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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柏林高层对话
践行“里约+20峰会”

可持续城市和交通决议

EUREF-Campus,＂Gasometer＂柏林舍恩贝格，

2013年19日-21日

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里约+20”峰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
会重新确立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普世原则，并决议以共识性文
件-“我们期望的未来”作为纲领指导实践。

“里约+20”峰会认识到应对并解决个人机动车占有量激增、
交通拥堵、燃料利用不足以及空气污染等城市化进程中所体
现的趋势及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现在显地非
常紧迫。“里约+20”峰会号召国家和地区政府支持发展可持
续交通系统，其中包括高效能、多模式交通系统，特别是公
共大众交通系统，清洁燃料和清洁机动车，以及改善农村的
交通系统（见文件第133段）。“里约+20”峰会也强调市政府
在从积极进行市政规划伊始到复兴改造旧城区等一系列措
施中实现可持续城市愿景的重要性（见文件第136段）。

虽然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目标非常
明确，但实践并实现“我们期望的未来”仍然任重道远。如
何最大程度践行“里约+20”峰会决议？每一个国家和城市
都要结合自身需求，调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来制定适
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更大程度的国际间信息交流和合
作是应对挑战的核心所在。

适逢“里约+20”峰会召开一周年，柏林高层对话-践行“里
约+20峰会”可持续城市和交通决议-将与顶层决策者、专家
及业者（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探讨城市规划、交通政策
和措施的成功途径，确立优秀和最佳范例，以及促进能力建
设和国内、国际间经验交流。

柏林，在努力成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都的过程中积累了众
多成熟的经验和范例项目。组织方在此热烈欢迎您参与即将
到来的柏林高层对话。

组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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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柏林高层对话-践行“里约+20”峰会可持续

城市和交通决议。作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总

监，我非常高兴能参与组织这次活动。十年的时间里，

我们的地球多了十五亿人口，其中十亿人口增长来自

城市。城镇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国内消费和

生产，以及社会发展的中心。然而，城市化，尤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迫使很多人居住在贫民窟等条件极差

的环境中，没有基本的房屋、干净的水源和卫生条件、

以及教育和医疗服务。“里约+20”峰会着重强调了市

政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愿景中的重要作用，包括

通过发展可持续交通系统来缓解拥堵、污染和与城市

生活相关的健康隐患、以及改善农村人进入城市的条

件。

实现可持续城市发展任重道远。在此，我恳切邀请你

参与到柏林高层对话的活动中来，共同探讨如何将从

国家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个体的所有利益相关

者联系起来，合力共筑可持续生存的空间。

欢迎各位来参加柏林高层对话-践行“里约+20”
峰会可持续城市和交通决议。此次活动正值“里约
+20”峰会-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一周年之际。
“里约+20”峰会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实现
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以及走向我们期望的未来的
关键的行动纲领。峰会强调了，在21世纪，改造我
们的城市、改进城乡联系以及创造多模式交通系统
的重要性。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当前，尤其是在
发展中国家，城市扩张以及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急
需对改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投入更多的资
金，其中包括为非机动交通-比如在内城区的自行
车和步行出行-创建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这些措施
从根本上保证实现经济繁荣、确保就业、改善社会
公平和促进健康生活等所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
石。因此，我们需要社会全民参与其中，各级政府、
国际组织，科学界、私有企业甚至每个个体都能发
挥重要的作用。在此，我诚切地请你参加到我们的
对话中来，去探索好的政策、最佳范例和创新，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和践行我们在里约的
共同承诺添砖加瓦。

吴红波先生欢迎辞
联合国副秘书长
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纽约

吴红波先生欢迎词
联合国副秘书长
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纽约

欢迎辞

霍安·克洛斯先生欢迎辞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官
内罗毕

霍安·克洛斯先生欢迎辞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官
内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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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柏林高层对话-践行“里约+20”峰会可持续城市和交
通决议的参会者，作为联邦环境署主席，我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们对此次关于可持续城市和交通-这一对于未来非常重要
的话题-的高层对话在德国举办深感愉悦。全球化时代，人
和货物的运输不断增加，运输联系经济、将农村联向城市、
并开拓新的视野。一年前召开的“里约+20”峰会强调了交
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核心基础地位。当前快速发展的城市化
进程，城市交通在环境保护、不损害健康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从环保的角度出发，城市交通的大幅增长给所有利益相关者
带来新的挑战，尤其对工程师、城市和交通规划师、以及各
级政府官员，主要涉及空气质量、环境保护、噪声保护、土
壤和土地保护以及生物多样性。尽管在过去，我们投入大量
资金，努力减少环境污染，但是，我们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保护环境、维持环境质量以及生活质量方面取得更大、更
快的进步。很高兴这次会议将集中探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挑
战，我们也确信，高层、专家层面的互动交流能促进可持续
交通的发展。在此祝愿会议激发灵感、鼓舞人心，愿所有参
会者在柏林度过愉快的时光。

尊敬的来宾，欢饮你们来柏林参加“里约+20”峰会后续会
议。我代表柏林人民，欢饮你们来到德国的首都。国际各
界在里约峰会上设定了富有雄心的目标。在“城市时代”
的21世纪，城市在向高效、节能、环保的能源利用和交通
移动转变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柏林正在应对这样
的挑战。我们的州政府旨在本世纪中叶，将柏林建设成为
气候友好城市以及城市技术的示范区。同时，柏林也将实
现生态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现在
我们已具备实现这样的目标的基本条件。例如，在过去的
几十年间，柏林通过翻修改造楼房实现能效优化方面取得
长足进步；几十年的发展使得我们拥有致密的交通系统，
我们将进一步推进适合于城市环境的、气候友好型交通体
系。拥有精良的科研和学术机构以及创新潜能，以及作为
数字经济的新兴都市，柏林，这个独特的温床，将为明天
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在清洁能源、储能技术及能源
效率等可持续技术的研发方面具有杰出的优势。作为德国
电动出行的试验区，我们既是新移动观念的实验室，又是
一个示范区。柏林参议院致力于实现里约峰会的目标。我
相信我们能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专长，尤其是在能源和移
动方面。在此，我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祝愿会议硕果丰
盛，也祝愿各位在柏林过得精彩。

欢迎辞

约亨·弗兰斯巴特先生
德国联邦环境署

约亨·弗兰斯巴特先生
德国联邦环境署

克劳斯·沃维莱特先生
柏林治市长

克劳斯·沃维莱特先生
柏林治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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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预）

2013年6月19日 星期三

地点：EUREF-Campus “Gasometer”

14:00 官方欢迎

欢迎辞：地方层面在积极推进可持续城市和交通中的重要性

柏林市市长、城市发展和环境参议员 迈克尔·穆勒先生

布兰登堡州环境、健康及消费者保护部秘书长 阿尔穆什·哈特维格-媞特女士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司长 尼克尔·赛斯先生

主题演讲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主席、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及高级代表

安瓦尔•乔杜里先生

布兰登堡州基础设施和农业部秘书长 凯特琳·施耐德女士

介绍与会各方、访问市长和地方当局高级代表

15:15 报告一：柏林城市交通及电动出行范例

柏林交通战略

交通部、参议院城市发展和环境部部长 弗里德曼·昆斯特先生

首都地区的电动出行战略规划

柏林电动出行机构副主管 汤玛斯•迈斯纳先生

16:30 咖啡（地点：水塔咖啡厅）

17:00 报告二：中国生态城市发展范例及国际合作视野

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赞助

中国绿色健康城市项目-全球合作，实现可持续未来

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小琳女士（中国香港）

可持续基础设施作为一项全球的任务和城市的机会

INFRAWIND 欧亚风能联合会 迪特尔·佛莱明赫博士|教授

实现人类和自然有效平衡的可持续城市发展之道

卢格建筑师 彼得·卢格博士

未来的医学-绿色健康城市的一部分

柏林洪堡大学 伊丽莎白·史戴汉根-提森博士|教授

智能电网-智能城市的支柱 柏林技术大学凯·施特龙茨博士|教授

18:30 参观展览和试驾

19:30 互动 & 鸡尾酒招待会（地点：水塔咖啡厅）

晚宴组织方欢迎辞：

柏林市经济发展、技术与研究参议员 柯尼利亚·伊泽女士

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小琳女士（香港）

德国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部门政策问题环境政策和基础设施总干事

维特·施泰因勒博士



19:00 全球人居环境奖颁奖典礼

主持人

移动与社会变革创新中心 弗洛里安·莱讷特先生

联合国在波罗的海论坛代表 卡塔琳娜·伯海西特女士

主持人简短致辞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主席、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及高级代表安瓦尔•乔杜里先生发言

公布获奖名单及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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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预）

2013年6月20日 星期四

地点：EUREF-Campus“Gasometer”

10:00 高层对话上午全体会议开幕

开幕致辞

德国联邦环境部部长 约亨·弗兰斯巴特先生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高级代表 戈伊尔阐卓尔·阿查尔亚先生

主题致辞

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市市长 梅耐克希·德·帕塔尔女士

美国加州圣莫妮卡市长 帕姆·欧康纳女士

11:15 践行里约+20峰会高层论坛专题讨论：在城市发展和交通规划中

实施多方合作，实现多赢局面

主持人：

前德国交通部长 昆特·波特维希先生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司长尼克尔·赛斯先生

嘉宾 | 讨论小组成员

曼谷市市长 素坤潘·帕里巴特拉先生

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小琳女士（香港）

印度新孟买市市长 士瑞萨加尔·奈克先生

尼日利亚拉各斯都市交通管理局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

大瑶·莫博瑞奥拉先生

约旦阿曼路面交通管理委员会总长 贾米尔幕哲汉德先生

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环境部主管 阿里斯特·克拉克先生

13:00 午餐休息（地点：EUREF-Campus“老锻造厂-餐厅”）

14:00 平行对话 & 咖啡休息（详细信息见下页）

18:00 全体会议：总结及建议

平行对话汇报人报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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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对话

对话一

地点：EUREF-Campus “Gasometer”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2013-可持续城市发展与生态城市倡议和最佳范例

组织方：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

主持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主席、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及高级代表 安瓦尔•乔杜里先生

开幕致词：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秘书长 吕海峰先生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司长 尼克尔·赛斯先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消费和保护负责人 阿拉伯·霍巴拉先生

ICLEI欧洲秘书处负责人 沃尔夫·托伊布纳先生

庆典：全球人居环境论坛为获社会责任感认可的城市和公司授予证书

第一部分：可持续城市倡议

主持人：ICLEI欧洲秘书处负责人 沃尔夫·托伊布纳先生

报告人：美国能源联合会主席兼执行官员 克雷格·帕金斯先生

演讲：

新全球倡议-资源高效型城市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消费和保护负责人 阿拉伯·霍巴拉先生

践行“里约+20”峰会决议：国际绿色范例新城倡议-新城市化标准展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秘书长 吕海峰先生

第二部分：可持续城市发展和生态城市最佳实践

主持人：

中国环保部国家环境评估中心顾问

原国家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司副总干事 王德辉先生

报告人：能源联盟主席兼执行董事 克雷格·帕金斯

演讲：

奥埃拉斯城市发展：用20年的时间实现从郊区到发达城市的跳跃

葡萄牙奥埃拉斯城市发展办公室 西尔维娅伊莎贝拉·布雷乌女士

在观澜湖倡导低碳和可持续旅游

观澜湖集团可持续负责人 约瑟夫·陈先生

小组讨论：践行“里约+20”决议，向低碳城市迈进

主持人：

联合国环境规划属技术、工业和经济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主任 阿拉伯·霍伯拉先生

报告人： 美国能源联合会主席兼执行官员 克雷格·帕金斯先生

嘉宾 | 讨论小组成员

美国加州圣莫妮卡市长 帕姆·欧康纳女士

EUREF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莱因哈德·米勒先生

移动与社会变革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 于尔根·彼得斯先生

建筑性能和诊断中心主任及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筑学院 沃克·哈特康普先生| 教授

横滨市欧洲代表 三室直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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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对话

对话二

地点：EUREP-Campus “InnoZ电动车平台”

连接城市发展和移动-国际合作途径和成功案例

组织方：经济合作和发展部（BMZ），德国国际合作协会（GIZ），德国重建和发展银行（KfW）

主持人：

可持续低碳交通伙伴关系（SloCat）会议召集人 康尼·休伊曾加先生

报告人：德国国籍合作协会 多米尼克·施密德博士

演讲：

连接城市发展和移动的核心问题

德国国籍合作协会水、资源和交通部部长 斯特凡·奥皮茨先生

为国际经验和趋势打造平台

世界银行首席城市专家 铃木博明先生

在乌克兰城市中推进可持续交通

乌克兰专业骑行中心负责人 克赛尼亚·塞梅诺娃女士

筹备可持续城市交通总规划

纳米比亚 温特和克首都公共交通主管 克拉伦斯·忽品嫩娜女士

拉各斯公共城市交通的发展

尼日利亚拉各斯都市交通管理局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 大瑶·莫博瑞奥拉先生

总结

德国重建和发展银行 高级经济师 迈克尔·格鲁伯先生

对话三：

地点：EUREF-Campus “老锻造厂”

城市多模式交通概念

组织方：

移动与社会变革创新中心（InnoZ），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

主持人：

移动与社会变革创新中心 弗洛里安·莱讷特先生

西门子股份公司，移动咨询负责人 安德烈亚斯·梅尔霍恩博士

报告人：

欧洲可持续交通研究院（EURIST）执行经理 于尔·珀斯亨博士

演讲：

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多模式移动

里特咨询公司旅行和交通全球主管、合伙人 拉尔夫·巴霍恩先生

智能城市中的智能移动

国际公共交通协会（UITP）秘书长 阿兰·弗劳施先生

公共交通-现代多模式交通的主角和支柱

德国汉诺威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移动联盟”人力主管 马丁·如尔立夫先生

奥地利公共交通实验项目-通过综合移动平台实现公共交通的途径

奥地利联邦铁路 莱因哈德·伯奇先生

维纳斯达特·威尔克先生

妮可·司卓吉女士

加拉加斯城市缆车- 空中缆车作为城市交通的创新解决方案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F&S咨询公司负责人 佩德罗·奥利瓦雷斯先生

自行车作为城市出行的方式之一

欧洲自行车协会（ECF）城市速度系列负责人及秘书长 伯恩哈德·爱恩森克博士

简单&生态&便捷

戴姆勒商业创新高级经理 菲利普·威克斯先生

多模式交通-来自原始设备制造商

丰田资源研究总经理 斯蒂芬·赫布斯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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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四：

地点：EUREF-Campus “车库”

实现可持续交通的城市规划经验交流

组织方：

伦敦经济学院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主持人：

伦敦经济学院 菲利普·罗德先生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城市基本服务协调人 安德烈·齐库斯先生（内罗毕）

报告人：（待定）

演讲：

服务全民的城市-换乘范例

加拿大多伦多“8-80”个城市执行董事 吉尔· 佩纳洛萨

伦敦走向可持续交通

伦敦交通局 史蒂夫·卡恩斯先生

在埃塞俄比亚推进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特布雷斯特·阿斯盖德姆女士

智能城市移动方案

庞巴迪运输 马丁·埃特尔先生

智能移动在横滨

横滨市欧洲代表 三室直树先生

改造我们的城市，培养敏感的、负担得起的移动-底特律和柏林案例

标赫咨询公司战略规划负责人 劳瑞·罗伯逊先生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预言的历史

大都会建筑（OMA）鹿特丹合伙人 海尼尔·德格拉夫先生

促进可持续城市发展合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绿色城市项目

经合组织公共治理和土地开发高级政策分析师 松本忠先生（法国巴黎）

城市公共交通中出租车的作用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客运交通和出租车部门负责人 奥列格·哈姆拜哈史先生

对话五：

地点：EUREF-Campus“施耐德电动公司会议室”

通过可持续能源来实现可持续交通-

欧洲 Vattenfall有限责任公司赞助

组织方：Vattenfall有限责任公司

主持人：

ZEO2 杂志主编 马科斯·佛兰科恩先生

报告人：

Vattenfall有限责任公司城市业务柏林合伙人 古那·格洛伯勒先生

演讲：

融入智能电网的智能能源解决方案-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关键成功要素 Vattenfall有限责任公司分销事业部

和管理委会负责人 海尔姆海·恩戴斯博士

可持续城市交通体系进程解决方案

沃尔沃高级副经理 保罗·古斯塔佛森先生（待定）

智能基础设施

施耐德电动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监 拉达·罗德里格斯女士

描述城市电动出行的未来

庞巴迪运输 克里斯提安·科波尔先生

西门子-电子化工路-重型道路运输的高效节约解决方案

西门子集团移动和物流部基础设施和城市 哈索盖盎格·古宇捏斯先生

电动出行前景光明，与博世同行

博世汽车电子行政管理成员，销售执行副总裁 马可斯·史梅特先生

电动出行创新

比亚迪

氢、燃料电池电动趋势-德国联邦市场筹备项目：现状和展望

国家氢和燃料电池技术组织发言负责人 克劳斯·鲍哈夫先生

平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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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两轮车之于中国可持续交通：市场分析、趋势、问题及政策建议

中国市场分析 付佳女士

改善道路安全的积极举措

推进可持续交通在乌干达坎帕拉

第一届非洲自行车信息组织（FABIO）执行主管 帕特里克·卡爱博先生

平行会议 1B

地点：EUREF-Campus “老锻造厂”

可持续城市交通圆桌会议-更绿、更可持续的城市

组织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地方环境理事会，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和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联合

主持人：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

交通运输部运输政策和发展科主管 彼得·奥尼尔先生

演讲：

未来的城市交通：亚瑟D. Little公司全球基准研究结论

比荷卢经济联盟旅游与运输集团主管合伙人 弗朗索瓦约瑟夫凡·奥德那乌先生

铁路-可持续城市交通的支柱;

欧洲铁路行业联盟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经理UNIFE 尤迪特·桑德尔女士

为可持续城市发展服务的城市交通规划：波哥大可持续交通发展政策和项目

波哥大规划秘书处交通和公共服务总长 威廉姆佛南多卡马戈·特瑞阿纳先生

亚洲环保型可持续交通项目

日本名古屋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环境项目协调员 乔杜里先生 R.C.·莫汉蒂

促进可持续交通在东欧、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发展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运输部主管 马丁·马戈尔德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在斯里兰卡（待定）

第2工作组：联合国2015年后可持续交通发展框架全球咨询会议

详细方案待公布，演讲嘉宾包括：

主持人：

联合国经社部可持续运输高级区域顾问 汤姆·哈姆林先生;

可持续低碳交通伙伴关系（SloCat）会议召集人 康尼·休伊曾加先生

日程（预）

20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地点：EUREF-Campus “车库”和“InnoZ电动车平台”

09:30 平行会议（详细信息请见下）

12:00 可持续交通研习组实地考察

西门子之旅：

参观电子化公路示范轨道（格罗斯·道恩）

提供大巴接送。从EUREF园区到示范地大约1.5小时车程。

参观电子化公路示范轨道时，将有讲解。

你将有机会观摩示范车辆操作。

www.siemens.com/mobility/ehighway

联邦环境机构之旅：

大巴接驳或团体自行车游览

大巴接驳或团体自行车游览德国国会大厦、勃兰登堡门、大屠杀纪念馆等柏林最重要的旅游景

点，您将参观能效房屋展-柏林中心一个自给自足的房屋。此房屋制造能源并满足自身能源需求。

午餐在波茨坦广场。

17:30 参观后返回EUREF园区，高层论坛结束

平行会议 1A

地点：EUREF-Campus “InnoZ电动车平台”

可持续城市交通圆桌会议-更绿、更可持续的城市

组织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地方环境理事会，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和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联合

主持人：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新现问题处执行主管 拉尔夫·万查夫特先生

演讲：

交通和气候变化在城市

欧洲议会绿党|欧洲自由联盟交通发言人 迈克尔·克拉默先生

铁路-可持续城市交通的支柱

国际铁路联盟（UIC）区域可持续发展经理 尼克·克雷文先生

新加坡可持续交通政策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研究和出版物副主编 乔治·孙先生

高额停车成本

美国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 迈克尔·曼维尔先生

未来城市出行-汽车制造商

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业务移动主管 卡罗琳·赖克特女士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7/content_709554.htm
http://www.siemens.com/mobility/ehig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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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预）

平行会议 2

地点：EUREF-Campus “车库”

联合国2015年后可持续交通发展框架全球咨询会议

组织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低碳交通伙伴关系

主持人：

联合国经社部可持续运输高级区域顾问 汤姆·哈姆林先生

可持续低碳交通伙伴关系（SloCat）会议召集人 康尼·休伊曾加先生

演讲：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捷运 科斯马斯·塔库勒先生

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政环境部长、前里约副市长 卡洛斯阿尔贝托维埃拉·穆尼斯先生

印尼交通运输部高级顾问 温迪·阿瑞特耐先生

乌干达工程和运输部助理处长 查尔斯·奥珀-奥瓦鲁先生

第2工作组：联合国2015年后可持续交通发展框架全球咨询会议

详细方案待公布，演讲嘉宾包括：

主持人：

联合国经社部可持续运输高级区域顾问 汤姆·哈姆林先生;

可持续低碳交通伙伴关系（SloCat）会议召集人 康尼·休伊曾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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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üdkreuz - take S 41 / S 46 (Ring) to S Schöneberg (one station)
BerlinBerlinBerlinBerlin Hauptbahnhof:Hauptbahnhof:Hauptbahnhof:Hauptbahnhof:
Take S 7 to Friedrichstrasse and change there to S1 (ground floor)
to station Schöneberg (exit Dominicusstr.)
At the station Schöneberg the lines from the S1 as well the ring
lines S 41 / S 46 stop
bybybyby Bus:Bus:Bus: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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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46 Station S Schöneberg
bybybyby Car:Car:Car:Car:
At the EUREF Campus there is no opportunity to park a private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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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bybyby Taxi:Taxi:Taxi:Taxi:
+49 (0) 30 26 10 26 Funk Taxi Berlin
+49 (0) 30 26 30 00 Quality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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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honeSmartphoneSmartphoneSmartphone ---- AppsAppsAppsApps provideprovideprovideprovide goodgoodgoodgood 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 aboutaboutaboutabout gettinggettinggettinggetting
aroundaroundaroundaround inininin Berlin:Berlin:Berlin:Berlin:
“Taxi-Berlin” is an App for calling Taxis in Berlin
“FahrInfo Berlin”; “öffi” are Apps for the public transport in Berlin
“"DB Navigator” is an App for train journeys

EUREF-CampusEUREF-CampusEUREF-CampusEUREF-Campus
1 入口

2 衣橱

3 GasometerGasometerGasometerGasometer 9999

4 水塔咖啡厅

5 InnoZ电动车平台

6 老锻造厂-壁炉室

7 老锻造厂-餐厅 8

8 车库 7

9 施耐德电动公司会议室
5 6

3

4
2

1

地点

24242424 25252525

http://www.bv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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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联系：

德国移动与社会变革创新中心 (InnoZ)(InnoZ)(InnoZ)(InnoZ)
德国柏林，网址：http://www.innoz.de
弗兰克····沃尔特博士，中心高级项目经理

地址：Torgauer Strasse 12-15 D 10829 Berlin (Schöneberg)
电话:：+49 (0) 30 23 88 84-0 电邮：Frank.Wolter@innoz.de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新现问题处 ((((UNUNUNUNDESA)DESA)DESA)DESA)
美国纽约，网址：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拉尔夫····万查夫特先生，执行主管

电话：+1 212 963 8598 电邮：Wahnschafft@un.org
汤莫斯····汉姆林先生，可持续发展司水、能源和战略处高级区域顾问

电话：+1 212 963 0391 电邮：Hamlin@un.org
尤尼塔····兰阿特····巴内特女士，可持续发展司新现问题处

电话：+1 212 963 0391 电邮：Llanto-Barnett@un.org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UN(UN(UN Habitat)Habitat)Habitat)Habitat)
肯尼亚内罗毕，网址：http://www.unhabitat.org
安德烈····齐库斯先，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城市基本服务协调员

电话：+254 2 762 3060 电邮：Andre.Dzikus@unhabitat.org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

美国纽约，网址：http://www.gfhsforum.org
何莲小姐,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贸广场 C座 701室，518033
电话：+86 135 5682 6627 电邮：christine.he@gfhsforum.org

陈新女士，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贸广场 C座 701室，518033
电话：+86 189 4833 1309 电邮：chenxin401@163.com

联合国伙伴关系办公室联合国伙伴关系办公室

美国纽约，网址：http://www.un.org/partnerships/
威廉姆····肯尼迪先生，高级官员

电话：+1 212 963 6438 电邮：KennedyW@un.org

社会变革基金会

美国纽约，网址：http://www.foundationchange.org
路易斯····圭都女士，行政总裁

电话：+1 212 203 2122 电邮：info@foundationchange.org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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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chenxin4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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