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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旅游和发展指南开发者的故事 
www.enavosalostilimniplastira 

在对‘limni’190000000次网络搜索中位居第一(2005年) 
 

 
 
 

一个驰名 
四大洲的气候危机与全球全景化可持续性开发者的故事  

frogboiled（2009年）  

	
 
 

同时也是一个 

生态文明首席故事官讲述气候变化 

和新冠疫情夹击下解决方案的成功故事 
 

单击自会话链接 
单击 

单击 

单击 

打造你的专属个人世界--比你想象的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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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莎卡食谱的配料；它们单独来看毫无意义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可持续发展整体加速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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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莎卡体验是整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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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愿望， 

而是指一个具体配方  

也是如此。 

描述木莎卡的滋味； 

 

 

 

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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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
言而喻
的……
但无论
如何都
必须进
行尝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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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莎卡——可持续发展理念全球传播的共同点	

•  可持续发展整体加速器模型是通用的、
完整统一的，而不是零散的 

•  拥有6大基本资源和500多个项目的大纲 

•  客户化实施 

•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全球） 

•  ；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网络
（VR体验） 

•  指数型组织/虚拟现实（VR） 

   就地和范例应用 

•  后疫情时代……警惕未来大流行病，并
加速应对！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  公认的美食食谱 

•  核心成分加上各种…… 

•  当地改良配方 

•  厨师培训（全球） 

•  拥有全球5星认证及提名 

•  名列米其林指南餐厅全球网络（体
验） 

•  配送模式——爱彼迎和优步式 

•  时光……尽情享受吧！时间紧
迫？用上高压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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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不只是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机械
相加；而是实测有效部分的新型整合。 

 

•  是过程创新和机构创新的综合产物；或者至少
应该这样对待它；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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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整体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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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暂停键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理论创新零零散散、毫无秩序，能付诸实施的寥寥无几…… 

目前的情况便是如此	, 气候变化的大厦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可持续发展整体加速器©TM® 

双面： 

1、生态虚拟区综合实施(VR) 

2、全球卫生培训、认知和交流平台（AI）， 
通过再培训和专业性再定位快速开展能力建设，将可持续发展从复杂模糊的概念转变为具有 

效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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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核心资源加速	
•  通过模式加速理念创新：我们有大量的创新成果；企业家；研发——数量

已经足够多了……还需要分类、组织，并做好针对性的传播准备。 
•  通过再培训加速人力资本集聚；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对其进行个性化

的重新定位，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支持和保障就业。 
•  通过新兴技术加速物质现实；旗舰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  通过规模经济（通用模型、原型+本地化/改良）加速融资；智能化资金筹

措和合理投资。 

•  加速选址；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网络广受关注（数百万游客涌入----

皆为潜在的再培训对象）。 
•  特别加速 时间现在紧缺；需要绕路而行（通过乘积方式，聚集兴趣相同

的人；提供强烈的体验）。所以，应该怎么做？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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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要素：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非物质遗产、创新
传统（气候友好型可持续发展实践）；过去的资本。 

•  未来的要素：新兴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知识革命带
来规模经济；未来的资本。 

•  当下的要素：因为气候危机已然来临，要充分利用好新
冠肺炎时代的势头；新冠疫情是气候危机全球性的表现
之一，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不过当下的资本正在把这场
危机变成一个独特的机遇。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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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时间从稀缺转变为富有：从过去、未来、现在三个层
面，并统一收集所有配方。 



一个大有用处的网络！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网络 



可持续发展配方的三要素	

2.整体性可持续发展方案在虚拟现实中的表现 

3.试点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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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 
具体的可持续发展案例 
的实施 
 



实例：刚果的5个世界遗产 

2.整体性可持续发展方案在虚拟现实中的表现 

然后，设想在世界各地30-40个遗址进行模型复制 

3.试点 
1.一些 
具体的可持续发展

案例的实施 

 
关于健康和气候危机的培训和认知提升是最紧迫、最棘手的难题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  梅蒂斯全球意识网，是《气候公约》的认证观察网站；欧盟“Plan4All”计划和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成员。也是生态虚拟区和全球健康培
训、认知和交流平台的策划者，该平台由联合国系统在希腊伊皮鲁斯的佐里地区
推动实施，涉及生物多样性、健康危机、气候危机、类似危机和流行病的预防。 

•  “Plan4all”计划：伞状组织，包括来自22个国家的60个成员；汇集了不同专业
领域规划相关的大量开放性数据，包括空间/城市规划、农村发展、交通运输、环
境、旅游和精确/自动化耕作；GEO成员组织。 

•  地球观测组织（GEO）：政府间组织，正在全球带头出力，旨在下一个十年内建立
全球对地观测分布式系统。该组织包括多于65个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和40多个参
与组织，涵盖减灾、改善人类健康、能源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了解和适应气
候多样性及变化、改进天气预报系统、生态系统管理和保护、可持续农业、了解
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 

•  GEIDCO：全球能源互联发展与合作组织，常驻北京；是致力于促进全球能源可持
续发展的公司、协会、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国际组织。GEIDCO希腊成员：1、国家电
力公司。2.雅典国立技术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3.梅蒂斯。 

支持者 - 潜在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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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后，将有超过2亿人失业 
如何提升他们的个人技能以重新就业？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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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发展的 
专业化， 

所有专业也都在寻求 
可持续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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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可持续的自我提升部分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事实是——我们应当学会共享与发展：通过再培训提升能力；综合
性实例：500多个教育项目教学大纲©TM®通过人工智能在实施 

和能力建设一体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溢出效应，从而实现个性化创造 

配方刚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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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可以同时在个人、团体、社区、区域、国家和国际
等各个层面加快推动全面实施和培训 

可持续发展   整体加速器	

可持续发展专业化再培训 

通过指数型组织 



更多信息；个案研究；联系 

安德烈斯·安德烈奥普洛斯，医学教育硕士，可持续整体性发展国际专家，生态文明首席故事官，通信应用分析
员，认证创新顾问，来自教科文组织工作组，梅蒂斯全球意识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认证观察网，GEIDCO成
员，COP21，Linkedin +5300成员。twitter  @mhtiswan  • 希腊伊庇鲁斯扎戈里特里斯蒂诺，邮编： 44014 • 

Skype：paramythas；生态文明 • mhtiswan@gmail.com • mobile/ whatsapp /viber +306978903280 • 
+861312766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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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研究1：乌干达 
 

•  案例研究2：尼泊尔，加德
满都 

•  SFEL向乔杜里集团的反馈 
•  SFEL 
•  扎戈里；扎戈里 教科文组

织40。 
•  希腊卫城（下一张幻灯片） 

•  生态虚拟区 

•  全球健康培训、认知、交流平台视频；
ppt演示；概念说明 

•  消减_回顾_2020年3月2日 
•  Plan4all-60成员：地球观测小组

(GEO)；GEIDCO; DEDDIE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  普拉斯提拉湖旅游开发指南 
•  气候危机与可持续性 全球全景图 

木莎卡 

秘方！	



周边领地 

  



 
我们做了些什么？ 

 

“ 我得不到全部有用且
材料， 在我之前的人 全得到
了，于是我决定像穷人那样；也就是去
拿那些因便宜而被别人忽略的材料。将
它详细说明并推广到穷乡僻壤，而不是

繁华都市，且合理要价。 
 

列奥纳多·达·芬奇 

“我是什么？我都做了什么，

关注的，聚到一起且全都用
上。我通常收获别人植入的东
西；我的工作一直是集体性社
会劳动，只是冠以……的名
义。” 
 

 
沃尔弗朗·冯·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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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蛋：一个耐人寻味的机械谜题 
 
 

找到正确的磁盘组合，蛋的重量 
已知的。这样你就可以把鸡蛋竖起来了！！！ 

 

数量： 
5个磁盘，每个磁盘有10个方向，算出10的5次方等于 

1万个方向，全部是可达且可解的。 

 
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有很多，而且一定都是可达且可解的 

 
21世纪，.哥伦布蛋：X超级拼图 

生态文明首席故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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