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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2015 年飞快地过去了，回顾一年来我们艰苦、辛勤的努力，收获更显得五彩缤纷、沉甸甸的。 

这一年，我们收获了：《中国在非洲四国（莫桑比克、刚果（金）、喀麦隆、乌干达）非林业土地利用行业投资

及对森林的影响》研究报告，中国“走出去”系列观察报告—老挝、柬埔寨、越南和缅甸。研究报告描述了中国海

外投资的政策、在水电、矿业、农业、基础建设等的投资状况及对森林、环境的影响；与合作伙伴一起编制了中国

海外企业的培训教材，组织了北京、云南两次近 100 家企业的培训；完成了中国海外木材贸易缅甸手册初稿，促成

了中缅政府之间的多次交流与合作，我们走出了搭建区域平台的第一步！ 

我们收获了：自 2008 年以来，GEI 推动中美政府高层及专家关于气候变化的“二轨对话”（即“非正式对

话”），增强了两国政府间在气候议题上的交流、互信与合作，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制定中中美领导力成效

凸显。 

低碳政策量化工具的应用与推广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天津、山西省、广东省、上海市、大连市、陕西省、青

海省、甘肃省等 9 个地区近 150 名技术专家参加了“低碳规划编制方法培训班”；与天津行政学院合作开发的“绿

色交通政策分析”课程在近 10 个公务员班次上使用，约 600 名公务员接受了培训；在重庆和广东的基础上，与山西

省、湖南省、甘肃省等多家科研机构签订了低碳规划编制与低碳政策分析《合作备忘录》；正在开发的《温室气体

排放清单与预测工具》软件获得建筑和交通两个部门的《软件著作权证书》。 

在山西推广“节柴炉灶碳项目”和缅甸社区林业保护示范项目的基础上，成功促成中缅政府关于“南南气候变

化物资援助”330 万美元合作协议的签署。 

我们收获了：“协议保护”机制成果继续扩大展开。在青海和宁夏藏族、回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社区开展社

区生态保护技术培训和农牧业生计培训 3 次，成立了 3 个社区基金，支持了 4 个合作社（包括一个藏族妇女合作

社）的手工艺和牧业养殖发展，15 户藏族牧民成为生态旅游服务示范户，62 户牧民种植胡麻和红梅杏 500 亩；在青

海三江源和宁夏、内蒙古增加社区协议保护地和沙化治理地 8400 多公顷，使 GEI 项目影响的全国协议保护地达到

近 30,000 公顷，直接参与培训的农牧民 300 多人，其中妇女和残疾人参与的人数约 120 多人，影响社区 25,000 多居

民；三江源项目从开始的 2 个社区扩展行到 11 个社区，初步形成社区网络。 

完成了《中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使用效率研究》、《三江源生态友好型草原经营模式及牧民代替生计研

究三个研究》、《中美国家公园对比研究》、《社区蜂蜜商业计划书》等 4 个研究报告，形成政策建议提交农业部、青

海林业厅和自然保护区等政府管理和决策机构；举办关于协议保护、农牧民生计、生态补偿及国家公园体制等的交

流研讨会 6 次，参与的专家学者、NGO、社区居民共 240 多人。 

此外，我们自己也有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比如，我们搬到了更宽敞明亮的新办公室，5 名新员工加入了 GEI，

我们尝试新的宣传方法，例如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在线的年报，GEI 各项目之间有了更多的合作，当然最让人兴奋的

还是各项目组取得的成果。 

丰硕成果带给我们新的思维，我们开始策划、设计 GEI 未来 3-5 年的实施战略，提出对中国产业转型、中国产

业“走出去”过程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和中国“一带一路”国家生物多样性地区的关注，考虑社区网络的扩展和区

域双边多边平台的建立，在网络和其他平台上继续扩大 GEI 成果和影响。 

谢谢真诚指导、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伙伴和朋友，新的一年，我们将展现更多精彩！ 

金嘉满 

GEI 执行主任 



 
 

 从左至右 前排:  曹思睿、张经纬、季琳 

中排：白明明（Kendall Bitonte）、王诺、李莹、王溢、王磊、崔楠瑛、徐生年 

后排：马倩儒、于卿婵、张荣萍,、孔令红、彭奎、金嘉满、任鹏 

 

我们具有研究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致力于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2015 年是富有生机和成效的一年！ 

 

五位极富创造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新人加了 GEI； 

我们的办公室搬到了北京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十多名实习生和志愿者给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 

 

加入我们，请联系：gei@geichina.org 

GEI 员工 
 

mailto:gei@geichina.org


 
 

 
 

 

 

 

 

 

 

 

 

 

 

 

 

 

 

 

 

 

 

 

 

 

 

 

GEI 的四个影响  

为可持续投资与经济增长提供先进理念和培训 
  

           良“知”方能至善行。 

           GEI 的专家为官员和企业管理者提供了精准的建议，使他们

在制定政策和投资的每个阶段都可以降低风险。 
 

 

推动社区自主发展并保护环境 
 

GEI 认为持久的发展来自当地社区的理解和参与。 

我们在不同项目社区推广不同产品、工具和模式，使每个

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中学生，都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和

环境。 
 

 

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可操作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建议。 

            我们希望开展新的合作，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我们的政策制

定工具， 使之与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匹配。 
 

 

促进与中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当地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成功无法单独实现，稳定的基础是增长的关键。 

GEI 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主要利益

相关方集合在一起，分享成功经验并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2015 年我们的成果有: 
 

1. 200 余名企业及研究所构代表接受了“走出去”环境能力建设培训 
 

2. 中国环境机构前往美国学习城镇化发展 
 

3. 600 名中国官员和技术专家提高了制定可操作的 低碳发展政策的能力 
 

4. 重磅推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系列报告 
 



GEI 2015 第 6 页 www.geichina.org 

 

随着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

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

开展投资合作。其中，东南亚各国

以其便利的地理条件、友好的投资

政策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大量

中资企业。并且，随着中国—东盟

自贸区的不断完善以及中国与东盟

国家进一步的互联互通，中国对东

盟国家投资迅速增长的趋势仍将持

续。然而，由企业经营开发活动产

生的一系列环境社会影响，引起了

国际社会特别是东道国政府和民众

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近年来，全球环境研究所 

（ 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GEI）联合国内有关机构大力推动

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

策，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投资行

为。为帮助企业了解中国对外投资

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和规定，GEI 提

出此针对中国在东南亚投资企业的

培训项目。 

 

项目面向在东南亚国家开展投

资以及有计划去东南亚投资的国有

和大中型民营企业，特别是从事水

电、矿业和农业等可能产生重大环

境社会影响的行业企业，进行有针

对性的环境能力建设培训，帮助企

业更好地规范其海外投资中的环境

社会行为，减少对当地国的环境、

社会影响。 

 

为将培训成果最大化，并在未

来使更多企业受益，GEI 基于以往

项目研究成果和参考公开资料，开

发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案例

集；邀请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环

境保护指南》主要起草人、企业社

会责任、环境影响评价、冲突管

理、社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专家

一起编写了培训教材。 

 

2015 年，GEI 与合作伙伴一起

在北京及云南省昆明市举办了两场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能力建设

培训会”。 

 

两次培训共有来自近百家企业

及研究机构的 200 余人参加。 

 

接下来，GEI 将继续完善培训

教材，同时举办面向“走出去”企

业的系列培训，帮助企业提高在

“走出去”过程中应对风险的能

力。 

 

* 我们会不定期制作 GEI 微课

堂，分享对外投资干货，敬请关注

GEI 官方微信号（GEI-NGO）。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能力建设 
 全球环境研究所 投资、贸易与环境项目组：任鹏、朱蓉、张经纬                    中国 • 北京、昆明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能力建设培训班”（第一期）在京举办 - 2015 • 摄影：GEI 王磊 

mailto:pengren@geichina.org
mailto:rongzhu@geichina.org
mailto:jwzhang@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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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镇化和生态移民的

推进，引起了一系列生计发展和移

民安置问题。如何帮助乡村移民进

行人口安置，协助其就业和发展生

计，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之一。 

GEI 认为，要实现城镇化的可

持续发展，应使农村人口融入城

市，而不是将其排挤出来。在研究

别国经验后，我们发现美国的城镇

化发展在社区融入方面很成功，其

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因此，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下，GEI 执行主任金嘉满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项目官员彭奎带领包括四

川蜀光社区能力建设中心、云南社

科院农村所、甘肃绿驼铃等在内的

中国环境机构，于 2015 年 7 月 4

日至 11 日赴美国，就社区参与和

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学习。 

考察团首先前往访问的华盛顿

特区是美国制定国家政策的政治中

心，为众多知名智库云集之地；而

伯灵顿则是美国环保主义创新的圣

地。 

在这两个城市，考察团学习了

如何在社区项目中与企业以及不同

利益相关方合作交流的方法与渠

道，学习参与式方法解决城镇化过

程中移民问题的解决之道，探讨城

市建设进程中如何纳入不同利益相

关方的意见并形成解决方案。同

时，我们也向美国 NGO 介绍了中

国 NGO 在环境保护与发展方面的

经验及取得的成绩。 

七天的考察虽短，但效果已初

现。回国后团员们分别在各自机构

组织了分享和培训会，并开始运用

考察学到的新理念和方法，设计、

推动在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项

目。 

  

 
 
 
 
 

我们拜访的机构及单位： 

• 国际计划美国办公室（Plan International USA） 

• 威尔逊中心环境论坛（Wilson Center, CEF） 

• 伯灵顿公益组织 ARD 

• 伯灵顿城市规划局 

• 松树岛社区农场（Pine Island Community Farm） 

• 英特维尔社区农场（Burlington Intervale Community Farm） 

 

我们认为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两点： 

1）参与式社区环保与发展； 

2）生态农业项目的运作及管理方法。 

 赴美考察团：城镇化发展 
全球环境研究所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组：彭奎、孔令红                   美国华盛顿、伯灵顿 

考察团与美国专家共进午餐 - 2015 

（考察团合影） 

mailto:kuipeng@geichina.org
mailto:lhkong@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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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仅靠关停低效的工厂

并不能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标。

事实上，低碳发展的同时往往还有

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需求。对很

多官员来说，这些目标看起来互相

矛盾，要实施有效的低碳政策看似

是不现实的。 

 

而事实是： 

中长期的、科学的低碳发展政

策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

会与提高生产力。 

 

GEI 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低碳政策量化工具包能

够协助政府官员和政策顾问制定科

学的、可操作的低碳发展政策。在

2015 年间，我们与更多的官员、技

术专家合作，把工具包推广到了更

多的省市。 

 

2015 年，有超过 600 名政府官

员和技术专家参加了由我们和美国

气候战略中心（CCS）联合在天

津、广东和山西等地举办的培训。

其中的 100 多名技术专家分别来自

天津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

山大学低碳经济研究中心、山西生

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和甘肃碳排放

交易所等科研机构。 

 

同时，GEI 也对天津行政学院

的教师进行了关于工具包应用的培

训，这些教师也将政策量化分析的

理念和方法推广到了多个地方的政

府公务员培训系统。 

 

另外，我们还与 CCS、美国区

域经济模型公司以及中国科学院科

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

议，共同开发涵盖中国 31 个省的

宏观经济评估模型（PIC 模型）。 

 

我们的低碳政策量化分析工具

包经过了联合研发、试点应用和政

策建议这三个阶段。工具包可以对

一个特定区域（省或市）内的经

济、能源和环境数据进行综合分

析，决策者可以根据分析获知低碳

政策如何影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碳排放量。工具包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包含温室气体清单和政策成本

——效益核算的微观经济分析

（PAC）、以及宏观经济影响评估

模型（PIC）。该工具包充分借鉴了

气候战略中心（CCS）的气候政策

分析方法，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

本土化的改造。 

 

2012-2014 年，工具包在重庆

进行了示范应用，该项目受到国家

发改委和重庆市发改委的大力支

持。今年，工具包已经推广到了天

津、山西、甘肃和广东。我们将不

断对工具包进行改进和完善，使之

能够更好的运用于政策分析与评

估，提高其广泛适应性。 

 

中美合作——支持中国实现碳峰值目标                        
全球环境研究所 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组： 于卿婵、徐生年、崔南瑛                                                               中国•天津，广东，山西 

在山西举办低碳政策量化分析研讨会 – 2015 

mailto:qcyu@geichina.org
mailto:snxu@geichina.org
mailto:nycui@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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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 全 球 环 境 研 究 所

（GEI）就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

（OFDI）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重

磅推出了 GEI《“走出去”观察》

系列报告。该系列报告对中国和东

道国的投资、环境政策，以及中国

企业投资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环境和

社会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企

业如何开展可持续的投资提出建

议。 

 

我们对中国在非洲的相关投资

的研究在 2015 年也有了新成果——

《中国对喀麦隆、刚果（金）、乌

干达、莫桑比克等非洲四国木材流

通进出口差异分析》报告。该报告

基于公开的中非海关有关林业贸易

数据，分析中非木材进出口贸易木

材来源地，商品结构以及发展趋

势，并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发现了中

非海关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性等问

题。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为已

经“走出去”，或即将或考虑“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相关信息，

提高中资企业合规能力，履行环境

和社会责任，防控投资风险。 

 

GEI 执行主任金嘉满女士表

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不

仅仅是企业获利的机会，还应当成

为企业增强海外形象和社会诚信的

契机。我们将继续对中国企业的海

外投资环境与社会影响进行调查，

为大家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走出去”观察》系列报告： 

 《中国的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及环

境社会政策分析》 

 

 

 
 
 
 
 
 

（点击书名或报告封面照片可直接阅读） 

 

 《老挝的投资管理体系与中国对

老挝的水电、矿业、农业投资概

况》 

 
 
 
 
 
 
 
 
 

（点击书名或报告封面照片可直接阅读） 

 《越南的外国投资管理体系、环

境政策与中国企业对越投资、工

程承包案例分析》 

（预计 2016 年 11 月正式发布） 

 《柬埔寨的外国投资管理体系、

环境政策与中国对柬投资案例分

析》 

（预计 2016 年 11 月正式发布） 

 《中国在缅甸水电、矿业、基础

设施和农业投资概况》 

（预计 2016 年 6 月完成） 

非洲研究报告： 

 《中国对喀麦隆、刚果（金）、

乌干达、莫桑比克等非洲四国木

材流通进出口差异分析》（英文） 

（点击书名或书籍封面照片可直接阅读） 

 

 《中国在非林土地利用行业的投

资对非洲林业的影响及趋势》 

 
 
 
 

（预计 2016 年 6 月出版） 

 
 

 

 

 

*点击这里或浏览 GEI 官网“GEI 出版

物”页面，可阅读所有 GEI 研究报告。 

GEI 2015 出版物 
全球环境研究所 投资、贸易与环境项目组：任鹏、季琳、朱蓉、张经纬、马倩儒  

http://www.geichina.org/_upload/file/book/goingoutreport/Understanding_China's_Overseas_Investments_Governance_and_Anyalsis%252520of_E&S_Policies_CHN.pdf
http://www.geichina.org/_upload/file/book/goingoutreport/Understanding_China's_Overseas_Investments_Governance_and_Anyalsis%252520of_E&S_Policies_CHN.pdf
http://www.geichina.org/_upload/file/book/goingoutreport/Lao_Policy_and_Management_System%2520on_FDI_and_Chinese_Investments_in_Laos_CHN.pdf
http://www.geichina.org/_upload/file/book/goingoutreport/Lao_Policy_and_Management_System%2520on_FDI_and_Chinese_Investments_in_Laos_CHN.pdf
http://www.geichina.org/_upload/file/book/goingoutreport/Lao_Policy_and_Management_System%2520on_FDI_and_Chinese_Investments_in_Laos_CHN.pdf
http://pubs.iied.org/13579IIED.html
http://pubs.iied.org/13579IIED.html
http://pubs.iied.org/13579IIED.html
http://www.geichina.org/index.php?controller=Articles&action=View&aid=126
http://www.geichina.org/index.php?controller=Articles&action=View&aid=126
mailto:pengren@geichina.org?subject=
mailto:linji@geichina.org?subject=
mailto:rongzhu@geichina.org?subject=
mailto:jwzhang@geichina.org?subject=
mailto:qrma@geichina.org?subject=


 
 

 

 

 

 

 

 

 

 

 

 

 

 

 

 

 

 

 

 

 

 

 

 
 

 

 

 

2015 年我们的成果有: 
 

1. 具有当地特色的社区协议保护机制 
 

2. 清洁能源技术和社区发展基金为缅甸村民带去新希望 
 

3. 与牧民一起在风沙源头治沙 
 

4. 使用生物质炉灶帮助山西每年减少 840.5 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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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的生物多样性项目组自 2011 年开始，就在青海和宁夏实施草原协议保护机制，目前

GEI 项目影响的全国协议保护地面积已经达到近 30,000 公顷。项目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所选区域地理位置

和民族的不同，开展了不同的、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活动。 

为保持社区协议保护项目长效机制，项目组还建

立了草原生态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基金，

利息收入作为草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基金滚动

金。 

其中宁夏社区发展基金已经扩大到 15 万元，并不

断完善基金帮扶资金的发放和回收机制。每年的 8、9

月份作为基金回收和发放时间，收回上一年贷出的基

金，发给下一批需要的农户。这些资金将会永久保留

在协议保护项目中，为协议保护和农民增收发挥重要

作用。在青海三江源地区，项目组也建立了两个基

金，每个 5 万元，每年 3 月发放贷款，年底收回。基

金目前已经用于建立合作社、生态旅游示范户和手工

作坊等项目，并开始受益。 

 

 具有当地特色的社区协议保护机制    
全球环境研究所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组： 彭奎、孔令红                                              中国 • 青海三江源、宁夏 

青海三江源 

• 甘达村 

- 48 个示范户 

- 1 个畜牧养殖合作社 

- 8 户牧民，开展旅游文化接待活动 

• 龙格村 

- 53 个示范户 

- 手工艺小组、牧业小组、生态小组、环境小组和旅

游小组 

- 1 个手工作坊（预计每年收益可达到 30 到 40 万

元） 

• 格日则村* 

- 7 户旅游示范户 

- 1 个妇女手工合作社 

• 赛吾村 

- 1 个妇女手工合作社 

- 1 个生态养殖合作社 

• 下营村 

- 1 个生态养殖合作社 

* 在 GEI 项目的带动下，格日则村每个旅游示范户获得

了 20 万元的地方政府支持资金，用来发展生态旅游服

务。 

宁夏云雾山 

- 32 户示范户 

- 192 亩、3000 余棵红梅杏树种， 

   三年后预计亩产 500 斤，纯收入 2000-3000 元； 

   五年后亩产 2000 斤，纯收入 10000-20000 元。 

- 300 亩胡麻，亩产 200 斤，每亩纯收入 800 元。 

培训 

• 宁夏 

- “宁夏黄土高原草原协议保护机制交流会” 

- 农业技术培训 

- 50 多名专家和社区牧民参加 

- 内容： 

   红梅杏种植及管理 

   养殖技术和饲草料配制 

• 青海 

- “生态服务型经济技术培训会” 

- 9 个社区的 30 多名牧民代表、合作社代表以及志愿

者参加。 

- 培训内容： 

   手工艺设计 

  臧家生态旅游 

  社区水质检测技术 

宁夏项目示范户采摘成熟的红梅杏 - 2015 • 摄影：GEI 王磊 

视频：草原保护的新出路——GEI 宁夏草原协议保护示范项目 

mailto:kuipeng@geichina.org
mailto:lhkong@geichina.org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wMDA4MDA3Mg==.html?from=s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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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炉灶不仅仅是烹

饪设备，在很多家庭和学校，它还

是在寒冷冬日里每天使用的取暖设

备。由于炉灶的燃料通常是煤炭或

木材，它们在燃烧中产生有害的气

体，所以为了饱腹和温暖，人们必

须忍受的代价就是由此造成的室内

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要解决这些

问题，可以从换炉子开始。GEI 认

为作为 NGO，我们必须提出可持续

的解决方案，以达到帮助当地长期

发展的目的。 

 

因此，GEI 在山西省盂县和芮

城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推广新型清

洁炉灶——生物质炉灶。前者采用

全补贴模式，后者采用商业模式，

随后从改善村民生活和对环境的短

期及长期效果进行评价，对比两种

模式的效果。 

 

2015 年 4 月，GEI 召开了“清

洁炉灶推广模式比较研究分享会暨

项目结题会”，邀请了包括联合国

计划开发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

款中国项目、亚洲发展银行、农业

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中国炉灶联

盟等在内的项目资助方、政府机构

和清洁炉灶业内相关人士参加。在

会上，GEI 与大家分享了推广清洁

炉灶两种模式的对比结论，并与大

家就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推广清洁炉

灶，以及如何建立一个由企业、

NGO 和基金会共同支持的社区开

展了深入的讨论。 

 

 

 

 

 

生物质炉灶示范和推广模式比较    

全球环境研究所 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组：曹思睿、李莹  中国                   山西 • 小连巅村 

 

全补贴模式 

由全球捐赠基金会提供资金，我们和美国康明斯

排放处理系统（中国）公司一起向山西盂县小连巅村

所有居民和附近 9 所小学捐赠了 200 台生物质清洁炉

灶。康明斯排放处理系统全球总裁艾米•亚当斯女士

等康明斯公司高层对该项目非常重视，甚至亲自前往

项目点视察，感受生物质炉灶的“威力”。 

影响：通过该项目，每年盂县减少了 840.5 吨碳

排放，当地居民的健康也得以改善。同时，这种美国

企业与中国 NGO 紧密合作也成为了典范。 

结论：我们发现尽管捐赠的清洁炉灶既好用又不

花钱，但当地居民仍然购买老式煤炉，仅仅因为用习

惯了。因此，从长期着眼，全补贴模式并不利于清洁

炉灶的推广。 

GEI 市场机制模式 

由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项目（GEF-SGP）支

持，我们在芮城县采用了商业模式运作。为推广清洁

炉灶的大范围、自主使用，GEI 项目官员与合作伙伴

一起就清洁炉灶的众多优点进行了重点宣传。 

影响：宣传范围纵向包括炉灶批发商、零售商以

及村民，横向覆盖芮城县 10 个乡镇。市场机制的运

用：零售商每销售出一台炉灶可获得十元奖励，而买

家即农户在购买后的五年内，则每年均可获得十元的

奖励。 

结论：由于采用了培训宣传加市场激励等手段，

当地居民使用生物质炉灶的意愿大大增加。人们愿意

购买生物质炉灶，放弃使用煤或柴炉，从长远来看，

他们的健康情况和环境条件均会受益、得到改善。 

我们为盂县当地农村小学安装的新型节能供暖炉开始供暖 - 2015 • 摄影：GEI 王磊 

mailto:srcao@geichina.org
mailto:yingli@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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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缅甸开展可再生能源示

范项目，全球环境研究所（GEI）

与缅甸政府以及缅甸春天基金会

（Spring Foundation）合作，在与

TBK 村村民进行交流后，对中国现

有技术进行研究，精心挑选了一些

可再生能源技术及其产品。2015

年，我们将这些产品捐赠给 TBK

村，同时，还帮助 TBK 村发展经

济林种植，并建立了社区发展基

金。其目的是在开展扶贫工作的同

时，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与参与的

积极性。 

 

 

 

 

 

在对我们这个示范项目考察之

后，中国政府决定对缅甸进行包括

太阳能照明系统和高效清洁炉灶在

内的、价值 330 万美元的物资捐

助。这一示范项目成功的建立了可

持续的、社区主导型示范模式。我

们希望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能够把该模式推广到其它不发达地

区。 

 

通过南南合作基金的物资援助

和项目提供的能力建设，GEI 将把

此示范项目的基本理念传递到缅甸

的其它非政府组织。我们也希望此

项目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非政府组

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欠发

达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

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基于清洁能源技术应用的缅甸森林保护示范项目   
全球环境研究所 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组：曹思睿、李莹                                               缅甸 Thanbayarkhon (TBK)村 

关于 TBK 村 

缅甸的 Thanbayarkhon (TBK)

村坐落于距缅甸仰光一小时车程的

高速公路旁边，周围环绕着绿树和

蓝天。 

 

共有 350 户村民在这里过着他

们简单而贫困的生活： 

 

• TBK 村的孩子们每晚只能在昏暗

的烛光下读书学习。 

 

• TBK 村的妈妈们每天为了生火做

饭要砍伐木材，而这种传统炊事

方式所产生的烟气对人体是有害

的。 

 

• 没有清洁的饮用水源，他们只能

每天走将近一公里，用塑料桶去

附近的河流收集没有过滤的河水

来使用。 

 

TBK 村民领取项目捐赠的太阳能户用照明灯 - 2015 • 摄影：GEI 李莹 

mailto:srcao@geichina.org
mailto:yingli@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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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内蒙古，首先浮现在人

们脑海里的大多是“一望无际的大

草原”、“风吹草低现牛羊”等美

景和词句。 

 

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干

旱以及过度放牧等原因，昔日的草

原正在迅速退化、沙化，褐色的土

壤逐渐暴露在骄阳下，每有大风吹

过，便扬起尘沙，严重时就成为沙

尘暴。扬起的沙尘让世代居于斯长

于斯的牧民们每日愁云满布。而北

方等邻近的城市，如北京，也常因

沙尘暴的侵袭而苦恼。 

 

不论是内蒙的美景，还是内蒙

的沙尘，全球环境研究所（GEI）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组的项目官员

们都不陌生。从 2011 年开始，GEI

生物多样性项目组就开始在距北京

最近的草原牧场——锡林郭勒盟阿

巴嘎旗下辖的乌力吉图嘎查开展草

原沙化治理试点项目。项目在草原

保护中引入社区协议保护机制，探

索既能保护草原生态，又能改善牧

民生计的治理方式。 

 

截至 2015 年底，我们已治理

了 1700 亩沙地作为示范地。在示

范户的带动下，嘎查里的其他牧户

也采用了 GEI 的治沙措施，全嘎

查约 3000 公顷草场均得到有效保

护和管理，草原退化和沙化趋势减

缓效果明显。 

 

新措施：2015 年，项目组采取

的是物理加生物的综合防治措施，

即设立防沙障加种植固沙植物的方

法。 

 

新效果：采用将防沙障和防沙

植物相结合的新措施后，既达到了

防风固沙，有效防止沙尘暴及沙尘

天气发生的效果；又可有效恢复草

原植被，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饲草

料，达到提高草原牧业经济增长的

目的。 

 

与此同时，项目组继续与示范

户签订《草原管护协议》。GEI 负

责出资帮助其治理草原沙化，包括

购买固沙植物、指导科学设置防沙

障、提供相关培训等；示范户则需

要自己购买、设置围栏，并维护治

沙区域，3 年后可开放放牧。 

 

在项目组的努力下，当地政府

也开始投入资金和人力进行治沙。

其中，阿巴嘎旗防沙治沙协会资助

了牧民 5000 株黄柳树苗，而阿巴

嘎旗水利局则已连续三年支持治

沙，总投入达 30 万元。 

 

我们相信，只要各方共同努

力，草原沙化现象可以遏制，内蒙

古大草原的美景可以再现。 

 

 

风沙源头治沙                     
全球环境研究所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组：彭奎、孔令红         

中国 • 内蒙古 

GEI 在内蒙治沙的关键： 

• 通过创新的综合防治措施，保

护草原生态； 

• 在草原沙化治理过程中，以社

区为主导，充分调动牧民积极

性。 

 

项目资助方考察治沙效果，与当地牧民交流 - 2015 • 摄影：GEI 王磊 

（GEI 项目官员邀请相关专家与资助方考察项目点。） 

mailto:kuipeng@geichina.org
mailto:lhkong@geichina.org


 
 

 

 

 

 

 

 

 

 

 

 

 

 

 

 

 

 

 

 

 

 

 

 

 

 

 

2015 年我们的成果有: 
 

1. 帮助中国政府提高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的使用效率 
 

2.开发低碳政策量化分析工具包，以帮助中国实现碳峰值目标 
 

3. 为中国生态体制改革提供意见参考 
 

4. 倡导充分考虑牧民替代生计的生态友好型草原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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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草原生态退化严重，直接

影响牧区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甚至危及国家生态安

全。国家实施的天然草原植被恢复

与建设、退牧还草、草原围栏、京

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在项目区内取

得了一定的生态效益，但非项目区

草原退化、沙化等问题仍在持续扩

大；同时，尽管中央财政给内蒙

古、西藏、宁夏等 8 个主要草原牧

区省（区）安排了 134 亿元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但牧民经济

也并未显著提高，并未调动牧民参

与保护的积极性。 

2015 年，GEI 与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合作，在西藏、内蒙

和宁夏等地开展了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资金的使用方式的调查研

究。 

项目组对西藏那曲县、内蒙古

四子王旗和白旗以及宁夏 249 户牧

民进行了入户调研。 

调研发现：目前该地区在政策

实施方面没有完全考虑牧民的意

愿、补奖资金标准偏低，主要用于

维持牧民的生计，而且资金尚未考

虑家畜本身的管理措施以及生产模

式的改变。经济收入低，草原补奖

资金补偿不了草地畜牧业支出，是

造成补助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 

建议：在以后的补助奖励资金

使用中，可以实行自愿申报试点工

作、提高草原补奖资金的标准、增

加对家畜结构调查和改善生产模式

的补奖政策、加强大规模高标准饲

草料基地建设、提高饲草料供应

量、鼓励牧民加入专业化的生产协

作组织、设立专项资金引进龙头企

业加大市场开发能力、建立环境效

益评估机制和切实可行的核查和惩

罚制度、建立社会服务和培训组

织，以及拓宽草原保护的资金来源

等。 

成果：项目组编制完成了《中

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使用

效率研究报告》，并汇集了来自政

府、基金会和 NGO 的意见和建

议，最终提交给了农业部草原监理

中心。 

与此同时，GEI 将协议保护机

制引入草原保护工作中，在宁夏、

青海三江源等地区开展示范工作。

探索既保护草原生态，又改善牧民

生计的最佳模式，同时帮助政府提

高草原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

 草原协议保护 - 研究、示范、政策建议 

  全球环境研究所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组：彭奎、孔令红               中国 • 青海、宁夏 

宁夏项目示范户父子翻晒用来喂牛羊的紫花苜蓿 - 2015 • 摄影：GEI 王磊 

视频：草原保护的新出路——GEI 宁夏草原协议保护示范项目 

（地图：2015 年 GEI 草原协议保护项目示范地） 

mailto:kuipeng@geichina.org
mailto:lhkong@geichina.org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wMDA4MDA3Mg==.html?from=s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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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社会对生态安全的要求进一步提

高。在此背景下，GEI 开始对国家

生态安全体系开展研究，包括国家

公园体制研究、生态服务型经济发

展和生态监测评估工具等内容。  

 

国家公园体制研究不仅梳理了

中国的生态保护体系和国家公园现

状，还邀请了相关专家研究美国国

家公园体制现状，希望通过对中美

保护体制差异和保护效应的比较分

析，提出中国实施国家公园体制的

可行性，为国家生态体制改革提供

意见参考。 

 

我们邀请了美国专家 Debbie 

Seligsohn，协助我们总结美国国家

公园的体制、政策和社区经济发

展，希望借鉴美国的管理方式为我

们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参考。 

 
2015 年 10 月，为获得研究所

需的第一手资料，GEI 研究团队和

Debbie 一起对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

国家公园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

察，了解了管理和开发情况，并与

香格里拉植物园负责人方振东、普

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主任宝先生就

公园的管理问题、资金问题和运作

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015 年 12 月 24 日，GEI 邀请

了研究国家公园的专家、学者、研

究机构和 NGO 组织等，对我国国

家公园体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

探讨，并在会上分享了 GEI 对中

美国国家公园体制研究的初步成

果。 

 

目前，项目组已完成《中美国

家公园对比研究》报告，相信随着

项目的进一步实施，这项研究将为

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建立提供必要

依据。 

 

GEI 对生态安全体制改革的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将在生

态服务型经济模型、自然资产评

估、监测评估工具等方面开展深入

研究。 

 

 

 

 

支持中国生态安全体制改革——国家公园体制 
 

全球环境研究所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组：彭奎、孔令红                                                                                           中国、美国 

GEI 在国家公园方面的相关经验 

 

GEI 自 2005 年开始与各地保护区合作，已经在四川、西藏、青海、宁夏和内蒙等地区研究和实践了一系列的

生态保护模式和工具，其中一些保护区将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重点。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 - 2015 • 摄影：GEI 彭奎 

mailto:kuipeng@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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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仅靠关停低效的工厂

并不能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标。

事实上，低碳发展的同时往往还有

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需求。对很

多官员来说，这些目标看起来互相

矛盾，要实施有效的低碳政策看似

是不现实的。 

 

而事实是： 

中长期的、科学的低碳发展政

策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

会与提高生产力。 

 

GEI 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低碳政策量化工具包能

够协助政府官员和政策顾问制定科

学的、可操作的低碳发展政策。在

2015 年间，我们与更多的官员、技

术专家合作，把工具包推广到了更

多的省市。 

 

2015 年，有超过 600 名政府官

员和技术专家参加了由我们和美国

气候战略中心（CCS）联合在天

津、广东和山西等地举办的培训。

其中的 100 多名技术专家分别来自

天津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

山大学低碳经济研究中心、山西生

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和甘肃碳排放

交易所等科研机构。 

 

同时，GEI 也对天津行政学院

的教师进行了关于工具包应用的培

训，这些教师也将政策量化分析的

理念和方法推广到了多个地方的政

府公务员培训系统。 

 

另外，我们还与 CCS、美国区

域经济模型公司以及中国科学院科

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

议，共同开发涵盖中国 31 个省的

宏观经济评估模型（PIC 模型）。 

 

我们的低碳政策量化分析工具

包经过了联合研发、试点应用和政

策建议这三个阶段。工具包可以对

一个特定区域（省或市）内的经

济、能源和环境数据进行综合分

析，决策者可以根据分析获知低碳

政策如何影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碳排放量。工具包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包含温室气体清单和政策成本

——效益核算的微观经济分析

（PAC）、以及宏观经济影响评估

模型（PIC）。该工具包充分借鉴了

气候战略中心（CCS）的气候政策

分析方法，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

本土化的改造。 

 

2012-2014 年，工具包在重庆

进行了示范应用，该项目受到国家

发改委和重庆市发改委的大力支

持。今年，工具包已经推广到了天

津、山西、甘肃和广东。我们将不

断对工具包进行改进和完善，使之

能够更好的运用于政策分析与评

估，提高其广泛适应性。 

 

中美合作——支持中国实现碳峰值目标                        
全球环境研究所 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组： 于卿婵、徐生年、崔南瑛                                                               中国•天津，广东，山西 

在山西举办低碳政策量化分析研讨会 – 2015 

mailto:qcyu@geichina.org
mailto:snxu@geichina.org
mailto:nycui@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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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地区的牧民大多家庭收

入微薄，尽管每家均拥有数十头牲

畜，但由于他们信奉的藏族宗教倡

导不杀生，所以他们并不买卖牲

畜，只买卖牲畜生产的奶制品及由

牲畜毛制成的衣物等副产品，因

此。而由于气候变化引发的草场退

化，能养牲畜的草地越来越少，也

无法通过多饲养牲畜以增加收入。

三江源地区牧民们的经济发展被严

重制约。 

 

因此，2015 年，我们与西南大

学合作，对黄河源区达日县的窝塞

乡、建设乡和吉迈镇以及班玛县的

灯塔乡和久治县的白玉乡等 3 个县

五个乡镇 197 家农户进行了实地调

研。调研内容包括三江源社区放

牧、土地管理、家庭和经济的基本

状况等。 

 

调研发现：三江源地区农牧民

的生计方式较为单一，多样化和非

农化程度极低。 

 

我们认为：自然环境的恶化、

社会资金的缺乏等因素是该地区农

牧民发展生计的主要障碍。 

 

建议：三江源地区应促进牧民

生计的多样化、提高牧民生计资产

存量。同时，在游牧和定牧的选择

问题上，政府应该给予农牧民在迁

移、定居或者安置中自由选择的空

间，充分考虑和尊重当地农牧民的

意愿，不搞强制性的“一刀切”，

避免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将

游牧作为一种农牧民规避自然灾害

的有效方式予以支持，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为游牧提供科学、实时的

帮助。 

 

调研成果：根据调研完成的

《三江源生态友好型草原经营模式

及牧民代替生计研究》报告，已提

交青海省林业厅，对三江源保护区

管理局在该地区的社区工作起到了

一定的促进作用。 

 

2016 年，GEI 将对草原经营管

理模式和牧民家庭生计开展深入研

究，帮助三江源地区开发并实施适

合该地区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三江源生态友好型草原经营模式及牧民代替生计研究 

全球环境研究所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组：彭奎、孔令红                            中国三江源 

GEI 项目协调员彭奎博士与三江源牧民交流 - 2015  

三江源静态环保纪录片 
2015 年，我们制作了三江源

静态环保纪录片。纪录片共分三

集，分别名为“守望江源”、“相

生相依”和“众志成城”，讲述

了三江源及其子民面临的困境与

挑战。 

 

第 1 集：守望江源 第 2 集：相生相依 第 3 集：众志成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

直接观看三江源静态

环保纪录片 

mailto:kuipeng@geichina.org
mailto:lhkong@geichina.or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c4NDAxNg==&mid=208104299&idx=1&sn=c22c47acba4a290b446622554863ca62&scene=1&srcid=0509jA0yecssbtiH1ZdfBhOo&pass_ticket=2tNJgX1mrw19in%2BBUjeUHLfYI51qgS1XOI5hzDjZNX11Kd%2B96LvXGV7OssKJ81Ka#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c4NDAxNg==&mid=208104299&idx=1&sn=c22c47acba4a290b446622554863ca62&scene=1&srcid=0509jA0yecssbtiH1ZdfBhOo&pass_ticket=2tNJgX1mrw19in%2BBUjeUHLfYI51qgS1XOI5hzDjZNX11Kd%2B96LvXGV7OssKJ81Ka#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c4NDAxNg==&mid=208127741&idx=1&sn=7a8c5ad1a68e1b5d8c607add91e79d01&scene=1&srcid=0509pxOoM5fK0mZ8HNAh5QGp&pass_ticket=2tNJgX1mrw19in%2BBUjeUHLfYI51qgS1XOI5hzDjZNX11Kd%2B96LvXGV7OssKJ81Ka#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c4NDAxNg==&mid=208138214&idx=1&sn=73c9bbfd30380118c97f945a57f5f4fa&scene=1&srcid=05096jwW4RzviqXnoGB8CuHh&pass_ticket=2tNJgX1mrw19in%2BBUjeUHLfYI51qgS1XOI5hzDjZNX11Kd%2B96LvXGV7OssKJ81Ka#rd


 
 

 

 

 

 

 

 

 

 

 

 

 

 

 

 

 

 

 

 

 

 

 

 

 

 

 

2015 年我们的成果有： 
 

1. 中缅合作打击非法木材贸易 
 

2. 促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3. 中非合作促进森林资源管理 
 

4. 牧民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一起共商生态保护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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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云南省接壤的缅甸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开始禁止原木出

口，然而缅甸环保林业部也认识

到，这一举措的有效落实需要中国

林业部门的支持与配合。GEI 认为

这是一个契机，能够推动中缅双方

林业部门开展共同合作，规范边境

木材贸易，促进两国间可持续的林

业投资与贸易。 

 

对话与考察： 

2015 年，GEI 成功协调包括中

国国家林业局和缅甸环保林业部在

内的双方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

会、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进行

了四次非正式对话及考察互访活

动，帮助双方消弭误解，增进互

信。 

 

交流的内容包括： 

 中缅木材合法性验证体系与木

材进出口管理流程 

 缅甸林业投资的相关规定 

 中俄边境木业园的经验 

 缅甸国内打击非法木材的情况 

 

谅解备忘录： 

通过这几次交流，中缅双方已

经能够就双边林业合作的内容达成

基本一致，并同意形成谅解备忘

录，作为进一步开展木材贸易管

理、木材合法性互认、可持续林业

投资等一系列交流合作的基础。 

 

双边交流： 

在 2015 年 8 月底进行的一次

双边交流中，GEI 还促成了两方海

关部门的参与，为后续开展海关层

面的交流提供了基础。 

 
合作： 

GEI 正在同缅甸环保林业部和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展中

国企业海外可持续林业投资—缅甸

国别指南的研究及编写工作，希望

为已经在缅甸投资或有兴趣赴缅投

资的中国林业企业提供权威、实用

的参考。 

 

未来工作： 

2016 年，GEI 将进一步推动中

缅双边林业合作，在去年建立互信

的基础上促成双边林业合作协议的

签署，为木材合法性互认的交流提

供机制与平台，同时开展针对海关

部门的交流与能力建设；完成缅甸

国别手册的编制工作，进行企业培

训，引导中国企业在缅践行负责任

的林业投资与贸易。 

 

中缅合作打击非法木材贸易，促进可持续林业投资与贸易 

全球环境研究所 投资、贸易与环境项目组：任鹏、季琳            中国、缅甸 

 

项目影响 
2015 年 9 月 7 日，云南省政府发布公告，开始对中缅边境进口木材进行清理整顿，在此期间口岸木材贸易全

部暂停。该临时政策持续到 2016 年 2 月截止，长达半年。英国环境调查机构（EIA）2016 年 3 月发布的一份观

察报道显示，中缅边境木材走私活动在过去的半年中大幅减少。 

缅甸政府官员向中国代表团介绍非法木材缴获情况 – 2015 • 摄影：GEI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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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巴黎气候峰会达成了新

的气候协定，同年中国政府宣布出

资 200 亿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基金”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GEI 坚信在绿色发展方面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机会。纵观 2015

年，GEI 通过不同项目大力推动中

国与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

（NGO）合作，以实现低碳可持

续发展。 

 
在巴黎气候峰会期间，我们与

美 国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委 员 会

（NRDC）、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

所（TERI）一起举办了名为“全球

气候行动：探讨中美印能源解决方

案”的边会。中美印三国的温室气

体（GHG）排放已占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 60%，来自三国的专

家们在边会上分享了各自面临的挑

战与机遇。 

当然，巴黎气候峰会和最终达

成的协议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需要联合更

多的国际力量。（了解更多） 

 
峰会上，我们与美国进步中

心、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绿

色和平等机构一起就中美气候变化

合作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为

实现气候变化目标将加强信息交流

与分享。 

 
2015 年，GEI 能源与气候变化

团队开始每季度编制一期“气候变

化简讯”，发送给政府、NGO 和

相关人员。简讯旨在汇总并编译中

美两国气候变化的新闻及信息，以

帮助双方加深了解和相互学习。

（订阅） 

 
除协调中美气候关系，我们还

成功促成了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

解振华先生与缅甸环境保护与林业

部副部长 Thet Thet Zin 博士的会

谈。此次会谈为中缅双方在中国参

与对缅甸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以及

为中国在缅甸实施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提供了难得的交流机会。（了解

更多） 

 
在巴黎气候大会，包括 GEI

在内的二十家中国民间机构联合签

署了《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巴黎大会立场书》，并向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

Daniele Violetti 递交了该立场书。

该立场书指出，非政府组织作为政

府和公众的桥梁，是应对气候变化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国领导人

应重视其作用并鼓励其参与到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战略和规划的制

定与实施中。（了解更多） 

 

促促进进中中国国应应对对气气候候变变化化国国际际合合作作  

 

全球环境研究所 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组：于卿婵、季琳、曹思睿、徐生年、崔南瑛、李莹                                          

GEI 从 2008 年至今，已协

助中美两国政府高层开展了八

次关于气候变化的非正式（二

轨）对话与交流活动。在此推

动下，中美两国由最初的非正

式对话逐渐过渡到半正式对话

以及最终的政府间正式对话；

双方由互不理解和对立到逐渐

理解和合作，并于 2014 年签署

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也由被动参与转变为 2015 年巴

黎气候峰会上举世瞩目的领导

者。 

GEI 执行主任（中）与项目官员在巴黎气候峰会合影 – 2015 

http://www.geichina.org/index.php?controller=News&action=View&nid=301
mailto:kendall@geichina.org?subject=订阅GEI气候变化简讯
http://www.geichina.org/index.php?controller=News&action=View&nid=302
http://www.geichina.org/index.php?controller=News&action=View&nid=302
http://www.geichina.org/index.php?controller=News&action=View&nid=298
mailto:qcyu@geichina.org
mailto:linji@geichina.org
mailto:srcao@geichina.org
mailto:snxu@geichina.org
mailto:nycui@geichina.org
mailto:yingli@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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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热

点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也

已成为非洲最重要的出口地之

一，据估计 70%的非洲木材出口

至中国。中非森林贸易对非洲森

林资源正带来日益突出的影响，

然而中非相关方面尚未对可持续

投资、非法砍伐和当地社区生计

等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2014 年，我们与合作

伙伴一起开始开展“中非合作促

进森林资源治理”项目（简称

“中非项目”）。该项目涉及中

国以及喀麦隆、刚果（金）、乌

干达、莫桑比克等非洲四国，在

此项目下，项目组开展了系列活

动和研究，希望促进包括以上四

个非洲国家在内的中非林业投资

贸易对话，提高对森林有影响的

其他土地利用行业（包括矿业、

农业以及基础设施等）投资贸易

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2015 年 6 月，第二届中非森

林治理对话平台在非洲喀麦隆举

办。来自中国、喀麦隆、刚果

（金）、乌干达、莫桑比克、马

达加斯加、加蓬等国政府、研究

机构、非政府组织的 100 多名代

表们参加，其中包括上述非洲国

家各自的林业部部长。 

 

GEI 在此次对话平台正式发

布了《中国对喀麦隆、刚果

（金）、乌干达、莫桑比克等非

洲四国木材流通进出口差异分

析》。该报告基于公开的中非海

关有关林业贸易数据，分析中非

木材进出口贸易木材来源地，商

品结构以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中非木材贸易从简单出口原材料

到初加工的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发

展趋势。此外，我们通过数据对

比分析发现中非海关数据存在一

定差异性。2016 年，我们将通过

跟踪中非海关木材进出口流程，

分析差异可能产生的来源。 

 

GEI 还主持完成了“中国在

非林土地利用行业的投资对非洲

林业的影响及趋势”的调研。从

目前调研结果分析，有关中非投

资贸易缺乏完整细致的学术性研

究，现有的很多媒体报道来源信

息不准切。调研结果显示目前非

洲的森林退化的主要来源是小农

生产和薪柴收集。矿业、农业、

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四个行业目

前对森林的影响有限。但随着经

济发展和开发项目的增加，这些

行业的潜在威胁不可小觑。 

为加深中非公众了解中非贸

易中的问题，我们还邀请了长期

关注中国海外投资的资深记者，

前往非洲深入了解实地情况，希

望从不同视角客观反应中非贸易

及投资中的真实故事。2015 年，

《来自中国的淘金者》在《凤凰

周刊》发表，《刚果（金）大选

漩涡波及中国商户》在《南风

窗》刊登。2016 年，我们还将邀

请第二批记者赴非洲继续带来前

沿报道。 

 

接下来，GEI 将继续相关研

究并开展相关培训，帮助包括公

众在内的中非利益相关方提升意

识，改善中国与非洲的相关政策

和投资实践，以促进良好的森林

资源管理。 

 

中非合作促进森林资源管理                
全球环境研究所 投资、贸易与环境项目组：任鹏、尤畅、张经纬                                                           中国、非洲 

GEI 项目官员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参观喀麦隆国家森林公园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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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成长，我们变革，但我们最珍视的是伙伴们的意见。 

2015 年，他们这样说： 

        GEI 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保护思想，

指导新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感到有成

就、有奔头，我们牧民很感谢、感恩！ 

－青海果洛州久治县龙格村 

尖木真（牧民带头人） 

        （我们）期待与 GEI 在低碳政策量化

分析方面有更多的合作、交流、互动，共

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葛晓华 

        我一开始对这个（草原协议保护项

目）积极性就特别高，因为我觉得这里面

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解决好多保护区自己

无法解决的问题。希望咱们能够长期合

作，共同把社区共建这块工作，通过你们

（GEI）的支持，咱们能够做得更好！ 

－宁夏云雾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张信处长 
        GEI 在缅甸 Thanbayarkhon 村开展的

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为缅甸农村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缅甸环保林业部林业司 

尼尼觉（Nyi Nyi Kyaw）司长 

    （我们与 GEI 共同开展的）低碳公共

政策培训助推‘十三五’规划绿色发展理

念的实现。 

－天津行政学院王重高教育长 

        （GEI）一家 NGO 帮助撬动了中缅

两国政府间的气候变化合作。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 

谢极副司长 



 
 

 

 

 

 

 

 

 

 

 

 
 
 
 
 
 
 
 
 
 

2015 财务报告 



 
 

 
 
 
 
 
 
 
 
 
 
 
 
 
 
 
 
 
 
 
 

 
 

 
 
 
 
 
 
 
 
 
 
 
 

感谢以下资助方与合作伙伴一直

以来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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