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中国
改善空气质量  打造宜居城市

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

低排放城市发展

清洁燃料与车辆

绿色货运与物流

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BAQ 大会）
BAQ大会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主办的标志性盛会，首届于2002年举办，两年一届。会议涵盖空气质量管理、
交通、能源、工业和气候变化领域，侧重于政策和措施。决策者、实践者与行业领袖在BAQ大会齐聚一堂，
互相交流、分享经验。每届BAQ大会均有来自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近千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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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助力亚洲

1,000+ 城市

工作领域

• 

•

•

推进亚洲城市实施
更严格的清洁燃料
和车辆标准；

加强在用车有效管
理的政策框架；

推动公共车辆和私
家车清洁化。

清洁燃料与车辆

• 

•

•

开发亚洲城市空气
质量管理指导框
架，协同控制空气
污染与气候变化；

建立区域知识管理
与能力建设体系；

帮助城市进行空气
质量和温室气体排
放管理。

空气质量与
气候变化

• 

•

•

强化低排放交通战
略在政策和投资决
策中的地位；

在土地利用、交通
运输和能源方面加
强知识管理与交
流；

提高城市、政府和
发展机构对步行环
境的重视。

低排放城市发展

• 

•

•

发起区域和国家层
面的绿色货运行
动；

激励企业和协会参
与绿色货运；

提高道路货运行业
知识水平和数据可
得性，为政策、项
目和行动提供支
持。

绿色货运与物流

目标
帮助政策制定者利用可靠的分析、知识、
数据和有效的工具识别关键问题并制定解
决方案；

推动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利益相关方通过
城市网络和伙伴关系加强合作；

促进以科学为基础，多方参与且有效的政
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通过政策、规划、项目和具体措施，减少交通
运输、工业生产和能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空气
污染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打造环
境友好的宜居城市。

20
自 2005 年起发布每周电子通讯

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网络及中国
绿色货运行动项目发起机构

超过十年的历史 13 次交通培训与技术
研讨会

25 篇中国绿色交通专栏文章

20 个中国城市参加 BAQ 大会 21 次空气质量管理培训
与技术研讨会

90 个合作城市

+

Colombo, HongKong,
Sri Lanka China

网       站：www.cleanairasia.cn

空气知库：www.allaboutair.cn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中国
改善空气质量  打造宜居城市

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

低排放城市发展

清洁燃料与车辆

绿色货运与物流

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BAQ 大会）
BAQ大会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主办的标志性盛会，首届于2002年举办，两年一届。会议涵盖空气质量管理、
交通、能源、工业和气候变化领域，侧重于政策和措施。决策者、实践者与行业领袖在BAQ大会齐聚一堂，
互相交流、分享经验。每届BAQ大会均有来自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近千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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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秀水街 1 号建国门外
外交公寓 11-152，100600
邮箱：china@cleanairasia.org
电话 / 传真 : +86 10 8532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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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aboutair.cn

印度办公室
地址：1st Floor, Building No.4,
Thyagraj Nagar Market
Lodhi Colony, New Delhi 110003 India
电话：+91 11 601 20260
传真：+91 11 43850032
Email：india@cleanairasia.org

关于我们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助力亚洲

1,000+ 城市

工作领域

• 

•

•

推进亚洲城市实施
更严格的清洁燃料
和车辆标准；

加强在用车有效管
理的政策框架；

推动公共车辆和私
家车清洁化。

清洁燃料与车辆

• 

•

•

开发亚洲城市空气
质量管理指导框
架，协同控制空气
污染与气候变化；

建立区域知识管理
与能力建设体系；

帮助城市进行空气
质量和温室气体排
放管理。

空气质量与
气候变化

• 

•

•

强化低排放交通战
略在政策和投资决
策中的地位；

在土地利用、交通
运输和能源方面加
强知识管理与交
流；

提高城市、政府和
发展机构对步行环
境的重视。

低排放城市发展

• 

•

•

发起区域和国家层
面的绿色货运行
动；

激励企业和协会参
与绿色货运；

提高道路货运行业
知识水平和数据可
得性，为政策、项
目和行动提供支
持。

绿色货运与物流

目标
帮助政策制定者利用可靠的分析、知识、
数据和有效的工具识别关键问题并制定解
决方案；

推动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利益相关方通过
城市网络和伙伴关系加强合作；

促进以科学为基础，多方参与且有效的政
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通过政策、规划、项目和具体措施，减少交通
运输、工业生产和能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空气
污染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打造环
境友好的宜居城市。

20
自 2005 年起发布每周电子通讯

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网络及中国
绿色货运行动项目发起机构

超过十年的历史 13 次交通培训与技术
研讨会

25 篇中国绿色交通专栏文章

20 个中国城市参加 BAQ 大会 21 次空气质量管理培训
与技术研讨会

90 个合作城市

+

Colombo, HongKong,
Sri Lanka China

网       站：www.cleanairasia.cn

空气知库：www.allaboutair.cn



中国交通项目

绿色货运与物流
自 2008 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起并一直推动绿色货运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从广州市绿色卡车试点项目入手，验证其可
行性，继而帮助设计并实施为期 5 年的广东省绿色货运示范项目。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国家层面的中国绿色货运行动
项目，得到了交通部的认可。在此过程中，我们为包括中国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内的主要利益
相关方搭建平台，制定并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清洁燃料与车辆

自 2013 年起，在中国开展低硫燃料项目，旨在为地方
职能部门提供知识分享与经验交流的平台。

低排放城市发展

2013 年在哈尔滨开展试点项目，应用交通项目排放评估
模型（TEEMP）评估世界银行哈尔滨交通建设项目中的颗
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的工具
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具（CAMAT）
）

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具帮助城
市综合评估其空气质量与温
室气体排放管理现状与能力，
并识别进一步改进空间。自
2010 年起，已在中国杭州、
济南、广州、佛山、肇庆、重
庆、江阴、桐乡、大连、长春、
哈尔滨等 11 个城市应用。

清洁空气报告

清洁空气报告是由政府编制，
为公众提供综合的空气质量管
理信息，鼓励公众与决策者之
间对话并建立互信。济南、杭州、
北京、江苏省和广东省均发布
了清洁空气报告。

交通项目排放评估模型（TEEMP）

交通项目排放评估模型用于
评估即将兴建的交通项目减
少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
的 潜 力。TEEMP 模 型 已 在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
二十多个城市的项目中得到应
用，2013 年哈尔滨世界银行
贷款项目设计阶段中应用了
TEEMP 模型。 

城市排放快速评估模型（RACE） 

城市排放快速评估模型用于评
估城市不同发展情境下交通
和建筑电力利用排放。目前
已 经 在 越 南 Ho Chi Minh、 
斯 里 兰 卡 Colombo、 印
度 Ahmedabad 和 菲 律 宾
Batangas 应用。

与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合作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愿意与各方加强合作，为实现清洁空气的愿景共同努力，我们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操作的行动指南，在国家、地区和城市层面减少空气污染和温
室气体排放；
具备亚洲区域空气质量管理领域的高水平专业知识；
秉承合作精神，带来切实持续的改变。

近期出版物

中国区展望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将在中国从四个方面带来显著改变：

能力建设：运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开发的《亚洲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指导框架》，
为城市政府部门和地方 NGO 提供有针对性、持续性的能力建设；

利益相关方平台搭建：在空气质量改善的具体领域为利益相关方搭建合作平台，
制定并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公众参与：提高公众意识，鼓励采取切实行动；

南南合作：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城市间的经验交流。

城市能力建设

2005 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合作，在
中国建立了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网络。至今已举办了 11 届年度研讨会。这些
活动将环保部、地方环保局、地方环保支持机构、国内外专家齐聚一堂，城
市可以学习彼此及国际的先进经验、提升空气质量管理水平，并为国家政策
制定提供建议。

到目前为止，已有 20 个城市参加了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AQ 大会），中
国城市和专家不仅能够了解到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发现和进展，还能够与其他
国家代表从国家和城市层面分享其成果和经验。

区域合作平台与能力
建设

自 2010 年起，亚洲清洁空气中
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在长三
角、珠三角和东北地区推进区域
空气质量管理合作。城市和省份
间通过这些平台建立区域合作对
话机制，国内外专家共享空气质
量管理经验。目前已在长三角、
珠三角及东北地区举办 10 余次
清洁空气主题研讨会和技术培
训。

为城市提供有针对性的
技术支持

为满足不同城市的具体需求，推
进城市进行以科学为基础、多方
参与的政策制定理念。亚洲清洁
空气中心通过提供知识管理成
果、培训和自我研发的空气质量
管理工具等为城市提供支持。11
个城市应用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
具（CAMAT），3 个 城 市 和 2
个省份编制清洁空气报告。

中国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项目

13 个会员城市
77 个其他合作城市
3 个区域合作平台



中国交通项目

绿色货运与物流
自 2008 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起并一直推动绿色货运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从广州市绿色卡车试点项目入手，验证其可
行性，继而帮助设计并实施为期 5 年的广东省绿色货运示范项目。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国家层面的中国绿色货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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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将在中国从四个方面带来显著改变：

能力建设：运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开发的《亚洲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指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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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项目

绿色货运与物流
自 2008 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起并一直推动绿色货运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从广州市绿色卡车试点项目入手，验证其可
行性，继而帮助设计并实施为期 5 年的广东省绿色货运示范项目。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国家层面的中国绿色货运行动
项目，得到了交通部的认可。在此过程中，我们为包括中国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内的主要利益
相关方搭建平台，制定并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清洁燃料与车辆

自 2013 年起，在中国开展低硫燃料项目，旨在为地方
职能部门提供知识分享与经验交流的平台。

低排放城市发展

2013 年在哈尔滨开展试点项目，应用交通项目排放评估
模型（TEEMP）评估世界银行哈尔滨交通建设项目中的颗
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的工具
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具（CAMAT）
）

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具帮助城
市综合评估其空气质量与温
室气体排放管理现状与能力，
并识别进一步改进空间。自
2010 年起，已在中国杭州、
济南、广州、佛山、肇庆、重
庆、江阴、桐乡、大连、长春、
哈尔滨等 11 个城市应用。

清洁空气报告

清洁空气报告是由政府编制，
为公众提供综合的空气质量管
理信息，鼓励公众与决策者之
间对话并建立互信。济南、杭州、
北京、江苏省和广东省均发布
了清洁空气报告。

交通项目排放评估模型（TEEMP）

交通项目排放评估模型用于
评估即将兴建的交通项目减
少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
的 潜 力。TEEMP 模 型 已 在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
二十多个城市的项目中得到应
用，2013 年哈尔滨世界银行
贷款项目设计阶段中应用了
TEEMP 模型。 

城市排放快速评估模型（RACE） 

城市排放快速评估模型用于评
估城市不同发展情境下交通
和建筑电力利用排放。目前
已 经 在 越 南 Ho Chi Minh、 
斯 里 兰 卡 Colombo、 印
度 Ahmedabad 和 菲 律 宾
Batangas 应用。

与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合作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愿意与各方加强合作，为实现清洁空气的愿景共同努力，我们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操作的行动指南，在国家、地区和城市层面减少空气污染和温
室气体排放；
具备亚洲区域空气质量管理领域的高水平专业知识；
秉承合作精神，带来切实持续的改变。

近期出版物

中国区展望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将在中国从四个方面带来显著改变：

能力建设：运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开发的《亚洲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指导框架》，
为城市政府部门和地方 NGO 提供有针对性、持续性的能力建设；

利益相关方平台搭建：在空气质量改善的具体领域为利益相关方搭建合作平台，
制定并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公众参与：提高公众意识，鼓励采取切实行动；

南南合作：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城市间的经验交流。

城市能力建设

2005 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合作，在
中国建立了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网络。至今已举办了 11 届年度研讨会。这些
活动将环保部、地方环保局、地方环保支持机构、国内外专家齐聚一堂，城
市可以学习彼此及国际的先进经验、提升空气质量管理水平，并为国家政策
制定提供建议。

到目前为止，已有 20 个城市参加了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AQ 大会），中
国城市和专家不仅能够了解到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发现和进展，还能够与其他
国家代表从国家和城市层面分享其成果和经验。

区域合作平台与能力
建设

自 2010 年起，亚洲清洁空气中
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在长三
角、珠三角和东北地区推进区域
空气质量管理合作。城市和省份
间通过这些平台建立区域合作对
话机制，国内外专家共享空气质
量管理经验。目前已在长三角、
珠三角及东北地区举办 10 余次
清洁空气主题研讨会和技术培
训。

为城市提供有针对性的
技术支持

为满足不同城市的具体需求，推
进城市进行以科学为基础、多方
参与的政策制定理念。亚洲清洁
空气中心通过提供知识管理成
果、培训和自我研发的空气质量
管理工具等为城市提供支持。11
个城市应用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
具（CAMAT），3 个 城 市 和 2
个省份编制清洁空气报告。

中国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项目

13 个会员城市
77 个其他合作城市
3 个区域合作平台



中国交通项目

绿色货运与物流
自 2008 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起并一直推动绿色货运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从广州市绿色卡车试点项目入手，验证其可
行性，继而帮助设计并实施为期 5 年的广东省绿色货运示范项目。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国家层面的中国绿色货运行动
项目，得到了交通部的认可。在此过程中，我们为包括中国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在内的主要利益
相关方搭建平台，制定并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清洁燃料与车辆

自 2013 年起，在中国开展低硫燃料项目，旨在为地方
职能部门提供知识分享与经验交流的平台。

低排放城市发展

2013 年在哈尔滨开展试点项目，应用交通项目排放评估
模型（TEEMP）评估世界银行哈尔滨交通建设项目中的颗
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的工具
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具（CAMAT）
）

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具帮助城
市综合评估其空气质量与温
室气体排放管理现状与能力，
并识别进一步改进空间。自
2010 年起，已在中国杭州、
济南、广州、佛山、肇庆、重
庆、江阴、桐乡、大连、长春、
哈尔滨等 11 个城市应用。

清洁空气报告

清洁空气报告是由政府编制，
为公众提供综合的空气质量管
理信息，鼓励公众与决策者之
间对话并建立互信。济南、杭州、
北京、江苏省和广东省均发布
了清洁空气报告。

交通项目排放评估模型（TEEMP）

交通项目排放评估模型用于
评估即将兴建的交通项目减
少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
的 潜 力。TEEMP 模 型 已 在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
二十多个城市的项目中得到应
用，2013 年哈尔滨世界银行
贷款项目设计阶段中应用了
TEEMP 模型。 

城市排放快速评估模型（RACE） 

城市排放快速评估模型用于评
估城市不同发展情境下交通
和建筑电力利用排放。目前
已 经 在 越 南 Ho Chi Minh、 
斯 里 兰 卡 Colombo、 印
度 Ahmedabad 和 菲 律 宾
Batangas 应用。

与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合作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愿意与各方加强合作，为实现清洁空气的愿景共同努力，我们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操作的行动指南，在国家、地区和城市层面减少空气污染和温
室气体排放；
具备亚洲区域空气质量管理领域的高水平专业知识；
秉承合作精神，带来切实持续的改变。

近期出版物

中国区展望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将在中国从四个方面带来显著改变：

能力建设：运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开发的《亚洲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指导框架》，
为城市政府部门和地方 NGO 提供有针对性、持续性的能力建设；

利益相关方平台搭建：在空气质量改善的具体领域为利益相关方搭建合作平台，
制定并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公众参与：提高公众意识，鼓励采取切实行动；

南南合作：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城市间的经验交流。

城市能力建设

2005 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合作，在
中国建立了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网络。至今已举办了 11 届年度研讨会。这些
活动将环保部、地方环保局、地方环保支持机构、国内外专家齐聚一堂，城
市可以学习彼此及国际的先进经验、提升空气质量管理水平，并为国家政策
制定提供建议。

到目前为止，已有 20 个城市参加了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AQ 大会），中
国城市和专家不仅能够了解到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发现和进展，还能够与其他
国家代表从国家和城市层面分享其成果和经验。

区域合作平台与能力
建设

自 2010 年起，亚洲清洁空气中
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在长三
角、珠三角和东北地区推进区域
空气质量管理合作。城市和省份
间通过这些平台建立区域合作对
话机制，国内外专家共享空气质
量管理经验。目前已在长三角、
珠三角及东北地区举办 10 余次
清洁空气主题研讨会和技术培
训。

为城市提供有针对性的
技术支持

为满足不同城市的具体需求，推
进城市进行以科学为基础、多方
参与的政策制定理念。亚洲清洁
空气中心通过提供知识管理成
果、培训和自我研发的空气质量
管理工具等为城市提供支持。11
个城市应用清洁空气管理评估工
具（CAMAT），3 个 城 市 和 2
个省份编制清洁空气报告。

中国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项目

13 个会员城市
77 个其他合作城市
3 个区域合作平台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中国
改善空气质量  打造宜居城市

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

低排放城市发展

清洁燃料与车辆

绿色货运与物流

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BAQ 大会）
BAQ大会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主办的标志性盛会，首届于2002年举办，两年一届。会议涵盖空气质量管理、
交通、能源、工业和气候变化领域，侧重于政策和措施。决策者、实践者与行业领袖在BAQ大会齐聚一堂，
互相交流、分享经验。每届BAQ大会均有来自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近千人参加。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总部
地 址：Unit 3505 Robinsons Equitable 
Tower, ADB Avenue, Pasig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1605
电话：+632 6311042
传真：+632 6311390
Email：center@cleanairasia.org
网站：http://cleanairasia.org

中国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秀水街 1 号建国门外
外交公寓 11-152，100600
邮箱：china@cleanairasia.org
电话 / 传真 : +86 10 8532 6172 
网址：www.cleanairasia.org
          www.allaboutair.cn

印度办公室
地址：1st Floor, Building No.4,
Thyagraj Nagar Market
Lodhi Colony, New Delhi 110003 India
电话：+91 11 601 20260
传真：+91 11 43850032
Email：india@cleanairasia.org

关于我们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助力亚洲

1,000+ 城市

工作领域

• 

•

•

推进亚洲城市实施
更严格的清洁燃料
和车辆标准；

加强在用车有效管
理的政策框架；

推动公共车辆和私
家车清洁化。

清洁燃料与车辆

• 

•

•

开发亚洲城市空气
质量管理指导框
架，协同控制空气
污染与气候变化；

建立区域知识管理
与能力建设体系；

帮助城市进行空气
质量和温室气体排
放管理。

空气质量与
气候变化

• 

•

•

强化低排放交通战
略在政策和投资决
策中的地位；

在土地利用、交通
运输和能源方面加
强知识管理与交
流；

提高城市、政府和
发展机构对步行环
境的重视。

低排放城市发展

• 

•

•

发起区域和国家层
面的绿色货运行
动；

激励企业和协会参
与绿色货运；

提高道路货运行业
知识水平和数据可
得性，为政策、项
目和行动提供支
持。

绿色货运与物流

目标
帮助政策制定者利用可靠的分析、知识、
数据和有效的工具识别关键问题并制定解
决方案；

推动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利益相关方通过
城市网络和伙伴关系加强合作；

促进以科学为基础，多方参与且有效的政
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通过政策、规划、项目和具体措施，减少交通
运输、工业生产和能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空气
污染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打造环
境友好的宜居城市。

20
自 2005 年起发布每周电子通讯

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网络及中国
绿色货运行动项目发起机构

超过十年的历史 13 次交通培训与技术
研讨会

25 篇中国绿色交通专栏文章

20 个中国城市参加 BAQ 大会 21 次空气质量管理培训
与技术研讨会

90 个合作城市

+

Colombo, HongKong,
Sri Lanka China

网       站：www.cleanairasia.cn

空气知库：www.allaboutai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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