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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迈向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是机遇和繁荣发展的中心，是激发创新的根本。

然而，城市与其周边地区同时也处于全球变革的最前沿。他们必须适应城市中各

个维度的变化，应对因高速城市化、人口变迁、气候变化、技术进步等带来的一

系列发展挑战。

宜可城—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ICLEI—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简

称“宜可城”）长期跟进并积极支持城市应对全球变革和其影响。6月19–23日在加

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2018宜可城全球大会上，宜可城网络成员承诺在全球迈向城

市化的时代，作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他们将以《2018–2024宜可城蒙特利尔承

诺和战略愿景》为指导准则，通过五个相互关联的发展路径，迈向城市可持续发

展。

回顾这一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持续与东亚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开展密切合作，

并诚挚欢迎上海长宁区加入我们的全球城市网络。为给中国地方政府提供更及时

完善的支持，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北京代表处于2018年3月正式成立。同时，我们

也持续推进符合地方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项目。

因应东亚城市对于提升空气质量的迫切需求，宜可城东亚秘书处自2016年起携手 

“东亚清洁空气城市（EACAC）”的十个城市，通过一系列合作、能力建设和专题研

究项目，共同探索提升区域空气质量的解决方案。2018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更

进一步支持北京和首尔的环境领域合作项目，协助举办双边会议和交流活动。

在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城市低碳发展的基础上，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牵头执行“建筑能

效加速器”东亚区域项目，并携手区域合作伙伴，支持乌兰巴托市推进居住宅节能

保温工结构改造计划。

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去中心化，使东亚城市在推动绿色经济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在联合国《可持续公共采购十年框架方案》的框架下，宜可城积极协助中国和韩

国地方政府提升绿色公共采购绩效，并在现有的绿色公共采购倡议基础上，启动 

”绿采+ 绿色采购东亚网络“。

六月，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与合作伙伴共同在中国贵阳市举办了“绿色循环城市创建”

分论坛，聚集地方政府、企业和国际机构代表探索城市迈向循环经济转型的机遇

和挑战。宜可城已着手筹备启动“绿色循环城市联盟”倡议，旨在促进地方和区域

政府间的国际合作，以加速转型迈向绿色循环城市。

最后，为支持城市探索气候适应解决方案以提升城市韧性，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携

手联合国减灾战略署为珠海市政府举办了能力培训。步入新的一年，我们将持续

协助中国气候适应型试点城市制定因地制宜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方案。

宜可城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秉持共同信念，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

东亚城市和机构的合作关系，以宜可城五大发展路径为核心，为地方可持续发展

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国际经验和技术交流平台。

朱 澍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
主任兼中国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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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宜可城

在联合国支持下成立的宜可城—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ICLEI—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简称“宜可城“），是由全球1750多个地方和区域政府共同组成的合作网络，旨在推动城市可持续

发展。宜可城的会员城市遍布一百多个国家，积极倡议制定可持续相关政策，并在地方层级推动

迈向低碳、基于自然、公平、韧性，及循环的发展行动。我们的会员和专业团队通过同行交流、合

作伙伴关系和能力建设，共同推动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变革。

组织架构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位于韩国首尔市，负责协调区域事务，服务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及蒙古国的

会员城市。

通过推广地方及区域合作项目，建立交流平台，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为地方政府提供专业的技术咨

询、合作交流和培训机会，协助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重点项目包括：东亚清洁空气城市、绿采+ 

东亚绿色采购网络、绿色循环城市联盟和城市韧性。

为给中国地方政府提供更及时完善的服务和支持，宜可城东亚秘书处（韩国）北京代表处于2019

年3月正式成立。

城市网络

自1990年成立以来，全球已有来自124个国家超过的1750个城市、城镇和地区先后加入宜可城全

球网络。截至2018年12月，宜可城在东亚地区已有96个会员。

主席

Ashok Sridharan
市长 | 德国 波恩市

第一副主席

Cathy Oke
市议员 | 澳洲 墨尔本市

副主席

Stephany Uy-Tan
市长 | 菲律宾 卡巴洛甘市

副主席

Frank Cownie
市长 | 美国 得梅因市

区域主席

門川 大作
市长 | 日本 京都市

绿色经济与高效资源

区域副主席

尹准炳
副市长 | 韩国 首尔市

空气质量提升与区域合作

廉泰英
市长 | 韩国 水原市

全球执行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
可持续城市交通

顾问委员

张 海
执行总监 |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全球执行委员会委员

李四川
副市长 | 中华台北 高雄市

气候适应和城市韧性

顾问委员

中村正久 教授
主席 | 宜可城日本办公室

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

6月22日，宜可城东亚区执行委员会2018年年会在宜可城全球大会期间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新选任的2018–2021年东亚区执行委员会成员、顾问委员和宜可城办公室代表分享了他们这一年

度的最新发展与收获，并就如何巩固协同工作、鼓励姐妹城市开展合作交换意见。

阿玛尔赛汗 
市长 | 蒙古 乌兰巴托市

低碳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

全球执行委员会

宜可城采用代议民主制，由会员通过最高决策小组“全球理事会（ICLEI Council）”共同管理。全球

理事会每三年重新拟定《宜可城战略计划》作为其后六年的行动蓝图，且有权修订组织章程及参

选“全球执行委员会（GexCom）成员”。

宜可城全球执行委员会由主席领导，并由自全球九个区域执行委员会（RexCom）中选出的至多

六名委员组成，代表宜可城全体会员进行国际交往，制定发展策略。2018年6月1日，宜可城全球

执行委员会选出了2018–2021年主席和副主席。

座落于全球金融中心上海市西区的长宁区，长期致力于建设智慧城区、改善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

以提升城区整体功能和生活质量。为促进尖端低碳管理发展模式的国际和城际交流，上海长宁区

于2018年加入宜可城，并在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的支持下参与“建筑能效加速器”项目（见第16页）。

© 上海长宁区

新会员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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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回顾

6.18–6.19 | 蒙古 乌兰巴托

区域低碳发展重点政策挑战和解决方案
第八届东北亚市长论坛：低碳城市发展 

6.19–6.23 | 加拿大 蒙特利尔 

城市转型论坛 
2018 宜可城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会议 

2018 宜可城全球大会 

6.25–6.26 | 印度 孟买  

可持续城市战略圆桌讨论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三届理事会年会

7.5–7.6 | 中国 北京 

2018 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行动论坛 

7.7 | 中国 贵阳

绿色循环城市创建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8 年年会

11.6–11.7 | 中国 深圳光明区

光明区绿色公共采购专家研讨会 

11.15–11.23 | 比利时、冰岛、葡萄牙 

珠海市城市韧性经验交流欧洲考察行

11.17–11.29 | 埃及 沙姆沙伊赫 

第六届全球地方政府生物多样性峰会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

11.26 | 中国 北京

北京—首尔气候环境联合会议
北京首尔缔结友城二十五周年系列活动

12.2-12.14 | 波兰 卡托维兹 

城市和地区的低碳化时代  
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 日本角 

 
12.18 | 中国 珠海

关于加强珠海市适应气候变化 
与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讨会

10.8–10.16 | 丹麦、瑞典、挪威

中国政府绿色采购国家代表团北欧考察行

10.22–10.24 | 日本 横滨

城市的循环食物系统
2018 世界循环经济论坛

10.30 | 中国 北京 

“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城市转型之路” 
城市转型联盟项目中国研讨会

一月

二月

三月

五月

四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北京代表处成立

8.1–8.3 | 中国 成都  

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9.3–9.7 | 韩国 首尔  

宜可城—首尔人力资源发展中心 
地方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能力建设项目

9.4–9.5 | 韩国 首尔   

第八届东北亚空气质量提升论坛

9.8–9.13 | 朝鲜 平壤 

第十一届平壤国际书展

9.12–9.14 | 美国 旧金山

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与经验 
2018 全球气候行动峰会 • 中国角

9.16–9.19 | 德国 波恩、艾森和多特蒙德 

上海长宁区城市转型和气候行动 
德国城市考察行

3.21–3.22 | 泰国 曼谷

第二届亚太清洁空气联盟联合论坛 
2018 联合国环境署空气清洁周 

3.20 | 韩国 首尔 

北京—首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及细颗粒物防治联合研讨会 

北京—首尔混合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5.16–5.17 | 中国 北京 

EcoProcura 中国 2018： 
宜可城绿色公共采购能力建设研讨会

5.23 | 日本 东京

东京清洁城市与晴空论坛

上海长宁区加入宜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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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度的宜可城全球大会汇集网络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会员，

展示他们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城市发展所开展的行动和收获，提供交流平

台，分享可助力改善和加强城市工作的讯息。

2018宜可城全球大会于6月19–23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盛大召开。为期

四天的大会包括五十六场主题边会、三场会前活动和十场技术考察参访，

聚集了上百个地方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商学界代表、社会团体

等合作伙伴。

大会也通过了《2018–2024宜可城蒙特利尔承诺和战略愿景》，为综合

性可持续发展定义出五条相互关联的发展路径，以支持宜可城会员和城

市在地方层级作出变革，齐力推进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实现《巴黎

气候协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提出的目标。

2018  
宜可城全球大会

宜可城新一届全球执委会委员在 2018 全球大会上展示迈向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新愿景和发展路径。

展望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
宜可城全球主席 
和德国波恩市市长 
Ashok Sridh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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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活动

宜可城的五大发展路径——低碳、基于自然、公平和以人为本、韧性，及循环的发展路径——旨

在创造系统性变革。这个框架可引导设计出有助于人类与城市和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综合性解决

方案，并在充分考量城市系统复杂性的基础上，迈向可持续城市发展。

五大发展路径鼓励考量全面性的思维模式。为支持地方政府采取综合性发展策略，推进跨领域的

可持续城市发展变革，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在五大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设计开展多元的项目活动，且

尽可能使我们的项目、伙伴关系和倡议同时触及不同发展路径，助力地方政府将行动的影响力发

挥到极致。

2018–2021年东亚区执行
委员、顾问委员及宜可城
办公室代表出席2018年执
委会年会（见第5页）。

作为城市转型联盟的第二次参
与城市全球聚会，城市转型论
坛在宜可城全球大会期间举行，
齐聚来自欧、中、美的工业城
市代表（见第22页）。

© Johnnyfly at Pixabay

© Montréal

亚太韧性城市大会

城市转型联盟

生态出行

生态旅游城市

建筑能效加速器

低碳城市承诺项目

城市气候适应性和韧性

绿色公共采购

绿色循环城市联盟

欧盟“地平线 2020”项目

东亚清洁空气城市

亚洲低碳发展策略伙伴关系

基
于

自
然的发展

循
环

发
展

低碳发展

公平和以人为本

的发展

韧
性

发
展

绿色可持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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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并发布了《东京宣言》。宣言强调实践晴空的

重要性，并概述了实现此目标的具体路径。22个城市

承诺将通过改善废弃物管理和物质循环、优化资源效

率、建立公民和城市企业参与机制、与宜可城的全球

组织开展合作等方式，达成宣言目标。

北京—首尔双边环境合作

2018年3月，北京和首尔正式签署关注清洁空气行动

的环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城市合作组织，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在EACAC项目

框架下，积极支持两市开展空气质量提升的合作交流、

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

在“首尔–北京混合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框架下，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协助两市于会后举办了北京—首尔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细颗粒物防治联合研讨会，并在

两市缔结友城二十五周年活动期间参加了北京—首尔

气候环境联合会。两场会议为两市代表提供交流平台，

深入探讨双方治理空气质量的经验和收获，履行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承诺。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国际合作交流能力建设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积极协助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拓展国

际合作与交流。在于美国旧金山举行的2018全球气候

行动峰会期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支持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在中国角举办了“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与

经验”主题边会。

2019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将就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

的实践政策开展案例研究，并与五个国际大都市进行

政策比较研究。

2016 年启动的“东亚清洁空气城市（East Asian Clean 

Air Cities，简称 EACAC）”项目，是致力于改善空气质

量的东亚城市协作平台，目前已有十个地方政府正式加

入。2018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作为项目执行机构，携

手合作伙伴为项目城市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国际论坛和知识交流

9月4–5日，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协助首尔特别市政府举

办了第八届东北亚空气质量提升论坛，邀请到包括北

京、东京和乌兰巴托等25个地方政府代表共同出席。

论坛期间，EACAC项目城市北九州和乌兰巴托分别展

示了他们通过国际与城际合作提升空气质量的行动和

经验。污染物监测是空气质量治理的关键一环。因此，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也在论坛的框架下组织了“强化空气

污染监测和治理管理”主题环节，邀请到联合国环境署、

研究机构和东北亚区域地方政府代表分享最新的大气

质量监测技术与方法学。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支持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于7月5–6日

组织了2018年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行动论坛。为

期两天的论坛邀请到巴黎、伦敦、东京、首尔、德里

东亚清洁空气城市

和香港等国际大都市分享空气污染控制的经验、实践

和未来工作思路，并探讨国际先进的挥发性有机物控

制技术和监管措施。

在联合国环境署3月于泰国曼谷举行的“2018 清洁空气

周（Clean Air Week 2018）”活动期间，宜可城东亚

秘书处与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第二届亚太清洁空气联

盟联合论坛，聚焦主题“清洁空气解决方案”。论坛邀

请到科学家、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等各

利益相关团体共同参与。EACAC项目城市北京、济南

和乌兰巴托作为城市代表，在会上分享了各自的清洁

空气行动。另外，项目城市代表还参加了由地球环境

战略研究所（IGES）和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lean Air 

Asia）联合举办的“整合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共

同利益：区域培训工作坊”。

在“清洁空气 • 美丽城市”东京论坛（Tokyo Forum for 

Clean City and Clear Sky）上，EACAC项目城市北京、

首尔、东京和乌兰巴托与其他18个世界各地的城市达

低碳发展

第八届东北亚空气质量提升论坛于韩国首尔举行

EACAC项目城市参与清洁空气周活动©IGES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协助支持北京和首尔两市就环境议题开展合作 北京在2018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中国角举办北京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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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中国顶尖的空调行业标准研究者，共同识别并制

定相关绿色采购标准，供工程团队参考。

作为项目最终成果，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就滨海新区和

光明区的实践编撰了案例报告，分享于全球传播渠道。

绿采+ 绿色采购东亚网络

5月16–17日，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联合举办了 EcoProcura 中国 2018：宜可城绿色公共

采购能力建设研讨会，齐聚三十多名来自十一个中国

地方政府的代表，以及中、英、德、日专家学者，与

中国地方政府分享实践绿色公共采购的知识与经验。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也在会上宣誓启动“绿采+ 绿色采购

东亚网络（Procura+ East Asian Green Procurement 

Network，简称“绿采+ 东亚网络”）”。作为连结四十

多个欧洲公共机构交流创新及可持续采购的“绿采+ 欧

市。代表团通过此行学习了北欧城市绿色公共采购领

域的前沿政策和实践，将有助于中国国家的相关政策

制定工作。

知识共享

中国深圳市有效通过绿色公共采购政策，大量减少含

有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的产品消费量。宜可城东

亚秘书处就深圳市的成功实践，撰写了中英文案例研

究，发布于宜可城的全球网络平台。

绿色公共采购

联合国《可持续公共采购十年框架方案》下
的“绿色公共采购实施与效益量化”项目 

2016年，宜可城在联合国《可持续公共采购十年

方案框架》（10 Year Framework Programme on 

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简称“10YFP on 

SPP”）下开展为期两年的“绿色公共采购的实施与效益

量化”项目，支持中国和韩国地方政府采购环保、创新

的产品与服务，并监测其环境效益。宜可城在此项目

框架下与六个城市保持紧密合作。2018年，两个参与

项目的中国地方政府在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的支持下设

计并采用了新的评标模型。

天津滨海新区以家具行业作为开展绿色采购评价指标

体系的试点，制定了完整的规范、奖励标准和验证方

法，并就商品的原物料供应、设计、制造、组装、运

输和报废回收等进行包含全生命周期的评估。在2018

年两项辖区内新建学校办公家具采购项目中，滨海

新区首次采用该绿色采购评价指标体系，估计减少约

29.61吨废弃物和91.96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

并在2018中国政府采购奖中荣获“年度创新奖”。2019

年，滨海新区将进一步探索将这份标准套用于辖区内

所有课桌椅公共采购项目。

在深圳光明区绿色公共采购专家研讨会上，专家和宜

可城东亚秘书处协助光明区在符合10YFP on SPP项目

要求前提下，选定冰蓄冷空调作为光明文化艺术中心

建设项目中的优先绿色采购领域。宜可城项目团队将

洲网络（Procura+ Europe）”的姐妹网络，“绿采+ 东

亚网络”将支持东亚地方政府以绿色采购为有效的政策

工具，实践可持续和低碳发展目标。目前已有六个中

国和韩国地方政府，以及中、日、蒙的战略合作伙伴

正式加入。

中国绿色公共采购北欧考察行

在“绿采+ 东亚网络”的框架下，宜可城支持中国财政

部、地方政府和有关机构的高级代表组织为期十天的

绿色公共采购北欧考察行，参访了哥本哈根、马尔

默、哥德堡、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和卑尔根等北欧城

“净化乌兰巴托”项目

为进一步了解地方层级所面临的空气污染挑战，同时

促进区域合作，EACAC于2017–2018年间在蒙古乌兰

巴托市资助了一项联合研究项目。该项目由蒙古国自

然环境和旅游部发起、蒙古国生命科学大学担当执行，

旨在为该市的两个棚户区Bayankhoshoo和Nisekh定

义空气质量基线数据，并通过绿化试点项目，探索潜

在的空气污染减缓举措。研究重点包括：城市绿化和

改善空气质量的关联性、提升树苗存活率的技术精进、

公民参与和多层级治理。 

滨海新区政府采购中心 © 滨海新区 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建设项目工程现场 中国绿色公共采购代表团拜访奥斯陆市政厅

深圳光明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津滨海新区，

天津蓟州区和贵阳市成为宜可城绿色公共采购示范项目试点城市

EcoProcura 中国2018：宜可城绿色公共采购能力建设研讨会 于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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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首尔承诺（Promise of Seoul）”项目广邀市民共同制定全面性气候战略的启发，“低碳城市承诺

（Ambitious City Promises）”项目于2017年在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及核能安全部（BMUB）

的资助下，由宜可城全球秘书处开启执行，旨在支持东南亚城市采纳具有包容性且着重社区参与的气

候行动，推广减排发展策略，同时打造新一代气候行动领袖。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作为支持机构，在项

目能力建设的框架下，协助安排菲律宾马利金纳和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公务人员代表参与在首尔举办的

地方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能力建设项目。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自2016年起，定期与首尔人力资源发展中心（SHRDC）合作举办地方政府公务人

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培训。2018年为期一周的培训聚焦气候政策。通过案例分享、互动讨论

和现场考察，十七名来自中国北京、佛山、贵阳、越南海防、菲律宾马利金纳、马来西亚马六甲和印

尼雅加达的地方政府人员学习了能源转型、废弃物管理、行人友善城市政策，以及宜可城绿色气候城

市方法学，并参与了首尔市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东北亚空气质量提升论坛（见第12页）。

地方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能力建设 

低碳城市承诺项目

“亚洲低碳发展策略伙伴关系（Asia Low 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artnership，简称 Asia 

LEDS Partnership）”是由关心低碳发展策略的个人和团体组成的自发性区域网络。2018年，宜可城东

亚秘书处在伙伴关系下协助组织了四个实践团体（Community of Practices），集结专家和实践者就可

再生能源电网、清洁交通、多层级治理和国家资助贡献融资等主题，进行同侪学习与知识交流。

亚洲低碳发展策略伙伴关系

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框架下的“建筑能效加速器项

目（Building Efficiency Accelerator，简称BEA）”是致力于将专

业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加速地方政府推进实施建筑节能政

策和计划的公私合作项目。目前已有38个城市正式参与。宜可

城东亚秘书处在BEA的框架下担任东亚项目的牵头执行机构，

支持区域内的两个项目参与城市。

蒙古乌兰巴托市于2017年加入BEA，并于2018年8月与宜可

城东亚秘书处和全球绿色增长研究院蒙古办公室（GGGI 

Mongol ia）一同被 选为五个BE A伙伴城市深度合作 项目

（‘Deep Dive’ Partnership）的城市之一。通过为期十八个月的深

度合作项目，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将派遣一位技术顾问进驻乌

兰巴托市府部门，协助该市筹备居住建筑节能与热工结构改

造计划和确保融资。

中国上海长宁区在2018年加入BEA。凭借强大的领导力和致

力于建设低碳发展的承诺，长宁区将聚焦：近零净能源建筑

（NZEBs）试点、通过需求和供应方支持的大数据进行智能管

理，以及国际合作与知识交流。长宁区期望找到更好的建筑

能源管理体系，以应对高峰和非高峰时期建筑电力需求的差

异、可再生能源发电对建筑能源用能产能的影响、和建筑间

物联网（IoT）应用等多元面向。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在BEA项目

框架下，支持长宁区对接国际级专家和各种相关资源。

建筑能效加速器 

© Shutterstock

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地方政府人员通过宜可城和首尔人力资源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能力建设项目，学习首尔市的气候政策乌兰巴托市夜景 © Kanenori at Pixabay

© Johnnyfly at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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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起，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携手日本办公室和欧洲秘书处，

合作筹备新项目“绿色循环城市联盟（Green Circular Cities 

Coalition）”，以支持各地城市结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脱

离线性发展模式，转型迈向循环经济和资源循环社会。

绿色循环城市联盟将提供平台对接地方政府、专家和企业等

利益相关方，通过多层级治理和国际合作，促进同侪交流与

技术支持，助力推动迈向循环经济的转型。城市可依需求加

入重点工作小组，进一步与其他城市、知识和企业伙伴交流

合作。联盟聚焦主题包括：循环产业园区升级、生活垃圾资源

化管理、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城市系统性总体规划、水—

食物—能源废弃物资源循环网络，以及循环经济绿色公共采

购和绿色供应链。

目前已有五个来自中国、芬兰、德国和日本的城市成为联盟伙

伴。联盟也欢迎更多怀有雄心壮志的地方政府，一同踏上迈

向绿色循环城市的旅程。

绿色循环城市

循环发展基于自然的发展

可持续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撑路径研究 

2017年，由来自十六个欧洲国家、巴西、韩国、乔治亚和亚美尼亚的地方政府、

商学界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启动的“可持续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撑路径研

究（CONNECTING Nature）”项目，旨在打破孤岛思维模式，对接利益相关方以

提升城市规划实践。项目城市已成立社群，共同为在城市韧性、创新发展和治理

等领域导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制定政策与相关实践。在此框架下，宜可城东亚

秘书处正积极协调通过“全球城市自然计划（Global Urban Nature Programme）”

在区域内组织相关活动，分享各地城市的杰出实践案例。

提升功能价值与社会包容的城市更新自然解决方案研究

由德国汉堡、英国伦敦和意大利米兰牵头的“提升功能价值与社会包容的城市更新

自然解决方案研究（CLEVER Cities）”项目，旨在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定位为改

善公共健康、社会凝聚力、公民安全，以及为优质绿色空间贫瘠的城市低端地区

增加经济机会的手段。中国科技部已将此项目定为与欧盟共同开展的国家级研究

合作项目。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已于2018年开始筹备项目启动

工作。未来也将持续支持中国城市参与，协调中欧间的项目沟通 。

宜可城生物多样性中心在于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十四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的框架下，举办了第六届全球地方政府生物多样性峰会。中国北京

市在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的支持下积极参与了本届大会活动，并与包括日本爱知县

和韩国江原道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共聚一堂，分享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成果。

峰会通过了《沙姆沙伊赫地方政府自然和人类行动宣言》，号召强化对于多层级

整合、协作和行动的承诺，防止生态系统退化，恢复生物多样性，以保障自然和

人类福祉。《宣言》已正式递交给第十四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欧盟“地平线 2020”项目

生物多样性峰会 

© Shutterstock

宜可城携手合作伙伴在贵阳举办“绿色循环城市创建”分论坛

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与企业代表通
过论坛交流合作促成循环转型的潜力

荷兰循环经济研究所 Harald Friedl 分享阿姆斯特丹市循环转型的历程



20 2120

宜可城城市韧性能力培训

中国南方城市珠海长期面临台风的威胁和侵害。在宜

可城东亚秘书处的支持下，珠海市副市长张宜生率领

代表团于11月出访了位于比利时的宜可城布鲁塞尔办

公室，以及冰岛和葡萄牙的三个宜可城会员城市。

接着，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又于12月18日携手联合国

减灾战略署东北亚办事处和全球教育培训研究所，为

珠海市举办了为期一天的能力建设和咨询研讨会，以

提升当地公务人员对于城市韧性的认知。来自中国国

气候适应
和城市韧性

韧性发展

宜可城和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通过 3iPET 环保技术国际

智汇平台，推动城市和企业合作，交流最新环保技术，支持地方政府就推进

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推动环保产业技术交流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的框架下，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论坛

秘书处共同举办了“绿色循环城市创建”分论坛，邀请到来自中国上海、深圳、

遂宁、六盘水、日本横滨、北九州和芬兰图尔库的高级代表，分享他们在地

方建设绿色循环城市的杰出实践和相关经验。来自中国、挪威和荷兰的专

家与企业代表则分享了地方政府携手企业，一同加速转型迈向循环经济的

潜力。

在全球层级，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也受邀出席2018世界循环经济论坛，在“城

市的循环食物系统”平行环节上发言。另外，宜可城也在第二十四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协助在日本角举办“城市和地区的低碳化时代”边会。

© Shutterstock
关于加强珠海市适应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讨会

宜可城日本会员城市在2018世界循环经济论坛上分享地方实践经验

家机构和宜可城日本会员富山市的代表就珠海市当前

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专业建议。研讨会探讨的议题包含：

韧性基础建设和城市规划、气候风险评估模型与预测、

生态保护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及公众参与能力

建设等。

宜可城将继续为中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提供更

完善的能力建设，协助制定符合地方需求的气候变化

适应行动，同时促进国际经验交流。

国际交流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协助联合国减灾署在韩国济州岛举

办了亚太区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能力培训，

并作为培训讲师分享了全球各地城市气候适应与韧性

城市/社区规划的杰出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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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和以人为本 
的发展

面临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地区可通过城市转型的过程，

提升能力并定位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在迈向更加繁

荣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的过程中，同时提升当地环

境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2017年11月，宜可城执行、Stiftung Mercator资助的 

“城市转型联盟（Urban Transitions Alliance）”正式

启动，旨在为世界各地的工业和前工业城镇提供机会，

转型成为领先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目前已有十一

个来自中国、德国、美国和波兰的地方政府正式加入，

在联盟框架下就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社会转型等

四大核心议题开展相关工作。

作为联盟的第二次全球聚会，城市转型论坛于2018年

宜可城全球大会期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论坛包

含了转型专题环节和工作会议，为联盟城市提供交流

和切磋的机会，向同侪及合作伙伴分享阶段性成果和

当前面临的难题。

十月底，“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城市转型之路”城市转型联

盟项目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北京经济技术开

城市转型联盟

中、德地方政府通过城市转型联盟齐聚一堂，分享交流转型经验和挑战

发区（或称“北京亦庄”）、北京怀柔区、石家庄裕华

区、德国埃森市和莱比锡市的代表与合作伙伴，分享了

他们迈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愿景、成果和挑战。会上，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和核安全部部门主管 

Vera Rodenhoff 表示，德国和中国城市面临了不少相

似的气候变化挑战，有许多经验和课题值得双方交流；

而中国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科技和国际合作处处长明登
历则强调，国际合作有助于地方政府共同学习。

作为联盟第一期工作的成果展示，联盟将参与城市的

收获与承诺，以及具体的解决路径编撰为《联盟转型

地图》。2019年，联盟规划进一步在第二期工作中推

出城市对接项目。

参访北京博大水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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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交流，提供地方政府展示行动成果的平台，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持续

为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准备因地适宜的政策工具和出版刊物。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定期通过官网、中英文电子报和社群媒体为会员与合作伙伴提供网络资讯和资

源。2018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设立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更及时的方式将宜可城的最新资讯和

资源分享给中国地方政府。

知识分享

绿色循环城市联盟 
项目手册
2018.6 | 中 • 英

绿色循环城市创建 
活动报告 

2018.9 | 中 • 英

城市转型联盟 
中国研讨会活动报告 
2018.10 | 英

绿采+ 绿色采购东亚网络
2018.10 | 中 • 英

宜可城东亚案例研究 Vol.1
中国深圳市 

2019.1 | 中 • 英

宜可城东亚案例研究 Vol.2
中国天津滨海新区 

2019.3 | 英

宜可城东亚案例研究 Vol.3
中国深圳市光明区 

2019.3 | 英

伙伴关系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积极与地方政府部门、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地区和全球合作推

动可持续发展和城市韧性。2018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与下列组织开启或深化了合作关系：

世界循环经济论坛
6.3–6.5 | 芬兰 赫尔辛基

2019 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 
暨首尔气候变化市长论坛
10.22–10.26 | 韩国 首尔

第二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大会 
12.2–12.13 | 智利 圣地亚哥

2019 精彩预告

韧性城市2019全球大会： 
十周年庆典 
6.26–6.28 | 德国 波恩

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3.11–3.15 | 肯尼亚 内罗华

2019 亚太韧性城市大会 
4.15–4.17 | 印度 新德里

2019 首尔国际空气质量论坛 
5.22–5.23 | 韩国 首尔

2019 年北京国际大都市 
清洁空气行动论坛 
7.12 | 中国 北京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9 
6.17 | 中国 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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