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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的环境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
徐鹤，齐曼古丽 • 依里哈木，姚荣，吴婧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350)

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在于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往来联系，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人文
交流，从而达到各国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
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然而，由于东道国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等环境因素的
不同以及限制性，在为企业带来一定的投资机遇的同时，使得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日益
增多。针对企业“走出去”时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本研究建立了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影响因素
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环境风险状况。根据研究
分析，得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环境风险指数，相关的资源限制和生态限制因素。最后，结合环
境风险状况及以往的合作内容，总结了适宜沿线国家发展的投资类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研
究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风险评估，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避环境和投资风险提供依
据，推动绿色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分享可持续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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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isk Analysis and Responding Strategy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u He, Qimanguli • Yilihamu, Yao Rong, Wu Jing
(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50 )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win-w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one belt one road”strategy has been launchedto strengthe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in Asia, Europe and Africa. The goal of“the one belt one road”is mutual
political trust, economic integration, culture sha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ed during th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 and difference of local resource.The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overview of 19 selected
typical countries. It establishes an index system,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 opportunities and risk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relevant state investment activities. And establish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restrict factor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The study assesses the environment risk, offers the basic data of environment and invests risk, which is
beneﬁt for promoting the“green construction”.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environment risk; environment opportunity;countermeasure

引言
2013 年，中国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
、
“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的提出，不
仅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
求，为所有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创造了新的机
遇，更为国内企业开辟了一条“走出去”的最佳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连接着两个重要的经济区域，一端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401658）战略环境评
价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研究。
作者简介：徐鹤（1971—），男，博士，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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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是极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
由此，能带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蓬勃发展，
并辐射到非洲东部。“一带一路”战略的沿线国家高达
60 多个。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和工业增加值比重明显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则明显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较低。在“走出去”战
略的不断鼓励下，中国企业积极地在世界各地采购木材、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战略环评，环境
经济政策及循环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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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 [1]，导致寻求性投资比
重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使中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常常饱
受“环境威胁论的指责”[2]。此外，采矿、建筑、木材
和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实施会对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国家
造成严重破坏。在为东道国环境带来风险的同时，间接
产生的是中国企业在该国家的投资遭到政府反对，很难
继续进行投资 [3]，从而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可
见，“一带一路”战略在为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带来
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环境风险。因此，及时识
别风险，认清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是我国在实现
“一带一路”长远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国家环境概况
在生态环境因素方面，该地区是人类活动强烈区，也
是生态环境脆弱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土面积不到世
界总面积的 40%，人口却占世界总人口的 70% 以上，是人
类活动比较集中和强烈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
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超出了生态承载力的 80% 以
上。以水资源为例，这些地区境内年水资源量只有世界的
35.7%，但水资源年开采量占世界的 66.5%，对水资源和水
环境的压力较大。在资源环境方面，该地区在是自然资源
集中生产区的同时，也是自然资源集中消费区。这些地区
总体上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互补性较强。以能源消费为例，
这些地区向世界提供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以及发电量在
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 57.9%、54.2%、70.5% 和 47.9%，
这些地区也消费了占世界总量 50.8% 的一次能源（其中，
所消耗的原油、天然气、煤炭、水电在总的一次能源中的
占比分别为 41.1%、47.1%、72.2%、40.1%）[4]。
总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经济发展方式
比较粗放、资源消费水平较高、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现
状已成为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这也成为中国企业
在这些国家投资的障碍，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一
定的风险。因此，从资源限制因素及生态环境因素两个
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并根
据风险状况对中国企业投资产业提出政策性建议，对中
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2 “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投资环境风险分析

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中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及投资
机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2.1 研究方法
在对研究国家环境现状进行了解的基础上，根据东
道国的生态环境及资源环境因素对中国企业投资可能带
来的环境风险，构建了评价“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企业
对外投资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所
选取的 19 个国家，基于选取的 12 项环境影响因素指标，
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企业对外
投资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进行了分析。然而，资源的短
缺可能会给投资企业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丰富的资源
为企业投资带来的则是投资的机遇；因此，本研究从生
态及资源环境方面对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选取。

2.2 指标选取
选取的指标要能从资源及生态环境限制等方面，客
观并准确地反映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
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的指标较多，
基于世界银行对社会及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的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因素、资源限制因素两个方面
进行综合考虑，依科学性、代表性、系统性、可量化、
可操作性等原则选取了 12 项指标作为评价企业对外投资
环境风险影响因素（表 1）。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要素数据单位和量纲的不同以及
指标正负相关性对最终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影响，需
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鉴于本研究环境风险评
价指标体系中数据量一般较大，选用差值法对环境风险
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3 “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投资环境风险及投资机
遇分析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战略沿
线国家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得出各国的综合风险指数分
布情况（图 1），并根据上述内容总结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往的投资合作主要
涉及交通运输、港口、桥梁、通讯、水利及城市供排水、
供气、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5]
中国企业在实现“走出去”的过程中，在不破坏东 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这为中国企业通
道国生态环境现状及资源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与投资 过“一带一路”这一战略进一步发展对外投资具有一定
将带来双赢，反之，则可能遭受国际社会的舆论和指责。 的参考价值。因此，继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基础
本研究从上述的 60 多个沿线国家中选取了目前合作 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利用以及高新技术领域将成为“一
意向较为明确的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哈萨克斯 带一路”战略中中国与欧洲、中亚、西亚、东南亚、南
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 亚乃至东非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沿线各国
斯坦、伊朗、土耳其、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荷兰 生态环境现状及资源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投资者必须
[6]
和意大利等 12 国以及位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首先针对投资国环境条件及
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肯 其对企业以及东道国带来的影响进行详尽的分析评价，
尼亚和希腊等 7 国，共计 19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针对 然后再确定投资项目及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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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因素

生态环境因素

资源限制因素

相关性

指标
干旱、洪水和极端气温的受影响人群（占总人口比例）
人口密度
受胁物种 a
保护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GEF 生物多样性效益指数（0 = 无生物多样性潜力，100 = 最大）
自然资源租金 b 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
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耗总量的百分比）
年度淡水抽取量，总量（占内部资源的百分比）
可燃性再生资源和废弃物（占能源消耗总量的百分比）
可替代能源和核能（占能源消耗总量的百分比）
获得电力资源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

+
+
+
+
+
+
-

注：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
a 本研究所指的“受胁物种”包括该国家受胁的哺乳动物、鸟类、高等植物等的总数。
b 自然资源租金是指除了石油和煤炭以外的国有矿产资源及国有土地使用等原因而产生，需要企业或公司本应上缴国家的费
用。本研究所用“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用于表示国家土地资源及矿产资源现状。

0.01
0.11
0.28

0.52
0.48
0.38
0.32
0.25

0.06
0.03
0.42
0.33
0.18
0.24

0.19
0.44
0.12
0.51
0.50

图 1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环境风险指数分布现状
注：各国家颜色深浅表示环境风险大小，颜色越深表示环境风险越大。

根据上文中对沿线国家环境风险指数的分析及中国
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关系的分析，总结出中国企业在沿
线国家的环境风险及相应机遇：
（1）荷兰、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等国家的高新
技术领域投资先行。这些欧洲发达国家生态环境及资源
现状带来的风险较大。环境风险指数在所研究国家中处
于前列。这些国家自然资源较为匮乏，德国、意大利、
白俄罗斯等国家一半以上的初级能源依赖进口，荷兰也
有近 20% 的初级能源依靠进口。此外，受保护区域面积
及受胁物种数量普遍较大，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潜力普
遍较小，因此在能源及资源开发合作方面不具有优势。
得益于高科技、高劳动力素质以及政府及企业对科技创
新的重视，这些国家高科技产业及技术创新产业可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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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中外合作投资的重点。其中，德国产业
竞争力强大，对外投资实力雄厚，汽车、机械设备、电
子电气、化工及制药、航空航天、食品等行业均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荷兰拥有卓越的基础建设、先进的物流管
理经验、专业的技术知识等；意大利更是传统工业强国，
在高端制造、节能环保、现代农业、文物保护、中小企
业发展和可持续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具有良好基础和广阔
前景；白俄罗斯更是前苏联工业基地之一，具有良好的
工业基础。机械制造业、冶金加工业、机床、化工、电
子、激光技术（光学仪器）、加工业均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因此，中国企业特别适合在德国、意大利、荷兰、
白俄罗斯等国家投资高科技及加工产业。
（2）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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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矿产资源开发
及交通网络建设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位
于亚欧大陆的要冲，受保护区域面积及受胁物种数量普
遍较小，在所研究国家中的环境风险指数也相对较小，
投资过程中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带来负面影响极小。印度
尼西亚环境风险在所研究国家中也相对较小，因此这些
国家具有广泛合作前景。这些国家有丰富的水电资源 [7]
以及煤炭、铁、金、铜、铝等正是我国短缺的资源，尤
其是南疆喀什地区所短缺的矿产资源 [8]。但由于地处内
陆，交通不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亚和欧洲存在差
距。深处亚欧大陆腹地的中亚没有出海口，这限制了各
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与中亚国家道路交通领域的投
资合作将中亚受限于交通不便的地缘劣势转变为优势，
为拓展中亚各国与外界的联系，扩大国际合作带来可能。
此外，哈萨克斯坦有非常丰富的能源资源。据中国国土
资源部预测 [9]，至 2020 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
60%。得益于中哈地缘上的接近，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
坦能源行业中的投资将为中国缓解能源缺口起到重要作
用。印度尼西亚的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和锡的
储量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
印度尼西亚将会是东南亚区域的关键一环 [10]。印度尼西
亚因其拥有众多的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铁、锡、
铜、铝等），所以是中国矿产资源来源地的重要选择之
一。然而印度尼西亚的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水坝、
机场、桥梁等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目前正是需要吸
引外资的领域，同样具有很大的投资合作潜力。
（3）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土耳其、希腊、马
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前
景广阔。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土耳其、希腊、马
来西亚、越南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在所研究国家中的环
境风险指数位居前列。这些国家能源资源相对短缺，生
态环境现状相对较差。中国与这些国家以往的投资合作
主要集中于工业制造业、旅游以及服务业。根据对这些
国家环境现状的分析可知，这些国家尚存在一些基础设
施建设不完善的问题。要推广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
国家的优势产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实现产业转移，
需要有较完善的交通网路，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土耳其急需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希腊在港口、公路、
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大潜力；马来西
亚在进一步完善港口、海关等各领域建设中具有需求；
越南位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无论是作为
转运港口，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还是承接中国
产业转移，都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值得一提的是，巴
基斯坦成功拿下了自 2014 年“丝路基金”注册成立后投
资的“第一单”，这同样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合
作先行先试取得“早期收获”的一个重要成果 [11]。然而，
巴基斯坦经济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能源短缺，因此会优

先发展能源产业，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
等，以及火力、热力、太阳能、风力和大中小型水力发
电站等电力项目。南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中国新疆两
地间铁路建设也迫在眉睫。以上这些国家所缺少的，也
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由于中国国土广袤，因此在基建
中会面临各种复杂的自然条件，从而开发了相对应的技
术手段，再加之具有丰富的经验，不失为很多国家在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终点合作对象 [12]。中国企业投资建成
了斯里兰卡近 90 年来最新的第一条铁路，印度和肯尼亚
政府的基础设施也寄希望中国等外国投资的参与；中国
与土耳其、希腊、马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也
有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因此，中国在斯里兰卡、
印度、肯尼亚、土耳其、希腊、马来西亚、越南、巴基
斯坦等国家道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建设以及电网建设
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基础和广阔前景。
（4）俄罗斯、伊朗的能源开发为上，基础设施建设
为关键。由以上分析可知，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环境风
险较小。在生态环境因素方面，俄罗斯地广人稀，具有
较小的人口密度和自然资源租金等，虽然有高达 219 种
受胁物种，物种多样性受胁的程度较严重，但是其受极
端气候影响的程度较低、GEF 生物多样性效益指数在所
研究对象中较大，环境质量较高。此外，俄罗斯 [13] 自然
资源十分丰富，是个名副其实的能源大国。石油探明储
量占世界第二位，各种金属矿藏均占世界前列。伊朗淡
水资源含量较少，其余方面环境质量较高。在能源方面，
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储量约占世界的九分之一和六
分之一，分列世界第三位、第二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均居世界第四位。石油开采业也成为推动伊朗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两者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初级能源供出口。
中俄以及中伊在能源行业的合作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
因此能源领域将是“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中心。然而，
俄罗斯当前处于发展的岔路口，单靠石油、天然气等能
源行业的合作投资发展模式已不符合现实要求，俄罗斯
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14]。俄罗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面
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得益于中俄地
理位置毗邻，两国在扩大基础设施的合作方面具有很大
的优势。伊朗与其他邻近国家铁路的连通，除了可直接
带动与铁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之外，还可以缓解目前伊朗
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此外，伊朗港口扩建工程以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扩大伊朗港口在东西方海运贸易中
的影响力。因此，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俄罗
斯和伊朗合作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及发展潜力。
本研究通过对相应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运用主成分分
析法对综合环境风险指数进行评估，得出了“一带一路”
战略沿线国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风险分布现状，
并分析了每一项环境影响因素对综合环境风险指数的影
响情况。“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涉及国家数量高达 60 多
个，而本研究只选取了部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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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国家及相应指标体系的选
取标准，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地开展以及中国企业
顺利“走出去”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参考。
本研究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环境风险和机遇研究
提供了实践依据，但国别间的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情况、
环境本底等存在差异。“一带一路”战略虽为区域内资源
整合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平台，但相关的政策调整和
制度建设仍不可或缺。

4 “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投资环境风险政策建议
4.1 强化对外投资项目的环境与社会管理制度体系
建设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
环境保护工作，建设“绿色丝绸之路”。2015 年 7 月，
“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工作会上提出的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
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目前重点关注区域已经明确。
首先，要根据国家政策走向尽早预警走廊建设可能面临
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提出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绿
色发展的措施；其次，弄清各国的环境和社会环境管理
制度和要求；第三，推动对外投资国家间的交流，优化
国别间投资机构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程序建设；最后，中
国推行切实可行的技术，优化“一带一路”产业带，加
强绿色节能产品、技术、设备的输出。发挥荷兰、德国、
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的投资导向作用，出台相
关行业准入政策，严控污染排放，强化相关的质量标准，
提升“走出去”产品的环保性，增强生态文化和理念输
出。通过技术提升，为沿线发展国家的二三产业发展及
基础设施建设造血，提升国别间投资合作潜力。

国家的发展现状，为当地企业和项目在节能减排、绿色
化发展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
对于本国来说，在科研立项方面，应加强对“一带一
路”开展创新型研究，重视对国家有用的技术的转化，参
与大型国际科研项目，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引进技术人
才。同时，开展“一带一路”区域的环境培训与研讨，借
助 IAIA、亚洲发展银行、UNEP、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
合作，为政策制定、项目规划等提供依据。
“一带一路”
建设可借助相关机构平台，建立涉及“一带一路”国内沿
线的全方位评估体系，推进评估体系的实用性。扩展评估
培训，将相关的投资行为和环境结合，提升评估的专业性
和可操作性，建立出版物、网络、会议为一体的信息共享
系统。特别要构建环境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的环境协
调机构，协调沿线国家发展和保护问题。通过对“一带一
路”的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健康影响评估，可以建
立良好的决策过程以促进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
目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依靠自然资源优势，
经济依赖原料出口，易受国际市场牵连。专家团队还应
结合其环境和社会规划，预测未来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走
向，积极生产和发展可替代能源的生产，建立起全面满
足市场且符合生态新标准的产业。

4.3 承担“一带一路”沿线的环境与社会责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
家，国家间政治矛盾突出、国内形势不稳，环境问题和
政治、社会问题总是相伴而生，包括征地和移民、自然
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给当地带来的环境和社会
矛盾，以及环境和社会责任承担与管控等问题。环境与
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这些国家吸引的优势在于拥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而劣势在于加工

4.2 推动环境咨询团队、智库的建设

业缺乏技术人才，基础设施薄弱，国企强而民企弱，资

“一带一路”的环境问题具有历史性和现实问题并存
的特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本底差，工业以
粗放式为主，加之前苏联发展时期的无节制工业化扩张
问题，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环
境问题源于海岸线周边的大多国家，环境意识较低，对
海洋资源的无限掠夺。当今，全球经济处于复苏期，获
取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是各个国家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
紧迫任务，但经济的发展又会受制于环境的约束。因此，
我国的对外合作和投资也要符合当地国家的环评标准和
要求，在合作中注重生态安全和清洁能源的开发 [15]。首
先，要解决环境问题的复合型，要建设包括环境史、环
境管理、环境经济、环境毒理、环境生态等多方向的环
境智库；其次，要解决环境历史和现实问题，要加强多
国家合作，建立专家团队，从国际间跨界污染物转移、
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等多角度入手，解决区
域间的复合型环境问题，借鉴“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
家的环境保护经验，扭转印度、肯尼亚、越南等发展中

源利用率不高而能耗大，经济协调体系不发达。据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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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希腊、马来西亚等国
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具有较为广阔的建设空间。
中国要根据经济和预算增长情况，为其基础设施投资确
定保障标准。同时还要解决“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地区
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完善就业政策和劳动报酬政策，
完善卫生体系建设，解决民族宗教与文化传统冲突问题，
承担社会宗教责任等。
国际间的交流发展方面，目前缺少统一完善的外商
投资的法律规定、进出口管制、资源国有化、法律援助、
贸易争端解决的法律法案。社会劳动力教育水平差，应
在加强基建、建筑、金融、通信行业等建设的同时，为
劳工人员培训教育等提供机会，优化企业管理方式、加
强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和谐感，减小排外和工人
动乱的可能性。中国企业还要增加对沿线国家经济投入
力度，加大政策性资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赢得当
地民心。

“一带一路”战略的环境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丨徐鹤，齐曼古丽·依里哈木，姚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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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效利用，为有关管理部门决策和境外投资企业提
供咨询服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交流
和沟通，为绿色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信
息基础和决策支持，促进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沟通与交流。
建立对外投资项目风险防范与环境管理决策支持平
台。支撑海外建设项目潜在环境影响与环境风险的识别和
预判，为中国对外投资和项目提供实时、全方位的生态环
境信息服务，提高对企业和投资走出去的环保咨询服务与
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建立“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投资和建
设项目的环保准入信息系统，为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
设施，油气开采、运输，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水电、火
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以及轻工纺织、食品加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走出
去”的重点行业提供环保政策标准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
推进与沿线重点国家合作开展环保技术与产业园区
示范基地的建设。可以考虑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
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的 12 个行业
作为重点，推进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一批
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骨干企业，建立新型工
业化和国际产能合作机制；重视环保产业与技术走出去，
推动并加强江苏宜兴、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哈尔
滨产业园等国内一流典型工业产业园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流和对接，在深圳、厦门等地建设具有典
型示范意义的“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合作与技术转移基
地或交流中心，积极鼓励中国具有竞争性优势的环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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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产业走出去，同时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产业发
展经验。
建立“一带一路”环保研究创新基地，实施国际环
保人才工程，吸引国际化高水平人才为绿色化“一带一
路”建设服务。建立跨国界和周边环境问题的研究基地
和合作平台，切实提高应对和解决跨界环境问题的创新
和支撑能力。建立“一带一路”生态环保研究国际智库，
加强与沿线各国的环保智库交流与开展联合研究，合作
举办论坛，推动咨询服务业以及科研机构、民间智库走
出去，促进观念传播和智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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