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所有人打造一个绿色、 
清洁、有韧性的世界
世界银行集团环境战略（2012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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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人打造一个绿色、清洁、有韧性的世界ii



世界银行集团新的《环境战略》提出

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行动议程，回应了

我们的客户国要求走上一种新型发展

道路的呼声——这种新型发展道路在支持经济增

长的同时，更注重可持续性，确保环境将会促进

绿色、包容式的增长。

基 于 我 们 与 世 界 银 行 集 团 在 全 球 各 地 的 
2300 多名利益相关者的广泛磋商，这份新的战

略提出了一个新的愿景，即：为所有人打造一个

绿色、清洁、有韧性的世界。 

“绿色”指的是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海

洋、土地和森林——得到保护和具有可持续性的

管理，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计和保障粮食安全。

在这个“绿色”的世界里，生态系统非常健康，

它们所支持的生产活动经济回报率提高。各国的

增长战略将更重视总体财富，而不是按目前方法

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政府制定的法规

将鼓励创新、效率、可持续预算和绿色增长。生

物多样性作为一项关键的经济资源受到保护。在

这样一个世界里，良好的政策会促使私营部门把

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视作一项良好商业举措，

从而创造就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清洁”指的是一个低污染、低排放的世界，在

这个世界里，更清洁的空气、水和海洋使人们可

以健康地生活，同时进行富有成效的生产活动。

在这个世界里，政府的发展战略鼓励低排放、 

“气候智能型”的农业、交通、能源和城市发展

模式，并高度重视人们对这类新技术的获取。农

村妇女不再需要花整天时间寻找薪柴，因为她们

有了更清洁的燃料。更清洁的生产标准推动创新

发展，鼓励产业界开发新的清洁技术，提供新的

就业机会，支持以出口带动的可持续增长。企业

和政府都必须遵守它们对降低排放、减少污染

所作的承诺，而创新性融资将有助于推动变革的 

产生。

“有韧性”指为应对各种冲击作好准备并有效地

适应气候变化。在一个有韧性的世界上，各国能

更好地应对更为频繁的自然灾害、更多变的天气

状况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影响。健康的生态

系统得到良好管理，韧性增强，因而能对降低人

们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发挥关键作用。城市规划

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都充分考虑气候韧性的问题。

通过加强社会包容性的有效政策，国家和社区都

能更好地保护脆弱群体，并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调

动妇女的参与。

绿色、清洁、有韧性这三项议程之间具有互补

性，在这三方面同时采取行动有助于发挥它们的

协同效应，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对环境的威胁就是对发展的威胁

这份新战略认识到，我们尽管在减少全球贫困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相比之下在环境可持续

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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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却大为逊色。污染、过度

捕捞、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和土地资源的过度使

用等问题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各国的发展事业。同

时，气候变化在近期和远期的一系列影响——从

全球变暖到海洋酸化——也成为减贫和发展工作

面临的又一项威胁。

环境退化、污染、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都会阻碍

经济的发展。例如，一些国家未能采取行动解决

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每

年造成的损失高达 GDP 的 4% 甚至更多。很多

导致自然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激励倒错是源自政

策的失败。在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和治理框架的情

况下试图采取行动来降低环境风险，其成功的机

率可能很低。

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不可持续的增长和消费

模式驱动的，它对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环境带来

了太大压力。这种不可持续、低效率的的增长模

式凸显了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必要。 

总结经验，继往开来

这份战略以实施世界银行 2001 年《环境战略》

所取得的进展为基础。2001 年的《环境战略》

强调要将减贫与环境联系起来，将环境行动融入

各个经济部门，并将地方性行动与全球环境议

程联系起来。那份战略关注的重点是世界银行本

身，而现在的这份战略则包括了世界银行集团所

有各机构的工作——包括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

资担保机构在内。它还确保世界银行集团各个部

门将兑现它们的环境承诺——如供水和卫生、信

息和通信技术、城市发展、交通和能源这些部门

在其部门战略里所作出的环境承诺。

2001 年以来我们已经从实践中获得了很多经

验。其中很关键的一条是，世界银行的环境和社

会保障政策及绩效标准对避免、缓解和管理世行

业务的风险与影响至关重要。世界银行正在对保

障政策进行修订，完成之后将可对本战略形成补

充。另一项明确的经验是，需要设立更好的衡量

指标，以考察从农业到能源等各个部门在将环境

问题融入本部门工作方面的进展。另外，在面对

众多环境挑战但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建立良好的

伙伴关系也至关重要。私营部门在解决可持续性

问题、建立可持续标准、确保全球市场切实推动

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私营

部门还可以帮助填补资金方面的空白。全球环境

基金和气候投资基金等由多个捐助国捐资的基金

现已拨出了专门资金，用来催化和推动私营部门

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活动。

行动重点

这份新的环境战略确定了绿色、清洁、韧性议程

中的七个重点领域。

绿色议程：这里我们的重点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的同时实现更绿色、更具包容性的增

长和减贫。

 ■ 通过“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这一全球伙伴关系，我们将支持各国对森林、 

珊瑚礁和湿地等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并

将其纳入国民帐户体系。对国民帐户更为准确

的核算将有助于作出更好决策，推动可持续的

经济管理。

 ■ 通过新的“全球海洋伙伴关系”，我们将与各

国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合

作，找出恢复全球海洋健康及其经济活力的途

径。健康而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海洋对加强全球

食品保障、就业、可持续地保障地球上的生活

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更好地管理海洋资源可

以成为很多国家实现绿色、包容性增长的一个

渠道。    

在绿色议程中，我们将以碳融资的经验为基础，

考察市场的支付意愿，以鼓励对物种关键栖息地

的保护，同时也获得碳储存方面的收益。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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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伙伴们一起，继续进行与“减少毁林和 

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计划相关的森林和土地用

途方面的创新性工作。我们还将研究将其他活动

产生的附带减排收益货币化的方法——如通过设

立野生生物保护溢价的作法。

清洁议程：如果不能充分重视清洁的水、洁净的

空气和富饶的土地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我们的绿

色增长工作就无法成功。在清洁议程中，我们的

重点是帮助各国积极主动地管理污染，找到低排

放的增长道路。

 ■ 污染控制：我们的客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空

气、水和土壤污染，而且也面临处理历史遗留

污染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将努力推动

关于污染管理最佳实践的南南交流。我们将与

合作伙伴一道，利用碳金融资金，推广清洁炉

灶的使用，以减少室内污染，造福于妇女和儿

童。我们还将与有关国家合作，开展河流污染

治理和历史遗留污染治理方面的工作。我们将

寻求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推动清洁生产

技术的开发。

 ■ 低排放的发展战略和创新金融：我们将在世行

各个业务部门和各地区开展工作，促进能效的

提高，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找出气候智能

型的农业解决方案，建设更清洁、低碳的城

市。我们将继续努力寻找创新的碳融资和气候

融资解决方案，帮助有关国家走上低碳发展道

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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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议程：我们将继续与发展伙伴和私营部门合

作，帮助各国降低面对气候风险的脆弱性。

 ■ 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将支持各国寻找能够促进

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气候变化适应方法，如气候

智能型农业和更好的沿海地区管理。我们将继

续开发创新方法，来增加以适应气候变化为核

心的气候融资。

 ■ 灾害管理：我们将与各国合作来最大程度地降

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破

坏。这包括扩大气候保险等金融工具的使用，

来帮助受灾地区从灾害中恢复。

 ■ 加强小岛国的韧性：我们将继续与发展中的小

岛国合作，减轻他们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支持

它们发展可再生能源。我们将通过国际开发协

会和气候韧性试点计划支持一些项目，改善基

础设施的气候韧性，并通过红树林等海岸生态

系统的恢复，降低它们的脆弱性。 

在所有三项议程里，我们都将推动数据收集和数

据质量改善方面的工作，重视数据和知识的公

开。我们将与客户密切合作，开发有关知识并予

以传播，推动各种国情的国家之间进行相互交流

和学习。

各地区的工作

本战略也指出了每个地区在绿色、清洁和韧性

这几项议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需要采取的 

措施。

例如，为帮助非洲应对它在绿色议程方面与农

业、采矿和人类定居点等相关的挑战，我们把重

点放在改善政府的自然资源管理上，同时加强对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在改善自然资源管理方面，

我们的目标是改善人们的食品、收入和生计保

障，同时鼓励能够创造就业的私营部门投资。在

欧洲和中亚，森林是提供就业、木材和生态服务

的一项重要资源，世行的欧洲和中亚地区业务部

门正在积极推动可持续的森林管理，特别强调林

业治理问题以及社区和私营部门的作用。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清洁议程面临的挑战包括

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城市空气污染和河流的严

重污染等。因此，世行在该地区的重点是扩大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工作，继续支持对可再生能源

和能效的投资，同时改善城市和农村的卫生设施

也是一个优先领域。与此类似，在中东和北非地

区，土地、空气和海洋污染正在威胁着城市、河

流和共享海域的健康。世行正在与地区性伙伴和

发展伙伴一起，建立地区性海洋污染管理方法，

同时支持有关国家转向更清洁的能源，找出更清

洁、更合理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方式。在欧洲

和中亚地区，清洁议程面临的挑战包括确保能源

安全、提供更清洁的能源，并对历史遗留的、现

在的和未来的污染进行良好管理。为此，世行正

在努力加强该地区的能源供应，把重点放在清洁

能源上，同时也在开展清理、控制和修复土壤污

染、地表污染和水污染的工作。

对大多数地区来说，降低位于沿海的大量居民

和农业生产区对海平面上升以及恶劣天气、水

灾、旱灾的脆弱性是韧性议程的核心。例如，

南亚地区的重点是加强生态系统、基础设施以

及极端脆弱地区的韧性，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

绘制风险地图、实现世界一流的沿海地区管理

所需的机构、能力和知识体系。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正在推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加强灾

害风险管理方面的工作，其中一项专门重点

是制订墨西哥、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低碳增长 

战略。

动员新资金，为本战略的实施 
提供资源

贯穿绿色、清洁、韧性这三项议程，本战略的 

目标是展示如何动员额外资金来支持绿色增长、

生物多样性保护、减污减排行动、加强应对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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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的韧性。支持所有三个领域的政策改革、 

机构强化和能力建设将是一项重点工作。

为回应客户的需求以及全球性的关注，本战略要

求对有关进展进行持续监测。实施本战略将需

要有充分的资源——包括人员和资金两方面的资

源——来实现这里提出的宏伟目标。帮助客户国

走向绿色、清洁、有韧性的发展道路意味着我们

需要继续改善我们的技术和能力。

本战略认识到，为尽快找到各种解决方案，我们

的号召力、接近和影响决策者的能力、分析工

作、新金融工具的开发、良好的风险管理和投资

组合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通过分享知识、示

范成功经验、加强伙伴合作、动员有关方面采取

行动、获得更多融资等各种方法，广泛推广这些

解决方案，这对我们的成功将是极为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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