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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季度
主要活动大事记  

2020 年 1 月 10 日
第五届广州奖参评系统上线；

2020 年 2 月 10 日
广州奖办公室在阿布扎比参加第十届世界城市论坛并举

办题为“创新和文化弥合社会、经济和空间隔阂”的边会，

会上发布了《2018 年广州奖 45 个城市案例摘编》。

2020 年 2 月至 3 月
专家陆续反馈第四届广州奖获奖城市调研报告；

2020 年 2 月下旬
第五届广州奖邀评工作正式启动；

2020 年 3 月 4 日
召开游建华、包雅钧两位顾问的电话会议，就

系统性研究与指数报告问题达成若干共识；

2020 年 3 月上旬
广州奖主题曲征集活动前期准备正式启动。

日常动态CATEG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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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图片精选

【编者按】

2020 年 2 月 8 日至 13 日，由联合国人居署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城市论坛在阿联酋阿

布扎比的国家展览中心举行。2 月 10 日，正值论坛举办期间，主题为“创新和文化弥合

社会、经济和空间隔阂”的边会隆重举行。该边会由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办公室主办，

由城地组织（UCLG）城市创新专业委员会、世界大都市协会亚太区秘书处、南方财经

全媒体集团和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共同承办。

来自往届广州奖优秀参评

城市的三位代表，共同展示创

新与文化在弥合社会、经济和

空间隔阂中的重要作用。

日常动态CATEG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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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简称“广州奖”）在过去的八年中收集了上千个城市创新案例。自 2018 年开始，

广州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新城市议程》对标，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不论级别或是规模——

在广州奖这个知识库分享城市创新经验与智慧，应对城市发展中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治理方面的挑战。

在第四届广州奖评选中，我们收集到来自 70 个国家的 313 个案例。其中有 15 个案例脱颖而出，

被评为第四届广州奖的入围案例。今年，我们邀请到了城市治理创新领域的专家对这 15 个入围的城市

案例进行深入调研，以了解创新的城市管理实践并促进交流。在 2020 年第一季度的季刊中，我们将呈

现其中的五份调研成果。

二、研究交流

五篇研究报告

研究交流CATEG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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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是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城市和第

二大海港，也是东爪哇省的首府。 随着

城市的发展，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产生

了越来越多的固体废物，给其生态环境

带来了沉重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市政府启动了公众参与废物管理的计划

和运动。 该活动被称为“减少，重复使

用和回收利用（Reduce, Re-use and 

Recycle）”的 3R 活动。 该项目积极

使用简易技术和世界领先技术的组合，

以创建经济上可行的废物管理、监测和

报告系统。 在国际层面，这个项目获得

了 2018 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提名，

并获得了 2018 年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的“网络人气奖”奖项。

背景

与印尼其他许多城市一样，泗水也

因人口密度高而面临巨大压力。 2001

年，泗水市区 Benowo 和 Keputih 的垃

圾填埋场的固体废物堆达到了创纪录的

水平，平均每天生产 2000 吨垃圾。 由

于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因此政府不得

不关闭了 Keputih 垃圾填埋场，但这带

来了一个问题，即城市固体废物只能在

没有有效收集或处置的情况下随意堆放

在街道上。

实施

在这种背景下，当地市政府根据

3R（减少，再利用和回收）原则开始了

一项基于社区的固体废物管理计划。当

地政府建立了堆肥中心和临时堆放场，

并启动了垃圾收集银行计划。

泗水市政府在其环境保护计划中与

非政府组织合作，呼吁私营部门的企业

社会责任倡议。该运动始于城市村庄，

最初采用了现成的技术引入了环保的废

物处理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基于 3R 原

理对废物进行分类，将废物转化为堆肥

和能源以提供处理动力，以及进行都市

农业和废物处理。在家庭层面，废物被

从每个家庭运送到转运站。

公共资金仅用于处理主要城市废

物。社区和私营部门实施地方环境保护，

执行3R原则以及废塑料的收集和销售。

自从认识到废物的经济价值以来，他们

已经在周边社区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中

建立了废物站。这些废物站主要进行无

机废物的销售，这些无机废物可用作帽

子，手袋和手工艺品等的原料。

成果

倡议实施后有三大变化。 首先，公

众参与度稳步上升 -2015 年环保干部人

数为 30,240，较 2014 年增加 728 人； 

2017 年有 296 个垃圾站正常运行，比

2016 年增加了 76 个，增加了 15719

个用户。 第二，从简单收集到有组织的

管理，再到与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这

种做法本身已变得成熟。 这反映在废物

站的平均年收入从 35 万印尼盾增加到

500 万印尼盾。 第三，已采取措施防止

垃圾填埋场溢出（2016 年为 1.571 吨，

自 2015 年以来仅增长 6.3％）。更重

要的是，3R 原则的实施通过清洁健康

的生活方式改善了生活质量，包括改善

了空气质量指数。

公众参与废弃物管理，建设更好的泗水市
【印度尼西亚  泗水】

目标 3. 让不同年龄段的所有人都过

上健康的生活，促进他

们的福祉

目标 9. 产业与创新

目标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

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

目标 17. 达成目标的伙伴关系

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研究交流CATEGORY 2



6 7

【巴西 萨尔瓦多】

环境恢复治理

项目 1   大西洋森林之都

萨尔瓦多是巴西东北部的一个沿海城市，是巴西巴伊亚州

的首府。 在过去的 10 年中，随着农业发展和城市扩张，全国

平均每年有 5000 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严重威胁着巴西的生

物多样性。 此外，气候变化加剧了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丧失。 

萨尔瓦多市的两项倡议旨在解决由于城市化程度不受管制而造

成的环境退化问题，以及反过来对该城市及其居民产生负面影

响的问题。

背景

萨尔瓦多曾全境覆盖着名为“大西洋森林”的热带雨林，

它被认为是地球上五个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其

碳汇功能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在萨尔瓦多，森林几乎

无处可寻。此外，大部分没有或只有少量绿地和树木的地区，

通常居住着贫困和弱势群体，这样更加剧了城市内的空间不均

衡。对于这些群体来说，热岛效应导致的高温及空气污染等问

题对他们的影响更为严重。“大西洋森林之都”项目就是为了

扭转这个局面。

项目实施

 “大西洋森林之都”的目标首先是通过向学校、公园、

广场分配本地树苗并栽种，打造生态走廊，进而增加城市绿地。

其目标是在 2020 年前，在这个城市植树 10 万株，恢复 56

公里街道、260 个公共场所的绿化，将其改造为绿地，并建设

7 个公园。而第二个目标，是在绿化运动的同时，开展环境教

育活动。例如推进对少年儿童和成人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

在 2049 年前养成更可持续的生活习惯。

成效 

成效大部分体现在地方和城市层面。“大西洋森林之都”

实践项目进行五年半以来，已植树 52,520 株，绿化街道 77

公里，在城市街道和步行道植树 385 株，建成了 8 个城市菜园，

2 个果园和 5 个学校菜园。还向市民分发了 8000 株大西洋森

林树木以供在居住区栽种。

秘书处还采取多个措施鼓励市民栽种植物，保护环境，强

化环境意识，如发放连环画册《可持续发展团队》。此外，该

项目将缩小拥有较多绿地的富裕地区与植物和绿地贫乏的贫困

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有助于改善这些地区的空气质量，降低热

降效应。



GUANGZHOU INSTITUTE FOR URBAN INNOVATION (GIUI)8 9

卡纳布拉瓦公园环境恢复项目是由萨尔瓦多可持续城市

和创新部根据“大西洋森林保护和恢复框架”发起的一项创新

做法。参与这个公园环境恢复项目的大批年轻人来自受到森林

砍伐影响最严重的边缘社区。这些年轻人分三个阶段在卡纳布

拉瓦公园种植了两万棵本土树种，试图通过这一项旨在改善公

共空间和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全面植树造林运动，来扭转城市

发展的负面影响。

背景

卡纳布拉瓦占地 52000 平方米，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末的 20 多年间一直是萨尔瓦多的垃圾堆积场，产生

了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气体。此外，巴西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普

遍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过大，由此造成的

社会不平等。 在萨尔瓦多，大多数贫困和弱势群体集中在受

到恶劣气候、环境影响的地区，例如热岛效应，空气污染，以

及由于暴雨和排水不畅，频繁遭受洪水侵袭。 社区周围没有

足够的树木和绿地，也没有娱乐场所。

项目实施

由萨尔瓦多可持续城市和创新部发起，卡纳布拉瓦公园

恢复项目于 2015 年启动。私营企业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了这

一努力。作为废物处理技术提供商，奥迪布里切特集团卫生部

门（Odebrecht Ambiental）负责通过厌氧发酵将城市污泥

和工业废水处理厂的固体废物转化为植物肥料。此外，巴伊

亚森林公司协会（BahiaAssociation of Forest Companies, 

Abaf）和巴伊亚纸业、纸浆、硬纸板、木浆、纸浆和纸板手

工制品行业工会（BahiaSindpacel）捐赠了 1 万株树苗用于

重新造林活动。豪尔赫阿马多大学中心（UniJorge）、瑞维

他公司（Revita Business）及一些社区成员共同完成树苗栽

种工作。

成效

卡纳布拉瓦公园环境恢复项目成功将一个废弃的老旧垃

圾堆积场变成了市民娱乐活动的绿色场所。该项目使萨尔瓦多

成为巴西的城市榜样和先锋，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走在前列。

此外，该项目提高了萨尔瓦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国际地位、

以及在 C40 国际论坛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声誉。

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

11.4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11.6 到 2030 年时，减少城市对环境造成的人均不利影响，

包括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城市废物和其他废物的管理

11.7 到 2030 年时，让所有人，尤其是妇女、儿童、老

年人和残疾人，都有安全、包容、无障碍的绿色公共空间

目标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

持续地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阻

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项目 2   纳布拉瓦公园环境恢复项目

研究交流CATEG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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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得勒支位于荷兰的中部，距阿姆斯特丹 35 公里，是

荷兰的第四大城市，也是最具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 乌得

勒支还是荷兰最具“绿意”的城市之一，据估算，这里平均

每位居民都“拥有”一棵树，运河纵横交错，是一座美丽的

城市。

背景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市政当局发现可以利用全球议程

的机会，使自己的城市更清洁，更绿色，更健康，同时也保持

国际化的方式应对自身的城市化挑战。

项目实施

在 2015 年， 联 合 国 启 动 17 项 全 球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SDG），以在 2030 年之前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为国际蓝图。

乌得勒支以此为契机，将这些目标纳入其自身的城市规划战

略中，以应对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挑战。

此外，乌得勒支市议会于 2016 年 4 月宣布乌得勒支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城市”。其目的是利用联合国设定的目标，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当地发展的重点，并将地方发展与国际发

展相结合。

乌得勒支市政府将自身视为一个把复杂的抽象框架转化

为实际战略的角色，这一战略将实际改变广大利益相关者的生

活方式选择，行为和消费模式。为了解这一战略是否奏效，乌

得勒支市正在制定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以衡量和跟踪其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表现。 

关于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主流的挑战，第一步

是从采购政策开始，了解哪些现有的市政政策已经与目标保持

一致。继而开启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研究市议会就每一个议

题制定的所有其他政策，并找出有哪些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

系之处存在问题，进而开发一个数据仪表板，分析城市的发展

状况和有改进空间的地区。

成效

市政府开发了一种交互式工具——全球目标数据仪表板，

以用户友好的方式展示本地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此工具使用

通过多方参与的伙伴关系
在地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荷兰 乌得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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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

目标 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 3. 让不同年龄段的所有人都过上健康的生活，促进他们的福祉

目标 4. 提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目标 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目标 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 7. 每个人都能获得价廉、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化能源

目标 8. 促进持久、包容性的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促进人人有体面工作

目标 9. 建设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目标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目标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

目标 12.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目标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 14.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地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阻止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

目标 1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可问责和包容的机构

目标 17. 加强执行手段，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

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户能够在各种数据点和策略区域之间建立连接，并通过建立基

线来查看进展情况。此外，该工具还能使市政雇员更清楚地了

解自己的工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如何将自己的工作与同事的工作联系起来。目的是通过提供一

个综合框架，来审视和实施乌得勒支的战略以及活动，以此挑

战孤立的政策模式和决策模式。与此相关的挑战是制定新的工

作方法，使不同的市政部门能够在诸如气候变化和社会包容等

跨部门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

数据仪表板的另一个目标人群是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

这个构思通过提供一个易于访问，公开透明的交互式工具，来

推动人们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乌得勒支在实现这些目标

方面的进展，并思考自己可以如何对此做出贡献。乌得勒支已

经以半年或一年为单位发布了几项监测，从公共卫生监测到可

持续发展报告，向利益相关者通报这些领域的情况。与原先静

态、落后的监测程序相比，此数据仪表板是一个生动的交互式

工具，可以尽可能地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研究交流CATEG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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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近年来，由于城市人口

的不断增加、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垃圾也随之增

加，导致武汉市大部分垃圾处理厂高负荷运行，城市环境不断

恶化。如今，得益于国际园博会的举办，金口垃圾填埋场成为

武汉市最具魅力的生态地标，也成为解决封闭式垃圾场问题的

创新示范点。

背景       

武汉市金口垃圾填埋场位于汉口西北郊区金口张公堤郊

区。2005 年 7 月 1 日，因周边居民投诉，武汉市最大的垃圾

填埋场提前停用。然而，虽然管理部门对该垃圾填埋场进行了

封场处理，但垃圾填埋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未消除。填埋场

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不断污染空气、土壤和地下水，对

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项目实施

项目的总体规划、指导和协调工作由国家住建部、湖北

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和武汉市园林局共同承担。

城市废弃垃圾场的“重生”
——生态修复弥合社会鸿沟

【中国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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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自多个合作方，总投资 47.5 亿元人民币（约 6.7

亿美元），其中武汉市政府直接投资占 25%，武汉市园林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占 75%。在项目管理层面，参会人员包

括来自中国 82 个城市和 12 个国外城市的工程、设计等相关

专家。有 100 多个施工队同时进行了 100 多个大大小小的工

程类型的施工。其中，武汉市政府牵头负责总体协调和规划。 

在技术层面上，这一举措由清华大学牵头，特别是在好氧

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上。该技术具有有机垃圾快速降解、无二

次污染、温室效应低、渗滤液处理成本低等四大优势。

为鼓励市民参与，市政府开展了 “我的花园我的家”活动，

并联合有关单位和其他市级部门组成专项小组，举行例会和专

题座谈会，有助于提高市民的认识、促进公共讨论，尤其是在

区级层面让他们参与其中。

在国际层面上，2016 年长江文明博物馆开展了 " 大河对

话 " 国际论坛。该论坛旨在为世界大江大河流域之间提供一个

学习交流的平台，把流域管理和自然治理的最新发展经验加以

融合并利用起来。

成效

经过 12 个月的满负荷有氧运行，金口垃圾填埋场各项指

标均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稳定场地技术要求》中规定的国家

标准。

该项目不仅修复了金口垃圾填埋场的周边生态，还取得

建立起连接多个公园、园林、水体的生态“桥梁”等标志性

成果，并建成了国际园林艺术中心、长江文明博物馆，以及

117 个生态效益显著的展览园。生态桥由整治后的堤坝、水

库、10 个原独立的园林和南北向的绿色“长廊”组成，总

长 50.5 公里，平均宽度 3.1 公里，是面积达 170 平方公里

的生态园林。

同时，关于园区的配套举措有：建成和完善了 19 条道路、

2 个公交站点、20 多条公交线路、2 条地铁线路等基础设施。

多方面的改善带来了商机，促进当地的就业，并提高了此前受

影响的邻近居民区的房地产价值。

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

管理

目标 9：建造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

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目标 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持续城

市和人类社区

具体目标 3：参与式、综合性和可持续的人类住区规划

和管理 

具体目标 6：改善空气质量，管理城市废物和其他废物

研究交流CATEG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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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菲西部城市自然保护区实践 :
迎接水文气候危机挑战

【阿根廷 圣菲】

圣菲市位于阿根廷东北部，靠近帕拉纳河和萨拉多河交

汇处。在 2003 年萨拉多河溢流和 2007 年的暴雨造成大面积

洪涝灾害之后，圣菲市将减少灾害风险作为一项核心政策和城

市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西部城市自然保护区 (WUNR) 是一

项创新举措，已纳入当前的发展计划，并由法国全球环境基金

共同资助。

背景

圣达菲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特点和发展背景。该市位

于帕拉纳河和萨拉多河的洪水河谷 ------ 有着雨水和洪水的

周期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居民区面临着双重的漏洞。

萨拉多河旁的洼地居民有着更高的洪涝风险。此外，由于城市

向西发展，缺乏有序的城市规划政策，居民区大多是贫民窟，

建筑不稳定，基本公共服务也无法覆盖。失业率较高，有 350

到 400 名贫民窟居民从事非正规的垃圾收集和城市畜牧工作。

项目实施

这一项目的计划期限为 48 个月，项目实施期间：

☆建立西部城市自然保护区：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西部

城市的边境线；在此基础上，还应该为栖于洪涝高危地区的家

庭提供新的居住地；建成带有广场的办公大楼接待来访者并设

立一个本地植物苗圃来保障环境的存续。

☆通过深挖水库、发展和培育当地的避险文化及建设 " 防

洪纪念馆 " 来降低洪涝风险。

☆通过（妥善处置）非正规废物处理工人、开垦城市果

园及其他可持续工作举措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成效

在地方层级，已经实现了如下项目成果：

☆划定西部城市自然保护区，正式确立西部城市边界线，

并形成了新的城市用地。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了 250 米的

街道和 29 个地块（第一阶段）。近期将完成 700 米街道和

70 个地块（第二阶段）。

☆非正式居住区家庭的安置：在该区居住的 90 个家庭中，

有 30 多个家庭已被安置到安全地区，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

☆到 2019 年建成 2700 平方米的通道广场、幼儿园和办

公楼；

☆降低洪涝灾害风险：深挖水库达 4.3 万平方米。

☆发展地方防洪抢险文化：我市出版了《城市与河道》、

《与河道共生》两本小册子，并将建设 " 防洪纪念馆 "。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 171 户以收废品维生的家庭中，

已有 106 户家庭换上了更健康及可持续的工作。

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持续

城市和人类社区

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

可持续地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

提高生物多样性

目标 17：加强执行手段，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

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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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成果

国际会议
与交流

2020年 1-3月

工作成果

城市
创新研究

信息化设施
运营维护

宣传推广

第四届广州奖案例实地调研报告撰写推进中

·完成《2018 年广州奖 45 城案例摘编》

·确立系统性研究和指数研究的研究框架

·第五届广州奖参评系统上线

·城市创新数据库系统功能开发

及部署

·会议管理系统采购

·完成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

4 个专题及人物专访

·分期推送第三期领导力研讨班

成果和第四届获奖城市调研成果

报告

·启动主题曲征集活动前期准备

参加第十届世界城市论坛并举办边会，同

时策划了展位宣传

·完成第五届广州奖参评邀请方案并开始

发送邀评信息

工作成果CATEG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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