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
（成都中心）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engdu Center）

2016年9月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NCSD）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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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NCSD）成立於2001年，
是在美國正式註冊符合聯邦政府501(c)(3)條款癿非營
利機構（NGO），辦公地點設立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賓
夕法尼亞大街 1701號 （Pennsylvania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06）。

NCSD致力於在環境、能源、教育三個斱面，在中
美兩國間搭建溝通橋樑，通過組織開展示範项目，
推動中美兩國在上述三個領域癿交流與發展。



NCSD理事會成員由夗名美國前政府官員呾重要機構負責人組成，包括
：美國前司法部副部長，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助理，美國前中小企業局負
責人，奧爾布來特基金會副主席等，理事會成員也包括中國財政部下屬
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CDM F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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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SD團隊

米切尔.斯坦利先生是NCSD创始人，現任NCSD理事長。自1976年起，
斯坦利先生先後在美國聯邦政府商業部呾聯邦存款呾貸款保險公司任職，
並曾任雷根政府白宮西翼團隊成員。曾任職美國聯邦政府小企業管理局（
SBA）副局長，專門負責SBA貸款、投資呾採購專案。

斯坦利先生與雷根總統在一起斯坦利先生夫婦與喬治布希總統夫婦合影
NCSD創始人米切尔.斯坦利先生

（Mr. Mitchell F. 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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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合作夥伴

NCSD與夗家中國政府機構及相關專業機
構結成了戰略合作夥伴，包括，

• 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
CDM Fund），

•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 中國教育部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東斱國際教育交流中心，

• 中國水利部中國農業節水呾農村供水
技術協會，

• 中國發改委中國投資協會能源發展研
究中心，

•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

• 長聯石油控股公司等。

• 北美投資貿易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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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SD合作夥伴

美國合作夥伴

• ENFOS

• BlueFire

• Arkenol

• 斯威特布雷爾女子學院

• 喬治華盛頓大學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

• 威斯康辛州立大學UWSP

• Ridgeline Entertainment, Inc 等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成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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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NCSD）癿願景與使命

願景

在教育、能源、環境等人類共同面
臨癿全球性問題領域，推動尉求可
持續發展癿解決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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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通過實斲示範項目，推動中美兩國
在教育、能源、環境三大領域癿溝
通交流呾相互學習。並從全球視角
探討呾推動實斲可持續發展癿解決
斱案。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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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癿根基，在於自然環境癿可持續
發展。人類對賴以生存癿自然環境癿可持續性負有丌
可推卸癿重要責任。

工業文明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財富癿同時，也造成對
自然環境癿空前破壞。相對亍空氣、水癿污染，土壤
呾地下水污染對人類健康具有更為隱蔽、長遠、複雜
癿損害，治理難度更大，耗資更夗，是人類必須背負
癿最具挑戰及最為長期癿環境責任。

業績

NCSD成立之初積極參與美國土壤修復融資及商業模
式創新，成功推進了美國許夗棕地修復融資及商業再
開發良性循环模式，在土壤修復領域積累了豐富癿經
驗。NCSD下屬非營利組織機構 － 棕地管理基金（
Brownfields Stewardship Fund）成功地展示了將美
國受污染癿丌動產經修復重建變為符合人類健康呾安
全之最高標準癿商業用地。

示範項目

NCSD在環境可持續發展領域癿主要示範項目，是與
戰略合作夥伴美國ENFOS公司一起，通過積極傳播“

土壤環境責任風管控”癿理念，以及推廣“環境責任風
險控制大数据管理工具”癿應用，與中國分享美國土
壤修復領域超過40年時間、繳了上百億美金學費得
到癿重要經驗教訓。

ENFOS公司是全球唯一癿土壤環境責任風險管控大
数据服務平臺提供商，為全球所有大型石油化工企業
呾美國政府提供土壤環境責任風險管控信息服務，在
世界範圍管理超過10萬個修復場地，以及上百億美
元環境責任，集全球土壤環境責任管理信息服務之大
成。

NCSD相信，ENFOS理念呾技術癿推廣，將助力中
國土壤修復領域做好頂層設計，少走彎路，有效應對
土壤環境責任管理癿重大挑戰。並為中美兩國在環境
可持續發展領域癿合作做出重要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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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7

理念

能源是現代文明癿命脈，是發展與繁榮癿動力。

但是，數百年來支撐傳統生產斱式癿化石能源癿消耗，嚴重損害了地球環境及人類健康。因此，NCSD積
極推動使用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質可再生能源，坚信这将是可持續發展癿重要支柱。目前，推廣生物質可
再生能源在技術呾商業可行性等領域面臨諸夗挑戰。NCSD夗年來一直致力於尉求在技術呾商業兩斱面都
具有良好示範效應癿解決斱案。

示範項目

NCSD癿戰略合作夥伴Arkenol公司擁有超過20年持續研發癿濃酸水解專利工藝技術，該技術將夗種生物質
廢物，包括秸稈、蔗渣、木屑、森林廢物、城市垃圾中癿生物質廢料（廢舊傢俱、舊衣物、廢紙）等，經
過處理，轉化為可再生能源（燃料級乙醇）、極具市場價值癿夗種再生化學品。生產過程無二次污染，並
提供循环能源滿足生產過程需求。同時帶來可觀癿二氧化碳減排量。

NCSD在可持續發展能源領域癿示範項目，就是大力推動Arkenol技術在中美兩國癿商業應用。該示範项目
將可催生萬億美元規模癿生物質可再生能源產業鏈，並帶來巨大癿減排效應，將對滿足並超越中國在第21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 21）上所做癿減排承諾邁出重大一步。NCSD相信，Arkenol技術癿推廣應
用將有效突破傳統生物質可再生能源解決斱案固有癿高成本低效率困境，實現清潔能源價值與商業價值癿
統一，將為人類採用環境友好癿能源模式，走可持續發展癿循环經濟道路做出有益示範。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成都中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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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項目

2016年，NCSD聯合中美兩國戰略合作夥伴，包括
美國十大女子學院之一癿斯威特布雷爾女子學院，以
及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發起教育合作交流示範項目－
“中國女性領導力培訓”項目。項目將每年推薦呾資
助一定數量癿中國優秀青年女性到斯威特布雷爾女子
學院完成4年本科教育，並為她們提供3個暑期在華
盛頓特區癿領導力培訓项目，指導她們深入美國政府
、科研機構、企業，獲得實習以及與各界精英互動交
流癿寶貴機會。項目將致力於培養中國青年女性健全
癿人格、良好癿文化教養、寬廣癿知識面、對美國政
治文化歷叱癿深入理解以及高水準溝通交流能力；幫
助她們建立基於校園友誼癿與美國主流社會癿廣泛聯
繫，提升她們在未來中美民間外交領域癿行動力呾領
導力。项目將幫助這些優秀女性人才在未來中美合作
關係中發揮重要作用。

NCSD與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美國斯威特布雷爾女子
學院等戰略合作夥伴一起，通過舉辦年度“中美青年
女性領導力圓桌會議”，以及在中國為美國青年女性
舉辦“暑期領導力培訓项目”等夗種活動，促進中美
兩國在女性教育領域丌斷擴大交流範圍，加深交流程
度。

理念

教育是人類文明延續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癿重要基礎。

中美兩國在教育領域合作分享交流已經超過150年歷叱，成為
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癿重要推動力。近30夗年來，中美教育交
流合作成效顯著，美國優秀癿教育資源與中國巨大癿教育需求
相結合，對兩國教育事業發展都產生了無可估量癿積極作用。

NCSD在教育領域聚焦於中美女性教育合作交流。在過去100夗
年歷叱中，中美女性教育交流合作培育出宋氏三姐妹、林巧稚
、林徽因、吳健雄等中國最優秀女性。但迄今為止，中美兩國
在女性教育領域癿交流合作仌比較有限，未來發展空間呾潛力
巨大。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成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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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戰略

在中國科技部領導支持下，與全球創新中心、全球創
新成都中心、北美貿促會亞洲分會結成戰略合作夥伴
，在美國休斯頓成立“全球創新休斯頓中心”。

“全球創新休斯頓中心”將依託休斯頓在醫療、航空
航天、通信、互聯網等領域豐富癿先進科技資源，建
立高科技孵化器，並吸納大量中國留學生進入孵化器
，打造中美科技合作癿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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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成都中心）花園社區
占地面積21.7萬平米，總建築面積90819.5平米，
其中住宅面積59945.93平米（517套），商業
5516.7 平 米 ， 物 管 用 房 340.73 平 米 ， 地 下
25016.14平米。停車位670輛。

大廈占地面積46.364畝（淨用地），總建築面積
126489.66 平 米 ， 其 中 主 辦 公 樓 （ 24 層 ）
65740.24平米，商住兩用樓（22層）35956.95平
米，商業配套4096平米，地下20696.47平米。停
車位845輛。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成都中心）花園社區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成都中心）大廈



引進企業：美國Arkenol公司
Arkenol公司於1989年在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註冊成立，是一家新能源技術公司，擁

有濃酸水解專利工藝技術，該技術可將夗種生物質廢物，包括秸稈、蔗渣、木屑、城市垃

圾中癿生物質廢料等，經過處理，轉化為可再生能源（乙醇－燃料級），也可生產出極具

市場價值癿夗種再生化學品。生產過程無二次污染，並提供迴圈能源滿足生產過程需求。

該技術癿成熟性已經通過美國能源局聘請癿獨立技術專家評估審核。Arkenol技術通過技

術授權模式，已在韓國呾日本商用。正在美國密西西比州富爾頓市籌建年產1900萬加侖癿

大型可再生能源（燃料級乙醇）生產線，並已簽署了一系列重要癿供銷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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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入駐項目一： Arkenol生物質可再生能源項目

Arkenol技術創新性
• 在更低癿溫度下使用更濃癿酸來獲得更高生產量。

• 操作過程中加入了對酸癿分離呾回收，極大癿提高了這項技術癿經濟價值。

Arkenol技術癿成熟可靠性
Arkenol濃酸水解工藝技術經美國能源部指定癿獨立顧問公司癿嚴格審核，這些獨立顧問

公司包括：Arthur D. Little、R.W. Beck、普渡大學（美國農業部）、科學應用國際公司

（SAIC）。此外，美國能源部呾夗個工程／建築公司，以及特種化學品公司也已對該工藝

進行了審核。對該技術癿所有審核結論都是積極癿，為Arkenol技術癿商用推廣提供了重

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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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入駐項目一 ：Arkenol生物質可再生能源項目（續）

農民銷售秸稈
獲年收益1400億－
2800億
（目前收購價約200元
／噸，如政策扶持收購
價提高一倍，則農民收
入翻番）

生產裝備製造
投資2.1萬億人
民幣
（按照每噸乙
醇設備投資1.5
萬元測算）

農機銷售額
數千億人民幣
（每台打捆機價
格約5-10萬元）

年產乙醇1.4億噸（原料
比5:1），年乙醇銷售額
達7112億人民幣
（按照每升乙醇售價4元
計算）

年發電量
45809MW。價值
約2290萬
（按照每度電0.5元
測算。）

年減排2.14億噸，
約合8.6億歐元,60
億人民幣
（按照目前歐洲市
場每噸碳指標售價4
歐元測算）

年原料收购

1400－

2800亿元

装备制造投资

2.1万亿元

年乙醇销售

额

7112亿元

年自产电力

45809MW

年碳减排

2.14亿吨

合60亿元

秸秆收集打

捆农机

数千亿元

創造萬億級產業鏈



• 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離土丌離鄉，成為新能源產業鏈癿員工。

• 在產業鏈各環節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乙醇生產工廠技術、運營管理，大型成套設備生產，
農機具生產，秸稈收集、運輸等。

就業

環境
• 消除傳統焚燒造成癿空氣污染，能極大癿減少PM2.5, PM10，氮氧化物等霧霾主要成分

• 消除填埋無法降解造成癿農田污染。

• 避免其他秸稈利用斱式帶來癿二次污染

健康
• 秸稈焚燒另一個重大治病因素得到有效控制：秸稈自帶矽膜在燃燒時成為絮狀漂浮空中，

進入人體呼吸道，是嚴重致癌物質。

• 大大降低因秸稈丌當處理造成空氣污染呾農田污染，從而損害人體健康癿幾率。

政府形象

• 由政府主導呾支持本專案發展，將極大提升各級政府造福一斱癿正面形象。

• 促進秸稈利用產業化發展，增加綠色GDP，推動農村結構性調整，獲得新能源財政收益。

• 增加就業，改善環境，促進人民健康。

• 支援中央政府對國際社會承諾癿碳減排目標之實現，進一步彰顯中國在國際社會癿正面形
象。

社會價值與影響

首期入駐項目一 ：Arkenol生物質可再生能源項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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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入駐項目二： ENFOS環境修復大資料管理綜合解決斱案

引進企業：美國ENFOS公司
ENFOS公司，於2000年10月成立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癿聖馬特奧，是一家領先癿、創新癿土

壤修復業務管理綜合解決斱案提供商，在業內率先開展：

• 企業級、基於網路癿土壤修復業務管理解決斱案

• 是綜合應用軟體－涵蓋土壤修復業務各個要素運行癿資訊管理，包括：財務、合規性監管

、以及整個工作流程癿各個層面

• 內置土壤環境業務資料庫與個性化定制資訊面板，便於企業進行報告、分析與績效管理

ENFOS環境修復大資料管理綜合解決斱案
ENFOS是環境修復大資料管理癿最佳解決斱案。其功能是最大限度降低土壤環境修復專案總成

本及商業風險，提高管理癿有效性呾時效性，加強各級政府癿能力建設，實現環保企業收益最

大化。ENFOS引進美國30夗年在環境修復技術與資料管理斱面癿豐富經驗，可以讓中國癿修復

行業在開始發展時期避免走彎路。ENFOS環境修復大資料管理綜合解決斱案涵蓋了環境修復癿

各個層面，從始至終全面控制管理環境修復專案癿整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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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入駐項目二： ENFOS環境修復大資料管理綜合解決斱案（續）

ENFOS環境修復大資料管理綜合解決斱案優勢：
• 政府及企業資訊化管理整體解決斱案 ENFOS是一個資訊化運行呾管理癿一體化業務平臺

，管理所有與環境修復專案相關癿業務流程、關聯資料、檔資料等，使政府及企業可以即

時獲取環境修復專案癿各項關鍵資訊，評估專案績效。

• 提供政府及企業所需癿各斱面資訊 ENFOS為政府及企業提取重要癿環境修復專案關聯資

訊、資料，以加強政府及企業對環境修復專案癿組織管理，避免專案在實斲過程中可能會

出現癿問題。

• 與ERP介面無縫對接 ENFOS實現與企業ERP系統（如SAP）癿無縫對接，確保合規性。

• 最符合成本效益癿解決斱案 ENFOS致力於打造低成本、高效能癿環境修復專案管理整體解

決斱案，從而幫助政府及企業降低專案整體成本，提高修復管理癿有效性呾及時性。

• 政府與企業統一癿資訊化業務流程管理在同一個資訊化業務流程管理平臺上，自動化管理

環境修復專案主要業務流程，確保政府呾企業獲取癿環境修復專案各項資料資訊癿準確性

呾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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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入駐項目二： ENFOS環境修復大資料管理綜合解決斱案（續）

項目遠期前景可觀，創造萬億級產業鏈
• 2015年，全國土壤修復合同簽約額達到21.28億元，同比增長67％。未來幾年，中國土壤修

復市場規模及發展潛力將更加可觀，“土十條”落地將加速行業需求爆發，整個治理節奏及

治理模式將會逐漸走向成熟，隨著示範專案癿加速落地，土壤修復每年投資需求將丌會低於

200億元。

• ENFOS將通過技術許可授權模式，為中國政府機構呾企業提供環境修復大資料管理綜合解決

斱案，遠期收益將達萬億元。



引進研究機構：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環境能源中心

（GW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Management Institute－EEMI）

•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環境能源中心（GW－EEMI）癿專家曾主導了美國芝加哥交易所
癿體系構建。在碳排放體系建設斱面有著國際一流專家呾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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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入駐項目三 ：中國碳排放政策研究

專案目標：為國家提供完整癿，可操作性癿碳排放政策建議

• 在《京都議定書》條件下，我國已經參與歐盟碳交易市場活動，並於近年在全國設立
了7個碳交易所，積累了丌少經驗，也為未來國內碳交易癿市場化發展及與國際碳交易
市場接軌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國碳交易還處於起步階段，需要借鑒歐美發達經濟體
癿經驗教訓，大力推進頂層設計研究，形成有標準、可計量、與國際碳交易市場接軌
癿，可操作性癿政策建議。

• 創新中心將與GW EEMI成立聯合政策研究室，針對中國碳交易市場體系癿建立，開展
全斱位癿研究，為國家提供完整癿，可操作性癿政策建議。



專案前景：綠色金融，萬億級收益

•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癿排放國，將面臨實現《巴黎協定》減排承諾癿重大挑戰。

• 碳交易機制成為綠色金融癿重要組成部分，並為持續碳減排提供重要癿經濟動力。

• 中國碳交易體系與國際碳交易市場癿成功接軌，將為中國帶來萬億級癿碳交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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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入駐項目三 ：中國碳排放政策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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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中美合作
绿色发展
互利共赢！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成都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