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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策与战略 

利马气候变化大会继续聚焦热点问题 

2014年 12月 1—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0次缔约方会议（COP20）

暨《京都议定书》第 10 次缔约方会议（CMP10）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此次会议作

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的重要准备会议，对气候变化热点问题以及一些新生热点进

行了深度关注与讨论。本文对主要议题和国家立场及分歧与共识等进行了梳理以供

参考。 

1  会议议题与关键问题 

作为承接上届华沙气候大会成果，铺垫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的重要一站，本届

利马气候大会的基调早已定下，主要任务是：①194 个缔约方将在 2015 年底巴黎气

候大会前达成一个协议草案，这对于 2015 年的巴黎气候大会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

2020 年后全球气候新协议来说至关重要；②落实各缔约方所形成的重要共识；③建

立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GCF）。 

2  主要国家减排立场 

利马气候大会前，中、美、欧相继宣布减排目标，为此次气候大会带来积极的

一面。迫于压力，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印度或将于 2015 年 1 月宣布其 2020

年的气候减排目标，而日本和俄罗斯迄今尚未对减排目标作出任何表态。2014 年澳

大利亚废除碳税并扩大煤炭贸易，该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倒退的行径为此次的气候大

会带来了不和谐之声。此外，石油出口国也不希望达成气候协议，特别是欧佩克国

家担心减排将导致石油需求量走低，所以呼吁认真区分发展中国家的责任。 

3  面临分歧与会议成果 

各国对最终决议草案分歧严重，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有三点：①如何在文本中

体现发展中国家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这些

原则继续受到发达国家的挑战。②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到底应该包含哪些要素。发

达国家希望只包含减缓，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按照德班气候大会的要求，包含减缓、

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多个要素，尤其是在资金和技术援助

方面，双方分歧比较广泛。③2020 年减排承诺是否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希望不区

分减排承诺，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国情和能力加以区分。 

原本各方预计中美元首的减排共识能够推动会议取得进展，事实并非如此。在

利马气候变化大会的“加时赛”中，由于中美两国出现分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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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不满将限制排放温室气体的重担，放在贫穷国家身上，认为目前的案文没

有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没有传递加强 2020 年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的紧迫性。美国代表则呼吁各方接受妥协方案，又警告若今次会谈失败，将影响

明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使外界质疑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最终大会取得的成果包括：①重申各国须在明年早些时候制定并提交 2020 年后

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并对其所需的基本信息做出要求；②在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中，

适应方面的要素被提到更显著位置，国家可自愿将适应纳入自己的国家自主决定贡

献中；③会议产生了一份巴黎协议草案，作为 2015 年谈判起草巴黎协议文本的基础；

④GCF 获得的捐资承诺已超过启动目标 100 亿美元。 

（裴惠娟 整理） 

研究表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与经济发展可实现共赢 

2014 年 11 月 14 日，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中国与新气候经济学》（China and the New Climate 

Economy），报告指出通过经济、能源与环境目标的协同治理，中国可以在保证良性

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空气污染、提高能源安全以及降低气候风险。中国应尽早制定

中长期的减排目标，并以此为导向，构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和加速节能减

排的“倒逼”机制。 

《中国与新气候经济》报告是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的新气候经济项目的国别

研究成果之一。新气候经济项目由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挪威、韩

国、瑞典和英国等七国联合发起，项目报告研究部分由清华大学、世界资源研究所、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全球知名的经济和政策研究机构合作完成。 

意识到经济、能源及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报告就未来 15 年中国如何

综合和集成这些领域的政策目标，通过清晰、一致和渐进提高的政策工具，实现向

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转型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报告建议中国应尽早制定中长期的 CO2 减排目标，并以此为导向，构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和加速节能减碳的“倒逼”机制。报告着重分析了如下情景，

其中中国的能源 CO2 排放将在 2030 年左右停止增长并尽快开始下降，2030 年单位

GDP 的排放强度将比 2010 年降低约 58%。实现该情景需要中国采取进一步的结构

调整、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在这一加速努力情景下，中国可

以有效的平衡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质量的多重目标，实现多个政策目标的同

步改善。分析表明，在这一情景下，中国将可以极大减少对化石能源和进口能源的

依赖，在不增加能源成本的前提下改善能源结构，增强经济对能源价格变动的韧性。

同时结合更加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实现

空气质量的全面提升。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这一低碳目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负面

冲击可以控制在 GDP 的 1%之内。并且如果考虑到降低空气污染的协同效益，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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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的经济成本可以被抵消。 

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并不会一蹴而就，报告建议以渐进增强的方式引入这一目标，

实现向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的平稳过渡。为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报告建议在产

能过剩的高耗能行业和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首先引入总量减排目标，并逐步扩

展成覆盖所有行业和所有地区的全经济范围的总量减排目标。为实现能源结构的低

碳化报告建议首先引入煤炭消费总量限制，煤炭消费总量应在 2020 年之后停止增

长，并尽快实现绝对下降。通过价格改革使化石燃料价格体现隐藏的外部环境成本，

逐步建立起有利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引导投资向低碳基础设

施倾斜，通过竞争性的市场鼓励企业投资于低碳技术，激发低碳技术领域的创新与

发展。 

中国的政策实践表明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才是世界可持续

发展的出路。未来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必须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创造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在各国之间分享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国际

合作和国际技术转移，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提高区域环境质

量的共赢。未来中国可以证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降低气候变

化风险的目标可以同步实现。 

（曾静静 摘编） 

原文题目：中国与新气候经济 

来源：http://newclimateeconomy.net/content/china-and-new-climate-economy 

IEA 为欧盟实现 2030 能源与气候目标提出建议 

2014 年 12 月 1 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题为《2014 年 IEA 国家能源政策：

欧盟》（Energy Policies of IEA Countries: European Union – 2014）的报告，通过审

查欧盟的能源政策，推荐利用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实现欧盟 2030 年能源和气候目

标。报告还评估了欧盟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分析了欧盟

的能源安全和企业竞争力。 

1  欧盟实现 2020 年气候目标取得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 

2009 年，欧盟制定了“20-20-20”气候目标，计划到 2020 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

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减少 20%以上，能耗减少 2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

例提高到 20%。自从 IEA 在 2008 年对欧盟能源政策进行深度审查以来，欧盟在实

现其 2020 能源与气候目标以及将零散的电力和天然气市场整合成单独的能源市场

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也面临很多挑战。 

鉴于欧盟“20-20-20”气候目标的进展情况，IEA 强调在全球向低碳经济过渡中

欧盟处于领先地位。目前“20-20-20”气候目标的实现进度如下：①受经济危机、

燃料转换、可再生能源部署和能效行动不断增加的影响，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进展良

好，2012 年温室气体排放比 1990 年降低 19.2%。②2012 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占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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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份额从 2005 年的 8.7%增加至 14.1%，归因于可再生能源支持计划鼓励了投

资。IEA 分析表明，距离 2020 年目标的实现仍有差距，除非采取政策措施鼓励一些

国家的市场和某些技术。③欧洲委员会估计，在现有政策的支持下，主要是建筑能

效指令、欧盟生态设计与标签指令、能效指令以及欧盟对能效的大力资助，欧盟到

2020 年能实现 18%~19%的能源节约。进一步实现 20%目标取决于成员国执行能效

政策，在现有建筑中夸大能效投资，通过智能电表和电网刺激消费者的需求管理。

即使这样，到 2020 年实现能源效率提高 20%的目标仍然存在挑战。 

同时，欧盟范围内和国家层面用于实现气候和能源目标的政策存在多样性，这

样带来了挑战并使结局充满变数。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能效政策和经济危机使电

力需求降低，致使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设定的排放配额的需求减少。EU 

ETS 的设计无法灵活应对需求降低的变化，欧盟碳市场没有刺激各行业的脱碳，对

实现 2020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贡献很小。 

2  调整气候与能源目标 

欧盟的能源政策试图解决经济竞争力、能源供应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目标。2008

年，可持续性——主要是减缓气候变化，是欧盟能源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

现下欧盟能源政策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能源安全和企业竞争力的问题更

加迫切。 

在国内，欧盟面临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二者导致了能源需求下跌。本土的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和炼制能力下降的速度甚至高于欧盟需求下跌的速度。进口持续

增加，对能源安全造成影响。欧盟境内非常规天然气和石油勘探前景不明。 

2014 年 10 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雄心勃勃的 2030 年气候和能源目标，确认其

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地位：到 2030 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至少

削减 40%，能效至少提高 27%，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至少提高到 27%。 

3  相关建议 

虽然目标已制定，实现目标的法律框架尚待确定。报告在 2008 年欧盟能源政策

审查报告的基础上，针对如何以经济有效和综合的方式来实现目标，同时促进欧盟

的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提出了以下建议：  

（1）通过以下行动，再次确认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欧盟内部能源市场的承诺，

并确保欧盟规则的实施：①进一步跨境整合欧盟电力市场，以更有效地容纳可变的

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发电能力。加大对区域互联系统水平上系统运行和发电能力评

估的统筹。②确保跨境安全有效利用天然气储存和液化天然气的能力，确保欧盟范

围内开发（非）常规天然气生产潜力，多元化天然气供应。③通过为共同感兴趣的

项目实施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欧盟能源网络的互联互通水平。④放开零售价格，创

造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零售市场，并通过需求响应、智能电表和电网以及更多的产品

和关税选择吸引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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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2030年气候与能源框架设定法律和治理框架，作为实现到2050年达到低

碳经济的一个里程碑，并采取市场为主的手段：①定期加强和扩大对具有成本效益

的节能建筑、家电、照明，设备、交通工具和区域供热以及城市冷却系统的要求，

以确保所有成员国都在执行这些要求。量化出于社会和经济目的提高能源效率的多

重效益。②追踪所有的能源补贴，减少政府干预的扭曲影响。③立即改革EU-ETS，

以减少配额盈余，增强其响应能力，以确保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其他政策更改减排

目标的情况下能提供稳定的碳价格信号。④通过具体部门的措施加强技术创新和解

决非经济壁垒，使EU ETS与政策互补，以吸引低碳技术的战略投资，包括可再生能

源、核能和CCS。⑤跟踪欧盟2020年及以后竞争力、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的进展，并定期评估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3）在欧盟范围内展开合作，对现有核电厂进行性能改造、安全升级以及延长

寿命，以确保执行最高的安全标准以及选择核能的国家做出投资决策时所需的监管

稳定性。 

（4）确保各成员国之间统筹考虑处置各种形式的放射性废物，特别是高水平放

射性废物，并考虑建立区域资源库。 

（5）确保充足的能源研究、开发和示范（RD&D）经费，以满足能源政策目标。

基于一套关于竞争力和创新性的指标，定期监测和评估能源RD&D项目的成果。 

（裴惠娟 编译） 

原文题目：Energy Policies of IEA Countries: European Union – 2014 

来源：http://www.iea.org/Textbase/npsum/EU2014SUM.pdf 

IEA 为促进能源行业的低碳发展出谋划策 

即使能够将温度目标控制在 2℃范围内，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社会仍然需

要通过政策和商业行为解除能源安全的威胁。为了促进能源行业的低碳发展，2014

年 11 月 20 日，IEA 发表题为《前进的道路：能源行业实现低碳发展的 5 个关键行

动》（The Way Forward: Five Key Actions to Achieve a Low-Carbon Energy Sector）的

报告提出了以下 5 条行动建议：①立即采取行动，有效控制全球排放总量；②聚焦

电力低碳化；③重塑投资和加快低碳技术创新；④重新制定非气候目标，以促进能

源领域的低碳化；⑤加强能源领域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董利苹 编译） 

原文题目：The Way Forward: Five Key Actions to Achieve a Low-Carbon Energy Sector 

来源：https://www.iea.org/topics/climatechange/The_Way_Forward.pdf

主要排放国家的减排政策行动不足以遏制全球变暖速率 

2014 年 12 月 3 日，荷兰环境评估署（PBL）、Ecofys 公司、新气候研究所（New 

Climate Institute）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联合发布题为《增强主要排

放国家的减排雄心：当前和潜在的气候政策分析》（Enhancing Mitigation Ambitions in 

https://www.iea.org/topics/climatechange/The_Way_Forward.pdf
https://www.iea.org/topics/climatechange/The_Way_Forward.pdf
https://www.iea.org/topics/climatechange/The_Way_Forw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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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Emitting Countries: Analysis of Current and Potential Climate Policies）的报

告，利用现有的情景和模型计算，初步预测了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

本、墨西哥和美国等 7 个主要排放国家到 203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轨迹，评估了当前

和计划的加强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的影响。与加强减排的政策有关的排放轨迹表明，

通过复制“一流”政策或者取得进展以确定基准，可以显著提高现有的减排行动。

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1）巴西、中国、印度和日本可以通过现有政策实现其 2020 年的减排承诺。

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美国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才能得以其 2020 年的减排承诺。如

果计划的减排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美国和墨西哥就可以实现其减排承诺。 

（2）7 个主要排放国家都可以通过符合国家优先领域的加强的政策行动实现进

一步地大幅减排。这些加强减排的政策仍不足以实现将温升幅度控制在 2 ℃以内的

目标。 

（3）尽管当前和计划的政策将对未来排放产生影响，但由于高速的经济增长预

期，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排放量在 2030 年之前都会增加。美

国的排放量将稳定在现有水平。在现有政策下，日本的排放预计将进一步减少。 

（4）通过加强的政策行动，巴西、中国和墨西哥排放量最迟在 2030 年达到峰

值。日本和美国将进一步实现减排，与它们的长期减排目标相符。印度和印度尼西

亚的排放量将继续强劲增加，但是比现有和计划的政策情景相比，增幅要小得多。 

（5）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能源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驱动因素，因此能源

部门的减排行动可能会导致快速的减排。其他重要措施包括提高交通、工业和建筑

部门的效率。除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措施还能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例如改

善空气质量和节约能源。对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而言，土地利用部门的行动至关重要，

考虑到土地利用部门在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高，也由于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可以预期。 

（6）若仅考虑这 7 个国家，与现有政策情景相比，到 2030 年，加强的政策行

动可以减少 3.8 Gt CO2e。到 2020 年，现有政策可以实现的减排量为 1.3 Gt CO2e。

代表全球排放量一半的这 7 个主要排放国家的加强的政策行动不足以使全球温度上

升幅度保持在 2 ℃以内。 

（7）有关未来排放轨迹预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日本有关未来核能发

展的决定将对该国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和印度的

减排承诺与经济增长挂钩，意味着其绝对排放量的目标水平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土地利用部门的排放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将对总排放量

的预测产生决定性影响。 

（曾静静 编译） 

原文题目：Enhancing Mitigation Ambitions in the Major Emitting Countries:Analysis of Current and Potential Climate Policies 

来源：http://www.ecofys.com/files/files/pbl-2014-enhancing-ambition-in-the-major-emitting-countr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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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研究机构报告探讨美国深度脱碳的路径 

2014 年 11 月 20 日，美国能源、环境和经济股份有限公司（E3）、伯克利国家

实验室（Berkeley Lab）和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联合发布题为《美国深

度脱碳路径》（Pathways to Deep Decarbo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的报告，审查

美国向低碳社会过渡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评估为符合限制全球人为温室气体导致

恒温不超过 2℃的全球排放轨迹，美国到 2050 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1990 削减 80%所

需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改变。该报告是全球“深度脱碳途径项目”（DDPP）的一部分。 

报告使用保守的经济假设模型和现有的或接近商业化技术，创建通往 80％减排

路径的 4 个低碳情景，这 4 种情景基于各种不同的电力组合：“高可再生能源情况”

主要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高核能情况”主要依靠核能发电；“高 CCS 情况”主

要依靠化石燃料与碳捕获和封存（CCS）；“混合情景”依靠可再生能源、核能和 CCS

的平衡组合。 

模型分析表明，报告中提出的所有 4 种情景都能实现“到 2050 年减排 80%”的

目标，不需要过早退役基础设施。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美国到 2050 年温室气体（GHG）排放比 1990 年降低 80％在技术上是可

行的，总体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不超过 1,080 MtCO2e，以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不

超过 750 Mt CO2e。实现 750 Mt CO2e 的目标需要美国转变能源系统。 

（2）实现这一减排目标预计会产生增量成本，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有 4

种情景的实施都不会贵得离谱。估计实现减排的净成本约占每年 GDP 的 1%。 

（3）深脱碳要求美国能源系统的三个根本性的变化：①建筑，交通，工业中能

源的高效终端使用；②电力和其他燃料的脱碳；③电力和其他低碳能源终端使用的

燃料转换。到 2050 年经济的所有部门都要实现这些变化都需要，以满足低于 1990

年水平的 80％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4）研究没有发现任何阻碍美国实现长期温室气体排放减排目标的重大技术或

经济壁垒。 

报告建议采取多种技术方法完成“到 2050 年减排 80%”的目标，并强调，所有

情景中能源效率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建立可以支持创新和投资的监管和市场机构

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建设方面都具备优势，二者可使美国在低碳

世界中处于强有力的领导和竞争地位。 

（裴惠娟 编译） 

原文题目：Pathways to Deep Decarbo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来源：http://unsds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9/US-Deep-Decarbonization-Report.pdf 

 

http://unsds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9/US-Deep-Decarbonization-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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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 

英国皇家学会为适应极端天气提出建议 

2014 年 11 月 27 日，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发布题为《适应极端天气》

（Resilience to Extreme Weather）的报告，针对一些关键问题开展了研究，协助正在

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层面，有关适应性与降低风险所做的重要决策。 

通过总结全球极端天气对人类影响的最新研究证据，报告指出，极端天气给人

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无法定量研究。据估计，1980—2004 年之间全球极端灾害造

成的经济损失约为 1.9 万亿美元，这表明如今的人类社会不具备对极端灾害的适应

能力。由于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的协同效应，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越加严重，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将暴露于更大的风险中。 

报告评估了解决极端天气带来挑战的不同方案以及政府可以与社区、民间团体

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的策略。结果表明，尽管传统的修堤筑坝的工程方法是有效的，

它们造价太大，并且可能不是应对未来变化的最好选择，未来全球需要制定一系列

方案以应对各种灾害。 

为增强对极端天气的适应能力，包括地方、国家、国际层面所有公共部门、私

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全人类需要采取共同行动并承担责任： 

（1）各国政府有责任制定和开发适应策略，以支持本国民众和基础设施的适应

能力。这些战略应汇集多个行业和多种类型的知识，包括长期和系统的思考，并协

调国家和地方重点。①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后果，而不是避免

完全破坏；②把复原能力建设纳入其他相关政策，如消除贫困和土地利用规划当中；

③考虑可能会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所有因素，包括受极端天气直接影响以外的地理

区域，并考虑几十年以后的影响；④利用多学科（如环境管理，适应气候变化，减

少灾害风险和可持续发展）多来源（包括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的专

业知识；⑤支持与促进和国家恢复力战略保持一致的当地行动。 

（2）政府应在国际层面上共同行动，建设适应能力；分享专业知识，协调政策

并集中资源应对共同风险。限制高成本灾难应对措施，需要引导更多的国家和国际

资金用以构建极端天气适应能力的措施。 

（3）包括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及发展的政策框架的目的、设计和实施都应

一致，且与极端天气相关联。2015年有望在国际层面上达成这一目标。应该加大以

下方面的努力：①在《兵库行动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后续工作和未来气

候协议中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例如突出其对建设适应能力的作用，而不仅仅是

它的减少风险作用；②为这些政策框架开发和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指标，以激励协调

行动，并允许比较建立适应能力不同措施的有效性；③同时衡量实施恢复能力建设

http://www.12369.org/Class.asp?ID=41
http://12369.org/Class.asp?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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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以及极端天气影响的进展情况；④协调《兵库行动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后续工作的时间框架和报告方法；⑤确保国际监督，以加强国家和地方监测能力，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协调数据收集。 

（4）极端天气事件难以预测，并会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政策

制定者和实施者都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保护人们及其资产免受极端天气影响：①

应对多重危害和使用多种方式组合的防御措施；②考虑除传统工程方法以外的防御

措施，例如基于生态系统和混合办法，能为人类带来额外的好处，并考虑保护现有

的很难或不可能恢复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③监测和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特

别是更新颖的方法，如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并应用成果改善未来的决策。 

（5）再保险行业在评估极端天气风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需要在更广泛的

金融体系内对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进行深层考虑，为估值和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并

调动组织采取减灾措施。可以通过要求私人和公共部门机构每年持续报告其资产对

极端天气的暴露性来实现该目标。 

（6）极端天气方面的信息应当适合用户需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参与研究对

确保信息的有用性至关重要。资助者应鼓励相关领域的生产者和用户进一步协作并

深入对话。 

（7）就提高对当前天气风险道未来气候变化影响进行建模方面的研究的加强，

应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尤其是区域和地方层面上。①在全球各地区加强对极端

天气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的观察和分析；②扩大跨学科的研究，充分探明极端天气影

响人类的机制；③提高气候研究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④产生适当的数据、模型和

知识，以便在通知更完整的极端天气风险评估中可以共享。 

（裴惠娟 编译） 

原文题目：Resilience to Extreme Weather 

来源：https://royalsociety.org/policy/projects/resilience-extreme-weather/ 

英国政府为高端低碳能源项目提供 500 万英镑资助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于 2012 年 4 月启动能源企业家基金（EEF），

支持能效、发电、能源储存和碳捕获与封存（CCS）领域的先进技术的开发和部署，

帮助一系列创新的低碳产品投向市场，并帮助中小企业可以得到额外的孵化资金支

持。自启动至今，EEF 通过三轮竞争共投入 3500 万英镑，获得 EEF 的 70 家企业吸

引了 2660 万英镑的私营企业投资。2014 年 11 月 27 日，DECC 宣布第四轮 EEF 将

会在 2015—2016 财年对开发前沿低碳能源项目的企业投入 500 万英镑资助，涉及碳

捕获技术、将建筑变为发电站技术等。 

DECC 宣称，第四轮 EEF 将会有 250 万英镑优先资助 CCS 技术有关的项目，包

括从发电站和工业设施中捕获上百万吨的碳，CO2 的离岸储存以及海底深处储存。

http://www.12369.org/Class.asp?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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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轮 EEF 特别关注 CCS，因为该技术有助于使英国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达到能源

系统脱碳的目的。本轮项目资助竞争将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结束。 

（裴惠娟 编译） 

原文题目：Cutting Edge Low Carbon Energy Projects Get £5 Million Funding Boost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utting-edge-low-carbon-energy-projects-get-5-million-funding-boost 

前沿研究进展 

Nature Climate Change文章揭示碳减排的珊瑚礁生态效益全球差异性 

2014 年 11 月 10 日，Nature Climate Change 发表的题为《碳减排产生的珊瑚礁

生态效益的全球视角》（Global Disparity in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of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or Coral Reefs）的文章表明，碳减排对珊瑚礁的影响在全球各地存在差异，

板状珊瑚与伞状珊瑚 2 种珊瑚礁对于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该文使用生态系统模型模拟了潜在的碳减排对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中多种珊瑚类

群产生的生态效益及其时间尺度。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未来十年碳排放大幅减少，

大气中现存的碳在 2040—2080 年仍将引发极端事件，这种碳排放的滞后效应将导致

减排对珊瑚礁的影响在全球各地存在差异。对于加勒比海珊瑚礁而言，减排在短中

期时间尺度上对其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长时间尺度上，减排并未能使其幸免于生

态系统功能性崩溃的命运。而太平洋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功能从本世纪上半叶开始已

有所恢复，预计太平洋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中长期时间尺度上能够保持其生态系统

完整性。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碳减排背景下，仅存在板状珊瑚时，太平洋珊

瑚礁比加勒比海珊瑚礁更富有弹性（在不考虑珊瑚白化的情况下，太平洋珊瑚礁的

恢复率比加勒比海珊瑚礁的高出 10 倍）。但在正常排放情况下，太平洋和加勒比海

的珊瑚礁生态系统都会崩溃，预计，2050 年后珊瑚礁将不复存在。 

该研究结果还表明，板状珊瑚的竞争力优于其他类型，其次为小块状珊瑚、伞

状珊瑚，其他珊瑚种类对珊瑚礁的恢复力贡献不大。当板状珊瑚与伞状珊瑚灭绝时，

即使温室气体大幅度减排，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最终也将消耗殆尽，因此保护

板状珊瑚与伞状珊瑚对维护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因此，该研究建议

评估珊瑚礁生态系统恢复力时应给板状珊瑚与伞状珊瑚 2 种珊瑚礁分配较高权重。 

（董利苹 编译） 

原文题目：Global Disparity in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of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or Coral Reefs 

来源：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limate2439.htm 

PNAS 文章指出气候变暖的主要诱因将过渡为增强的太阳辐射 

2014 年 11 月 10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题为《二氧化碳增加

时，短波和长波辐射对全球变暖的贡献》（Shortwave and Longwave Rad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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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to Global Warming under Increasing CO2）的文章认为，目前全球能量的

积累是由地表长波辐射（OLR）1衰减主导的，但到 21 世纪中叶，若 CO2 等温室气

体浓度持续增加，则气候变暖的主要诱因将过渡为增强的太阳辐射（ASR）2。 

权威理论认为，CO2 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可以诱发 OLR 衰减，全球能量在地球

大气层内部积聚，造成全球变暖。另有研究报道，21 世纪 OLR 变化不大，全球能

源积聚几乎完全由增强的 ASR 造成的。后者和上述权威观点背道而驰。全球变暖到

底是由 OLR 降低还是 ASR 增强引起的？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利用大气环流模型

（GCMs）和线性辐射反馈理论验证性地研究了这一明显的矛盾。作者将辐射分为

长波（LW）辐射和短波（SW）辐射（正 SW 强迫放大了气候变暖的程度，使 OLR

增强，τcross
3减少；负 SW 强迫减缓气候变暖，使 OLR 降低，τcross 延长），并分别研

究了 OLR 减少和 ASR 增强对全球能量积累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CO2 每年增加

1%时，CO2 辐射强迫将近似线性地持续增加近 140 年，期间 OLR 变化很小，而全

球能量积聚几乎完全由 ASR 增加引起。而在 CO2 浓度增加为原浓度的 4 倍的瞬时干

扰下，起初 OLR 减小，20 年内便恢复到初始值，而后 OLR 继续增加，造成能量损

失，同时，ASR 持续增强，地球获得的能量增加。 

文章称，CO2 受到瞬时干扰后，τcross 依赖于 SW 反馈的幅度。大多数模型的模

拟结果表明，SW 反馈强，OLR 在几十年内便可恢复，随后的全球能量积累将由增

强的 ASR 主导；少数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SW 反馈弱，OLR 需要几百年才能恢复，

而且能量积累的主要诱因是衰减的 OLR。 

从以上研究可看出，目前全球能量的积累是由 OLR 衰减主导的，但到 21 世纪

中叶，假如 CO2 等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增加，则气候变暖的主要诱因将过渡为 ASR。 

（董利苹 编译） 

原文题目：Shortwave and Longwave Radiativ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Warming under Increasing CO2 

来源：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4/11/05/1412190111 

PNAS 文章指出远红外地表辐射是北极变暖的新动力 

2014 年 11 月 18 日，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力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在 PNAS 上

发表题为《远红外地表辐射与气候》（Far-infrared Surface Emissivity and Climate）

的文章指出，远红外地表辐射是北极地区气候变暖和海冰融化的新动力。 

地球表面在吸收太阳辐射的同时以辐射的方式将其中的大部分能量传送给大

气。地球表面这种向外辐射热量的方式，称为地表辐射。地表辐射的主要能量集中

                                                        
1 OLR，地球表面向外辐射热量的方式，也称为地表辐射，其主要能量集中在长波波段。 

2 ASR，太阳向宇宙空间发射的电磁波和粒子流。地球大气层吸收的 99%以上的太阳辐射波长集中在 0.15～

4.0μm之间，因此，ASR 通常也被称为短波辐射。 

3 τcross，OLR 恢复到初始值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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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6～30μm 之间，属于远红外波段，与太阳短波辐射相比，也称为地表长波辐射

（OLR）。 

该研究使用改进的公共地球系统模型（CESM）模拟了远红外地表辐射对地球

气候系统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非冰冻表面的远红外地表辐射比冰冻表面小得多，

即非冰冻表面截留了较多的远红外辐射，致使冰冻表面升温、冰体融化。另外，研

究结果还表明，远红外地表辐射对地球气候系统，尤其对干旱、高纬度和高海拔地

区的影响最大。 

冰冻表面与非冰冻表面之间远红外地表辐射的差异对极地气候的影响远远超过

现有气候模型的估计。因此，作者建议加大对地表远红外辐射率的测量，以方便科

学家更好地理解远红外地表辐射对地球气候系统的影响。 

（董利苹 编译） 

原文题目：Far-infrared Surface Emissivity and Climate 

来源：http://www.pnas.org/content/111/46/16297.full.pdf 

美研究称极端天气事件未改变全球变暖怀疑论者观点 

2014 年 11 月 24 日，Nature Climate Change 期刊在线发表题为《温度异常和政

治倾向对感知冬季变暖的影响》（The Impacts of Temperature Anomali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on Perceived Winter Warming）的文章指出，全球变暖怀疑论者对极端天

气无动于衷。 

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和记者讨论认为，多次经历干旱、洪水和热浪将会使气候

变化怀疑论者改变想法。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俄

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和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的科研人员，通过分析来自 2012 年 3 月对 1000 多人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

研究个人反应与其所在州真实温度的关系，以及冬季温度异常对人们将气温升高主

要归咎于全球变暖的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约 80%的美国公民认为 2012 年当地冬季气温较正常偏暖，但只

有 35%的美国公民认为全球变暖是此次冬季异常高温的主要原因。研究人员分析认

为，因为近年来气候变化科学的两极化和气候变化信念的政治分化，对温度异常的

归因更多地受到科学协议和政治方向的影响，政党身份在决定全球变暖的信念中起

着重要作用。文章最后得出结论，个人对天气或气候变化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促进对

适应措施的支持，但可能不会增加对减缓政策的支持。 

（裴惠娟 编译） 

原文题目：The Impacts of Temperature Anomali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on Perceived Winter Warming 

来源：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4/n12/full/nclimate2443.html 

http://www.pnas.org/content/111/46/16297.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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