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主流化项目  

 

 
 

项目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主流化项目 

项目编号 49318-001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项目状态 实施中 

项目类型/ 

援助方式 

技术援助 

资金来源/金额 技援 9353—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主流化项目 

技术援助特别基金 50万美元 
 

战略议程 环境可持续增长  

包容性经济增长  

区域一体化  

变革驱动因素 治理和能力建设  

知识解决方案  

合作伙伴关系  

此项目数据表的翻译件是基于 2017 年 10月 16日发布在 ADB.org上的英文版。 



行业/子行业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发展 — 农村防洪 

能源 — 电力输配 

交通 — 城市公共交通 — 城市道路和交通管理 

供水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 — 城市防洪 — 城市政策、体制和能力建设 

— 城市排水 — 城市供水 

性别平等和 

主流化 

部分性别因素 

描述 该技术援助（技援）项目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各种气候带的预期

气候变化现象和影响，评估气候变化风险，审查和评估相关知识资源，并汇

编城市适应气候变化（UCCA）方面的国内外良好实践案例。该技援项目将尽

可能与全球和区域适应气候变化举措协调一致。它将与中国和整个亚洲开发

银行（亚行）正在实施的其他技援项目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它还将利

用现有的最佳实践案例编制 UCCA工具包。 

项目将编制技术指南和标准，为中国 UCCA 的改善和主流化提供选项。相关

指南将充分考虑中国不同城市地区存在的各种地理气候风险、各类城市的基

础设施和资产以及公共安全和人类健康存在的风险。UCCA 指南将包含现有

和新城市地区的规划和行动建议。该指南还将充分考虑综合土地利用和适应

规划，以及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方案，尤其是利用以绿色空间形式出现的绿

色基础设施及生态系统服务所提供的各种协同效应的新城区规划方案。 

该技援项目将制定并试点测试政策、体制安排和治理方面的建议，以监测气

候变化，为现有城市地区规划抗气候变化的弹性适应措施，采用基于生态系

统的适应方式规划能够将土地利用、交通和绿色开放空间融合到一起的气候

适应型新城区，并审查和改进城市预警系统和机制。试点城市将由执行机构

从一批预先选定的城市中选出。该技援项目将提供实施技术指南和体制安排

方面的培训与支持，并测试智慧城市及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程序，以改善

UCCA 行动。能力建设活动将包括：公开报告、与直线部门磋商、研讨会、

培训活动以及针对执行机构和试点城市的岗位培训。该技援项目已纳入亚行

为中国制定的《国别项目业务计划（2017-2019年）》。 



项目理由及其与

国别/区域战略的

相关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呈增加趋势，使得全球——特别是亚洲

地区（包括中国）——众多生命遭涂炭，财产被损毁，生计受破坏。在易发

洪水地区，由于土地利用规划和开发不当，加上防洪工程不成体系，灾害所

造成的损失不断加大。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将更加频繁和严重。减缓

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严峻挑战。2015 年 12 月在巴黎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UNFCCC COP 21）

上，所有缔约方共同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然而，

对于中国而言，预计到 2100 年，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气温将比 1960-1990 年的

平均气温值高 4.5摄氏度，东南部地区则高 3摄氏度，而中国东北部地区的降

水增幅高达 20%。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包括：热应激、水位下降、食品和供水无保障、水污

染、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内陆洪灾、极端天气事件、强降雨和强风、海洋

酸化以及环境加速退化。城市地区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原因

是许多城市位于低洼河流和沿海地区，并且人口、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高度

密集。持续的快速城镇化以及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频率和程度加剧，导致风

险进一步上升。因而，急需采取 UCCA 行动，以：（i）使现有城市和基础设

施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ii）规划具备气候变化适应力的新城市地区；

（iii）建立预警系统，促进备灾救灾工作。正如部分供水、食品、能源和交

通项目所展示的，成功的 UCCA 通过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措施，将帮助建设更

有韧性的城市和社区，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城市也最具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潜力，在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尤其如此。绿色基础设施

和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低碳建筑、能源、交通和工业都有可能减少排

放，并有助于提高气候变化适应力。然而，许多快速发展的城市缺乏有效缓

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适当政策、财力、技术、体制和治理能力，以及两

者整合所产生的协同效应。 

2013 年，中国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提出了应采取的各种适应

措施，包括加强风险管理以及改善影响人类健康、基础设施和其他私人和公

共投资的灾害应急系统。为了落实该战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

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

动方案》（UCCAAP）。 

然而，土地利用、城市总体规划、基础设施和建筑施工、运行和维护方面的

现行技术标准未充分纳入气候变化预测或潜在风险。目前关键的城市和城乡

基础设施及公共和私人固定资产都不适于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和压力（如极

端天气事件），不属于能够减轻灾害影响的系统。《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方案》是一份政策性文件，需要技术指南（确定机构协调和责任的框架）和

实施安排加以补充，使城市群、城市及其农村腹地能够规划和有效实施结构

性和非结构性 UCCA 措施。技术指南、政策和行政法规的制定和试点测试都

迫切需要该技援项目的支持，进而落实《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实

现 UCCA 的主流化。 

该技援项目建立在以往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与多个正在实施的亚行项目相

关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贷款和技援项目：（i）江西萍乡城乡一体化基础设



施综合发展项目（贷款 3281-中国）；（ii）城乡环境总体规划制度化，指导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技援 8537-中国）；（iii）湘潭低碳城市发展研究

（技援 8948-中国）；（iv）建立亚洲关键基础设施的气候变化抵御能力（技

援 9191-区域）；（v）通过改进指标和土地利用管理应对灾害风险（技援

7929-区域）；（vi）城市环境与适应气候变化项目（贷款 3340-越南）；以及

以下知识产品：（vii）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七个行动切入点；

（viii）绿色城市开发工具包；以及（ix）以自然为本的城镇和城市适应能力

建设解决方案：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案例研究等（脚注 8）。该技援项目还将与

国际适应知识和举措保持一致，并将充分考虑不同性别和弱势群体对气候风

险和适应能力的观点。技术指南将包含风险和行动类别清单，以及城市和城

乡地区、人民生活、卫生和生计以及公共和私人资产的风险和脆弱性的评估

方法。技术手册将包括针对现有和新规划城市地区 UCCA 的结构性和非结构

性干预措施。结构性措施包括：制定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和风险评估指南、建

设有利于从各种生态系统服务中获益的绿色基础设施、开展综合气候适应型

基础设施和私人资产规划、使现有基础设施系统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对

现有资产和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技术指南还将包括提高公共卫生适应能力等

方面的 UCCA 行动。非结构性措施包括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暴

露、预警系统和备灾机制的认识。 

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将是该技援项目的一项关键活动。国家、省级、市级各

部委和机构将通过技术援助调查结果展示、磋商、培训讲习班和发布技术援

助报告等方式参与项目，官员和培训人员将接受培训，协调工作也将启动并

不断改进。 

该技援项目符合亚行《2020 战略》中期检查的战略重点，也符合亚行为中国

制定的《国别合作伙伴战略（2016-2020 年）》，将为管理气候变化与环境的

战略重点提供支持。通过支持中国的 UCCA 改善和主流化工作，该技援项目

与亚行《城市运行计划（2012-2020 年）》相协调一致。此外，该技援项目符

合中国政府“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的主要政策、中国《国家适应气候

变化战略（2013 年）》、中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6 年）》、

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的主要战略，以及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发布的相关政策和方案，包括低碳生态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方案。 

影响 中国城市和城乡适应气候变化的系统和能力得以改善和主流化。 

项目成果 

成果描述 加强中国城市和城乡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标准、政策和体制安排以

及增强极端天气事件抵御能力的机制；并建立有利于 UCCA 主流化

的促进机制。 



取得成果的进度  

实施进度 

项目产出描述 制定技术指南、政策建议和体制安排框架，使中国的 UCCA 结构性

和非结构性行动主流化； 

支持试点城市开展 UCCA 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措施规划；测试并完善

技术指南、政策和实施安排； 

通过以下形式开展包容性能力建设：（i）在试点城市举行岗位培训

和研讨会；（ii）为相关机构举办讲习班；以及（iii）发布技术援助

产出和建议。 

实施进度状态（产出、活

动及问题） 

 

地理位置  

环境和社会问题概要 

环境  

非自愿移民  

原住民  

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参与和咨询 

项目设计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  



商业机会 

咨询服务 该技援项目将需要招聘多名国际和国内专家，以协助实现三项产出。该项目共需咨

询顾问服务 41人月，其中国际专家 13人月，国内专家 28人月。招募咨询顾问时，

将遵照亚行的《使用咨询顾问指南》（2013年，经不时修订），通过一家咨询公司

进行招聘；届时将使用简化的技术建议书程序，采用基于质量和费用的选择方法，

并将质量费用比控制在 90:10。 

亚行负责官员 斯蒂芬·劳（Stefan Rau） 

亚行负责业务局 东亚局 

亚行负责处 城市和社会部门处（东亚局） 

执行机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号，邮编：100835 

时间表 

概念书审批 2017年 7月 24日 

实情考察 2017年 5月 2日至 2017年 5月 5日 

管理层审查会 - 

审批 2017年 8月 8日 

终期检查 - 



项目数据表更新日期 2017年 8月 14日 

技援 9353—中国 

阶段性目标 

审批 签订日期 生效日期 关账日期 

初定 经修订 实际 

2017年 8月 8日 2017年 9月 13日 2017年 9月 13日 2018年 9月 30日 - - 

融资计划/技援资金利用情况 累计支付金额 

亚行 联合融资 配套资金 总计 日期 金额 

政府 受益人 项目发起方 其他 

   

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000.00 2017年 8月 8日 0.00 

 
 

项目数据表（PDS）包含关于项目的总结性信息：项目数据表的编制工作是动态的，因此其初始

版本并未包括的某些信息将在获得后被纳入项目数据表。拟建项目信息为建议和参考性质。 

 

本项目数据表（PDS）所含信息由亚行提供，内容仅供使用者参考，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亚

行竭力提供高品质的内容，但仅根据“现状”提供信息，不承担任何明示或暗示担保，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有关适销性、特定目的之适用性及非侵权的担保。亚行尤其不对任何此类信息的准确性或

完整性提供任何担保或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