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秘书处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简称“联盟”）
圆桌会于当地时间 9 月 24 日上午在美国纽约召开。本次会议于“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期间召开，以“气候
协同治理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题，围绕推动全球气候协同治理关键领域、国际发展合作倡
议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展开讨论。会议由国合会秘书处、联盟秘书处、美国环保协会、世界资源研究所、
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主办。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部分国合会委员、特邀顾问，联盟联合主席、联盟咨询委员，
以及合作伙伴的代表和专家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嘉宾分享了协同治理的经验和做法，指出要加强政策机制创新，利用好现有平台，促进各利益相关
方的合作，为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主要情况及委员、专家观点摘要如下：

本单元由国合会委员、联盟联合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尔主持，国合会副主席、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做开幕致辞，国合会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专题研究项目组组长、联盟
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韩佩东与国合会委员、联盟联合主席、世界自然基金会总
干事兰博蒂尼做引导发言。与会嘉宾就应对气候变化、空气质量改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治理的成效和举
措进行了交流与分享。

第一单元：推动全球气候
协同治理关键领域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气候协同治理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圆桌会

在美国纽约召开



中国坚持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态环境协同推进，探索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
与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协同增效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可以为世界上众
多国家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借鉴。关于未来继续加强全球气候协同治理，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统筹协
调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二是呼吁国际社会切实加强合作，
携手落实《巴黎协定》减排承诺，共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三是
积极推动创新，充分利用国合会和联盟等创新机制，为全球层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    解振华

当前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退化两大严峻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应对气候变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2020 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世界各国
应当抓住这一重大机遇，把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诺转化为具
体行动。需要制定宏伟的、可衡量的、鼓舞人心的目标，重视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保护森林、湿地及海洋资源。

——国合会委员、联盟联合主席、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    兰博蒂尼

需要促进国际合作的系统性变革来确保全球环境利益，减少生态足迹、改变
生产消费模式，实现食品和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度，形成全球气候治理合力。

——国合会特邀顾问、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    石井菜穗子

中国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十四五”规划等
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世界需要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发挥更大
的领导力。欧洲和中国未来应在绿色融资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为落实全
球可持续发展、实现更加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增添动力。

——国合会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专题研究项目组组长、联盟咨询   
委员会委员、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韩佩东 

推动全球气候协同治理需要促进基金会捐资发挥更大效用。五年来洛克菲勒
兄弟基金会在气候融资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已经基本实现化石燃料领域零投
资，并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实现了保护环境与经济收益的双赢。
目前全球已有 11 万亿美元规模的资金关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

——国合会委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    汉兹



我们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全球和区域都要整合努力。希望各国共同确
定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加强经济评估研究以及成本核算，
加强区域磋商形成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损失的综合解决方案。

——生物多样性公约不限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   阿弗尔

中国在气候减排领域取得的成就非常惊人。应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
优质平台和机遇，大力推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提高“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的参与度和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

——保护国际基金会全球总裁    莫莉丝

以色列气候变化研究政策和技术创新模型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和有益的经验，
可以借鉴。未来应通过集合政府、研究机构、私营机构的力量，共同寻求创
新性的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国合会特邀顾问、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以色列环境保护部高级副司长    
科恩

要加强与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私营部门的合作，并加强最佳实践的分享。澳
大利亚愿支持中国相关方转变观念，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澳大利亚环境大使    萨克林

区域合作十分重要。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的合作、中国与埃
塞俄比亚在荒漠化治理领域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借鉴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经
验等案例表明，南南合作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手段。

——全球绿色发展研究院总干事    瑞斯伯尔曼  

绿色“一带一路”是一个综合解决多领域问题的重要平台，可以通过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非洲能源互联网实现“电 - 矿 - 冶 -
工 - 贸”联动发展的案例，为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合作局局长    林弘宇



本单元由国合会副主席、联盟联合主席、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挪威特使赫尔格森主持，国合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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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魏仲加做引导发言。与会嘉
宾探讨了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绿色发展之路，特别是与 “一带一路”倡议等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紧密联系。

绿色“一带一路”与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理念、原
则和目标方面高度契合，可
以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应
鼓励更多私营企业加入绿色
“一带一路”合作，发挥更
大的引领作用。

联盟旗舰报告《绿色“一带
一路”年度报告》可以考虑
对区域生态环境风险和环境
改善措施与潜力进行评估，
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绿色发展
方案奠定基础。

国合会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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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多边贸易体
制受到冲击。资源循环型贸易、绿色供应链等
绿色经济转型实践可以为此提供解决方案。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    魏仲加

绿色始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美国环
保协会愿意助力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国际新
共识。希望中国继续加大亚投行等金融机构在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提高在全球气
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

——美国环保协会执行副总裁    茹冠洁

通过打造绿色“一带一路”，可以更好地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建议与南南合
作、三方合作等模式结合，提高国际机构、私
营部门的支持力度，真正为造福人类做出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联合国南南合
作办公室主任    切迪克

“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南合作都是落实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应加强对接，发挥协同效益。
建议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将其打造成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
的新典范。联盟“南南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能力建设”专题伙伴关系、绿色丝路使者计划、

“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一带一路”
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等是推动绿色“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

——国合会副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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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单元：国际发展合作倡议
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绿色“一带一路”以及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为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
可观的融资潜力。需要通过
政策创新，开发更多融资机
遇，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的双赢。

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政策、
机构和保护金融总监    杜兹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为
应对发展挑战提供创新思路
和解决方案。红树林保护、
竹碳能源利用、木材替代水
泥建材、竹纤维利用等案例
可供经验分享和借鉴。

绿色“一带一路”在海洋、绿色能源、生物多样性等领域有诸多发展机遇。对于未来全球
环境治理，一是要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质量改善、绿色投资和绿色能源等全球
气候协同治理关键领域的发展；二是要推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
效益开展研究；三是要抓住绿色“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利用好联盟这一合作平台，共同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合会副主席、联盟联合主席    赫尔格森

国合会委员、世界竹组织大使、
欧洲竹项目高级顾问、前国际竹

藤组织总干事    费翰斯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研发
了多项促进气候变化与可持
续 发 展 目 标 协 同 增 效 的 工
具。可以通过分析工具、流
程工具以及透明度工具等，
提高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鼓
励多方合作。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副院长、
政策部主任    佩尔森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为
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可创造1.5万亿美元/年的
基础设施投资市场。中国在
汽车、建材等领域有着世界
领先的标准，这对中国企业
和投资目的国而言都是很好
的绿色发展机遇。中国应加
大力度，推动“一带一路”
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绿色
低碳发展。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国际项目主任    施密特



圆桌会议招待会于当地时间 9 月 23 日晚在美国纽约召开。招待会由美国环保协会总裁柯瑞华主持，国
合会和联盟代表以及合作伙伴代表出席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的环境发展重要议题，以及国合会和联盟的
工作进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圆桌会议招待会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表明，应对气候变化不但不会遏制经济发展，
还会为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带来重要机遇，世界需要向中国学习；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落实《巴黎协定》
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机遇，联盟正在成为国际社会携手迎接这一机遇的最重要平台。
各国都应该抓住时机，秉持开放态度，携手共建美丽清洁的世界。

国合会副秘书长周国梅在会上宣读了国合
会中方执行副主席、联盟联合主席、生态环境
部部长李干杰的信。李干杰部长在信中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
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
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
合作，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共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李干
杰部长也向出席本次会议活动的嘉宾和代表表
示了欢迎，并指出，在各位代表和合作伙伴的
大力支持下，国合会在中国政府的科学决策进
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盟自成立起
至今，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取得了重要的工作
进展，切实地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贡献了力
量。希望与会嘉宾能够围绕“气候协同治理与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主题，开
展充分交流和研讨，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的生态
环境事业、为国合会和联盟的发展贡献智慧。

国合会副主席、联盟联合主席、可持续海
洋经济高级别小组挪威特使赫尔格森，国合会
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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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委员、联盟
联合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斯蒂尔，国合会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专题
研究项目组组长、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
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韩佩东分别在招待
会上致辞。



美国环保协会总裁柯瑞华主持招待会

国合会委员、联盟联合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尔

国合会副主席、联盟联合主席、可持续海洋经
济高级别小组挪威特使赫尔格森

国合会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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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合会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专题研究项目组
组长、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儿童投资基金

会首席执行官韩佩东



更多信息，欢迎点击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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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刘侃（秘书处）

             

             

传真：

张建宇（咨询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