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国项目启动研讨会日程 

中国北京新大都饭店 

2005 年 10 月 27-28 日 

 

背景介绍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国项目是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城市清洁空

气行动的合作项目。 该项目得到了美国惠勒特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和德国 DEKRA 公

司的大力支持。 项目的宗旨是在选择的中国城市促进更好的空气质量管理。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国项目于 2005年 7月 15 日在北京建立。 这次研讨会标志着该项

目的正式启动， 其目的是将项目介绍给选择的中国城市。参加研讨会的城市有：成都、重

庆、杭州、哈尔滨、广州、天津、乌鲁木齐、青岛、长沙、贵阳和洛阳。  

 

城市代表是本次研讨会的目标群体。 参会代表还包括其它利益相关方例如私营企业、

国际捐助机构和学术机构。 

 

目标和预期成果 

 

研讨会拟取得如下成果：:  

 

 参会代表对项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就城市中现有空气质量管理工作需进一步改进的领域达成共识； 

 确定加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水平的优先课题； 

 确定加强城市空气质量管理能力的培训需求；  

 了解城市对中国项目的期望。 

 

会务说明 

 

中国项目将对部分参会城市代表提供差旅费用资助。 

其它参会人员包括国际友人费用自理。  

会议邀请与会代表在第一天共进晚宴。两天的工作午餐由会议提供。 

 

 

 

 

 

 

 

 

  Sponsored by:   Supported by: 



研讨会日程 

 

2005年 10月 27日星期四 

08.00 – 09:00 签到 

地点： 新大都饭店（地址：车公庄大街大街 21 号 电话 86 10 68319988） 

  

09:00 – 9:50 开幕式 

主持人：王新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一处副处长 

 

09:00 – 09:10 

 

09:10 – 09:20 

 

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李新民副司长讲话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主席夏港先生讲话 

  

09:20 – 09:35 国家环保总局对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的优先考虑 

刘孜  国家环保总局大气处 

 

09:35 –9:50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与亚洲城市携手共事，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Cornie Huizenga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秘书处主任 

 

9:50 – 10:30 

 

全体合影     茶歇 

  

 

10:30 - 12:30 

 

第一节：中国空气质量管理状况 

主持人：汤大钢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国项目高级协调员  

  

10:30 – 11:00 中国城市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Robert O’Keefe 健康效应研究所副总裁  

  

11:00 – 11:30 中国空气质量和空气质量管理框架 

王瑞斌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主任 

 

11:30 – 12:00 

 

中国机动车排放管理和政策以及首要问题 

 丁焰  排污监控中心在用车管理研究室主任 

 

12:00 –12:30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状况归纳总结 

岳欣 CAI-Asia 中国项目办研究员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7:30 第二节： 空气质量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主持人：Cornie Huizenga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秘书处主任 

 

13:30 – 14:00 空气质量管理的实际方式：采用阶段性方法管理中国城市空气质量 

Ruben Deza 美国环保署，大气项目办公室，高级环境工程师 

 

14:00 – 14:30 空气质量管理的体制结构和职责分工–美国例子 

Joseph Paisie 美国环保署空气质量规划和标准办公室，综合政策和战略

小组组长 

 

14:30 – 14:45 茶歇 

  

14:45 – 15:15 空气质量管理国际实践概述： 中国面临的多种选择？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主席夏港先生讲话 

 

15:15 – 15:45 空气质量管理-欧洲经验：面对工业大气污染  

Magnus Gislev 欧盟环境处 

 

15:45 – 16:15  

 

 

16:15 –16:35  

 

 

16:35 – 17:05 

       

 

17:05 – 17:45 

 

苏州空气质量评估：中意经验例子 

Maria Pia Ancora，中意办 

 

空气质量管理-欧洲经验：I/M 影响与收益  

Matthias Popp  德国 PMVI-Consult.com 咨询公司 

 

香港空气质量管理工作：综合措施 

夏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謢署 

 

问题与讨论 

18:00 – 20:00 环保总局外经办宴请 

外经办领导参加 

 



2005年 10月 28日 星期五  

09:00 – 09:10 对前一天会议的总结和当天会议日程的介绍 

 主持人： Cornie Huizenga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秘书处主任 

  

09:00 – 09:30 第二节 （续） 

 

日本清洁空气项目：空气质量模型 

H Kunuimi 日本石油能源中心日本清洁空气项目 

  

09:30 – 09:45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国项目 

汤大钢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中国项目高级协调员  

  

09:45 – 11:00 

 

第一次小组讨论: 空气质量管理政策和政策执行的差距 

 

 

重点讨论问题: 

1. 哪些问题在提高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时要优先考虑？ 

2. 城市在有效管理它们的空气质量时遇到的主要限制是什么？ 

3. 城市对 CAI-Asia 中国项目有哪些主要期望？  

 

分成三个小组，分别由任洪岩、傅立新和岳欣主持 

 

11:00 – 11:15 茶歇 

 

11:15 – 12:00 

 

 

小组讨论汇总 

每个小组的主持人向大会介绍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每组发言不超过 15分

钟。 

 

12:00 – 13:30  

 

午餐 

  

13:30 – 14:30 第三节:  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能力建设需求分析 

主持人：任洪岩  

 

13.30 – 14:00  亚洲清洁空气培训网络 

Cornie Huizenga  亚洲城市清洁空气行动秘书处主任 

 

14:00 – 14.30 

 

城市空气质量有效管理的能力建设需求概况: 培训、设备、人力资源 

傅立新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空气污染研究主任 

 

14:30 – 15:30 第二次小组讨论: 城市能力建设需求和城市试点项目想法 

 

重点讨论问题: 

1. 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你的城市的空气质量，对负责空气质量管理的

人来说哪些培训项目是需要的？ 



2. 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你的城市的空气质量，还需要哪些设备和人力

资源？ 

3. 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你的城市的空气质量，你的城市优先需要什么

样的试点项目？ 

分成三个小组，分别由汪键、汤大钢和彭艳主持 

 

15:30 – 15:45 茶歇 

 

15:45 – 16:30 

 

小组讨论汇总 

每个小组的主持人向大会介绍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每组发言不超过 15分

钟。 

 

16:30 – 17:30 

 

闭幕式 

汪键    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处处长 

王新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一处副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