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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

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

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自“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迅速，一批重大工程和国

际产能合作项目落地。在生态环保合作领域，中国积极与沿线国

家深化多双边对话、交流与合作，强化生态环境信息支撑服务，

推动环境标准、技术和产业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和良好成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十三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

指导意见》，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发挥生态环保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服务、支撑和保障作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环境

保护部编制《“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 

一、重要意义 

（一）生态环保合作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要求 

中国高度重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多次强调，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深化环保合作，加大生态

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提出，

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推进生态环保合作是践行生态文明和绿色发

展理念、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化水平、推动实现可持续发

展和共同繁荣的根本要求。 

（二）生态环保合作是实现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



2 
 

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多重挑战，加

快转型、推动绿色发展的呼声不断增强。中国和一些沿线国家积

极探索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取得了一

些成功经验。开展生态环保合作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生态环境保

护能力建设，推动沿线国家跨越传统发展路径，处理好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生态环境影响，是实现区域经济

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三）生态环保合作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

举措 

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共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旨在共同提高全人类福祉，明确提出绿色发展与生态

环保的具体目标，为未来十几年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发展

合作指引方向。“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将有力促进沿线国家

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 

二、总体要求 

（一）合作思路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

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

荣为导向，有力有序有效地将绿色发展要求全面融入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中，构建多元主体参

与的生态环保合作格局，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环保合

作水平，为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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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理念先行，绿色引领。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一

带一路”建设，切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的绿色化进程，提高绿色竞争力。 

共商共建，互利共赢。充分尊重沿线国家发展需求，加强战

略对接和政策沟通，推动达成生态环境保护共识，共同参与生态

环保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促进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完善政策支撑，搭建合作平台，落实

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发挥市场作用，

形成政府引导、企业承担、社会参与的生态环保合作网络。 

统筹推进，示范带动。加强统一部署，选择重点地区和行业，

稳步有序推进，及时总结经验和成效，以点带面、形成辐射效应，

提升生态环保合作水平。 

（三）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推进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夯实生态环保合作基础，形成生态环保合作良好格局。以

六大经济走廊为合作重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保合作平台建设，

提高人员交流水平；制定落实一系列生态环保合作支持政策，加

强生态环保信息支撑；在铁路、电力等重点领域树立一批优质产

能绿色品牌；一批绿色金融工具应用于投资贸易项目，资金呈现

向环境友好型产业流动趋势；建成一批环保产业合作示范基地、

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基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和科技园区等国际

环境产业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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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推动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深化

生态环保合作领域，全面提升生态环保合作水平。深入拓展在环

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重

点领域合作，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惠及沿线国家，生态环保服

务、支撑、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共建绿色、繁荣与友谊的“一带

一路”。 

三、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保政策沟通 

（一）分享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充分利用现有多双边合作机制，深化生

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等领域的

对话和交流，推动共同制定实施双边、多边、次区域和区域生态

环保战略与行动计划。 

分享绿色发展实践经验。归纳总结沿线国家和地区绿色发展

的实践经验，呼应绿色发展需求，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

推动将生态环保作为沿线国家绿色转型新引擎。 

（二）构建生态环保合作平台 

加强生态环保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开展政府间高层对话，

充分利用中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欧亚经济

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亚信等合作机制，强化区

域生态环保交流，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倡议成立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设政府、企业、智库、社会

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合作平台。 

推进环保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生

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加强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提升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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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咨询服务能力，推动生态环保信息产品、技术

和服务合作，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综合环保信息支持与

保障。 

（三）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和智库交流与合作 

推动环保社会组织交流合作。积极为环保社会组织开展国际

交流与合作搭建平台并提供政策指导。支持环保社会组织与沿线

国家相关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开展公益服务、合作研究、

交流访问、科技合作、论坛展会等多种形式的民间交往。 

加强生态环保智库交流合作。构建生态环保合作智力支撑体

系，提高智库在战略制定、政策对接、投资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参

与度。推进国内和国际智库、智库与政府部门、智库与企业以及

智库与环保社会组织之间的生态环保合作，推动科研机构、智库

联合构建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平台。 

四、遵守法律法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绿

色化 

（一）发挥企业环境治理主体作用 

强化企业行为绿色指引。落实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共同印发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

导意见》，落实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共同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

环境保护指南》以及 19 家重点企业联合发布的《履行企业环保

责任，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企业自觉遵守当地环

保法规和标准规范，履行企业环境责任。推动有关行业协会和商

会建立企业海外投资生态环境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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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加强自身环境管理。引导企业开发使用低碳、节能、

环保的材料与技术工艺，推进循环利用，减少在生产、服务和产

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在铁路、电力、汽车、通信、

新能源、钢铁等行业，树立优质产能绿色品牌。指导企业根据当

地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采取就地、就近保护措施，做好生态恢复。 

推动企业环保信息公开。鼓励企业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等技术，定期发布年度环境报告，公布企业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的计划、措施和环境绩效等。倡导企业就环境保护事宜及时与

利益相关方沟通，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 

（二）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落实基础设施建

设标准规范的生态环保要求，推广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

源等行业的环保标准和实践，提升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和维护过

程中的绿色化、低碳化水平。 

强化产业园区的环境管理。以企业集聚化发展、产业生态链

接、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共同推进生态产业园区建设。加强环

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与循环再利用

及示范。发展园区生态环保信息、技术、商贸等公共服务平台。 

五、推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发展绿色贸易 

（一）促进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便利化 

加强进出口贸易环境管理。开展以环境保护优化贸易投资相

关研究，探讨将环境章节纳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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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协定的可行性。推动联合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越境转移。推动

降低或取消重污染行业产品的出口退税，适度提高贸易量较大的

“两高一资”行业环境标准。 

扩大环境产品和服务进出口。分享环境产品和服务合作的成

功实践，推动提高环境服务市场开放水平，鼓励扩大大气污染治

理、水污染防治、危险废物管理及处置等环境产品和服务进出口。

探索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的方式。 

推动环境标志产品进入政府采购。开展环境标志交流合作项

目，分享建立环境标志认证体系的经验。推动沿线各国政府采购

清单纳入更多环境标志产品。探索建立环境标志产品互认机制，

鼓励沿线国家环境标志机构签署互认合作协议。 

（二）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

制定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政策工具，从生产、流通、消费的全产

业链角度推动绿色发展。开展供应链各环节绿色标准认证，推动

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探索建立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 

加强绿色供应链国际合作。积极推进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建

设，支持绿色生产、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在国际贸易中推行绿

色供应链管理。推动建立绿色供应链合作示范基地。加强沿线国

家绿色供应链建设工作的交流和宣传，鼓励发布政府间绿色供应

链合作倡议。鼓励行业协会、国际商会等组织开展宣传和推广。 

六、加大支撑力度，推动绿色资金融通 

促进绿色金融政策制定。开展沿线国家绿色投融资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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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绿色投融资指南。以绿色项目识别与筛选、环境与社会

风险管理等为重点，探索制定绿色投融资的管理标准。 

探索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推动设立专门的资源

开发和环境保护基金，重点支持沿线国家生态环保基础设施、能

力建设和绿色产业发展项目。 

引导投资决策绿色化。分享绿色金融领域的实践经验，在“一

带一路”和其他对外投资项目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高环境信

息披露水平，使用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工具筹集资金，在环境高

风险领域建立并使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等工具开展环境风

险管理。 

七、开展生态环保项目和活动，促进民心相通 

（一）加强生态环保重点领域合作 

深化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固

体废物环境管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合作，实施一批各方共同

参与、共同受益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 

推进生态保护合作。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

积极开展东南亚、南亚、青藏高原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示

范项目，推动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伙伴关系建设。 

加强核与辐射安全合作。分享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良好实践，

积极参与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深入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经合

组织核能署等国际组织的各类活动。推动建立核与辐射安全国际

合作交流平台，帮助有需要的国家提升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 

加强生态环保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开展生态环保领域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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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交流，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充分发挥环保组织的作用，推

动环保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 

推进环境公约履约合作。推进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等多边环境协定，构建环境公约履约合作机制，推动履

约技术交流与南南合作。 

（二）加大绿色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 

推动绿色对外援助。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保技术与产

业以及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等领域为重点，探索制定绿色对外援助

战略与行动计划。推动将生态环保合作作为南南合作基金等资金

机制支持的重要内容，优先在环保政策、法律制度、人才交流、

示范项目等方面开展绿色对外援助，提高环保领域对外援助的规

模和水平。 

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深化完善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实施方

案，以政策交流、能力建设、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为主要路线，

加强沿线国家环境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的互动与交流，提升

沿线国家的环保能力，提高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 

开展环保产业技术合作园区及示范基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

推动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开展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防

治和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引导优势环保产业集群式发展，

探索合作共建环保产业技术园区及示范基地的创新合作模式。 

八、加强能力建设，发挥地方优势 

加强环保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区、

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区位优势，编制地方“一带一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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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保合作规划及实施方案。重点加强黑龙江、内蒙古、吉林、

新疆、云南、广西等边境省区环境监管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江

苏、广东、陕西、福建等省份提升绿色发展水平；鼓励各地积极

参加多双边环保合作，推动建立省级、市级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形成上下联动、政企统筹、智库支撑的

良好局面。 

推动环境技术和产业合作基地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创新和转移基地，建设面向东盟、中亚、

南亚、中东欧、阿拉伯、非洲等国家的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示范

基地；推动和支持环保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主要工业

行业、环保企业提升国际化水平，推动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珠

三角、中原城市群等支持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项目落地，支撑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 

九、重大项目 

规划涉及 25 个重点项目，包括政策沟通类 6 个，设施联通

类 4 个，贸易畅通类 3 个，资金融通类 2 个，民心相通类 4 个，

能力建设类 6个。 

类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政策沟通 

1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国际高层对话 

2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政策、标准沟通与

衔接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管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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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伙伴关系 

6  “一带一路”环境公约履约交流合作 

设施联通 

7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绿色化研究 

8  “一带一路”沿线工业园污水处理示范 

9  
“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战略与项目环境影响评

估 

10  “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示范 

贸易畅通 

11  “一带一路”危险废物管理和进出口监管合作 

12  “一带一路”沿线环境标志互认 

13  “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 

资金融通 
14  “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研究 

15  绿色“一带一路”基金研究 

民心相通 

16  绿色丝绸之路使者计划 

17  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平台 

18  中国-柬埔寨环保合作基地 

19  “一带一路”环保社会组织交流合作 

能力建设 

20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 

21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22  地方“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 

23  “一带一路”环保产业与技术合作平台 

24  “一带一路”环保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 

25  中国-东盟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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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保障措施 

强化组织协调。建立健全综合协调机制，加强政府部门之间、

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和企业及公众之间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

交流与良性互动，分工负责，统筹推进。 

加强政策支持。坚持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进一步研

究出台一批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创新实践方式，完善配套服务，

提高对生态环保合作的支持力度。 

落实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障规划相关工作的资

金落实，重点支持生态环保合作基地建设及开展相关示范工程和

项目。 

抓好跟踪评估。切实推进规划落实，对规划确定的重点措施、

工程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加强督促检查，及时开展规划实施

情况中期评估，适时提出调整规划、完善措施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