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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2020年度工作报告中，使用宜可城-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
为迎接成立30周年，特别推出的全新视觉形象。

2020年是不平凡且格外艰难的一年。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
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宜可城全球网络内的城市和地方政府虽纷
纷调整了工作重点和方式，但却未曾松懈他们对于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且积极寻求通过具有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方式，从疫情中实现更好
的恢复。

回顾过去这一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持续拓展与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和相关机
构的合作，并积极推进符合区域和地方需求的项目，促进城市间有关地方可
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同时，我们也有幸欢迎新选任的2021-2024年东亚地
区执行委员会成员，开始参与网络的治理工作。

如同往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持续在“东亚清洁空气城市”和“绿色循环城市
联盟”等重点项目框架下开展议题研究，并组织能力建设活动，支持区域内的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我们也为强化这些项目的架构筹措了更多
资源，从而为参与其中的地方政府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支持。这些项目主要
致力于支持地方政府迈向低碳和循环发展的转型行动。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也扩大了与乌兰巴托市的合作，协助该市通过具体行动，
积极助力蒙古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宜可城的支持下，乌兰巴托首次
在CDP-宜可城的信息披露系统上完成了气候数据分享，并将持之以恒，继续
提升当地的建筑能源效率。

随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将于中国
云南省昆明市召开，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扩展了我们在城市生物多样性和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等领域的项目工作。2020年，我们与宜可城欧洲秘书处共同
正式在中国启动了“城市与自然共生”（UrbanByNature）倡议地方政府能力
建设项目，并与中德城镇化伙伴关系开启合作，一同促进中德地方政府间的
可持续城市更新经验和知识交流。同时，我们也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生态环境部、云南省和昆明市等保持密切合作，共同筹划在CBD COP15期间
举办“第七届全球城市与地方政府全球生物多样性峰会”。

另外，我们也在韧性发展路径的框架下，积极参与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中
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主流化技术支持项目”，协助编撰《中国城市适应气候变
化技术导则》，并携手联合国减灾署，共同为中国城市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协
助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下，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和城市韧性。

宜可城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秉持着共同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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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合国支持下于1990年成立的宜可城—地方
可持续发展协会（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简称“宜可城“）是由全球2,500多
个城市和地区政府共同组成的合作网络，旨在推
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宜可城的会员城市和地区遍
布125个国家，倡议制定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并
在地方层面积极推动迈向低碳、基于自然、公平、
韧性和循环的发展行动。我们的会员和专业团队
通过技术交流、合作伙伴关系和能力建设，共同促
成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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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和蒙古的会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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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重点项目包括：东亚清洁空气
城市网络、绿色循环城市联盟、城市与自然共生
倡议和城市韧性等。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韩国）北 京代 表 处 成 立于
2018年3月，积极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可持续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服务和支持。

城市网络
自1990年起，全球已有来自124个国家的城市、城
镇和地区先后加入宜可城。目前，宜可城在东亚地
区有91个会员，包括2020年加入的中国成都市。

新会员剪影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在推进
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等领域扮演着先锋城市的角
色。过去几年，成都市在城市韧性、空气质量治理、
气候变化协同效益和可持续城市更新等领域与宜
可城开展积极合作；同时，宜可城大力支持成都市
公园城市建设工作，并在国际舞台上宣传推广。随
着成都市正式加入会员，宜可城将持续深化与该
市的合作关系，通过全球网络中多元化的国际项
目、培训机会和宣传渠道，与世界各地的城市分享
其经验和做法。

成都

成都东湖公园  / 摄影： Daderot，维基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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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
2020年，宜可城的九个区域执行委员会皆分别
完成了2021-2024年委员会成员的选任程序。
在9月份完成了新任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的选
任程序之后，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于11月下旬通
过视讯会议的方式，邀请新任委员召开了第九
届宜可城东亚执行委员会会议，共同谋划新行
动，使东亚地区在疫情复苏的过程中，保持应对
气候变化的雄心。

会上，宜可城东亚执行委员、顾问委员和各办公
室代表皆承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平息，他
们仍将积极支持宜可城全球网络在区域内的发
展和运营。此会议巩固了2021年的区域战略，
使宜可城办公室能够在区域执行委员会的指导
和支持下，采取联合行动，执行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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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往后六年的行动蓝图，且有权修订组织章
程和选任全球执行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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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交流合作，制定网络发展策略。

区域主席
門川大作

市长 | 日本京都市
低碳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

区域副主席
徐正協

代理市长 | 韩国首尔市
空气质量提升与区域合作

謝政達
副市长 | 新北市

气候适应及韧性城市

顾问委员
张   海

执行总监 |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全球执行委员会中国特使

贾丽娜
副市长 | 中国长春市
绿色经济与高效资源 

顾问委员
中村正久  教授

主席 | 宜可城日本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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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4 东亚地区执行委员会

55

主席
Frank Cownie
市长 | 美国  得梅因市

第一副主席
Katrin Stjernfeldt Jammeh

市长 | 瑞典  马尔默市

副主席
Minna Arve

市长 | 芬兰  图尔库市

副主席
Atishi Marlena

德里国家首都辖区议员 | 印度联邦议会

2021-2024 全球执行委员会正副主席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67.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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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活动回顾
宜可城-联合国减灾署：成都市气候变化适应
性与韧性城市能力建设培训 
1月7日  /  中国成都

“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云端研讨会
后疫情时期宜居城市建设
7月8日  /  线上

第四届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
论坛
9月7日  /  中国北京 + 线上

绿色循环城市联盟： 
图尔库市与日本城市交流调研 
1月21-24日  /  日本东京、横滨

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治理
和规划能力培训：成都市
9月7日  /  线上

城乡共构项目科学与政策对话系列
中德综合城乡发展实践
9月23日  /  线上

2020 雄心城市全球峰会
大胆而无惧—以循环发展作为气候行动
10月12日  /  线上

2020 雄心城市全球峰会
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城市更
新：中德城市经验分享
10月23日  /  线上

第九届宜可城东亚区域执行委员会年度会议
11月26日  /  线上

2020 绿色发展城市高峰论坛暨 
第八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
12月7-8日  /  线上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 
主流化项目技术交流会
12月16-17日  /  线上

第四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分论坛三 
绿色与健康 · 增强城市发展韧性：
建设自然城市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1月17日  /  中国成都 + 线上

中德城市可持续城市更新经验分享： 
德国多特蒙德市
12月2日  /  线上

2020 首尔国际城市韧性论坛
12月9日  /  线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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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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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激发创新的根本。然而，城市与
其周边地区同时也处于全球变革的最前沿。

宜可城网络中的城市和地区政府已注意到全球挑
战的警示信号，并以《2018-2024宜可城蒙特利尔
承诺和战略愿景》为指导准则，通过五条相互关
联的发展路径，在高速城市化的时代，推动城市
携手迈向可持续发展。

宜可城通过低碳、循环、基于自然、韧性，以及公
平和以人为本的五大发展路径，旨在创造系统性

变革。这个框架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充分考量城市系统复杂性的基础，并支持地方政
府采取更具整体和全面性的思维模式，设计出综
合性发展策略和解决方案，以平衡人类生活与城
市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在五大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设
计发展多元项目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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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循
环
发
展

公平和以人为本的发
展

韧
性
发
展

低碳发展

可持续城市系统

基
于
自然

的发
展

绿色循环城市联盟

可持续出行
和生态物流

城乡共构项目

地方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能力建设

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联盟

中国城市韧性和气候
适应能力系列培训

中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
主流化技术支持项目

城市生物多样性和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城市与自然共生倡议

中德可持续城市
更新经验交流

乌兰巴托建筑能效提升项目

东亚清洁空气城市网络

亚洲低碳发展策略伙伴关系

低碳城市承诺项目

循环城市区域研究

GEF-6 中国示范城市
可持续城市发展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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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清洁空气城市网络

高速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东亚成为全
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由来自中国、
韩国、日本和蒙古的地方政府共同于2016年发
起的“东亚清洁空气城市”（EACAC）项目，吸引
了15个地方政府和多个合作伙伴加入，共同提
倡清洁空气行动。该项目由宜可城东亚秘书处
统筹管理。

为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宜可城东亚秘
书处为项目筹集了更多资源，同时拓展了项
目框架，并于2020年11月正式成立了“东亚清
洁空气城市网络”（East Asia Clean Air Cities 
Network，简称 EACACN）秘书处。网络秘书处将
进一步聚焦开展项目活动，鼓励更多合作伙伴
和利益相关方加入，支持地方清洁空气行动，在
国际上传播分享东亚城市的最佳实践。

知识交流和国际合作 

东亚清洁空气城市网络支持地方政府积极参
与国际论坛和活动，展示他们在地方层面所采
取的清洁空气行动和相关成果。

为响应9月7日首届“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
网络支持韩国水原市（由宜可城韩国办公室协
助）和蒙古乌兰巴托市参与了由联合国环境署
主导的#人人共享清洁空气（CleanAirForAll）
倡议，分享他们在地方层面的清洁空气实践与
成果。 

如同往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也作为协办单
位，支持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举办了2020年北
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本届
论坛以“能源交通重点领域协同控制”为题，并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到来自加州、
伦敦、巴黎、东京、首尔和香港等国际大都市代
表，以及大学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大气和气候领
域专家，聚焦探讨协同推进大气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减排。

遏制气候变化，创造经济发
展机会，并提升人类健康和
自然环境。

低碳发展

8

助力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s://www.cleanairblueskies.org/story/suwon-city-republic-korea-launches-initiative-inspire-collective-action-against-air-pollution
https://www.cleanairblueskies.org/story/suwon-city-republic-korea-launches-initiative-inspire-collective-action-against-air-pollu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2Yg0IGQ7ss&list=PLYsnAoyR-0RQRzlLAefLCPYRfBUxu2Ovy&index=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2Yg0IGQ7ss&list=PLYsnAoyR-0RQRzlLAefLCPYRfBUxu2Ovy&index=5
https://www.cleanairblueskies.org/cities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18.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18.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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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收录了中国北京市、韩国首尔市和日本
东京市等三个东亚大都市成功提升空气质量的经
验。宜可城也使用该教材，为约30名中国成都市市
政府和相关机构人员提供了“城市大气污染治理
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和规划”线上培训，聚焦
介绍短期气候污染物、量化并将大气污染与气候
行动协同治理融入政策设计过程的方法，以及国
际上杰出的实践经验与借鉴。另外，项目合作伙伴
也使用了该教材，为菲律宾圣罗莎市和蒙古乌兰
巴托市提供培训。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未来也将持
续利用该培训内容，为更多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支
持和能力建设。

中国北京市  /  摄影：京环之声

2020年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行动论坛于9月7日举行  /  摄影：宜可城

北京-首尔双边空气质量治理研究项目

在“北京-首尔混合委员会”的框架下，宜可城东亚
秘书处特别就两市的空气质量治理政策中的“锅
炉改造”、“机动车污染防治”、“扬尘治理”和“季节
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比较，并于2020年北
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上展示了
研究成果。接下来，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将通过更多
渠道分享宣传项目的主要发现、经验借鉴和延伸
出的政策建议。

亚洲城市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协同治理
和规划  

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是不少亚洲城市当前最迫切
的环境挑战。然而，随着愈来愈多务实的行动和解
决方案问世，城市有更多的政策工具来进行综合
规划，协同推进大气治理和气候变化减缓。

在 气 候 和 清 洁 空 气 联 盟（C C A C ）资 助 的 项 目
（2019-2020）框架下，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亚洲

清洁空气中心（CCA）和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
（IGES）联合开发了一套培训课程，旨在协助亚洲

城市将协同治理短期气候污染物（SLCPs）和减缓
气候变化，带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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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市制作了一系列动画和访问翻新建筑住户居
住舒适度的宣传视频，以提升大众对于建筑能效
重要性的认知。

在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其他合作机构的支持下，
乌拉巴托市已完成了一座环境教育中心和24座建
筑外墙保温质量提升等多项建筑热技术改造工
程，并承诺将继续完成剩余预制建筑的节能改造
工作。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模拟分析，
该市通过建筑能效改造所达成的节能量，将在
2030年累计至290万兆时（MWh），相当于减少
3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预制建筑翻新和能源绩效项目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GGGI共同开发的“预制建
筑翻新和能源绩效合同”（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for Residential Retrofitting in 
Ulaanbaatar City） 项目提案入围了NAMA基金
（NAMA Facility）的资助项目招标，进入深度筹
备阶段，并于2020年提交了中期报告。该项目旨
在为改造乌兰巴托市内的375座预制私人住宅楼
建立融资机制。尽管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项目团队仍设法举办了数场小规模利益相关

蒙古在新版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中，提出了远比
过去“在全国林业、土地使用及其变化之外，减
少碳排放总量的14%”更宏大的目标，承诺将在
2030年前相对于基准情景减少22.7%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自2017年起，与蒙古首都乌兰
巴托市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支持该市多方参
与计划项目和国际交流活动，履行提升能源效率
的承诺。

建筑能效加速器深度合作项目  

乌兰巴托市于2017年加入了联合国《人人享有可
持续能源（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框架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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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公私合
作项目“建筑能效加速器”（Building Efficiency 
Accelerator，简称 BEA），并进一步获选成为五个
开展深度合作项目的城市之一。

在建筑能效深度合作项目之下，宜可城东亚秘书
处和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共同协助乌兰

成立于2012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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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和非政府部门之个人和
团体组成的区域性协作平台，自发参与低碳发展
策略的制定、推广与实施。

在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完成了
中国北京碳排放权交易系统与蒙古乌兰巴托建筑
能效和热技术改造两篇案例研究，分析展示这两
座城市截至2020年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出的
具体贡献。案例研究预计将于2021年通过伙伴关
系秘书处正式出刊，并举办线上研讨会分享案例
成果。

亚洲低碳发展策略伙伴关系

乌兰巴托建筑能效提升项目

10

https://buildingefficiencyaccelerator.org/
https://buildingefficiencyaccelerator.org/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10324/35e7fe9d34b0654d4d4951014e37d36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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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巴托市内建筑群  /  摄影：Juris Paiders，维基共享资源

城市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的七成，且城市的经济活动与人口极易受
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联盟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简称GCoM）是最大的城市气候领导团
体，集结了超过10,000个地方政府和100多个合
作伙伴加入，怀抱着长期愿景，支持通过自愿性
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具有韧性和低碳的社
会。

蒙古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市，
因此该市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将
对该国能否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造成显著影
响。乌兰巴托市于2020年3月正式签署加入全球
市长气候与能源联盟，承诺将采取具有雄心的气
候行动。在宜可城的支持下，该市已于同年12月在
CDP-宜可城的信息披露系统上完成分享首份气候
数据，并正积极探索如何通过科学方法与数据，草
拟该市未来五年的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支持蒙古的地方和区域政府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宜可城东
亚秘书处也特别为多位来自六个蒙古主要城市和
省份的政府专业人员提供专属的“宜可城-GCoM
城市气候数据培训”。培训通过云端教学平台进
行，方便参训人员自行安排学习进度，观看预录的
演讲视频。所有培训教材皆已翻译为蒙古文。此
培训旨在使参与者更加了解数据对于城市气候战
略和项目投融资的重要性，并介绍全球市长气候
与能源联盟活动。另外，宜可城东亚秘书处更特
别邀请到区域内GCoM的领跑城市韩国首尔，分
享该市在气候数据管理和参与联盟活动的宝贵经
验。此培训项目获得了蒙古自然环境和旅游部与
乌兰巴托市的认可与支持，以及当地非盈利机构
蒙古健康城市网络（The Healthy City Network 
of Mongolia）和气候倡议（Climate Campaign）
的协助。

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联盟

知识分享 

作为建筑能效加速器项目的部分成果，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特别携手了宜可城韩
国办公室和高雄能力中心，将项目编撰
的《建筑节能规范手册》、《建筑节能改造
手册》、《建筑能效目标手册：城市通用指
南》和《建筑能效目标手册：上海长宁区
案例研究》，翻译为韩文、简体中文和繁
体中文版，供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和相关
领域专业人士参考。这些手册为城市提
供了能够按部就班提升建筑能效的指引
和案例介绍。其中，简体中文版的手册皆
可通过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的网站取得。

方参与和咨询会议，并提高了市政当局和相关部
委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已有超过两千户居民表
达有兴趣支持该项目。项目团队将持续推进相关
工作，并于2021年6月提交深度筹备阶段的最终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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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covenantofmayors.org/
https://www.globalcovenantofmayors.org/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624/cff310c24b33b3ce6524e8a42fad0cc3.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624/9dee286085619e8dc299843dcb633369.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624/9dee286085619e8dc299843dcb633369.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803/ccffd056854b35b8fbb9640b3fa644b4.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803/ccffd056854b35b8fbb9640b3fa644b4.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803/4e25bf0f4ee82853f8f19838f486278c.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803/4e25bf0f4ee82853f8f19838f48627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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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承诺项目

韩国首尔市都市再生项目‘首尔路7017’ /  摄影：분당선M，维基共享资源

自2016年起，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首尔人力资源
开发中心（SHRDC）每年定期为亚洲的地方政府人
员举办城市可持续发展培训。然而，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2020年的培训活动全数取消，预计将
于2021年4月通过线上视讯的方式举行，向中国
城市分享“首尔版绿色新政”和治理结构等有助于
城市在疫情之后，实现绿色复苏的举措。

地方政府气候变化政策 
能力建设

12

在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及核能安全部
（BMU）的资助下，宜可城全球秘书处和东南亚

秘书处自2017年起，共同携手印尼、菲律宾和越
南的项目城市，制定具有雄心壮志的地方气候行
动。作为知识传递和技术支持伙伴，宜可城东亚秘
书处和首尔特别市政府共同为项目城市提供了能
力建设培训，并通过工作组讨论，支持他们建立利
益相关者网络，和制定可衡量且可实现的具体指
标。2020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首尔市政府协
助审阅了印尼雅加达、菲律宾巴石和越南河内，基
于具有包容性、低碳和社区主导的发展模式所完
成的气候政策和行动计划初稿。

河内和雅加达皆顺利更新了当地的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数据，并依据2019年的讨论结果，分别将空
气质量治理和提升能源效率设为2020年的重点

行动领域。另外，在新建公众参与平台和各城市在
相关领域展开的行动之余，项目合作伙伴也将持
续寻找相关发展机会，期望项目在2021年6月正
式结束之后，参与城市仍能维持推动气候行动的
势头。

https://english.visitseoul.net/hallyu/All-about-Seoullo-7017_/2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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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地方政府迈向低碳、资源高效和循环经
济发展路径，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于2019年启动
了“绿色循环城市联盟”（Green Circular Cities 
Coalition，简称GCCC），支持具有雄心壮志的城
市引领全球迈向循环转型。

联盟发展   

作为绿色循环城市联盟年度活动之一，宜可城东
亚秘书处携手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国生活垃圾
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在2020年雄心城
市全球峰会期间举办了“大胆而无惧—以循环发
展作为气候行动”线上研讨会，吸引超过60位海
内外参与者。会议邀请到来自德国埃森市、中国
山西省、苏州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以及
清华大学、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与英国艾
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MF）的专家学者分享城
市在地方层级通过在工业和食品价值链等领域
开展循环经济举措，助力达成气候行动目标的经
验与挑战。

绿色循环城市联盟

循环发展
和 新 的 生 产 消 费 模 型，终
结“生产—消费—丢弃”的
线性发展模型，打造善用可
回收、可分享和补充资源的
可持续社会。

位于德国埃森市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  /  摄影：Fritz Hendricks, Pixabay 

助力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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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ringcities.org/
https://daringcities.org/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36.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36.html
https://whc.unesco.org/en/list/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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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库市与日本城市交流调研

为协助联盟成员对彼此在循环发展领域的工作有
更深层的认识，从而发掘未来能够开展合作与共
同学习的领域，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日本办公室
于2020年1月21-24日协助安排芬兰图尔库市代
表团前往日本，与东京市和横滨市的地方政府部
门和相关单位进行交流。通过一系列研讨会、双边
对谈和实地参访重点项目设施，访问团代表们发
现三个城市皆特别重视同时结合循环经济、气候
行动和生物多样性的举措，且都已开展了多种项
目和倡议试点，持续深化系统性解决方案。另外，
城市代表们也特别强调了居民和企业参与对于推
动相关工作的重要性。

在调研行之后，横滨市还接受了图尔库市的邀
请，同步于12月举办了“1.5度生活短片竞赛”

（1.5-Degree Life Video Competition），鼓励两
市青年制作分享低碳与绿色生活技巧的创意短
片，并上载至社交平台供公众观览和投票。宜可城
有幸能在过程中支持两市将交流活动扩展深化至
市民大众。

SUN 研究所项目

2020年，宜可城携手SUN研究所（SUN Institute）
重新梳理和评估宜可城能够在其循环发展路径下
开展的工作。作为项目主要的交付成果之一，宜
可城于2021年4月启动了“宜可城循环圈”（ICLEI 
Circulars）平台。该平台目前包含三个区域中心的

循环实践案例。其中，宜可城北京代表处负责主导
编撰中国城市的内容，由循环经济的视角，聚焦分
析中国城市的优先事项和需求，展示了北京、深
圳、上海和苏州的循环经济案例，并协助辨识出了
长春、成都、大同、香港和天津等领先循环城市的

图尔库市代表团参访东京超级生态城  /  摄影：宜可城

知识分享和国际参与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协助安排“无废城
市”试点之一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亦庄），参与了9月28日由芬兰国家政
府和芬兰国家创新基金（Sitra）联合主
办的2020年世界循环经济论坛（World 
Circular Economy Forum 2020），并于
其中一场线上边会上展示该区通过“以
市场为导向”的核心措施框架，促成管理
部门与投资方的紧密协作，从而推进废
弃物减量和回收再利用的成果。

另外，秘书处也将2019年受中国生态环
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委托开展的无
废城市国际经验研究，重新整理编撰为
系列专文，深度分析欧盟、荷兰、德国、芬
兰和日本推行无废社会与循环经济的经
验，包括相关法律架构、政策设计、垂直
与水平治理和协调分工，通过微信公众
号发布分享给中国城市与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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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urku.fi/en/news/2020-10-29_take-part-15-degree-life-video-competition
https://circulars.iclei.org/
https://circulars.iclei.org/
https://www.kankyo.metro.tokyo.lg.jp/en/waste/eco.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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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广岛市环境局中工厂  /  摄影：Kenta Mabuchi, Flickr

城市中的循环粮食系统项目

据估计，2050年时，全球八成的粮食消费将发生
在城市地区，而食物损耗（Food Loss）和食物浪
费（Food Waste）更将呈指数增长。意识到饮食
文化在东亚区域的重要性和高城镇化率，东亚秘
书处采用了宜可城循环发展五阶段（5Rs）的理
论框架，对韩国首尔市、日本广岛市和札幌市的
城市循环粮食系统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将汇整编
撰为《日韩粮食循环生产和消费：地方政府最佳
实践参考手册》，预计于2021年出版。通过解析
三个领先城市在城市农业、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
的政策与策略，该手册将可为区域内其他地方政
府踏上建立循环粮食系统的旅程提供宝贵的参
考和启示。此项目由德国阿登纳基金会（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资助。

循环城市区域研究

宜可城通过其循环发展路径，为地方层
面的循环经济实践提供支持。循环发展
鼓励公平的资源分配，并支持地方经济
在尽可能减少资源开采和浪费的同时，
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
绿色经济发展 。宜可城与荷兰循环经
济研究所（Circle Economy）共同开发
的“循环发展五阶段”（5Rs）理论框架：
恢复（Recover）、减量（Reduce）、再利
用（Reuse）、再设计（Redesign）和再生

（Regenerate），旨在协助城市制定合
适的循环经济战略。更多详情请见宜可
城循环圈（ICLEI Circulars）平台。

乌兰巴托的塑料和餐厨废弃物   

虽然蒙古在2018年时全国废弃物回收率仍不及
10%，但该国政府在《蒙古2030年可持续发展远

需求，从而探索宜可城在下一个项目阶段可能推
进的潜在干预举措。接下来，宜可城将携手中国城
市共同开展具体项目，并寻找促进中德城市间交
流合作的机会。

15

景》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期望在2025年前
将废弃物回收率提升至30%，并在2030年前提升
至40%。为支持蒙古国和其首都乌兰巴托市加速
提升塑料和餐厨废弃物的回收率，宜可城和亚洲
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共同于2020年就
乌兰巴托的塑料和餐厨废弃物回收现况，和该市
的循环经济发展潜力，开展了一项预可行性研究。
该研究梳理了国家级和市级的政策与规范、统整
了当前执行中的项目、分析了该市的废弃物管理
全链条现状，并访问了当地塑料和餐厨废弃物回
收厂商，以厘清他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研究结
果将有助于为扩展项目库提供丰富的参考信息。

https://www.hiroshima-navi.or.jp/en/post/007296.html
https://www.circle-economy.com/
https://circulars.iclei.org/


16 17

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将推迟至2021年举行。原定于2020年
10月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大会，旨在检
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成
果，并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
为下一阶段的行动方针。

尽管会议日期有所调整，但宜可城东亚秘书处
始终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中国生态环
境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昆明市人民政府等
关键利益相关方保持着密切合作，规划在CBD 
COP15期间共同举办第七届全球城市与地方
政府全球生物多样性峰会，作为大会的其中一
场官方平行活动。第七届城市峰会不仅将为各
国政府提供与地方政府互动的空间，也将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地方和区域政府提供国际平台，
分享和展示他们的实践与成果，共同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在地方的主流化，促进城市和自然
的和谐共生，打造健康和富有生机的城市环
境。

城市生物多样性和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保护并强化奠定地方经济
和社区韧性的生物多样性
和城市生态系统。

基于自然 
的发展

中国成都市  /  摄影：Daderot，维基共享资源

助力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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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可 城 东 亚 秘 书 处 自2 0 1 8 年 起 即 是 欧 盟“地
平线2020”创新与研究计划框架下“连结自然”

（Connecting Nature）以及“智在城市”（CLEVER 
Cities）项目的中方合作伙伴。两个项目都旨在推
广将自然融入城市的方法学，分享全球城市有关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的最佳实践，并强化城市和地方政府交流协作的
能力。其中，“连结自然”项目聚焦于城市水务管理
和增强气候韧性；而“智在城市”项目则侧重将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用于提升公众健康和社会凝
聚力，以及助力创造经济发展机会。

2020年11月中，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与中国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成都市合作举办了“第四届
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并携手宜可城欧
洲和全球秘书处在分论坛三上推出了“城市与自
然共生”（UrbanByNature）方法学倡议。该方法
学是城市实践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指南，未来
将应用于执行“连接自然”和“智在城市”等两个项
目，支持城市和地方政府挖掘自然潜力，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

该分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邀请到来
自中国成都市、长春市、上海市长宁区、昆明市、重
庆市、宁波市和广州市的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中
国生态环境部的代表亲临会场参会，并由欧洲联

城市与自然共生倡议

盟驻华代表团科学技术处政策官员、欧盟“地平线
2020”项目顾问通过视频连线发言。线上线下共
计70余人参会。

2021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将启动“城市与自然
共生”倡议系列培训，携手地方学术机构、政府单
位、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支持中国城市在城市
中应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并为中外城市提供
机会和搭建平台，交流各自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应对城市发展挑战的目标、历程、政策以及融
资和商业方案。

知识分享和国际参与 

7月8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中国成都市
人民政府、宜可城在“一带一路”可持续
城市联盟框架下，共同举办了“后疫情时
期宜居城市建设”线上研讨会，邀请到来
自中国成都、德国汉堡和苏格兰格拉斯
哥等地方政府代表，分享各城市在发展
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为应对
疫情所采取的行动。会议吸引了两百多
位中外嘉宾参与，共同探讨为打造可持
续宜居健康的环境、营造公园城市的机
遇和潜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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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nectingnature.eu/
https://clevercities.eu/
https://clevercities.eu/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581.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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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在创造了巨大城市发展机会的
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给城市地区
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为应对这些问题，包括中德在
内的许多国家相继出台了各种支持城市和社区迈
向创新转型与复兴的政策，以提升城市的可持续
性、韧性和宜居性。

在此背景下，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北京代表处和德
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在2020雄心城市全球峰会
的框架下，于10月23日联合举办了“通过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城市更新：中德城市经
验分享”线上研讨会，为全球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
提供交流空间，并邀请到来自中国成都市、佛山
市、德国曼海姆市和汉堡市的代表进行主题分享，
深度探索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应用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此活动吸引了120余名
跨时区的观众在线参与。完整活动报告请见宜可
城东亚秘书处网站。

宜可城 - 中德城镇化伙伴关系: 
中德可持续城市更新经验交流

德国多特蒙德市  /  摄影：Sonja Ludwig，维基共享资源

此外，宜可城北京代表处还在该项目框架下完成
了德国多特蒙德市和中国成都市可持续城市更新
经验的案例研究报告，深入探讨两市如何通过城
市更新达到提振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的目的，以
及在此过程中如何纳入自然和生态的价值，实现
绿色和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两份案例研究的主要
发现和成果已通过线上研讨会分享。项目最终成
果报告预计将于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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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ringcities.org/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61.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61.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new/latest/661.html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1203/53a7e5e9c3aeab8f3c9d9832251e2e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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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与联合国减灾战略署东
北亚办事处和全球教育培训研究所（UNDRR 
ONEA-GETI）共同筹划了一系列的能力建设培
训，以协助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网
络下，提高城市减少灾害风险的能力，并规划
和建设具有韧性的城市。

随着首场培训2019年11月于宁波市顺利落
幕，第二场培训于2020年1月7日在成都市举
行，吸引了约50名来自成都市政府十多个相关
部门官员的和区局代表参与，并在国内外专家
的协助下，应用“城市灾害韧性记分卡”，依据
联合国减灾署定义的“十项城市韧性要素”，对
该市当前的防灾减灾和城市韧性进行了初步
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成都市在“加强制度，实
现城市韧性”和“确保有效的灾害响应”等领域
表现较佳；但在“理解并加强城市韧性的社会
能力”方面，则因与会者指出相关内容与现有
政府部门职能存在落差而不易评估。

本系列培训提升了与会者对于气候变化适应
和城市韧性议题的认识，并在过程中激荡出有
关城市可如何提升自我能力的新想法。2021
年，本系列培训将于北京市和上海长宁区举
行。

中国城市韧性和 
气候适应能力系列培训

2020年1月于成都市举行的韧性能力建设培训  /  摄影：宜可城

预期、防范、缓冲因高速的
环境、技术、社会和人口改
变所带来的冲击与压力，并
从中恢复。

韧性发展

助力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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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isdr.org/campaign/resilientcities/toolkit/article/the-ten-essentials-for-making-cities-resi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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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起，宜可城起积极参与了由亚洲开发银
行资助、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实施的“中国城市
适应气候变化主流化（UCCA）技术支持项目”，并
作为专家团队成员，协助编制为城市提供循序渐
进、分步骤建立并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框架的《
中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导则》。

项目于2020年12月为珠海市、常德市和西咸新区
等三个试点城市举办了一场线上技术交流培训活
动，依据《导则》初稿为他们提供有关制定气候适
应战略和行动规划等工作的建议和能力支持。在
培训之后，宜可城也持续支持参与城市整理学习
要点和撰写建议报告，并将持续优化现有的方法
学，以支持更多中国城市和区域提升适应气候变
化的能力。

知识分享

除了宜可城在全球各地组织举办的会
议和活动，东亚秘书处也受邀在2020年
首尔国际城市韧性论坛、可持续发展与
城市创新国际研讨会、KIPA-UN DESA 
应对新冠肺炎的公共治理和创新伙伴
关系论坛，以及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城市
经验交流专家研讨会等国际场合上，作
为发言嘉宾分享在地方层面提升城市
韧性意识的经验，以及宜可城开发的方
法学和工具平台。

另外，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也将全球秘书
处出版的《生生不息的城市：韧性城市
的演进与发展》报告翻译为中文版。该
报告通过回顾历届韧性城市全球大会，
对过去十年间韧性城市议题的发展和
主要行动作出了总体评价。 

中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 
主流化技术支持项目

中国珠海市  /  摄影： Adrian2019,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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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604/94127ce35144d8186cdffe29f6f93b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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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公正、宜居而具有包
容性的城市社群，纾解贫困
问题。

公平和以人
为本的发展

可持续出行和生态物流

城市生态出行导向

出行是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随之
而来的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公平性
问题，更迫使城市必须正视建设可持续出行系
统的必要性。然而，城市管理部门在规划出行和
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却时常面临针对相关举措
实际效益的反馈意见不足的挑战。宜可城的可
持续出行倡议致力于提升政策制定者意识，从
而为城市创造和提供兼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
出行策略。

由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Hewle t t 
Foundation）和宜可城生态出行联盟（The 
EcoMobility Alliance）共同资助的“城市生态出
行导向：构建以人与环境为本的出行方式、提
供国际交流及地方政府能力建设”项目（2018-
2020），旨在支持城市评估现有交通系统面临
的挑战与潜在的改善机会，继而促使城市转型
迈向生态出行模式，在交通系统中有效地纳入
步行、自行车、共享和公共交通等选项。

在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的支持下，中国项目城
市凯里市和佛山市皆通过生态出行导向工具
EcoMobility SHIFT+的23项指标，完成了对可能
影响当地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促进因素”、“
交通系统和服务”，以及“交通表现”的评估。虽
然两市有着截然不同的环境条件与地方特色，
但他们皆在可持续交通发展方面投注了稳定且
充分的财政支持，因此双双在“促进因素”层面
获得了优异的评价。

中国佛山市  / 摄影：宜可城

助力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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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评估结果也显示，为进一步提升整体交通系
统的可持续性，佛山市还可再强化人行道、自行车
道网络和相关基础建设，以提高出行的安全性与舒
适性；而凯里市则可考虑加强城市设计和交通规
划，提升便利性、通达性和连接性，使需要特殊协助
的民众也能获得相同的服务和机会。宜可城东亚秘
书处特别截取了项目成果报告中上述两市的案例
评析和行动建议，编译成中文精简版，供中国城市
和相关领域工作人士参考。完整的英文版项目成果
报告请见宜可城可持续出行倡议网站。

东亚城市生态物流： 
可持续城市交通的新境界

目前有约40亿人居住在亚洲--占全球总人口数的
近六成。而截至2050年，全球预计将有96%的城市
增长发生在东亚发展中地区，带来2.55亿新城市人
口。随之而来更高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将使新城市
中心面临高升的碳排量；而为满足更庞大的商品和
服务贸易需求，城市势必也需具备更卓越的物流中
心和基础设施。

智能手机、电信业务和高效城市物流网络的普及，
使东亚城市成为电子商务增长最为快速的地区之
一。然而，虽然物流和货运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但多数东亚城市并未积极将它们纳入可持续
交通的规划中。此外，电子商务经济的兴起和数字
化进程还将加剧货运业的外部性，为城市带来空气
和噪音污染、交通拥挤和事故，以及道路使用者公
共空间竞争等问题，损害城市的宜居性。

2020年，由宜可城全球秘书处牵头执行的研究项
目“东亚城市生态物流”，聚焦分析了三个东亚城市
物流产业的现况、政策和制度性框架、策略和挑战。
在项目框架下，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协助开展了有关
韩国首尔市和中国苏州市的研究。该研究还强调了
将生态学的概念带入可持续出行的长期政策规划，
以及市政当局可采取的举措和步骤中，从而通过与
利益相关方合作、适当的融资和示范项目，转型迈
向可持续的物流系统。项目成果报告已于2021年
上半季度出版。

摄影：Falco，Pixabay

中国凯里市  /  摄影：宜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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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和北京代表处共同为北京、天
津、石家庄、宁波、南昌、深圳和贵阳等七个全球环
境基金第六期（GEF-6）“可持续城市综合方式试点
项目”（Sustainable Cities Integrated Approach 
Program，简称SC-IAP）城市，完成了可持续城
市发展评估（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ssessments，简称SUDA）。该评估旨在分析各
城市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与具体进程。
作为可持续城市全球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Sustainable Cities，简称GPSC）的合作伙伴之一，
宜可城将根据评估结果进一步支持试点城市推动
可持续发展工作。

2021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将继续参与执行全球
环境基金第七期（GEF-7）“可持续城市影响力项
目”（Sustainable Cities Impact Program，简称
SCIP），强化治理结构和试点阶段经验间的垂直整
合，为包括中国成都市、宁波市和重庆市等来自九
个国家的24个城市提供支持。该项目的两个重要
元素包括：（1）以创新模式在选定的城市和国家实
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解决方案和投资；（2）通过全
球平台，针对可持续城市发展议题进行知识交流
和互相学习，促进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提升雄心和
促成落地行动。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将作为项目的
中国协调员，专注于第二个元素的实施。

GEF-6 中国示范城市
可持续城市发展评估项目

中 德 合 作 项 目“ 城 乡 共 构 ”（ U r b a n - R u r a l 
Assembly，简称URA），旨在加深认识中国台州
黄岩地区城乡界面下，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
发展转型历程。此项目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BMBF）资助，并由柏林工业大学统筹执行，遵循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引领中德双方在可持续城乡
区域转型领域前沿的伙伴开展工作。项目涵盖领
域包括：城乡空间实践、物质循环、景观与空间类
型、生态系统、流动和迁移，以及治理与政策。

作为项目合作伙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已于2020
年8月按研究团队要求完成了第一期研究期刊中
政策治理的章节，内容包括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
国家和地方政策演变，并携手柏林工业大学和上
海同济大学，共同于9月23日举办了一场线上科学
与政策对话，聚焦探讨中德两国的综合城乡发展
实践，分享德国图林根州和中国台州黄岩区所采
用的方法。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将持续参与项目的
研发阶段（2021-2024），支持协调中德项目伙伴
和地方政府沟通，并针对上述研究领域进行跨学
科的政策研究，支持项目团队在现有中国政策的
框架下，制定一套具参考价值的城乡联系政策工
具包，供地方政府应用。

城乡共构项目

2020年9月23-24日举行的城乡共构项目国际线上会议  /  摄影： Henry Sowi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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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psc.org/sites/gpsc/files/gpsc_suda_summary_report_16_oct_revised_external_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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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positonce.tu-berlin.de/handle/11303/1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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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积极与地方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地区和全球合作推动
可持续城市发展。2020年，秘书处与下列组织开启或深化了合作关系：

2021年上半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与韩国国际合作机构（KOICA）共同实施为期六个月的青年
专业人员项目，并计划于下半年携手韩国环境部国立生物资源馆启动为其一年的研究项目，开
展有关东亚地区生物多样性发展的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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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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需求的政策工具和出版物。

2020年，宜可城东亚秘书处完成了官网改版，并定期通过中英文电子报、以及推特和微信公众
号等媒体平台，为城市会员与合作伙伴提供网络内最新的资讯和资源。

知识分享

绿色循环城市联盟电子报  第二期
2020.4  /  英文

生生不息的城市：韧性城市的演进与发展
2019.11  /  英文  宜可城全球秘书处出版 

2020.5  /  中文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编译

案例研究： 北京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2021.1  /  英文

城市出行导向：中文精简版
2020.5  /  英文  宜可城全球秘书处出版

2020.8  /  中文精简版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编译 

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
城市更新：中德经验分享活动报告 
2020.11  /  英文

东亚城市生态物流： 
可持续城市交通的新境界 
2021.4  /  英文  宜可城全球秘书处出版 

2021.5  /  中文版执行摘要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编译

建筑节能规范手册 
2020.6  /  中文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统筹编译

建筑节能改造手册 
2020.6  /  中文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统筹编译

建筑能效目标手册：上海长宁区案例研究 
2020.8 /  中文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统筹编译

建筑能效目标手册：城市通用指南 
2020.8  /  中文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统筹编译

出版物

中译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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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cusercontent.com/04bd509e57167f576e3160bce/files/8ed397bc-fa1f-4e1d-ad35-0351e8ac7eff/GCCC_Newsletter_Issue2.pdf
https://e-lib.iclei.org/publications/Resilient-Cities-Thriving-Cities_The-Evolution-of-Urban-Resilience.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604/94127ce35144d8186cdffe29f6f93bac.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10324/35e7fe9d34b0654d4d4951014e37d36f.pdf
https://sustainablemobility.iclei.org/wpdm-package/cities-shift-capacity-building-and-networking-for-climate-and-people-friendly-mobility-report/?wpdmdl=68813&ind=Q2l0aWVzIFNISUZUIEZpbmFsIHJlcG9ydC5wZGY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807/590d688832c8d17eee046a62c05a821c.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1203/53a7e5e9c3aeab8f3c9d9832251e2e60.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10512/47a64b3e6fc4e213cc3c98f43a41cf4e.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10512/9213dc54a482e95f716c1c1f41a909ff.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624/cff310c24b33b3ce6524e8a42fad0cc3.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624/9dee286085619e8dc299843dcb633369.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803/4e25bf0f4ee82853f8f19838f486278c.pdf
http://eastasia.iclei.org/upload/portal/20200803/ccffd056854b35b8fbb9640b3fa644b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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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精彩预告

2021-2022 宜可城全球大会： 第一部分   
4月13-15日  /  瑞典马尔默 + 线上 

宜可城韧性城市系列培训：上海 
4月15-16日  /  中国上海 

宜可城韧性城市系列培训：北京 
4月21-23日  /  中国北京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9月3-11日  /  法国马赛 

第5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7月1-3日  /  中国成都 

首尔气候变化市长论坛   
10月26-27日  /  韩国首尔 + 线上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培训 
4月28-30日  /  韩国首尔 + 线上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21年年会 
7月7-9日  /  中国贵阳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 
暨第七届全球城市和地方政府生物多样性峰会 
10月11-24日  /  中国云南省昆明

2021年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论坛 
第三/四季度  /  中国北京 + 线上

首尔国际空气质量改善论坛 
10月28-29日  /  韩国首尔 + 线上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大会（UNFCCC COP26） 
11月1-12日  /  苏格兰格拉斯哥

*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活动可能面临延期、取消或其他形式的调整。
更多相关资讯，欢迎联系宜可城东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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