德国、埃及、
肯尼亚等国共30余名代表参加研讨会。

（来源：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2019年中英绿色金融会议于12月12日在伦敦召开，来自中英两国绿色金融领域的专家和投资者共同探讨如
何促进“一带一路”绿色投资。

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负责国际气候基金的官员莱拉·普拉金在会上表示，有效引导项目与投资符合
绿色标准，这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尤为重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投资主管克雷格·戴维斯指出，基础设施
投资要注重可持续性，确保这些项目能够更长期运营，“一带一路”项目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
则》，从战略、运营和创新等层面制定原则性倡议，供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
础上采纳和实施。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人民网）

“一带一路”绿色规则标准互联互通国际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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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简称联盟）咨询委员会会议暨年度专题伙伴关
系协调会在深圳召开。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
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出席会议并致辞。联盟咨询委员会部分委员、专题伙伴关系召集
机构、联盟合作伙伴代表等6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联盟秘书处及10个专题伙伴关系2019年工作
进展和2020年工作计划，围绕联盟及专题伙伴关系未来工作进行了交流讨论，重点听取了联盟咨询委
员会委员和合作伙伴的建议。

与会代表充分肯定联盟自启动以来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建议要进一步加强秘书处统筹协调能
力，做好工作谋划和长远规划；建议专题伙伴关系之间加强协同，更好地形成合力。

联盟动态



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共识，联盟的成立凝聚了国际社会对
“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发展的共同诉求。联盟自成立以来，坚持开放、包容、自愿的合
作原则，创新合作模式、机制与理念，在合作伙伴的大力推动及支持下，在完善框架、
加强能力建设、扩大影响力、开展务实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对于未来进一步推
动联盟发展，建议：一是探索更加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更好地凝聚委员与合作伙伴的
智慧。二是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更好地服务联盟委员，保障联盟高效运转。三是继续
推进绿色项目试点，结合示范项目或示范国家，更好地鼓励和吸引各方积极参与，推动
共建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赵英民

目前，已经进入“一带一路2.0”时代，应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加强自然、
生态、环保领域的建设。建议尽快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框架和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对接，更好地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要强调联盟服务于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双重目的。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
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将生态文明理念带至更多
国家，促进各国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开展合作，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特邀顾问、原院长    汉森

当前世界资源环境保护面临巨大压力，需要加快合作进度。首先，应探索建立更多的
合作伙伴关系，邀请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包括一些欧洲感兴趣的国家加入联
盟。其次，要推动合作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迈进，鼓励银行业与私营企业的积极参
与，宣传和推广中国的绿色技术。第三，要抓住2020年各类重要国际场合和机遇，为
其他共建国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绿色方案。

——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    索尔海姆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倡导合作的多边倡议，“共商、共建、共享”，我们相信它的
生命力。联盟在未来应该尽快发展更多的合作伙伴，邀请更多的共建国家和对“一带一
路”感兴趣的国家加入联盟，更多地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特别要围绕2020年的重点
活动，规划好联盟的工作。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郭敬

中交建一直致力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港珠澳大桥、蒙内铁路等项目建设均体现了生态
环保理念。建议企业将绿色发展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对绿色化程度不够的项目实行
“一票否决”。在企业内部建立完整的绿色标准体系，设计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制度，
从制度上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其次，要发动广大消费者和民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例如
完善价格激励制度，鼓励和倡导绿色消费行为，从而推动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模式。

——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文岗

2019年，联盟在政策交流与对话、专题伙伴关系活动、政策研究与示范、能力建设、
对外宣传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联盟应继续着力提升影响力、行动力和创新
力，设计并实施好2020年绿色发展政策对话会、COP15相关边会、新加坡可持续发
展周联盟圆桌会等重要活动，推动联盟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贡献更多智慧。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    周国梅

应对未来全球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所有国家携手
合作。新加坡与中国都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致力于建设开放、包容的合作伙伴关
系。“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和人口众多，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新
加坡非常愿意支持联盟在2020年7月可持续发展周期间举办圆桌会等重要活动，贡献
新加坡在无废城市、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领域的经验，并希望能在未来与联盟探讨
更多合作可能。

——联盟联合主席马善高代表、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国际司司长    哈斯理



联盟可以作为回应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关关切的重要平台。建议与企业、投
资者建立对话机制，提高中国企业的参与度，尤其是私营企业、大型基础设施和能源相
关方，探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解决方案。利用好“交通灯”项目，建立内
部环境风险预警机制，规避项目潜在的负面环境社会影响。最后，要加强专题伙伴关系
之间的联系，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召集机构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合作伙伴的资源
和能力，务实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联盟联合主席兰博蒂尼代表、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秘书处全球发展总监    朴尚德

联盟是能够展示多边主义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的重要机会，为加强各国合作、推动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渠道。要重视“交通灯”项目的重要意
义，利用COP15的重大历史机遇，探索在共建国家开展交通灯试点项目的可能，展示雄
心勃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与大范围空间规划的平衡。其次，建议参考气候变化融资
机制，考虑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机制的创新。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外方首席顾问    魏仲加

美国环保协会积极参与联盟有关活动，努力推动气候变化、法律法规、碳市场、海洋
生态文明等领域合作。就联盟工作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十个专题伙伴关系之间有着
密切的联系，应加强各专题伙伴关系之间的协同增效，同时发挥好秘书处的协调作
用。第二，要提高联盟的宣传能力，密切跟踪并快速回应国际资源环境领域热点问
题，在重要国际场合积极发声。

——咨询委员会国际联络人、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    张建宇

该专题伙伴关系 2019 年的主要工作进展包括：搭建“一带一路”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交流平台；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重大问题研究；打造更开放和更广泛的合作
伙伴关系。六家召集机构分别结合自身工作优势，开展了丰富的活动和研究，包括举办企业
与生物多样性研讨会、举办中国 - 东盟生态评估系统管理研讨会、在巴基斯坦举办亚洲区域
自然保护论坛、推动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链建设工作、开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重点生物多
样性区域和保护策略研究等。

下一阶段，该专题将围绕生物多样性公约后 2020 年保护框架开展政策研究，深化政策
对话，积极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提高专题内部
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能力。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该专题伙伴关系在 2019 年重点推进湖州“生态 + 电力”示范城市的建设，并筛选潜在
的示范项目，构建以电为主、多能耦合、清洁高效的现代城市能源体系，为国内外其他城市
的生态 + 电力建设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绿色能源和能源效率

该专题伙伴关系设计开发了可持续资产评估工具（Sustainable Asset Valuation，SAVi），
在斯里兰卡开展应用评估并发布了相应报告。2019 年 8 月、9 月、11 月多次举行绿色投资
相关会议并拓展合作伙伴关系。计划通过促进中国及其他国家绿色金融与投资，建立绿色投
资相关工具与标准，开展绿色金融和投资相关培训，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低碳经济发
展与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与投资

该专题伙伴关系将绿色可持续城市合作论坛作为年会，并建立规划院、深圳中心与世界
资源研究所三方联络人碰头会沟通机制。自2019年4月以来召开五次联络人碰头会，开展“一
带一路”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研讨、“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国际研讨会等，发布专题伙伴关
系合作框架文件，并积极加强对外宣传交流与能力建设。计划在 2020 年举办城市论坛“一
带一路”城市会议、绿色可持续城市论坛及深桂双城合作论坛。

环境质量改善和绿色城市

该专题伙伴关系围绕南南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环境治理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开展政策研究、案例分析和能力建设。未来将加强与其他伙伴关系的协作，在可持续
发展论坛等重要活动期间开展对话，分享南南合作案例并探索开展示范项目，形成多方合力。

南南环境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该专题伙伴关系自建立以来，积极吸引会员企业广泛参与，开展以无废城市为主的项目
研究，将基于环保、生态理念的 PPP 合作模式推广到绿色“一带一路”。该专题在 2019 年
达沃斯论坛期间推出 50 升家庭节水项目并计划在雄安落地；积极开展绿色 PPP 研究与推广，
计划组建“一带一路”绿色 PPP 研究与推广中心；依托中国光大绿色技术创新研究院和无
废技术研究院开展研究，与绿色“一带一路”深入融合。

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



该专题伙伴关系在 2019 年 5 月世界交通大会期间举办了相关活动，在 2019 年下半年
开展实地调查，召开专题伙伴关系讨论会并发布《可持续交通工作汇报》《可持续交通专题
伙伴关系工作机制》等文件。计划于 2020 年 5 月联合国第二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期间举
办研讨会，扩大专题宣传，加强合作伙伴联络。

可持续交通

该专题伙伴关系旨在把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的理念纳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围绕这
个目标，该伙伴关系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沟通对话交流，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和绿
色转型方面的合作，开展研究和能力建设。2019 年，该专题在 9 月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开
展边会，在 12 月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OP25 期间举办相关活动；围绕碳定价、
国家自主贡献、绿色转型投资需求等开展研究。2020 年，将继续围绕政策对话、合作研究
和能力建设三个方向开展工作。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绿色转型

2019 年，该专题伙伴关系召集机构结合各自工作，开展了法律法规标准对比分析、环
境监管执法研讨和相关能力建设活动，推广中国经验，讲好中国环境执法故事。2020 年，
专题将继续基于自身优势，开展合作，加强能力建设和专题研究，并积极参与联盟“交通灯”
项目。

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

该专题伙伴关系的优先领域包括：推进区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加强海洋领域减缓和应对
气候变化合作、促进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管理与利用、促进海洋领域
高层对话。2020 年，专题将聚焦渔业领域课题研究，同时计划依托 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联合国海洋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举办边会，扩大伙伴关系影响力。

会议资料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teCpOwMZj1aZTehexEVIA，提取码：1o75

海洋命运共同体和海洋环境治理



“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研究项目启动会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生态环境部国
际合作司司长郭敬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部、挪
威驻华使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环
保协会、美国环保协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等国内外相关机构代表 4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正式启动了“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交通灯机制）联合研究。交通灯机制研究拟从生态
环境风险预防的角度，探索编制“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项目的分级指南，为利益相关方决策提供绿色指引。

郭敬认为该项目的实施应该着力解决三个关注点。一是如何评估“一带一路”项目的生态环境风险；
二是如何从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角度，确定“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优先顺序；三是能否筛选出具体的项
目领域。

索尔海姆对项目实施有五条建议。一是项目应采取积极正面的视角，从保障经济增长的角度来推动项
目的绿色化；二是应借鉴全球最佳实践和最佳标准；三是根植于中国，吸引中国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四是
产出应简单明了，提高使用效率；五是应该涵盖主要环境问题，包括污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该研究项目对于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十分必要，表示愿意积极参与，贡献智慧
和经验。

联盟动态联盟动态联盟动态



专题工作进展

绿色金融与投资专题伙伴关系国际召集机构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使用可持续资产评估
工具（Sustainable Asset Valuation，SAVi）对斯里兰卡相关项目进行了评估，并发布了相关报告。该
评估对斯里兰卡科伦坡西南贝拉湖的不同生态修复投资方案的经济价值进行了量化。报告介绍了对恢
复方案有效性的审查结果以及综合的成本效益分析。该分析包括评估水质对财产价值的影响，以及因
湖泊的功能性恢复而增加的休闲价值的评估。

下一步，IISD 将使用 SAVi 对南非的能源和采矿项目进行评估。评估将包括对各种能源技术的比较，
并针对为减轻该地区采矿活动影响而采取的干预措施，评测其影响和财务可行性。

IISD 还开发并上线了面对公众的 SAVi 模拟演示，以简述 SAVi 的主要功能。该模拟显示了不同的
项目成本，外部性和风险如何影响项目的财务绩效。该演示的数据来源于一些正在进行的和最近完成
的基础设施项目。

（绿色金融与投资专题伙伴关系  供稿）

2019 年 11 月 28 日，作为绿色金融与投资
专题伙伴关系支持的活动，第二届中法绿色金融
联席会议以及“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新成员
的签署仪式在法国巴黎举办。会议由中国金融学
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和巴黎欧洲金
融市场协会 Finance for Tomorrow（F4T）主办。
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商业银行，
摩 洛 哥 非 洲 外 贸 银 行（BMCE）和 数 据 供 应 商
Refinitive 公司参加了 GIP 签署仪式，并成为正式
会员或支持机构。截至目前，GIP 正式成员增加
至 35 家，支持机构增加至 10 家。

（绿色金融与投资专题伙伴关系  供稿）



2019 年 12 月 10-12 日，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生态环境标准
培训。活动旨在宣传中国生态环境标准管理体系建设成果，促进生态环保领域政策沟通，推动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孟加拉、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
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共 15 名代表参加本次培训。

为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支持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
心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在广东举办了“一
带一路”固体废物管理和资源循环利用能力建
设活动。来自广东省和深圳市生态环境管理部
门，固体废物管理与资源循环利用领域相关协
会，以及来自韩国、文莱、柬埔寨、老挝、新
加坡和泰国环境管理部门，中外有关工业园区、
企业和科研单位的代表 1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韩国、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
坡和泰国的代表介绍了在固体废物管理方面的
政策实践和面临的挑战，中方代表分享了中国
固体废物管理和再生金属循环利用相关政策法
规动向、产业发展趋势、技术创新成果及国际
合作前景，各方共同探讨了潜在的合作机会和
合作方式。活动期间，与会代表还参加同期举
办的“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开幕式，并现
场考察广东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塑料再生和
金属再生企业。

作为“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系列活动之一，
此次活动促进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在资源循环利用领域的政策沟通，交流了各国
固体废物管理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分享了开展
相关领域技术与产业合作需求，为中国和“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环境管理部门、产业部门和
企业搭建了交流对话的平台，为促进“一带一路”
绿色产业合作、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能力提供有
效支撑。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供稿）



培训邀请了来自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等单位的专家授课。
会议系统介绍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中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发展历程、中国生态环境标准体系
构架等，还以现场教学的方式进行了培训，组织学员赴北京京禹顺环保公司（顺义区污水处理厂）、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考察，学习中国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相关经验及实践。此外，
来自 10 个国家的学员还分享了本国生态环境标准基本情况。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供稿）

2019 年 11 月 13 日，作为联盟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专题伙伴关系下活动，雄安可持续发
展项目（LEEP）第二次国际研讨会在雄安新区召开。40 余位来自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雄安新区规划
建设局、雄安集团、雄安集团城市发展公司、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雄安集团基础建设公司等机构
的代表，以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与中
石化绿源公司、国电投、BP中国、宝洁、苏伊士、凯谛思、贝克麦坚时等中外企业代表出席会议，就能源、水、
金融三个板块助力雄安可持续发展进行汇报和讨论。

雄安可持续发展项目主要包括 50 升家庭节水项目、低碳供能项目、可持续金融模式三个部分，旨
在示范可持续家庭水消费、城市零碳供能等创新技术，促进绿色创新技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落地。

（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专题伙伴关系  供稿）

2019 年 11 月 16 日，第四届中国 PPP 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聚焦“绿色 PPP 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旨在推动 PPP 模式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绿色发展领域的应用，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光大国际总裁、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主任王天义教授应邀出席并
做主题演讲。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
与贸易司司长 Geoffrey Hamilton，近 400 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专题伙伴关系  供稿）



2019 年 12 月 4 日，由“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可持续交通专题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国际交
通联盟可持续交通委员会共同组织的“智慧城市 · 绿色出行高端论坛暨粤港澳青年科学家交通论坛”在
广东省深圳市召开。论坛以“自动化、电动化、共享化，建设安全、高效的绿色交通生态”为主题，旨在进一
步推动绿色出行，促进各方合作交流，共同推进绿色和智能交通发展。论坛进行了 8 场学术报告。交通运
输部、生态环境部、中国公路学会、香港公路学会、广东省公路学会、澳门智慧城市联盟、深圳市交通运输
局和相关单位的特邀嘉宾和领导参加了会议。本次论坛作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创新大会的分论坛，为
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搭建了分享与交流的平台。

�（可持续交通专题伙伴关系  供稿）       

2019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5 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绿色转型
专题伙伴关系召集机构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协调会，进一步讨论明确 2020 年拟开展的重点工作。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绿色转型专题伙伴关系  供稿）

“智慧城市·绿色出行高端论坛暨粤港澳青年科学家交通论坛”在深召开



联系秘书处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中外合作伙伴共同
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实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推动实现《巴
黎协定》目标的需求需要各国政府部门、国
内与国际发展机构、智库、企业、社会组织
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协同合作，最大化绿色发
展的努力。

联盟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实现“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共识、合作和一致行动，将可
持续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环境与发展有关指标。支持联盟宗旨
的相关国家政府部门、国内与国际发展机构、
智库、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均可加入联盟成为
联盟合作伙伴。

更多信息，欢迎点击

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侃（秘书处）

             

             

传真：

张建宇（咨询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