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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巴黎气候大会启示录

主要观点

 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 12 月 12 日在法国巴黎落下

帷幕，大会通过一项全面、包容、有力度、涵盖所有国家、

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协定——《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共 29 条，包含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

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确立了

综合性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规定了各国实现目标

的原则和行动，被誉为“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

里程碑”。

 《巴黎协定》的达成，将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进入新

阶段，为世界各国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和能源转型提供强有力

的政治推动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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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历程

《巴黎协定》起草始于 2011 年，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

前已历经多轮磋商谈判。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大会期间，经

过一周紧张的谈判之后，12 月 5 日拟定的协定草案Ⅰ稿中仍包

含近千个不确定内容；四个部长级磋商小组围绕这些核心问题

进行了更加艰苦的磋商谈判，12 月 9 号拟定的协定草案Ⅱ稿中

将存在不确定性的内容删减了约 2/3，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

助、共同但有区别的问题、长期目标的提升等主要分歧依然存

在。在经历数个昼夜紧张谈判、多轮次双边和多边高级别代表

磋商之后，谈判在即将抵达终点时陷入僵局。12 月 11 日，在会

议结束前最关键的时刻，会议主席国法国就重要议题再次与主

要国家及集团进行了密集的双边磋商，习近平主席应约与奥巴

马总统通了电话，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会议经历一天延期后，

《巴黎协定》最终稿于 12 月 12 日晚得以最终确定。

协定的生效，需要获得至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55

个缔约国提交批准文件，且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至少占

全球排放总量 55%以上；协定将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至 2017 年 4

月 2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签署。

 成果亮点

《巴黎协定》分为核心协定和决定两个部分，其中核心协定

的目的是建立起一般性法律框架，而决定则是为下一步工作做出

安排。其主要亮点有：



3

 控制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 2℃（到本世纪末），并力争实现温

升不超过 1.5℃的目标。

 尽早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

室气体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平衡。

 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从 2023 年开始每 5 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

 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提高气候耐受力和实现低排放增长

目标的能力

 意义影响

《巴黎协定》表明了人类进步需要实现低碳转型，意味着化

石能源的历史最早可能在本世纪中终结，将对未来人类能源利用

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并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深刻影响人们的

生活。

 对世界的影响：化石燃料或终结，投资流向新能源。

要想实现议定中确定的温控目标，必须各国采取措施，尽可

能多的将煤、石油和气体燃料留在地下。这将意味着化石燃料时

代或将终结，全球经济从以非清洁能源驱动向可持续增长的转变

成为必由之路。实际上，这一转变已不可避免的进行着：发达国

家煤炭市场的价格由于污染防控措施严格等压力持续暴跌；英国

仅存的一些深井煤矿由于太阳能设备日益普及而面临关闭；美、

德等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运营急剧增长。

 对中国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巴黎协定》不仅包含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新贡献，也为中

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机遇。与推动协定相比，中国在减排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4fdc3b1f429b4c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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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上的坚定，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好保证。

首先，《巴黎协定》为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设了新

支点。作为协定的主要推动者，中国能否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阶

段和国家情况的治理道路，如同经济增长一样为新兴经济体和后

发国家树立榜样，事关全球控温能否“不断加强行动力度”，也

事关发达国家能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和技术支持。其

次，《巴黎协定》为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外部制度约束。

协定的新目标，不仅要求国内气候治理政策、技术、市场相应变

革，更要求各级政府转变发展策略，平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治

理需求，以更好地履行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用可持续的模式，

创新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之路。

无论《巴黎协定》的未来落实情况怎样，中国都应该按照已

制定的行动路线，继续兑现 2020 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

并在未来发展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积极推动相应的变革。

 北京的影响：气候与环境协同增效治理。

一分纲领，九分落实。推进《巴黎协定》生效及目标实现的

关键是任务落实。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

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具有示范展示窗口和行动标杆的作用。尤其

是随着环境治理要求的提高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目标的提出，各级

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生态环境治理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并出现强

烈的内生动力，改善原有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将气候治理的压

力和挑战作为首都环境治理的机遇和动力，积极推进二者协同增

效发展，成为未来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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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启示

 环境正义基于普遍自愿合作。

人类合作在绝大程度上应当是自愿的，并且自愿合作需要在

普遍正义的基本原理上达成共识。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下，再强

的国际法约束力，也比不上主权国家采取行动的意愿来的更加有

效。鉴于此，《巴黎协定》在吸取《京都议定书》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建立了一套鼓励各国不断加强行动的规则体系，强调尊重

国家主权、非侵入、非对抗、非惩罚的性质，更具操作性，也比

缺乏弹性的一味强制性的机制更加有效。

 合作共赢超越零和狭隘思维。

《巴黎协定》是历史上第一份全体缔约方通过的持续有效、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案文，凝聚了各方最广泛的共识，也让全球气

候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个节点的到来，表明各缔约方认

识到历史责任、资金安排、减排约束等长期存在的分歧不能成为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阻碍；无论谈判各方属于发达国家、发展中

国家、小岛屿国家还是最不发达国家，也不管其诉求差异如何，

都应各尽所能，开展全球气候治理工作，共同推进地球家园的可

持续发展。最终，合作共赢的力量超越了功利主义、“零和博弈”

的狭隘思维，谈判各方都采取了灵活妥协的态度，用更具雄心的

行动战胜了只有雄心的口号。

 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必然发展趋势。

《巴黎协定》向市场传递了清晰而坚定的信号，未来将有更

多的资本转向清洁领域，旧的化石燃料时代将被终结。这也意味

着传统能源行业的变革将加快，石油、煤炭等领域将面临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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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成本和管治，并且伴随大量资金的撤离。同时，协定建立的

不断强化的气候承诺程序，以及可持续性机制与技术转移机制，

也为清洁领域的长期投资提供了积极的信号，给全球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提供关键助推力。此外，本世纪中叶的近零排放目标和相

关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可能释放社会大众参与减排的巨大动

力，吸引更多社会民间资本参与节能减碳领域，促使绿色低碳发

展深入人心。

 气候综合治理成为管理常态。

《巴黎协定》开启了“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建立了

一个包容、动态、持续的新气候治理体系。该体系以各国自主决

定的贡献为基础扩大缔约方的参与，以全面的全球盘点为核心不

断评估全球进展，以五年为周期对各方贡献进行更新和提高，以

全面参与及能力提升为目的来推动最终实现全球控温目标，是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但即使这样，全球的

升温趋势还将继续，由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损失也在普遍增加，

积极增强各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筑牢气候风险防范红线，建设

气候智慧城市，开展适应综合治理，实践并完善协定要求的气候

治理模式，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管理常态。

 第三方视野

 赞誉:最好的成就。

伦敦大学气候学教授马克·麦斯林高度认可《巴黎协定》。认为该

协定是自 1998 年联合国 196 个国家首次在东京谈判气候变化协

议以来，不可思议的成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国际协议。其试图认

真对待每个国家的提议、平衡气候公平与有区别的责任，非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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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赞赏。

 谨慎：目标或不现实。

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凯文·安德森教授认为，《巴黎协

定》很好地见证了数年来科学历经的艰辛。全球终于前所未有地

走在一起，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个人类引起的全球挑战。然而，

实现控温 2℃的目标，需要高度依赖新技术减排，其要求的减排

力度也远超巴黎谈判所及，但协定却对这些内容只字未提。因此，

协定目标实现的成功几率可能非常渺茫。

 反对：巴黎协议只是一纸空谈。

著名气候学家、“气候变化”理论提出人、美国科学院院士、

NASA 前所长詹姆斯·汉森认为：全球近 200 个国家签署的《巴

黎协定》虽已达成，但是地球正在变得越来越暖，直到现在，美

国和欧洲等国的政府都只有承诺、空话，没有任何实际行动阻止

全球变暖的恶化，没有任何政策和实际性措施真正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气候变化协议都是一纸空谈，目前各国没有任何实际行

动支持这个协议的施行。

 延伸阅读

 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都受到鼓励。

巴黎协定第 6 条建立了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并明确了一

些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市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缔约方间开展加

强减排行动的自愿合作，包括允许“减排结果”的国际转让和使

用。建立的市场机制的运作，将由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下设立的

指定实体负责监管。目前还不清楚建立非市场机制的具体模式和

运作方式。巴黎会议决定由公约附属科技咨询机构制定非市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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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计划，并提交巴黎协定第 1 次缔约方会议通过。该工作计

划将考虑如何增强减排、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之间

的关联性和协同增效，以及如何促进非市场手段的执行和相互协

调。

 森林及相关内容作为单独条款纳入。

大会期间，缔约国代表就 2020 年后如何继续发挥林业在应

对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作用进行了分组磋商。各国代表一致同意继

续将森林作为 2020 年后减缓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最终森林及

相关内容作为单独条款纳入了协定。根据协定，2020 年后各国

应采取行动，保护和增强森林碳库和碳汇，继续鼓励发展中国家

实施和支持“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排放及通过可持续经营森林增

加碳储量等行动”，促进“森林减缓与适应协同增效剂森林可持

续经营综合机制”。同时，强调在实施这些行动时应当关注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非碳效益。此外，大会还讨论通过了 3 项决定，与

发展中国家实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排放及通过可持续经营森

林增加碳储量等行动相关的所有技术问题的谈判至此全部结束。

（政策研究部何桂梅）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 1 号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大楼 970 室

联系电话：89152402 联系人:杨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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