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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致辞

    2015年对于城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联合国发布的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强调了城市将通过综合的、安全的、韧性的和可持续的手段在2015年后
的可持续化进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185个国家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
（COP21）上一致通过历史性的《巴黎协定》；协定确认了地方和区域政府在应对气
候变化过程中所担任的重要执行者角色。

    东亚区域的城市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之路。ICLEI东亚秘书处与东亚城市紧密合
作，支持地方行动，鼓励地方倡议并通过多种多样的项目和能力培训展示地方政府取
得的成绩。 

    目前，我们已与区域中的诸多政府部门和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热烈欢迎新的城市成为我
们的会员，加入我们的城市网络。我们将继续实施务实有效的项目和活动，并会启动新的倡议来满足区
域的需求。

    自2014年10月ICLEI东亚秘书处正式启动“能源安全城市-东亚项目”以来，该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到第
二阶段。在这阶段，地方政府将获取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指导，同时运用技术手段分析在未来实现100%可
再生能源目标路径的实践方法。

    2015年6月，EcoProcura©中国2015论坛在中国贵阳召开。该论坛汇集了约80名来自中、日、韩以及芬
兰和德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商界领袖以及NGO代表来分享在绿色公共采购方面的信息、知识和经验。在
该论坛上，ICLEI东亚秘书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环联合认证中
心、可持续发展联盟和环境规划署10年框架项目等机构共同发起了“绿色公共采购伙伴”项目。

    ICLEI东亚秘书处还与ICLEI美国办公室合作，共同发起了加州-中国城市气候合作项目（CCUCC）。该
项目是一个长期的中美双边的知识交流项目。项目致力于找到切实可行的途径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同时助力清洁能源经济的增长。ICLEI东亚秘书处与ICLEI美国办公室于2015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美中
气候领袖峰会的一个边会上正式启动该项目。通过加州-中国城市气候合作项目，参与城市能得到实用工
具和技术支持、专家指导和交流合作的机会。该项目将通过切实有效的行动计划和技术手段助力中美城
市二氧化碳减排的进程。

    ICLEI东亚秘书处还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合办了第一届韧性（弹性）城市中国论坛。该论坛聚焦于城
市韧性和水管理（海绵城市）并为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市政官员、水务专家和商界代表提供了一个交流城
市水务管理，促进生态韧性的知识和经验的机会。本次论坛的主题也与中国“海绵城市”的倡议相呼应。

    全球有超过半数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理所当然的是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
量。得益于东亚城市所展现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与我们会员城市和合作伙伴的共
同努力，我们可以抓住更多的机遇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朱澍

ICLEI东亚秘书处主任及ICLEI中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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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介绍
ICLEI-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简称 ICLEI）是一个拥有1000多个地方政府会员，通过地方
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网络。ICLEI的宗旨是通过地区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全球有超过20%
的城市人口受益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理念是：全球视野，地区行动。

会员 

        ICLEI在过去的25年中在全球86个国家中拥有超过1,000多
个地方城市会员。在东亚地区，我们有来自大中华区、日本、
韩国和蒙古的88个会员城市。

    贵阳市是 ICLEI最新的中国会员。贵阳市地处中国西南，
是贵州省的省会，拥有约470万人口。贵阳市是中国践行生态
文明的示范城市。在得到中国外交部和贵州省政府的官方许可
后，贵阳市于2016年1月正式加入 ICLEI城市网络成为 ICLEI-东
亚秘书处的会员城市。

ICLEI的东亚城市会员包括:

ICLEI 东亚秘书处

         ICLEI 东亚秘书处成立于2012年，是 ICLEI 最年轻的区域秘书处。东亚秘书处得到了首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目前负责协调和支持东亚区域，包括大中华区、日本、韩国和蒙古的事务。

    我们的宗旨是通过地区行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并支持城市变得更加环保、低碳、韧性。同时
帮助城市实现生态出行、生物多样、资源高效，并让社区变得更加健康、幸福，经济更加绿色，基
础设施更加智慧。

中国
韩国

日本

中华台北

中国  
贵阳市
沈阳市

中华台北
台中市
云林县
嘉义市
新竹县
新竹市
高雄市
屏东县
新北市
台南市
桃园市
台北市

日本
爱知县
广岛市
饭田市
板桥市
川崎市
北九州市
京都市
京都府
熊本市

武藏野市
名古屋市
埼玉市
札幌市
墨田区
仙台市
东京都政府 
横滨市

韩国
安山市 
安阳市
牙山市
富川市
釜山广域市
扶余郡
昌原市
清州市
青阳郡
忠清南道
大邱广域市
潭阳郡
唐津城
道峰区政府
江东区政府
江陵市
江原道

加平郡
金浦市
龟尾市 
果川市
光州广域市
京畿道
庆尚南道
鸡龙市
河东郡
横城郡
仁川广域市
仁川市南区
麟蹄郡
济州特别自治道
旌善郡
全州市
南扬州市
芦原区政府
乌山市
浦项市
平昌郡
世宗特别自治市
舒川郡
西归浦市
城北区市
城南市
首尔市

贵阳市于2015年11月在访问德国波恩期间与

ICLEI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

首尔市钟路区政府
首尔市恩平区
首尔市西大门区
始兴市
顺天市
水原市
泰安郡
义王城
蔚山广域市
原州市
荣州市
丽水市
儒城区政府

蒙古
乌兰巴托市

蒙古



组织管理
ICLEI由会员组织组成，经会员城市、地方和区域政府以及都市政府授权治理。

全球治理层

    ICLEI采用由会员城市通过世界委员会间接管理的代议制民
主制度。全球委员会每三年制定一份《战略计划书》规划未
来6年的蓝图。该委员会有权修订《章程》和选举全球执委会
（GexCom）。

    全球执委会在国际层面上代表全体会员，与国际和国际组
织交流合作。执委会由主席领导，从区域执委会（RexComs）
中选取至多六名代表或委员。目前，ICLEI在全球拥有八个区域
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在所在区域内履行担任区域代表和决策实
体的职责。

    在2015年 ICLEI 世界大会上，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先生当
选为2015-2018年度 ICLEI 世界执委会主席，同时当选的副主席
包括南非德班市James Nxumalo市长（第一副主席），墨西哥墨
西哥城Miguel Angel Mancera市长和芬兰赫尔辛基市Pekka Sauri
市长。

ICLEI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

    2015-2018年度东亚执委会于2014年12月经选举产生。2015年6月28日，执委会在中国贵阳市举
办了年会。 ICLEI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年会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会期间举行。同期， 
ICLEI-东亚秘书处还举办了“EcoProcura©中国2015 ：地方政府绿色采购国际研讨会”。

    会议期间，ICLEI东亚执委会的成员汇报了各自的活动，取得的成绩，拓展会员城市工作的进展
以及过去一年的项目发展情况。会议还讨论了 ICLEI未来的定位以及在中国发展的计划。 

ICLEI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由4位代表和1位顾问组成：

浜中裕徳教授
ICLEI日本办事处主席

无投票权的顾问委员

门川大作
日本京都市市长 

区域主席，协调低碳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事务

廉泰英
韩国水原市市长 

ICLEI 全球执行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协调交通事
务

柳炅基
韩国首尔市副市长 

区域副主席，协调区域合作事务

张海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处执行总监 

协调中国发展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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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中华台北

ICLEI前任主席 David Cadman先生于2015年在韩
国首尔市举办的ICLEI世界大会上正式移交权力
给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先生。



2015年度亮点
ICLEI世界大会2015
    每三年，ICLEI的会员城市和合作伙伴都会在 ICLEI世界大会上相聚，展示各自的行动和成绩，
启动行动倡议，并讨论未来几年的发展战略。2015年4月8日到12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 ICLEI世界大会
2015是成立25年来第二次在亚洲举办 ICLEI世界大会。共计有超过2,800名嘉宾出席本次活动，其中
包括250名城市代表。五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

《首尔宣言》

    超过100位市长，ICLEI成员，议会代表，合作伙伴和地方政
府的领导人通过了《首尔宣言》。该《宣言》明确了 ICLEI的优先
事项并提供了一个针对地区政府致力于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行
动框架。

全球市长联盟 (Compact of Mayors)

        35个城市宣布了他们加入“全球市长联盟”的意向。“全球
市长联盟”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城市领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参与 
该联盟的东亚城市有：高雄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北市、广 
岛市、北九州市、东京市、富山市、横滨市、昌原市、首尔市和 
水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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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市长在2015年ICLEI世界大会期间
相聚，展示各自通过区域行动在可持续发展
上取得的成绩。



《首尔承诺》

    首尔市市长朴元淳与首尔市的各界代表共同发布《首尔承
诺》。《承诺》表示巨型城市需要采取显著的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包括10大部分26个任务，比如到2030年，首尔市的城市温
室气体排放要相较于2005年减少40%。该承诺代表了1000万首
尔市民的声音和意向。

《ICLEI战略计划(2015-2021)》

    在得到ICLEI全球执委会批准后，《ICLEI战略计划（2015-
2021)》制定了ICLEI在10大城市议题下未来行动的重要事项。
在将全球执委会的规划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考虑之后，ICLEI韩国
会员制定了《ICLEI韩国倡议（2015-2018）》。该倡议明确列
出了各政策要点及具体的行动方案。

加强与中国地方政府与合作伙伴的合作

• 高端的致辞: 会议开幕式的致辞嘉宾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主席、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EFG）秘书长章新
胜先生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CCUD）李铁主
任。

• 城市的参与: 东莞市和贵阳市在会议分论坛上介绍了各自
在城市发展上的经验；广州市则分享了其在发展快速公交
系统（BRT）上的创新。

• 专家的洞见: 会议一部分着重于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和
生态文明的内容。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分享了他们的
洞见，这些专家包括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CCUD）主任李铁、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CSUS）生态
城市规划建设中心副主任李海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EFG）执行总监张海、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何志平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迎。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在“伙

伴合作分论坛”上分享了他在学术研究和城市合作上的经
验。国际节能环保协会（IEEPA）秘书长李军洋在“空气质

量分论坛”上介绍了他的观点。

• 合作的协议: 在本届大会上，ICLEI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CSUS）、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EFG）和广州国际
城市创新研究会（GIUI）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为了更有效地向中国合作伙伴介绍 ICLEI的工作以及与 ICLEI中
国城市的合作情况，ICLEI东亚秘书处在4月8日大会召开前举办
了一个中国专场会议。

新倡议、网络和伙伴关系

    会议期间还建立了三个重要的倡议和网络：城市食物
（CityFood）、100%可再生能源 ICLEI城市网络、全球可持续公
共采购领先城市网络。同时，ICLEI与相关合作伙伴签署了11个 
《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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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先生分享了东莞市可持续发
展的经验和他对于可持续发展动力的看法。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CCUD）主
任李铁在世界大会分享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洞
见。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席、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EFG）秘书长章新胜先生在2015年
ICLEI世界大会上与ICLEI秘书长Gino Van Begin签
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由首尔市发起，《首尔承诺》展示了城市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专场：低碳城市发展国际对话

    由 ICLEI东亚秘书处主办，ICLEI东亚秘书处主任及 ICLEI
中国代表朱澍主持的“低碳城市发展中国专场”见证了城市
代表间的交流和对话。参与的城市和省份有中国江苏省、广
州市、青岛市、镇江市，德国海德堡市，英国布里斯托市
和美国加州。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与核能安全部
（BMUB）气候政策、欧盟和国际政策主任Franzjosef  
Schaffhausen先生和中国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
蒋兆理先生分享了他们对促进地方和全球城市合作的见解。

中国馆的合作

    加速发展中国家达峰:ICLEI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
变化司国内处和落基山研究所在12月2日合办了发展中国家
碳排放达峰论坛，并在论坛上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实现温室气
体减排以及碳达峰的相关事项。该论坛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应
对气候变化司蒋兆理副司长主持。ICLEI全球秘书处副秘书长
Monika Zimmermann 女士发表了主旨演讲并参与了知识和经
验交流。

COP21气候变化大会
    ICLEI欢迎在COP21上由185个国家批准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协定》展示了
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未来温室气体减排上的决心。各国承诺未来全球变暖的升幅不会超过 
2摄氏度，并表达了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度内的意向。《协定》也肯定了地方政府作为应对气候变
化重要角色的地位。

    除了代表地方政府参与协商，ICLEI还通过诸多活动，尤其是城市和区域馆-TAP2015的活动，来
展示全球城市行动的成果。来自世界各国的超过200个城市项目在城市和区域馆-TAP2015的活动上得
到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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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CLEI组织的中国专场上，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
地方政府代表介绍了他们在实现低碳发展方面的
经验。

从左往右：中国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蒋
兆理副司长，ICLEI全球秘书处副秘书长Monika 
Zimmermann女士及 ICLEI东亚秘书处主任兼ICLEI
中国代表朱澍先生



企业日与深圳时刻

    深圳市在该环节介绍了其在低碳发展上的经验，并举办
了协议签订仪式。ICLEI东亚秘书处与深圳市发改委和深圳市
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这些伙
伴关系将关注于国际低碳清洁技术展示和交流平台构建。

    同时，ICLEI智慧城市项目主管Roman Mendle先生也参与
了12月3日的“低碳发展：城市和企业对话”的活动。ICLEI
低碳城市项目主管Maryke Van Staden女士也在12月5日的活
动上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德国弗莱堡市的二氧化碳减排监测的
信息。

第一届全球可持续公共采购领先城市网络（GLCN on SP） 
年会

        COP21期间，奥克兰、开普敦、丹佛、根特、赫尔辛
基、奥斯陆、奎松市、鹿特丹、首尔和华沙等10个城市参与
了第一届全球可持续公共采购领先城市网络（GLCN on SP）
年度峰会。该峰会是由首尔市和ICLEI共同推动的。该城市
网络致力于通过加速实施可持续采购促进全球可持续的实
现。ICLEI东亚秘书处负责首尔市和ICLEI欧洲秘书处间的联
络工作，ICLEI欧洲秘书处将成为GLCN on SP城市网络的秘书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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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乌兰巴托市代表参加COP21中的城市和区域
馆- TAP2015分论坛，右二为市长。

COP21期间，ICLEI东亚秘书处分别与深圳市发改
委和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签署了《战略合
作伙伴协议》。

COP21期间，10位来自全球可持续公共采购领先
城市网络（GLCN on SP ）的代表们参加第一次年
度峰会。

上图：右一，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先生；右二， 
德国波恩市市长Asok Sridharan先生；右三，英国
布里斯托市市长George Ferguson先生在COP21期
间的城市和地区馆-TAP2015上会谈。
 

左图：在法国巴黎市市长Anne Hidalgo的带领
下，世界各国的市长齐聚2015年12月4日的COP21
地区领袖气候峰会，表达了他们致力于应对气候
变化的雄心。



议程项目
围绕十大议程，ICLEI在地方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可持续性项目，帮助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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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公共采购
EcoProcura© 中国2015: 绿色公共采购

         EcoProcura©中国是ICLEI东亚秘书处在绿色公共采购
（GPP）方面的核心会议。继2014年首届EcoProcura© 中国
会议在北京成功举行，“EcoProcura© 中国2015：绿色公共采
购”会议于2015年6月28日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期间以
分论坛形式顺利召开。这次会议共有约80名与会者，包括来
自中国、日本、韩国、芬兰和德国，负责公共采购的政府官
员、专家、商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分论坛包括主题演讲和分组讨论，介绍了中国在绿色公
共采购方面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框架并分享了实施过程中的经
验。会议上还介绍了来自中国上海、内蒙古自治区、赫尔辛基和韩国的成功实践案例、ICLEI旨在推
动绿色公共采购的全球项目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方案框架项目 (10YFP)”。

    在分论坛结尾， ICLEI东亚秘书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环
联合认证中心、可持续发展联盟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方案框架(10YFP)联合发起了成立“绿色公
共采购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通过搭建一个经验分享、能力建设和交流合作的网络来共同推动绿
色采购工作。该合作联盟邀请所有对绿色公共采购感兴趣的中国地方政府、组织及企业加入联盟。

可持续采购全球领先城市网络 (GLCN on SP)

    可持续采购全球领先城市网络由10个致力于通过实施创新性的采购
方式达到城市可持续生产及消费转型的城市组成。所有的参与城市都是
可持续采购的大使，以地方行动实践及倡议建立一个能源高效、低碳排
放和有社会责任的公众环境。

    可持续采购全球领先城市网络于2015年 ICLEI全球大会期间发起成
立，首尔市作为主席城市负责领导这一城市网络。目前该网络有10名成员，包括首尔、奥克兰、开
普敦、丹佛、根特、赫尔辛基、奥斯陆、奎松城、鹿特丹和华沙。该网络的第一次峰会于《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期间在巴黎召开。ICLEI欧洲秘书处将会担任该网络
秘书处，负责组织建立及运行，ICLEI东亚秘书处将在首尔市和欧洲秘书处的联络方面提供支持与帮
助。

低碳城市
能源安全城市-东亚项目

    继2014年10月在北京以专家座谈会形式正式启动后，能
源安全城市-东亚项目的实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地方情景模
拟练习。在第二阶段，地方政府将得到技术支持，帮助他们
对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进行评估并且进行技术情景的
分析，寻求可能的途径帮助城市在不远的将来达到100%的可
再生能源供应目标。

    目前，韩国在第二阶段的实施过程中居于领先位
置。2015年4月10日，全州市、ICLEI韩国办公室和地方21世
纪议程就有关该项目的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一份类似的
备忘录于2015年6月16日在麟蹄郡、ICLEI韩国办公室和ICLEI

出席2015年6月在贵阳召开的中国2015绿色采购
会议的演讲者和城市代表。

麟蹄郡、ICLEI东亚秘书处和韩国办公室联合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从右到左：麟蹄郡李顺现市
长、ICLEI韩国办公室主任朴妍熙女士和代表ICLEI
东亚秘书处主任兼ICLEI中国代表朱澍先生（合作
备忘录签署人）出席的ICLEI东亚秘书处顾问Rahul 
T. Vaswani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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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秘书处间完成签署。

   为了准备地方情景模拟并且为接下去的活动设定目标，一系列研讨会将在城市间开展，包括2015
年6月19-20日在麟蹄郡举行的筹备活动和在2015年11月17日在全州市开展的全北环境运动联盟地方
行动，ICLEI东亚秘书处应邀参与并且协助了整个活动。与此同时，技术专家和ICLEI韩国办公室通力
合作收集活动反馈建议并完成了最终的方案报告。报告涵盖了城市能源供应和需求的现状分析，未
来能源消耗的预测以及基于地方设定目标的低碳、低风险韧性体系潜在转型途径。在韩国开展的第
二阶段项目实施得到了英国繁荣基金会的部分支持。

加州-中国城市气候合作项目（CCUCC）

    加州-中国城市气候合作项目是一个美国加州和中国城
市之间的长期多边信息交流平台， 旨在降低碳排放，减
少空气污染，促进清洁能源经济的发展，并为此寻求实际
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项目通过美国加州环境保护局和加
州能源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与美国加州构建了紧密的合作关
系，并且通过加州州长布朗先生的推动在加州政府领导机
构与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之间签署了一系列有助项
目实施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该项目于2015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气候领袖
峰会期间在ICLEI东亚秘书处和美国办公室共同举办的边会上
正式启动。参与项目启动的嘉宾包括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
员会、深圳市、美国加州地方政府、工商业和非营利组织的
高级别代表。通过这个合作项目，城市将得到有效的治理工
具和技术支持并且与行业领先专家合作，分享网络资源，通
过科学的规划采取技术手段达到减排的目的。一些来自加州
和中国的城市率先加入了这一气候合作项目，多重指标分析
应用以及一系列具体深入的研究项目将会在这些城市陆续展
开。 
 

2015都市解决方案大会期间召开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分会

    应ICLEI东亚秘书处邀请，由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代表、
商界代表和研究机构代表共同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5月20日
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的由ICLEI全球秘书处主办的2015都市解
决方案大会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代表团由中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韩爱兴率领，
与会期间韩副司长还介绍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以及在城市集
聚、生态城市、小城镇、城市垃圾处理、建筑能效、智慧城
市等方面探讨了中德两国的合作前景。来自中国成都市、海
门市、张家口市、崇礼县和怀来县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中美气候领袖峰会期间ICLEI组织边会活动邀请
与会者参观洛杉矶清洁科技企业孵化器。

深圳代表在中美气候领袖峰会期间参加ICLEI边会
活动。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
韩爱兴先生在2015柏林都市解决方案大会上介绍
中国新型城镇化并探讨中德两国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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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城市
2015弹性城市亚太大会

ICLEI东亚秘书处邀请来自中国贵安新区和蒙古乌兰巴托市的代表参加了2015年2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第一届弹性城市亚太大会。曼谷大会是自2010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年度全球弹性城市大会的延伸，
特别关注亚太地区的城市弹性和气候适应议题。

第四届地方政府会议在第七届全球水务大会期间举行

    由ICLEI东亚秘书处协助组织筹办，作为第七届全球水务
大会一部分的第四届地方政府会议于4月13-14日在韩国庆州
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超过250名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代表
参加了本次会议。大会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第一是“大邱
庆尚北道城市与地区可持续水务行动”的签署，这份发展计
划确认了地方政府在水务治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
倡导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展开更加有效的合作以应对水治理挑
战。第二个成果是启动了“城市可持续流域管理”韩国试点
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中央政府部门间以及与地方政府部门
的合作，更加有效地开展水务治理工作，拓展公众的参与度
并且在本地区与全球环境间发挥联系作用。

弹性城市中国论坛：中欧-弹性城市与水管理研讨会

ICLEI东亚秘书处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CSUS）于2015年11
月5日在中国珠海成功举办了“中欧-弹性城市与水管理研讨
会”，该论坛是第十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大会的其中一个分
论坛。东亚秘书处主任兼中国代表朱澍先生主持了本次分论
坛，研讨会聚焦于城市韧性和水务管理，为来自欧洲和中国
的城市管理者、水务专家和商业领袖提供了一个交流水务管
理和城市危机相关知识和经验的平台。有关韧性城市的概念
被尝试引入中国的海绵城市治理。通过光明新区的案例，深
圳市代表分享了海绵城市的建设经验。一同参会的还有来自
德国多特蒙德和达特尔恩的城市代表。

“大邱庆尚北道城市与地区可持续水务行动”在
2015年4月举行的第四届地方政府会议期间正式
达成。

（左）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规划院副总俞露女士
在珠海中欧-韧性城市与水管理研讨会上详细介
绍了深圳市践行海绵城市倡议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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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发展
ICLEI东亚秘书处与相关地方政府部门、组织及研究机构建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地区及全球合作倡导
可持续发展。

伙伴关系
ICLEI东亚秘书处与包括政府部门、地方及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在内的合作伙伴紧密联系，
通过信息交流，专家分享以及经验介绍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2015年ICLEI与以下机构建立了新
的合作伙伴关系：

• 东盟-中国环境合作中心

• 韩国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

• 首尔人力资源发展中心

• 深圳低碳发展基金会

• 深圳市发改委

• 天津绿色供应链中心

ICLEI东亚秘书处强化了与以下长期战略伙伴之间的合作：

•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CCUD)
•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EFG)
•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GIUI)
• 韩国绿色科技中心

•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 韩国环境产业与技术研究院

ICLEI 在中国
    2015年，ICLEI东亚秘书处在招募新的中国会员，建立
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和与现有中国伙伴深化合作等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

城市会员

2016年1月，在获得中国外交部和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后
贵阳市正式成为ICLEI新的会员城市。在去年11月柏林考察
访问期间，贵阳市表达了希望加入 ICLEI会员的意愿，随后
ICLEI与贵阳市签署了意向书。目前，ICLEI东亚秘书处正在
与其他一些中国城市就加入会员关系的事项进行商谈。

合作项目

通过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机构合作共同举办会议和形式多样
的交流活动，ICLEI东亚秘书处获得了来自国家和地方层面
政府机关的认可与支持。下文总结了2015年ICLEI在中国组
织开展的项目活动：

•	 ICLEI 2015世界大会：ICLEI东亚秘书处负责组织了介绍中
国城市的分论坛并邀请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技术专家以
及相关机构代表出席了大会。与会期间，中国城市科学
研究会、EFG及GIUI三家机构与ICLEI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

2015年6月ICLEI东亚秘书处在贵阳市举办绿色采购
及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会议。

（左一）ICLEI东亚秘书处前主任兼ICLEI前秘书长
欧习墨（Konrad Otto-Zimmermann）先生，（左
二）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执行总监兼ICLEI全球
执行委员会成员张海先生及（左三）ICLEI东亚秘
书处现任主任兼中国代表朱澍先生在ICLEI2015世
界大会期间参加介绍中国城市化的分论坛讨论。

（右侧）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中
心副主任李海龙先生与 ICLEI秘书长Gino Van Begin在
ICLEI 2015世界大会上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14

•	 EcoProcura©中国2015:政府绿色采购：ICLEI东亚秘
书处与贵州省、贵阳市、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
会、中环联合认证中心、EFG等机构一起合作组织分
论坛活动。

•	 COP21: 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ICLEI获得中国国家发改
委支持于12月5号举办了聚焦低碳发展的专题活动，
并且在12月2号与国家发改委共同举办会议探讨发展
中国家达峰方法和路线图。此外，ICLEI东亚秘书处
还邀请中国城市代表出席在城市和地区馆 - TAP2015
举办的中国专场活动并做演讲交流。

• 加州-中国城市气候合作项目（CCUCC）：ICLEI东亚
秘书处负责邀请与组织中国城市开展这一项目。目
前，3个中国城市包括贵阳、吉林和深圳已经确定参
加该项目。

• 中欧—韧性城市与水管理研讨会：ICLEI东亚秘书处
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CSUS）共同筹办了这一活
动，作为第十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大会的一个分论
坛。水务大会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水
务协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珠海市政府共
同主办。

•	 2015都市解决方案大会期间召开中国城市可持续发
展分会：ICLEI东亚秘书处邀请中国地方政府领导以
及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工商业代表共同参加此
次会议。

• 欧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CCUD、国家发展与
改革委员会与佛山市政府于2015年12月18号召开了
欧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 
ICLEI东亚秘书处代表在会议期间主持了绿色发展与
低碳城市的分会活动。

ICLEI东亚秘书处主任兼中国代表朱澍先生在2015年11
月于珠海召开的中欧-韧性城市与水管理研讨会上主
持相关讨论。

ICLEI东亚秘书处主任朱澍先生在2015年12月于佛山召
开的欧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主持绿色发展
与低碳城市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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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
ICLEI通过协助地方政府进行能力建设，践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以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进程。我
们搭建知识共享平台，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信息服务并开展相关培训项目。

知识共享

ICLEI东亚秘书处通过与合作伙伴及首尔市政府共同举办
论坛、会议和培训研讨来实现知识与经验的分享和交
流。2015年，我们开展的主要活动有：

• 4月17-19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城市化论坛

• 6月18日在深圳举办的中国低碳论坛

• 7月23日出席由德国能源机构Deutsche Energie-Agentur 
GmbH和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广州共同举办的第十
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并在中德能源效率及生态友好
城市化研讨中发言

• 10月22日参加可持续发展与商业实践2015绿色供应链中

国论坛

• 11月12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德城市化伙伴关系工作组
会议

• 11月13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会谈

• 11月17-18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东盟-中国生态友好城市
发展伙伴关系研讨会

• 11月24日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及生物多样
性研讨会

• 5月27日出席由首尔市政府主办的首尔国际组织论坛

• 8月27日与韩国绿色科技中心共同举办首届绿色科技中
韩专家交流研讨会

• 10月7日参加由首尔市政府公众健康与环境研究部举办
的安全城市国际交流研讨会

• 12月15日参加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东北亚办公室在松岛
举办的东北亚低碳城市对话平台项目 

与首尔市的合作

在2015年，通过定期会议交流、知识分享、共同组织会
谈及项目，ICLEI东亚秘书处深化了与首尔市政府的合作关
系。2015年ICLEI东亚秘书处与首尔市开展合作的项目包
括：

•	 ICLEI 2015世界大会：ICLEI东亚秘书处负责邀请中国和蒙
古国的城市代表并协助他们参加大会。东亚秘书处还与
首尔市政府合作在2月份举办ICLEI 2015世界大会青年模
拟会议并宣传4月份举办的ICLEI世界大会。 

• 可持续公共采购全球领先城市网络：ICLEI东亚秘书处负
责在ICLEI欧洲秘书处以及该城市网络的主席成员首尔市
政府之间负责协调联系工作。

• 与首尔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5
月，ICLEI东亚秘书处与首尔市人力资源发展中心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以加强两个组织间的合作，特别关注东亚区
域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

在2015年5月于首尔举办的国际组织论坛上ICLEI东亚
秘书处主任朱澍先生介绍ICLEI的主要工作。

在韩国绿色科技中心于首尔举办的首届绿色科技中
韩专家交流研讨会上ICLEI东亚秘书处分享了在协助地
区城市间合作方面的经验。

在由首尔市长朴元淳先生（左侧）举办的午餐会上
ICLEI东亚秘书处向首尔市政府以及其他关注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汇报了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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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案例研究及出版

ICLEI城市案例研究：东亚地区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了方便东亚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治理方面进行更好
的知识交流和经验分享，并且向世界展示城市在地方可持续性上所取得的成就，ICLEI东亚秘书处正
在收集素材，编写东亚城市可持续发展案例研究。这一项目既添加了新的中国城市案例也会将ICLEI
已有的东亚会员城市的一些优秀案例进行翻译整理。这些城市案例研究的主题将涵盖：低碳城市、
生态城市、韧性城市、海绵城市、绿色公共采购、生态出行、绿色经济转型等方面。

EcoProcura©绿色采购2015报告: 为了对2015年6月28号在中国贵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年会期间举办的
EcoProcura©中国2015:政府绿色采购分论坛进行文件整理，ICLEI东亚秘书处编写了会议报告，汲取了
与会者的主要观点、总结了会议成果并且介绍了此次会议的亮点。这份报告的英文和中文版本可以
在ICLEI东亚秘书处网站上获得。

交流沟通

ICLEI东亚领导人访谈系列 

在2015 ICLEI世界大会期间，ICLEI东亚秘书处采访了
一些东亚城市领导人，包括市长、政府官员以及城
市可持续治理方面的专家，他们来自中国、日本、
韩国和蒙古国。领导人访谈可以分为三部分，这些
被采访的领导人就全球可持续发展，各自为应对城
市挑战所采用的解决途径以及所在城市取得的治理
成果三个方面发表看法和观点。这些访谈的录像可
以在ICLEI东亚秘书处的网站上进行观看，视频附带
有中英文双语字幕。

网站及其他在线平台 

ICLEI东亚秘书处拥有多种形式的在线交流平台，包括三种语言（英文、中文、韩文）支持的网站信
息，数字新闻通讯以及社交媒体例如脸书、新浪微博、推特、视频媒体和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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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ICLEI东亚秘书处的工作团队熟练掌握英文和东亚语言，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长期的关注以及深入
的研究，并且具备国际视野。

欧习墨 (Konrad	Otto-Zimmermann),高级顾问，创立主任

欧习墨先生为ICLEI东亚秘书处的活动开展提供咨询支持。他在2002-2012年期间
为ICLEI全球秘书处秘书长，现任为ICLEI城市议程主席，引导ICLEI十大倡议在全
球的发展和实施工作。此前，他曾在ICLEI欧洲秘书处、德国弗莱堡市、德国柏
林市联邦环境署和“黑森林”环境管理项目中任领导职务。

朱澍 (Shu	Zhu)，ICLEI东亚秘书处主任兼中国代表

朱澍先生全面负责东亚秘书处的工作并兼任中国代表。他在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合
作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此前，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图们倡议”
秘书处担任高级管理职位，与东北亚地区的政府和机构密切合作，为这一政府间
合作机制的有效推进和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曾供职于人民日报社，从事
多年的新闻工作，并曾在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担任高级经理。朱澍先生拥有欧盟
Erasmus Mundus比较地方发展专业联合硕士学位和南京大学学士学位。

孙凤姬 (Bonghee	Son)，战略经理

孙凤姬女士负责策划及管理ICLEI在东亚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及项目。她由2012
年ICLEI东亚秘书处在首尔成立起在这里工作，她之前在ICLEI位于德国波恩的全
球秘书处工作过两年，负责协助管理各种活动及项目，包括：未来城市2010(韩
国仁川)、昌源生态交通2011(韩国昌源)和ICLEI世界大会2012 (巴西贝洛奥里藏
特)。她曾在韩国Womenlink机构从事多年争取女权及两性平等的工作。

孙亨权 (Hyeongkwon	Sohn)，行政官员
 

孙亨权先生负责ICLEI东亚秘书处的办公室管理、治理和人事工作。他是首尔市政
府外派在ICLEI东亚秘书处的公务员，他在首尔市政府有15年的工作经历，接触过
城市管理的不同领域，包括：环境规划、交通、新城镇发展、住房以及青少年事
务。他具有一般性事务、财政和预算等方面的丰富工作经验，在不同的政府部门
担任过不同的职务。在加入ICLEI之前，他任首尔市政府青少年事务部门的领导。

李京浩 (Kyungho	Lee)，财务管理官员

李京浩先生负责ICLEI东亚秘书处的财务管理，他是首尔市政府外派在ICLEI东亚
秘书处的公务员。在加入ICLEI之前，他在首尔市政府不同部门有7年的工作经
验。他曾经在政府预算部门对中小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支持。

徐俏俏(Qiaoqiao	Xu)，项目官员 

徐俏俏女士负责东亚秘书处项目组的工作且协调同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她从
2014年4月开始就职ICLEI东亚秘书处。作为项目官员，她深入地参与到国际、区
域和国家层面的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例如正在进行中的“能源安全城市东亚
项目”和“加州-中国城市气候合作项目”。她还负责协调秘书处与中国伙伴的
关系，特别是中国国家政府和科研机构等。在加入ICLEI之前，她曾在泰国曼谷的
联合国亚太经合会工作，负责低碳城市方面的研究工作；她还在加拿大彼得伯勒
市的卡沃萨土地信托工作过，支持碳中和项目的实施。



宁雪 	(Nancy	Ning)，项目官员

宁雪博士负责ICLEI若干项目在东亚地区的实施工作，同时负责ICLEI东亚秘书处的
中国公共关系工作。2013年10月加入ICLEI东亚秘书处之后，她负责的项目包括生
态出行全球庆典2013（韩国水原）、EcoProcura中国2014（中国北京）、ICLEI世
界大会2015（韩国首尔）、EcoProcura中国2015（中国贵阳）等。目前负责协助
管理绿色公共采购等项目，以及面向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关系管理。在加入ICLEI
之前，她曾在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从事三国合作的调查研究实习工作。

何舒曦 (Shermaine	Ho)，宣传及知识管理官员 

何舒曦女士负责ICLEI东亚秘书处的宣传、媒体关系、知识管理及研究事务。她
宣传和报导ICLEI在东亚地区的的工作和活动，编辑，设计和出版各宣传品及刊
物，并管理网页和各社会媒体频道。她在新闻及传播的领域上有丰富的国际经
验：她曾经在ICLEI德国波恩的全球秘书处工作过；亦在位于泰国曼谷的联合国
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办事处(UNOCHA)担任过记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SIPRI)担任过实习研究员。她在香港亦从事过新闻及政策研究的工作。

陈亢 (Kang	Chen)， 中国关系助理

陈亢先生负责协助管理ICLEI东亚秘书处的中国项目。他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领
域拥有丰富经验。他曾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负责有关绿色发
展的项目推广；也曾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地方经济
研究；他还组织参加了若干有关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项目，例如：资源节
约型城市全球倡议(GI-REC)。

应验 (Yan	Ying)，中国关系助理

应验先生协助ICLEI东亚秘书处中国事务。他对中、韩、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
关议题有一定研究经历。应验先生取得了美国乔治亚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硕士学
位，研究方向是城市公共政策。在ICLEI东亚秘书处，应验先生参与撰写城市可
持续发展案例，翻译活动材料,并与中国城市和机构沟通。在加入ICLEI之前，他
在全美最大的公务员培训机构卡尔文森政府研究院担任国际项目助理。他也曾
在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创办的卡特中心担任中国项目实习生。

张好廷 (Hojeong	Jang)，财务管理官员（2015年1月-2016年1月）

张好廷女士负责ICLEI东亚秘书处的财务管理工作。在加入ICLEI之前，她在首尔
市政府的不同部门有5年的工作经历，包括：公共健康、大众传媒和新媒体部
门。她也曾在首尔市的松坡区政府工作过，负责活动组织和媒体关系。

Rahul	T.	Vaswani,	可持续发展顾问 (2014年8月-2016年1月)

在ICLEI东亚秘书处工作期间Rahul先生协调能源安全城市东亚项目的推广与实
施，该项目致力于加强东亚地方政府在城市能源方面的能力建设，他还负责办
公室项目及合作伙伴的拓展工作。在加入ICLEI之前，Rahul先生在水能源效率，
应对气候变化策略以及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拥有工作经验。

离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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