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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 

“中欧峰会”,也称“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是中欧最高级别的年度磋商机制,分

别在中国和欧盟国家之间轮流召开，议题领域涉及科技、能源、通信、教育、司

法、行政等。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16 届。 

 

1998年 4 月 2 日 

英国伦敦 

中欧领导人首次会晤 

朱镕基、布莱尔、桑特 

1999年 12月 

中国北京 

第二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朱镕基、利波宁、普罗迪 

2000年 10月 

中国北京 

第三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朱镕基、希拉克、普罗迪 

2001年 9月 

比利时布鲁塞尔 

第四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朱镕基、伏思达、普罗迪   

2002年 9月 

丹麦哥本哈根 

第五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朱镕基、拉斯穆森、普罗迪 

2003年 10月 

中国北京 

第六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贝卢斯科尼、普罗迪 

2004年 12月 

荷兰海牙 

第七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巴尔克嫩德、巴罗佐 

2005年 9月 

中国北京 

第八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布莱尔、巴罗佐 

2006年 9月 

芬兰赫尔辛基 

第九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万哈宁、巴罗佐 

2007年 11 月 28日 

中国北京 

第十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若泽•苏格拉底、巴罗佐 

2009年 5 月 20 日 

捷克布拉格 

第十一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克劳斯、巴罗佐 

2009年 11 月 30日 

中国江苏南京 

第十二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赖因费尔特、巴罗佐 

2010年 10 月 6 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 

第十三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范龙佩、巴罗佐 

2012年 2 月 14 日 

中国北京 

第十四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范龙佩、巴罗佐 

2012年 9 月 20 日电  

比利时布鲁塞尔 

第十五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温家宝、范龙佩、巴罗佐 

2013年 11 月 20日 

中国北京 

第十六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李克强、范龙佩、巴罗佐 

2015 年 6 月 29-30 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 

第十七届中欧领导人会晤 

中国总理、欧盟委员会主席 

…… …… …… 



“ 中欧 城镇化 伙伴 关系高 层会

议”，是在 2012 年 5 月 3 日中国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与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

佐在布鲁塞尔发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

系共同宣言》的背景下，确定的中国-

欧盟合作平台之一。 

2012 年 5 月 3 日，在布鲁塞尔举办

了第一届“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

议”。 

2013 年 11 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二

届“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 

2015 年 6 月 29-30 日，将在布鲁塞

尔举办第三届“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

层会议”。 

第三届“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

会议”下设 5 个分论坛： 

文化分论坛 

科技分论坛 

交通运输分论坛 

区域合作分论坛 

可持续城市分论坛 

在第三届“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

层会议”的框架下，还有重量级的“中

欧工商论坛”同时举办，汇聚了中欧商

界领袖。 



中欧社会论坛的历史贡献 

在欧盟能源总司的大力支持下，中欧社会论坛组织了一系列可持续城镇议题的相关活动，包括《中欧

城镇化伙伴关系》广州论坛（2013，广州）、“2013 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中欧城镇化合作前景分论坛

（2013，上海）、城市化和城市治理：欧洲和中国如何互相借鉴（2012，巴黎）等。 

2013 年 11 月 21日，“2013年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在北京举行。上午分别举行的有 5个分论坛，

其中包括《人文城市》分论坛，聚焦文化在城市中的作用以及城市文物保护，中欧社会论坛代表团应邀参

会。 

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卡蓝默先生担任《人文城市》分论坛闭幕式主持人，并在下午的高层论坛期

间做了题为《保护文物、促进文化繁荣与发展：相同的话语，不同的方式》的总结报告。他还与 800 余名

中欧嘉宾分享了《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广州论坛成果。 

他指出，对中欧社会论坛来说，今天能在庄严的大会堂表达声音的确是莫大的荣誉。这一荣誉象征着

人们对民间社会参与社会与社会之间对话之必要性的认同。这种敞开和深层次的对话必须要能够支持中欧

城镇化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 

 

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卡蓝默先生、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陈彦博士出席“2013 年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北京） 

 

 

 

 

 

 

 



中欧社会论坛获欧盟能源总司的委托信 

欧盟能源总司欧中城镇化合作项目的负责人

Pedro先生在委托信中说： 

我们认为，中欧社会论坛在加强中欧合作伙伴

关系上起着重要作用，有能力成功举办此分论坛。

自 2007 年以来，无论是在促进中欧社会与社会间

的对话，还是在联合社会各方就共同关心的众多议

题展开讨论方面,中欧社会论坛都显示了出色的能

力。我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欧社会论坛曾经为中

欧城镇化峰会的成功举办发挥了作用，并在汇聚多

方力量以促进向可持续社会转型方面表现出独到

的优势。 

 

 受欧盟能源总司委托，中欧社会论坛将

承办“可持续城市分论坛” 

 中国总理、欧盟委员会主席将出席全体

大会 

 

 



贰 可持续城市分论坛 

 

日程 

 

日期：2015年 6月 29日 

会场：欧洲经社理事会 

议程：（待定） 

上午：可持续城市分论坛 

- 主旨发言 

- 讨论与小结 

- 第一届“中欧绿色奖”颁奖典礼 

下午：出席全体大会 

- 5个分论坛小结报告 

- 中欧领导人分别致辞 

- 中欧合作项目签字仪式 

主持人：皮埃尔•卡蓝默，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梅耶人类

进步基金会名誉主席 

 

 



 

嘉宾招募 

 

规模：中欧嘉宾 100名，其中中方嘉宾 50名 

费用：参会细节咨询，请联系中欧社会论坛、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

员会、中国公益研究院等机构的工作人员。 

邀请函：欧盟官方邀请函 

报名截止时间：2015年 5月 15日 

已有 20 名中方嘉宾确认参会 

仅剩席位 30 名 

 

合作方招募 

合作细则咨询，请联系： 

中国捐赠联系：中欧社会论坛北京办公室，赖丹妮，（+86）158 1015 2979，lai_danni@163.com  

中欧社会论坛广州办公室，魏薇，+（86）138 2505 8686，weiwei@faze.org.cn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蔡义鸿，+（86）139 1098 3613，caiyh@vip.sina.com  

中国公益研究院，张瑞雪，+（86）186 1278 0613，zhangruixue@bnu1.org  

欧洲捐赠联系：中欧社会论坛巴黎办公室，柯海伦，helene.kerdiles@gmail.com 

中欧社会论坛布鲁塞尔办公室，阎敏，minyan@skynet.be  

 

mailto:lai_danni@163.com
mailto:weiwei@faze.org.cn
mailto:caiyh@vip.sina.com
mailto:zhangruixue@bnu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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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中欧绿色平台〃中欧绿色奖 

2015 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是全球瞩目的大事，世界各国都对这个会议寄以厚望。COP21

能否成为里程碑式的大会，在于此次大会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一项气候问题的国际协议，该协议的目标是使

全球升温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该协议是有目标的、有约束力的，并且适合所有国家的。得到法国多个城

市政府的支持，2014 年 12月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反思全球发展模式”——第四届中欧社会论坛（简称

“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成功举办，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中欧民间社会多元对话的

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牵系全球目光的背景下，中欧社会论坛决心发起，并与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创始“中

欧绿色城镇与绿色企业平台”（简称中欧绿色平台）这个创新项目。 

2014 年 12 月 2-5 日，360 多位中欧嘉宾齐聚巴黎，

参加“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与闭幕式都在巴黎

四区市政府会议厅举行，法国前总理罗卡尔，梅耶人类进

步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兰默，巴黎市副市长帕特里克•克

鲁格曼，欧洲社会论坛协会主席、欧盟前住世界贸易组织

大使张万亭，法国前环境部长科林•勒葩吉，法国国会议员、

贝格莱市长马麦尓，原欧洲统一总设计师让•莫奈内阁主任

乔治•贝尓图安，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卡尓•法肯贝格，前法

国发展部长、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帕斯卡•康梵，中国

国家发改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

任李俊峰，中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

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等出席会议。 



中欧绿色平台宗旨 中欧绿色平台业务 

- 评估和表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中欧城镇

与企业。 

- 倡导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传播绿色转型等方面的经验与

智慧。 

- 促进中欧城镇与企业向可持续、低碳发展、绿色转型。 

- 加强中欧民间社会、公民、企业、科研机构、媒体伙伴

的合作网络，推动中欧合作框架下的环境保护创意项目。 

- 有鉴于“气候变化”在 21世纪的重要性，鼓励交流和分

享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经验。 

- “中欧绿色奖”是绿色平台核心业务，致力于为中欧社会提

供一个客观、权威的绿色评价机制，树立绿色榜样。 

- 鼓励发展智库，提供反思全球发展模式不同层次的建议和方

案：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 定期为政治、经济决策者和学生组织生态转型方面的培训；

增进中欧城市、企业、专家之间的交流和互访。 

- 通过试点项目，促进中欧绿色城镇合作。 

 

 

“中欧绿色奖”的价值 

荣誉认可：获奖者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绿色转型等领域所做的贡献将在中欧社会层面获

得更广泛的认可。 

品牌信誉：获奖者通过打造自身品牌信誉，从而赢得更多尊重，进而获得更多合作机会。 

能力建设：获奖者可在绿色平台上互享最好的经验、智慧、成果，以此不断提升能力，为城镇居民、企业

职工，乃至整个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 

国际主流社会传播：获奖者被作为优秀案例，通过中欧媒体网络框架，向中国和欧洲的主流社会进行推广

与传播。 

 

 

 



中欧绿色平台合作框架 

发起机构：中欧社会论坛 

创始机构：中欧社会论坛、中国公益研究院 

秘书处：中欧社会论坛、中国公益研究院 

合作机构 

理事会 

媒体伙伴 

 

合作方招募 

合作细则咨询，请联系： 

中国捐赠联系：中欧社会论坛北京办公室，赖丹妮，（+86）158 1015 2979，lai_danni@163.com  

中欧社会论坛广州办公室，魏薇，+（86）138 2505 8686，weiwei@faze.org.cn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蔡义鸿，+（86）139 1098 3613，caiyh@vip.sina.com 

中国公益研究院，张瑞雪，+（86）186 1278 0613，zhangruixue@bnu1.org  

欧洲捐赠联系：中欧社会论坛巴黎办公室，柯海伦，helene.kerdiles@gmail.com 

中欧社会论坛布鲁塞尔办公室，阎敏，minyan@skyne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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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气候与地区》世界峰会 

法国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里昂︱2015年7月1- 2日 

法国总统已确认出席《气候和地区》世界峰会 

7 月 1 日（周三） 

开幕大会：国际高级别嘉宾出席 

公民全球辩论大会（2015年 6月 6日）成果介绍、世界青年代表倡议 

10个专题讨论组会议 

正式晚宴：合作方介绍 

7 月 2 日（周四） 

10个专题讨论组会议 

闭幕大会 

向 COP21法国主委会和国际机构提交集体讨论成果并陈述非国家行为体的承诺 

 

10 个专题讨论组 

森林 流动与交通运输 教育、动员、意识 能源的生产、供应与消耗 低碳经济与就业 

农业 
分权合作与地区间伙伴

关系 
融资 气候适应 地区规划 

 

中方嘉宾名额已满，建议以合作方身份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