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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使命：

通过合作，运用实证、行动和影响力，

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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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人居环境

气候变化

可持续市场

亲爱的朋友们，
设计一项全新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激励我们总结并思考已取得的成

就、收获的实效以及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激励我们朝更高更远

的方向发展，为创造未来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未来要敢做敢为、锐意进取，争取同合作伙

伴一道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区，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发挥重要影

响力。

我们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进一

步开发合作伙伴、进一步推动全球变革。我们期待您的联系，只有

通过合作，我们才能找到推动全球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良策，并加以

完善和实施。

期待您的消息，

卡米拉·图尔明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业务攸关方的评价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一直致力

于前沿领域的研究，而这些领域

对制定和实施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社

区组织和边缘群体是国际环境与发展研

究所工作的重心之一……创新在这里找到

了展示的平台……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还努力推动南南联系的发展，协助其拓展

并巩固关系网……研究所还支持其他群体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性论坛中提出的许多

倡议。”

出自2013年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业务

攸关方调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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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雄心：

展望2019

以之后的发展 

我们志在建立一个更加

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

但巨大的挑战摆在眼前：

全球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

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对土

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

能源及粮食供给造成压力；

而有关气候、资源享用权、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经常

忽视弱势群体的呼声和

需求。

为此，我们将同合作伙伴

们一道迎接挑战，推动

变革。 

2 IIED 发展战略



我们已经制定好未来五年的发展计划，并

且明确了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努

力是长期的，具有战略性的，旨在解决权力

不平衡、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使公众能够更

加平等地享用资源和服务。这将是我们为

变革做出的努力。

我们一直致力于团结各方力量，创造对话

机会，并且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我们的

研究人员都是各领域的专家，如自然资源、

气候变化、可持续市场和人居环境等领域。

他们的研究构成了四项新方案的基础，方

案旨在加速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		加强气候变化适应力，建立绿色经济

•		推动全球参与，共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	
地球

•		通过具体行动，实现各项权利

•		建立可持续的粮食供应体系，实现公平

消费

未来五年，我们将广泛联系个人、利益团体

和组织，共同为如何改革这一命题建立依

据。我们也将加强与长期合作伙伴的联系，

共同探寻研究技巧和游说技能，尤其呼声

不常得到关注的一些群体。

我们将关注那些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的政

策；支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如技

术指导、提供工具和培训，未来这些措施

可以运用到公民社会、国际团体、国家和

地方政府、研究组织、私营部门中。

为力求达到目标，我们将同合作伙伴一道，

在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上发挥影响、积

极发言，打动目标听众，推进议题的向前发

展。

我们将更加强调评估并完善自身建设。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把地方性问题放在

国际背景下研究。未来五年，我们将支持

政府和游说团体运用国际协议来解决国家

和地方性问题，也将通过具体例证影响政

策的制定。

工作如何开展

我们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以便

将他们的观点纳入新共识，这一新共识是

关于2015年后全球的重点发展项目、发展

机构和发展框架。

我们发挥纽带作用，各方通过我们建立联

系，更好地了解彼此。例如，中国和非洲的

森林保护机构和护林人员之间建立了联

系；许多城市社区组织同当地政府之间也

建立了联系。

我们还研发和制定了不同的工具和策略，

以更好地了解和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这

些问题包括土地租赁、社区改造、将生物多

样性 主流化、建立绿色经济以及森林和水

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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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resources
Human settlements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markets

自然资源

人居环境

气候变化

可持续市场

推动全球参与，
共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球

2015年，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新承诺将接替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届时，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缔约方必须达成具有

法律效力的新协议。这将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协助那些缺少

话语权的国家及组织——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协商并充分表达他们

的需求。2015年新协议出台以后，我们将继续协助他们落实各项政策，确保

主要缔约方履行对他们的承诺。

未来五年，我们的核心研究领域将增
添四项新方案， 旨在推动各项政策
朝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充满挑战的政策制

定和实施

通过具体行动，实现各项权利

权利制度及其实施方式正在发生着改变。一方面，

新的权利不断产生，另一方面，人们现有的权利不

断受侵害。总的趋势是人们的权利在不断地完善。

一些人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一些人则没履行应尽

的义务。改革的需求日渐增强，我们应通过优化政

策、确保政策落实及加大社会组织的支持，来确保

人人享有应得的权利，尽到应尽的义务。我们应重

点加强地方的发言权，使他们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

权利问题上，在投资协议和实际操作的问题上切实

地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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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建立可持续的粮食供应体系，
实现公平消费

我们将探讨粮食的供应及价格问题，环境污染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威胁问题，过

度消费、消费不足及不良消费的问题。我们将为建立可持续的粮食供应体系设

计新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平消费。我们也将对大规模扩大粮食生产的呼

声表示反对；这一呼声的根据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然而，经验告

诉我们，只一味地增加产量，不但无法保证消除饥饿，还可能适得其反，造成社

会更加不平等，公民丧失权利及环境恶化等更多问题。

加强气候变化适应力，建立绿色经济

我们将挑战各国政府当前的发展模式和激励结构，引导各国从棕色经济朝绿色经济转变，并增强气候

变化适应力。为此，我们必须帮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弱势群体，重视他们所需的潜在非常

规经济体及资源资产， 确保经济的发展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们 。

我们正努力把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各方代表请到谈判桌上，使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在国家和地

方性对话中发挥作用。此外，我们计划借住旗下绿色经济联盟（Green Economy Coalition）的平

台，联系更多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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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实力，

发挥所长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在人居环境、

自然资源、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市场方面

所做的研究享有国际声誉。

未来五年，我们将继续加大在这些领域的

投入，确保新的研究发现催生变革，造福

社会。

我们的目标如下：

加大地方性土地和
自然资源使用的投资

我们根据已掌握的实际情况解决资源紧缺问题，激励和培养地方政

府和组织，协助他们改善相关机构、政策和法律框架。这将大大提

高当地对抗冲击和压力的能力，为当地农业可持续集约化发展提供

有效且环保的措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创造平等就业机

会，确保粮食和资源安全。

造福民众
和环境的城市

我们将与地方研究人员、活动人士、专业人员们一起推动环境和发

展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建议国际机构一同推动这些方面的发展。

我们旨在阐述城镇化如何可以做到发展和环保两不误；展示城镇贫

困人群在基本服务行业中 的价值 。我们希望提高城镇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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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力。 城镇贫困及不平等问题必须纳入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

中，确保各项商谈信息能通过城镇贫民组织传达。我们的所有工作

都将考虑城乡，年龄，性别和排外等因素。

可持续市场为多数人服务，
而不仅是少数人

我们将专注于三个领域。第一，运用环境经济学应对市场失灵问

题，从而保证棕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第二，我们将探索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市场的应变能力，探索如何使这些市场

更好地提供就业、产品和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市场在城镇中

越来越普遍。第三，我们将着眼于能源产业和采掘业，支持当地社

区参与有关获取能源和开发自然资源的决定，这样一来，他们既能

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又能确保政府和相关企业负起责任。我们

将与市场标准和法规的设计者们以及市场参与者们共同合作，以确

保这些标准和法规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和环境需求。

寻找公平和公正的解决方案，
应对气候变化

在国际层面，我们将继续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让他们在国际气候谈

判中更有话语权，让谈判的结果更公正。我们还将为制定公共政策

献计，以加强气候变化适应力，发展绿色经济，这将通过我们在政

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和机构安排等方面的努力而实现。我们正在研

究在气候适应上的投资与气候适应力的增强的关系。 我们既重视

公平也重视效率，这就要求我们将在气候适应力上的丰富知识运用

到国家和地方的实际规划中去；同时我们也很重视干旱地区的发展

问题，在一些我们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合作的大学和培训机

构里，这一问题常常是施教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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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

提高效率

合作伙伴给予我们灵感，

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深远

的影响。 

借助合作的力量，我们勇

往挑战权威，积极寻找实

证；借助合作的力量，我们

增强能力，帮助发声，为发

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不

同的解决方案。

我们把过去四十多年里积累起来的知识，

与他人的经验教训相结合，将这份宝贵的

财富运用到世界各地的实践中，促进研究

与培训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将涉及性别、

年龄和年轻一代等问题。

我们的研究将集中在我们最能够影响到

的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合作网络涵盖非洲

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地区以及最不发达

国家。

未来，我们将与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加强合作，这些国家对全球变革具有强大

推动力， 我们将分享经验，告知我们在相

关领域的实践。

我们设立了宏伟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我们的组织必须变得更强大。我们需

要分享技能，互相学习，充分发挥员工在

科研、沟通、培训、监测和评估、行政及财

务管理方面的作用。我们将不断调整业务

模式，提高工作效率，迎接未来的机遇与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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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人居环境

气候变化

可持续市场

业务攸关方的声音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可以借住诉求团体的力

量，使其政策研究的努力在实践

中产生更大影响 ……国际环境与

发展研究所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才，以增强影响力……当前，妇女

问题越来越严峻， 应该给予更多

的关注，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出自2013年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

所业务攸关方调查反馈

图片来源： 封面内页:埃斯彭·拉斯穆森/帕诺斯图片社        第二页:迈克·戈德华特
第六页: Yanyan Zhang，塞西利亚·塔克里        第七页:尼尔·帕尔默/国际热带农业中心，罗宾·怀亚特        
封三: 斯里兰卡非政府组织Sevan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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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是一个政策和行动研

究组织，力图将地区发展的重点同国际挑战

相结合，以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

总部设在伦敦，足迹遍布五大洲；我们帮助弱

势群体，让他们在关乎自身福祉的政策决定

上更有发言权。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网站：www.iied.org

地址：英国伦敦格雷路80-86号

邮编：WC1X 8NH

联系方式：

电话：+44 (0)20 3463 7399

邮箱：info@iied.org

脸书（Facebook）：www.facebook.com/theIIED

推特（Twitter）：@iied

领英（LinkedIn）：www.linkedin.com/company/iied

更多资料下载，请登录：www.iied.org/pubs

研究所使用纸张均为回收用纸，
并用植物油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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