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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主要观点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迫切挑战。在全球气候持续变

暖的背景下，如何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主动适应气候变化，

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气候风险带来的损失，是

当前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国际国内普遍开展了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研究。针对城市普遍面

临的高温热浪、干旱洪涝、低温冷冻等气候风险，从基础设施、

水资源保障、能源安全、公共健康、农林业等多个领域，从规

划设计、设施建设、能力提升、灾害防范、应急管理、试点示

范、宣传推广等多个层面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本市将城市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大幅提升作为“十三五”时期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主要目标，提出了提高适应气候变化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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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低碳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提高极端气候事件应急能力等

重点任务。

 基本概念与内涵

 问题的由来。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以及今后长时期内人类共同面临的

巨大挑战。城市人口密度大、经济集中度高，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尤为严重，气候变化导致高温热浪、干旱、暴雨、雾霾等灾害增

多，并将持续影响城市生命线系统运行、人居环境质量和居民生

命财产安全。因此，如何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主动适应气候

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

由于气候变化影响深远，即使国际社会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将

全球温室气体浓度降低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水平，但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仍将延续一二百年的时间。世界各国必须采取主动适应气候

变化的措施，才能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验研究显示，

与后期根据气候变化的影响改造既有基础设施相比，早期阶段实

施一些主动的适应措施能够实现更高的成本效益。

 什么是适应气候变化。

适应气候变化是指针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进行

主动调整、开展趋利避害的行动过程，目标是构建气候智慧型经

济和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包括适应全球与区域气候变化的基本

趋势、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生态

后果等方面。从城市层面来说，适应气候变化重点强调城市系统

对未来气候风险的预期防范、城市规划设计及灾害后的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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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功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可有效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

响，降低气候风险带来的损失，甚至从气候变化中获益。

 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路径。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

明确了气候变化的适应路径，即降低对当前气候变化的“脆弱

性”和“暴露度”，包括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城市规划、政府决

策等，增强促进发展与降低灾害风险的协同作用；科学制定和实

施适应方案、创新管理模式、推广适用技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及时提供安全可靠的逃生场所等。

图 1 从脆弱到适应的实现途径

 国际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人口和社会经济密集的特大型城市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

地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高温热浪、低温冷冻、暴雨内涝等极端

脆弱性 影响 适应能力

敏感性

减

提升

适应能力建设

暴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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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气候事件，凸显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目前全球约

有 1/5 的城市制定了适应气候变化战略，部分城市明确了具体详

实的行动计划。表 1 列举了全球最有代表性的 6 个城市适应气候

变化规划内容，针对不同的气候风险和潜在问题，制定了不同的

目标和重点领域。这些城市适应规划的共同点是以打造安全、韧

性、宜居城市为目标，强调城市对未来气候风险的综合防护能力。

其中，纽约的适应计划尤为值得学习借鉴，如详尽全面的行动指

南、强大的资金支持和关注民生等，其成功经验主要包括强有力

的领导和决策机制、从灾害中学习的理念、对低概率高强度潜在

灾害风险防范的重视程度，将气候风险纳入决策过程、科学严谨

的信息支持等。

表 1 全球 6 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适应规划

城市 规划名称 时间
主要气候

风险
目标及重点领域措施

投资额

（美元）
总人口

纽约

《一个更强大，

更有韧性的纽

约》

2013.6
洪水、风暴

潮

修复桑迪飓风影响，改造社区住宅、

医院、电力、道路、供排水等基础

设施，改进沿海防洪设施等。

195亿 820万

芝加哥
《芝加哥气候

行动计划》
2008.9

酷热夏天、

浓雾、洪水

和暴雨

目标：人居环境和谐的大城市典范。

特色：用以滞纳雨水的绿色建筑、

洪水管理、植树和绿色屋顶项目。
-- 270万

伦敦
《管理风险和

增强韧性》
2011.10

持续洪水、

干旱和极端

高温

管理洪水风险、增加公园和绿化，

到 2015年 100万户居民家庭的水和

能源设施更新改造。

23亿 810万

鹿特丹
《鹿特丹气候

防护计划》
2008.12

洪水、海平

面上升

目标：到 2025年对气候变化影响具

有充分的恢复力，建成世界最安全

的港口城市。

重点领域：洪水管理，船舶和乘客

的可达性，适应性建筑，城市水系

统，城市生活质量。特色：应对海

平面上升的浮动式防洪闸、浮动房

屋等。

4000万 130万

基多 《基多气候变 2009.10 泥石流、洪 重点领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3.5亿 2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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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战略》 水、干旱 饮用水供给、公共健康、基础设施

和电力生产、气候风险管理。

德班

《适应气候变

化规划：面向韧

性城市》

2010.11
洪水、海平

面上升、海

岸带侵蚀等

目标：到 2020年建成为非洲最富关

怀、最宜居城市。

重点领域：水资源、健康和灾害管

理。

3000万 370万

研究各国城市适应气候战略可以发现，与城市适应气候相关

的重点领域涵盖生态系统、交通系统、能源系统、公共卫生、排

水系统、水资源等多个方面，针对不同的气候风险，需要各部门

协同推进综合施策，才能取得预期的适应成效。表 2 是城市地区

面临高温热浪、强降水和干旱三种最常见极端天气时应采取的措

施。主要经验包括加强适应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部门的协同治理、

将气候灾害风险纳入城市治理体系、建立气候风险分担机制等方

面。

表 2 城市气候变化影响及适应措施

气候风险 脆弱性 影响后果 影响领域 适应措施范例

高温热浪

城市热岛效应

空气污染加
剧，炎热导致
的疾病和死
亡

生 态 系
统、交通、
公共卫生

绿色基础设施，包括植被改善和绿色建筑等

改造现有公共交通工具，如改换白色车顶、改
善通风系统；鼓励乘客随身带水以避免中暑等

能源供应种类单
一，能源基础设施
不达标

发生能源冲
击和中断

能源 投资清洁能源和节能，能源储备多样化

强降水

公路或排水系统不
健全，或者排水系
统被杂物淤泥阻塞

洪水和泥石
流加剧

土 地 利
用、卫生
与健康、
应急管理

制定和执行基于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土地
利用规划，在城市范围以外采取生态规划方法

水污染和死
水中疾病的
传播

改进固体废弃物处理方法

定期清理排水管道中固体废物

宣传洪水相关疾病的风险预防

缺失或不达标的交
通基础设施

阻滞紧急疏
散

交通、应
急管理

进行公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建设

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将公共汽车和货车停车场迁出易受水淹的地
区

雨水基础设施不达 洪水加剧 卫生与健 清除排水管道中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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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植被退化 康、自然
资源管理

进行“绿色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规划

干旱

缺水和竞争性用
水，粮食短缺或粮
食价格上涨

水和粮食短
缺

供水

公用事业管网供水

污水回用

长期需求管理和用水效率计划

农业

提高公众认知度并建立粮食供应方面的市政
能力

发展城市农业

建设城市层面的粮食储存基础设施

 国内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国家高度重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

提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力

布局等经济社会活动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适时制定和调整

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加强气候变化

系统观测和科学研究，健全预测预警体系，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

气候事件能力。同时，今年 2 月发布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方案》，从规划、基础设施设计和建设标准、建筑、生态系统功能、

水安全、灾害风险综合管理系统、科技支撑能力等方面对 2030 年

前我国城市区域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做出了总体安排。

目前，全国各地政府部门及行业领域都已逐渐认识到适应气

候变化工作的重要性，福建、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纷纷出台

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方案，针对基础设施、农业、水资源、林业

及其他生态系统、旅游业、人体健康等重点领域采取行动，从规

划设计、设施建设、能力提升、灾害防范、应急管理、试点示范、

宣传推广等多个层面，积极推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北京市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适应气候变化是本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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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推进国际一流和

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构建韧性城市，提高

城市规划、建设及安全运行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提高农业与林

业适应能力，提升公共卫生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服务水平”。在即

将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节能降耗及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中，将未来五年城市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大幅提高作为规划的主要

目标，提出了提高适应气候变化韧性、建设低碳智慧城市基础设

施和提高极端气候事件应急能力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从能源安全、

水资源保障、雨洪防范利用、农业林业、山区和人体健康等方面

采取具体措施，降低脆弱性，防范潜在风险。

为提升适应能力，本市近年来系统研究了重点行业领域、城

市综合区域和示范区的适应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开展了能源、水

资源、公共健康、园林绿化、农业等适应气候变化关键领域适应

能力提升对策和行动方案研究，探索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相关信息

模型和适应极端气候风险预测预警平台。同时，2015 年 11 月，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举行涵盖市区发改、能源、交通、建筑、市政、

水务、农业、园林绿化、卫生等众多领域 200 余人参加的“城市

适应气候变化专题培训”，从多个领域全方位介绍了适应气候变化

的基础知识、重点领域、面临主要气候风险和政策行动等。

下一步本市将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城市适应行动的实践经

验，加快评估气候变化对城市运行和经济活动以及生态领域的主

要影响，完善城市气候防护基础设施，关注城市脆弱群体，强化

公众风险意识培育，综合提升城市整体的适应能力。同时，更加

注重常态与应急结合、城区与郊区并重、地上与地下统筹，进一

http://www.baidu.com/link?url=HRRpqSbPbaSrmV8NVlQd7QwqGNdbEkRhG0znE3PAIO98r2z6BrSt7lUoM9W_offhuUVlG02NAHE8jXNdv8yCf6egOUArsBsAmZvOuKWsYAK7csILfSEgfv5TsFHxdYztTGSQlqOFv1TwIec-DnWg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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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应对干旱、洪涝、高温、低温冰雪等极端气候灾害的能力，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延伸阅读

 适应能力评估。

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评估不仅是开展气候政策研究、制定适应

规划的主要步骤和内容，也是科学制定适应决策与行动的参考基

础。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成熟和一致认可的适应能力评估方

法，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发布的《适应政策框架》中提出从不同的

切入点和分析路径的评估方法，如基于气候危害的评估、基于脆

弱性的评估、基于适应能力的评估、基于政策效果的评估等。国

内外开展的城市适应能力评估往往涉及多个维度的定性或定量指

标，多为根据具体评估环境和目的而采用的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

相结合的指标体系，由社会、经济及生态系统等多方因素构成。

 构建韧性城市。

韧性城市也称适应型城市，是指城市系统通过政策机制设计

和人财物等资源配置，更加灵活地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气候风险。

该灵活应对的能力不仅包括气候风险防护能力，也包括快速恢复、

可持续发展以及挖掘新发展机遇的能力，是一个比风险管理、防

灾减灾更加综合，更具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概念，这一理念应体现

在城市规划和发展决策过程中。目前，建设韧性城市已成为国际

社会推进适应政策和行动的主流目标。其构建途径有：实现经济

发展的多元化，鼓励城市功能化设计，培育社会资本和风险意识，

鼓励创新建立多目标协同的城市管理、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智

能化管理生态系统，采用不同的政策情景进行城市规划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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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政策研究部 何桂梅 审核:贾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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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