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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伙伴国家和城市-申请需获得无异议通过 

1. 背景

“动员你的城市”秘书处要求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以及巴基斯坦白沙瓦市需获得投标成员无
异议通过，方可加入"动员你的城市"伙伴关系。目前这两国和白沙瓦市正开展与“动员你的城
市”的执行伙伴的合作项目。此项要求基于2019年10月1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六届“动员你
的城市”指导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国家和城市加入伙伴关系申请简化审核流程。

如果您有任何异议，请于2019年11月26日前告知“动员你的城市”伙伴关系秘书处。如果您
在所述日期前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将授予上述国家和城市合作伙伴身份。

“动员你的城市”现有11个伙伴国家和60个伙伴城市，加上拟增的成员，伙伴国家和伙伴城市
数量将分别增至13和61个。

2. 新伙伴国家

2.1. 厄瓜多尔
国家可持续出行规划目标

厄瓜多尔地方政府有责任在其辖区内规划城市交通，并对城市交通进行管理。制定国家可
持续城市出行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制定综合、优秀、具有连贯性的城市交通战略。

主要预期成果

• 加快客运、货运和私人汽车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 优化公共交通管理
• 制定经济措施、建立激励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制定土地使用和城市出行规划
• 制定出台停车政策
• 基于现存基础设施优先推动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发展
• 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支持措施落实

“动员你的城市”执行伙伴提供的支持 

在欧盟资助的EUROCLIMA+框架项目下，法国开发署与厄瓜多尔交通和公共事务部开展合
作。法国开发署与厄瓜多尔交通部签署了50万欧元的赠款协议，用于帮助厄瓜多尔制定
可持续城市出行规划，所定规划要与厄瓜多尔国家气候承诺的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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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哥伦比亚 

国家可持续出行规划目标

哥伦比亚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提高城市出行效率为目标，制
定国家可持续出行规划：

• 通过“推拉结合”的措施，鼓励采用低碳无污染的交通方式；
• 通过提高技术和加强交通管理，提高交通车辆能源效率；
• 适当鼓励使用替代推进系统和替代燃料。

主要预期成果

调动国内外资源资金，推动电动化交通发展，具体内容包括建设基础设施、管理车辆调配、      
调整政策和监管机制、完善公共分配机制等。为获得预期的成果，制定国家层面的规划需要
包含财政激励措施、全面的监管框架体系、电动化交通战略，此外，还需要获得相关技术支
持以及构建监测、报告、核查体系。

公交车改革进程推动电动车市场发展，预计到2026年电动车市场发展相对成熟。

“动员你的城市”执行伙伴提供的支持

在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资助的TRANSfer框架项目下，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与哥

伦比亚交通部合作，在哥伦比亚实施“推广使用新电动公交车项目”。该项目制定并施行电
动化交通的缓解措施，预计在两年内为电动化交通项目制定完整的方案。

第一阶段的支持包括筛选和优先支持缓解行动（如：城市电动化交通、基础设施、车队）、  
前期可行性研究，以及有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现状分析。

第二阶段的支持包括制定电动化交通具体措施，协助建立规范透明的融资机制。



3 

文件发送至“动员你的城市” 伙伴关系投票成员 

电子版文件发送日期：2019年11月13日 

3. 新伙伴城市

3.1. 白沙瓦
可持续城市出行规划目标 (SUMP)

市区政府优先考虑创新和经济发展、社会效益(大都市宁静的生活方式、得到改善的
卫生、健康和交通设施、更多的休闲空间)和文化效益(原住民遗产的保护)。

主要预期成果

• 制定城市交通管理规划；
• 改善基础道路设施和公共交通设施；
• 以低碳车辆取代老旧车量；
• 发展慢行交通；
• 改善空气质量、提高交通管理水平；
• 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公园、公共游乐区）；
• 促进交通和出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 开展城市交通管理局（KPUMA）能力建设；
• 设立道路安全局。

“动员你的城市”执行伙伴对当地政府提供的支持 

法国政府与巴基斯坦政府签署了一项1.3亿欧元的信贷协议，用于建设白沙瓦市可持续公交
快速道。法国开发署为白沙瓦市基础设施低碳化的发展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并与亚洲开
发银行（亚行）共同出资，估计投资额达5.93亿美元。

作为较大项目的一部分，技术援助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帮助城市制定可持续城市出行规划，
并完善现有研究成果，例如白沙瓦市可持续快速公交项目的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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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合作伙伴名单

截止到2019年11月“动员你的城市”合作伙伴关系已有11个伙伴国家和60个伙伴城市加入。
如果投票成员对上述新申请者没有异议，合作伙伴国家和合作伙伴城市的数量将分别增至13     
和61个。

合作伙伴城市

城市 国家 
1 博博迪乌拉索 布基纳法索 

2 瓦加杜古 布基纳法索 

3 杜阿拉 喀麦隆 

4 雅温得 喀麦隆 

5 布瓦凯 科特迪瓦 

6 阿比让 科特迪瓦 

7 德雷达瓦 埃塞俄比亚

8 阿瓦萨 埃塞俄比亚 

9 库马西 加纳 

10 塔那那利佛 马达加斯加 

11 马哈赞加 马达加斯加 

12 阿加迪尔 摩洛哥 

13 贝尼迈拉勒 摩洛哥 

14 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 

15 贾迪达 摩洛哥 

16 菲斯 摩洛哥 

17 盖尼特拉 摩洛哥 

18 海米萨特 摩洛哥 

19 Khourigba 摩洛哥 

20 马拉喀什 摩洛哥 

21 乌季达 摩洛哥 

22 拉巴特 摩洛哥 

23 Sefi 摩洛哥 

24 塞塔特 摩洛哥 

25 马普托 莫桑比克  

26 温得和克 纳米比亚 

27 尼亚美 尼日尔 

28 达喀尔 塞内加尔 

29 多多马  坦桑尼亚 

30 洛美 多哥  

31 斯法克斯 突尼斯 

32 艾哈迈达巴德 印度 

33 Kochi 印度 

34 那格浦尔 印度 

35 库鲁内格勒 斯里兰卡 

36 第比利斯 格鲁吉亚 

37 切尔诺夫策 乌克兰 

38 利沃夫 乌克兰 

39 波尔塔瓦 乌克兰 

40 文尼察 乌克兰 

41 日托米尔 乌克兰 

42 科尔多瓦 阿根廷 

43 Bajada Santista 巴西 

44 贝洛奥里藏特 巴西 

45 巴西利亚 巴西 

46 库里蒂巴 巴西 

47 福塔莱萨 巴西 

48 累西腓 巴西 

49 特雷西纳 巴西 

50 安托法加斯塔 智利 

51 伊瓦格 哥伦比亚 

52 哈瓦那 古巴 

53 圣多明各 多米尼加共和国 

54 安巴托 厄瓜多尔 

55 昆卡 厄瓜多尔 

56 洛哈 厄瓜多尔 

57 基多 厄瓜多尔 

58 瓜达拉哈拉 墨西哥 

59 阿雷基帕 秘鲁 

60 特鲁希略 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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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国家 

序号 国家 地区 

1 布基纳法索 非洲 

2 喀麦隆 非洲 

3 多米尼加共和国 拉丁美洲  

4 埃塞俄比亚 非洲 

5 印度 亚洲 

6 摩洛哥 非洲 

7 菲律宾 亚洲 

8 斯里兰卡 亚洲 

9 多哥  非洲 

10 突尼斯 非洲 

11 乌干达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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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经指导委员会认可的简化申请流程 

经指导委员会会议（2019年10月17日，布鲁塞尔）同意，已获得“动员你的城市”执行伙伴
技术援助项目的国家和城市（比如：协助国家或城市制定交通出行政策和编制交通出行规划）
在申请加入“动员你的城市”伙伴关系时，可采用EUROCLIMA+项目适用的简化申请流程。

一般申请流程与简化申请流程并行。

希望获得“动员你的城市”技术援助“的国家或城市需要经过全面而严格的评估。一些有意向
的国家和城市对获得技术援助项目以及加入“动员你的城市”合作伙伴关系的重复性申请流程
提出了疑问。为解决申请的重复性流程问题，我们引入了EUROCLIMA +项目的简化申请流
程。

这种简化的申请流程降低了加入壁垒，提高了伙伴关系的效率。该申请流程适用于已与“动员
你的城市”合作伙伴关系的执行伙伴开展合作项目的申请者。简化的目的在于邀请更多城市加
入，促进城市的有效交流。然而，从城市和国家的角度来看，一些合作伙伴会认为该简化的申
请流程可能会使“动员你的城市”作为独立的实体的身份变得模糊，并为资助方如何定义合作
伙伴及控制边际损失带来一定风险。此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可由收益补偿。

下表详细介绍了一般申请流程和简化的申请流程的步骤。

本文件包含“动员你的城市”指导委员会投票成员所需的信息及步骤。“动员你的城市”伙伴
关系指导委员会投票成员将有两周时间将其反对意见传达给“动员你的城市”伙伴关系秘书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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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申请流程 简化申请流程 

联系秘书处 

申请人联系“动员你的城市”秘书处或 
“动员你的城市”伙伴关系，询问申请相关文件 

告知秘书处 
执行伙伴将申请人的加入意愿告知秘书处，
并提交《目标说明》/《意向书》 

提交申请 

申请人向秘书处提交申请  

秘书处审查并将申请递交指导委员会  
秘书处审查并 
将申请递交指导委员会的投票成员  

指导委员会决定 

- 通过
- 有条件通过
- 推迟通过
- 拒绝

经指导委员会的投票成员无异议通过 
（两周时间） 

向申请人传达指导委员会的决定
向申请人传达指导委员会通过的决定 

执行伙伴使用适当的方式告知并欢迎申请人
(例如：谅解备忘录, 资助协议, 信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