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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俄罗斯推出并决定实施自己的低碳发展战

略——— «２０５０ 年前俄联邦温室气体低排放社会经济发展战略»ꎬ 规定了俄罗斯低

碳发展的目标、 路径和监管方式ꎮ 俄罗斯是在欧洲加速实施碳边界调节税、 气候

议程上升为全球主要大国的普遍议题之后ꎬ 才在气候问题和低碳发展领域由被动

转向主动ꎬ 制订和推出自己的低碳发展战略的ꎮ 一方面ꎬ 选择以碳信用模式起

步ꎬ 逐渐引入具有强制性的 “排放配额” 交易系统ꎬ 并把俄罗斯国内绿色脱碳

农场模式和森林项目碳吸收抵消模式纳入 “全球碳价格形成体系” 的组成部分ꎬ
从而确保俄罗斯可以获得在跨境 “碳税” 方面的非歧视性条件 (如欧洲碳边界

调节税)ꎮ 另一方面ꎬ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之一ꎬ 全球低碳发展

长期给俄罗斯带来巨大挑战ꎬ 其制造业部门扩张与脱碳之间也存在内在矛盾ꎬ 因

此ꎬ 俄罗斯坚决反对能源转型领域的激进主义、 单边主义ꎬ 坚持能源转型的可持

续性ꎬ 以及所有国家依据国际法遵循共同又有差别的减排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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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候议程的作用以来ꎬ 俄罗斯一直扮演的是全球气候议程发展的观望者角

色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经济转型后经历了长期的去工业化进程ꎬ
使得近三十年时间里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没有大幅增加ꎬ 反而比 １９９０ 年

的基准排放量大幅度减少ꎮ 另一方面ꎬ 作为全球森林资源大国ꎬ 加上地广人稀的

国土特点ꎬ 俄罗斯在绿色资源方面的优势得天独厚ꎮ 另外ꎬ 由于俄罗斯处于高纬

度地区ꎬ 全球气候变暖对其综合影响是否一定是消极和负面的ꎬ 在俄罗斯国内也

存在争论ꎮ 因此ꎬ 作为 «巴黎协定» 的缔约方ꎬ 俄罗斯对于减排并没有很高的

积极性ꎬ 特别是其承诺的 ２０２０ 年前温室气体净排放水平不超过 １９９０ 年的 ７０％ ~
７５％ ꎬ 也是一个非常轻松就可以达成的目标ꎮ 这是因为ꎬ 即使不考虑能源效率提

高、 俄罗斯的森林碳吸收ꎬ 仅仅是转型前十年的 “去工业化” 结果和长期的

ＧＤＰ 低速增长ꎬ 都可以确保俄罗斯轻易而举地实现上述目标ꎮ 但欧盟从 ２０１９ 年

开始突然转为激进的绿色政策ꎬ 加速实施碳边界调节税ꎬ 改变了俄罗斯的地缘经

济和政治环境ꎬ 使俄罗斯意识到自身已经难以在全球气候议程中置身事外ꎬ 不得

不迅速调整自己的相关立场ꎬ 推出自己的低碳发展战略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绿色新政提出 “碳边界调节机制” (ＣＢＡＭ) 计划ꎬ 并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迅速提出评估报告ꎮ 之后ꎬ 经过 ２０２０ 年 ７ ~ １０ 月向成员国征求意见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欧洲议会即通过设立 ＣＢＡＭ 的提案ꎬ 并于当年 ７ 月公布实施细则ꎮ
由于俄罗斯是欧盟碳氢能源和水泥、 钢铁、 电力、 化肥等高能耗产品的主要供给

方ꎬ 欧盟激进的能源转型计划和碳边界调节税方案给俄罗斯带来巨大压力ꎮ 俄政

府意识到ꎬ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变化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俄副总理别洛乌索

夫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ꎬ 世界经济转向可再生能源是一场堪比 １８ ~ １９ 世纪工

业革命的巨大变革ꎬ 这一过程在 １０ ~ １５ 年后将推动世界形成一个全新的经济结

构ꎬ 并且指出ꎬ 脱碳已经成为决定欧盟、 美国、 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

议题ꎬ 俄罗斯的发展速度应该跟上世界的步伐①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 俄罗斯迅

速对全球气候议程变化作出评估ꎬ 并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推出自己的低碳发展战

略——— «２０５０ 年前俄联邦温室气体低排放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以下简称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ꎮ 在随后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第 ２６ 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２６) 上ꎬ 俄罗斯向世界公布了自己的温室气体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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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和低碳发展规划ꎮ 那么ꎬ 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即俄罗斯实

现减排和低碳发展的目标、 路径、 举措是什么? 按照俄罗斯设定的低碳发展战

略ꎬ 其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归纳和梳理ꎮ

一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的目标、 路径、 举措

作为俄罗斯联邦的战略性规划ꎬ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是确保俄罗斯国

家经济发展适应全球能源转型ꎬ 同时实现低碳减排目标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础

文本ꎮ 文本达 １６０ 页ꎬ 包括了目标与进程、 减排的途径与重点举措、 监管与评估

等内容ꎮ 这些内容的设定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ꎬ 即俄罗斯只有主动加入到全球气

候议程中ꎬ 适应全球能源转型进程ꎬ 才能确保俄罗斯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

胜出ꎮ

(一) 俄罗斯低碳发展及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与进程

根据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的规定ꎬ 俄罗斯将在 ２０５０ 年前大幅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ꎬ 使温室气体的净排放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５ ８４ 亿吨减少到 ６ ３ 亿吨ꎬ
２０５０ 年的排放水平比 ２０１９ 年降低 ６０％ ꎬ 比 １９９０ 年降低 ８０％ ①ꎮ 在 ２０５０ 年后ꎬ
俄罗斯将继续执行减排计划ꎬ 到 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和②ꎮ

该战略设定了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两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模式: 基准情景

模式和低碳情景模式ꎮ 两种情景模式均考虑以下条件和影响因素: 俄罗斯的经济

技术发展水平、 经济结构的变化、 森林自然环境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和积蓄能力ꎬ
以及其他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因素ꎮ 其中ꎬ 基准情景是在不采取额外举措ꎬ 延续

当前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维持既有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的情况下ꎬ 温室气

体排放的未来变化状况ꎮ 这可以被视为低碳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对照情形ꎬ 在这种

情景模式中ꎬ 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实现碳中和目标ꎮ 低碳情景是在设定减排目标ꎬ
并采取额外减排举措的情况下ꎬ 推动经济活动逐步实现脱碳ꎬ 同时提高经济生态

系统的碳吸收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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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判断ꎬ 俄罗斯只有在 ２０３０ 年后才能进入温室气体净排

放量稳定减少的轨道ꎮ 因此ꎬ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设定了三个时间节点:
２０１９ 年为基准点ꎬ ２０３０ 年为碳达峰时间节点ꎬ ２０５０ 年为目标实现节点ꎮ

表 １　 俄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规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单位: 百万吨)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５０ 年

基准 (惰性) 情景

温室气体排放量 ２ １１９ ２ ２５３ ２ ５２１

吸收量 － ５５３ － ５３５ － ５３５

净排放量 １ ５８４ １７１８ １ ９８６

低碳目标情景

温室气体排放量 ２ １１９ ２ ２１２ １ ８３０

吸收量 － ５５３ － ５３９ － １ ２００

净排放量 １ ５８４ １ ６７３ ６３０

　 　 资料来源: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до ２０５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ＡＤＫｋＣｚｐ３ｆＷＯ３２ｅ２ｙＡ０
ＢｈｔＩｐｙｚＷｆＨａｉＵａ ｐｄｆ

表 １ 显示了基准和低碳目标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的指标设定ꎮ 在不出

台新减排措施的基准 (惰性) 情景下ꎬ 温室气体排放量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１ １９ 亿吨ꎬ
增加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２２ ５３ 亿吨、 ２０５０ 年的 ２５ ２１ 亿吨ꎮ 在考虑自然吸收的情况下ꎬ
净排放量到 ２０５０ 年仍有所增加ꎮ 在低碳目标情景下ꎬ 政府出台有针对性的经济

脱碳和减排措施ꎬ 将确保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和净排放量在 ２０３０ 年达峰之后都开

始下降ꎬ 到 ２０５０ 年净排放量减少到 ６ ３ 亿吨ꎮ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ꎬ 在低碳目标情景下ꎬ 碳吸收和自然清除量将在 ２０３０ 年

后大幅增长ꎬ 到 ２０５０ 年温室气体的吸收量将达到 １２ 亿吨ꎬ 这是确保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１ １９ 亿吨减少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１８ ３ 亿吨ꎬ 净排放量比 ２０１９ 年

减少 ６０％的最主要保障ꎮ

(二) 俄罗斯脱碳和实现减排的途径和重点领域

俄罗斯经济结构的特点是ꎬ 能源领域贡献了最大份额的温室气体排放ꎬ 设备

老旧和固定资产更新缓慢使得能源利用效率不高ꎬ 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国土资源在

碳吸收和清除方面潜力丰富ꎮ 因此ꎬ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把减少能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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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排放、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加大低能耗现代经济部门投资和提高能源吸收作

为实现经济脱碳和实现净减排的重点领域ꎮ
第一ꎬ 采取措施降低能源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ꎬ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ꎮ 根据俄

罗斯国家统计局的环境统计资料ꎬ 俄温室气体排放过去主要来自能源领域ꎬ 在

２０１９ 年能源领域排放量占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７８ ７％ ꎬ 工业制造和产品

生产领域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１１ ２％ ꎬ 之后是农业 (占 ５ ４％ )、 垃圾废物处理

(占 ４ ７％ )ꎮ 能源领域高排放的主要原因是燃烧化石燃料ꎬ 其次是能源损耗及技

术原因导致的排放ꎮ ２０１９ 年能源领域总排放量中ꎬ 因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排放

占 ８７％ ①ꎮ 统计资料还显示ꎬ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９ 年间ꎬ 俄罗斯土地利用、 土地用途变化及

林业部门的温室气体吸收量增加了 ４ 倍ꎬ 抑制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②ꎮ
因此ꎬ 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ꎬ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首先把能

源领域减排作为重点ꎮ 其中的主要举措包括: (１) 推动技术创新并逐步完善相

应的立法框架ꎮ 为化石能源的开采、 加工和运输引入创新资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的

技术ꎬ 着重提高燃煤发电的效率和环境友好性ꎬ 推动以 “清洁煤” 或 “高效低

排放” 为整体概念的技术创新ꎮ 一是通过提高燃煤质量来抑制污染物排放ꎬ 并且

谋求烟气净化的技术解决方案ꎬ 使用氮和硫净化装置和灰过滤器ꎮ 二是实施捕获

二氧化碳并与生物质联合燃烧的一系列措施ꎬ 通过提高煤炭发电效率来应对气候

变化ꎮ (２) 逐步实现以无碳和低碳发电替代部分燃煤发电ꎬ 提供满足经济需求

的发电量ꎮ 重点是开发联合循环发电、 核电、 水力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ꎬ 在满

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的同时ꎬ 最大限度地减少燃煤能源的利用ꎮ 同时ꎬ 通过支

持创新和高效的燃煤技术ꎬ 广泛替换低效锅炉设施热电联产ꎬ 广泛促进温室气体

捕集、 利用和处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ꎮ (３) 减少电力和热力网络的损失ꎬ 通过

减少能源传输和分配的损失来确保电力和热力网络的效率ꎮ (４) 考虑到维护统

一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需要ꎬ 发展分布式发电 (包括隔离电力系统)ꎮ (５) 向消费

者披露有关电力来源及其 “碳足迹” 的信息ꎮ (６) 使用某些类型的废物作为能

源资源ꎮ (７) 推广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及新型节能汽车ꎬ 包括公共交通大规模

８８

①
②

Выбросы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ꎬ связанных с энергетикой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ｓ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ｕ / ｆｏｌｄｅｒ / １１１９４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клад о кадастре антропогенных выбросов из источник ов иабсорбции поглотителями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ꎬ нерегулируемых Монреальским протоколомꎬ за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７ годыꎬ стр ２４ꎻ расчеты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и Росстат О 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охран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бюллетен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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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ꎬ 道路交通向混合动力过渡ꎬ 进而向零排放车型过渡ꎮ (８) 为各类交通

工具建造燃气发动机和充电基础设施ꎬ 为车辆提供更简单的使用碳足迹的燃料ꎮ
(９) 引入新的运输和信息技术用于监测和定位ꎬ 开发和实施用于监测和管理运

输的智能信息系统ꎮ (１０) 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ꎬ 优化交通流量管理ꎬ 提高

交通基础设施的容量和平均移动速度ꎬ 提高交通运输系统的能源效率ꎮ
第二ꎬ 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更新投资ꎬ 尽快淘汰陈旧的高能耗设备ꎬ 提

高制造加工、 建筑住宅、 供热等领域的能源使用效率ꎮ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

略” 强调ꎬ 俄罗斯开采业和加工制造业设备陈旧ꎬ 技术水平低下ꎬ 住宅和供热供

电等公共服务系统能源效率低下ꎬ 是造成经济活动能源效率不高、 影响温室气体

减排的重要原因ꎮ 俄罗斯超过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设备ꎬ 在联邦一级达到 ４８％ ꎬ
其中ꎬ 采矿业 ５３％的设备、 加工制造业 ４７％ 的设备、 交通和通讯业 ５７％ 的设备

超过折旧和淘汰年限ꎮ 发电厂超过 ９０％ 的设备以及 ７０％ 的供热锅炉、 ７０％ 的电

网、 ６６％的供热网络设备使用年限已超过 ２５ 年ꎮ
按照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设定的低碳目标规划ꎬ 在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６ 年基础设

施更新的国家项目中ꎬ 以下领域为实施重点: (１) 在住房和公共服务以及住房建设方

面ꎬ 提高供热和制冷系统的效率ꎬ 并为新建建筑 (Ａ 级、 Ａ ＋级) 引入高能效标准ꎮ
实施该措施的途径是在施工阶段分配能效等级ꎬ 包括考虑使用节能玻璃ꎮ (２) 淘汰破

旧的非节能资产ꎬ 对破旧的非节能住宅进行淘汰和更新ꎮ (３) 对现有集中供暖和独立

供暖建筑、 热水和供暖系统进行节能改造ꎬ 将家用电器和照明系统替换为节能设备ꎬ
并在商业项目中引入智能能源管理工具ꎮ (４) 鼓励为建筑物配备使用和生产可再生能

源的装置 (用于热水供应的太阳能集热器、 用于发电的光伏板、 热泵、 公寓和公共废

水热回收装置、 食物垃圾研磨机ꎬ 等等)ꎮ (５) 减少热损失和使用低品位地热ꎮ
第三ꎬ 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ꎬ 提高低能耗行业在经济结构中的份

额ꎬ 降低传统行业的份额ꎮ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提出ꎬ ２０５０ 年低能耗行业

的比重将比 ２０２０ 年提升 １１ ８ 个百分点ꎬ 相应地传统行业的比重将比 ２０２０ 年降

低 ９ ４ 个百分点ꎮ 其中ꎬ 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转型是重点ꎮ 随着全球经济脱碳和能

源转型ꎬ 俄罗斯必须逐渐摆脱对能源出口的高度依赖ꎬ 走上清洁低碳产业发展的

道路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煤炭、 原油和天然气出口占开采量的比重分别高达 ４８ １％ 、
４５ ３％和 ２９ ２％ ①ꎮ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提出ꎬ 在低碳目标情景下ꎬ 从

９８

① 俄联邦统计局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ｆｒｅｅ＿ ｄｏｃ / ｎｅｗ＿ ｓｉｔ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ｐｒｏｍ / ｅｎ＿ ｂａｌａｎ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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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１ 年到 ２０５０ 年ꎬ 按实际价值核算ꎬ 每年能源出口要减少 ２ １％ ꎬ 非能源出口

年均增长要达到 ４ ４％ 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要通过能源转型ꎬ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ꎬ 实现经济的低碳

发展ꎮ 除水能、 风能、 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外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５０ 年

前低碳发展战略” 中把氢能作为经济低碳发展最重要的终极清洁能源ꎮ 俄罗斯实

现 ２０６０ 年碳中和的计划设置了宏伟的氢燃料生产和应用规划ꎬ 计划 ２０２４ 年出口

液态氢约 ２０ 万吨ꎬ ２０３５ 年出口液态氢约 ２００ 万吨ꎮ 同时提出ꎬ 建立以碳氢化合

物原料为基础的氢生产出口部门ꎬ 并通过生产低碳氢进入国际氢贸易市场ꎬ 建立

由商业氢企业、 氢生产综合体组成的氢技术产业ꎬ 组织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氢供应

链ꎬ 增加氢在出口产品中的份额ꎮ
俄罗斯对氢能的具体规划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Газпром) 和俄

罗斯原子能公司 (Росатом) 作为第一批氢气生产商ꎮ ２０２１ 年由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完成由甲烷 －氢燃料驱动的燃气轮机开发和测试 (已完成)ꎻ ２０２４ 年

两家公司在核电站、 天然气生产设施和原材料加工企业启动氢气工厂试点ꎬ 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始研究在气体装置 (燃气涡轮发动机、 燃气锅炉等)
中使用氢气和甲烷氢燃料ꎬ 并在各种运输方式中用作汽车燃料ꎬ 而俄罗斯原子能

公司将建设氢动力铁路运输试点试验场ꎮ 为了完成氢能发展规划ꎬ 政府将确定制

氢试点支持措施ꎬ 为氢出口商和买家提供财政金融激励ꎮ
从总体看ꎬ 俄罗斯通过转向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ꎬ 提高资源密集度较低和能

源效率较高的行业产出占比ꎬ 实现经济碳强度的下降ꎮ 除了新能源行业外ꎬ 这些

行业还包括高科技产业、 金融和保险服务业、 房地产交易和其他服务业ꎮ
第四ꎬ 对低碳投资和低碳项目实施金融、 财政、 税收等国家政策支持ꎮ 在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中ꎬ 这方面的政策措施包括: (１) 发展全球绿色金融

体系ꎬ 促进绿色项目的实施和温室气体减排ꎬ 加大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ꎮ 开

展国际合作ꎬ 确保绿色投资免受制裁的威胁ꎮ (２) 引入财政和税收政策措施ꎬ
鼓励减少经济活动中碳密集型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ꎮ (３) 税收、 海关和预算政

策向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绿色项目提供支持ꎮ 实施建立碳监管的区域性试验项

目ꎬ 在低碳目标情景下设立气候项目检验系统以及碳报告验证系统的考核标准ꎮ
(４) 在 «巴黎协定» 第 ６ 条规定的机制框架内ꎬ 建立一个促进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体系ꎮ (５) 支持开发研制具有温室气体低排放和零

环境影响的最佳可用技术ꎮ (６) 为无碳技术和低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的引进、 复

０９



全球气候议程中的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 路径、 特征及内在逻辑　

制和推广提供国家支持措施ꎮ 此外ꎬ 为企业建立公开的非财务报告制度ꎬ 保证公

司信息透明度ꎬ 提高公司的公信力ꎬ 吸引投资者ꎬ 为绿色项目企业在全球证券交

易所上市提供政策支持ꎮ

(三) 俄罗斯脱碳及减排监管与评估

为确保该战略的实施ꎬ 俄罗斯联邦政府制订了一个配套计划ꎬ 其中包括实现

该战略既定指标所需的宏观经济、 行业部门措施和其他措施ꎮ 其中ꎬ 行业部门措

施包括能源行业、 建筑业、 住房和公共服务业、 运输业、 工业、 农业、 林业、 垃

圾处理等行业经济活动的优先措施ꎮ 所采取的措施将有助于消除现有的行政障

碍ꎬ 创建新的法律框架ꎬ 鼓励市场主体优先对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的经济活动进行

投资ꎬ 并将能源、 粮食、 经济和整体国家安全风险降至最低ꎮ
除此之外ꎬ 通过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与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最高执行

机构签订协议ꎬ 在地区层面为实施该战略制定区域计划ꎮ 对战略实施的控制是通

过测算战略指标的实际值和监测战略计划及其措施的落实来进行的ꎮ 监测结果包

括战略指标的实际值和预测值的信息ꎬ 由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以报告的形式提

交给俄罗斯联邦政府ꎬ 并发布在该部的官方网站上ꎮ
俄罗斯对经济脱碳和温室气体排放监管主要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 日通过、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的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 (第 ２９６ － фз 号联邦法)ꎮ 根

据该项立法ꎬ 法人实体和个体企业家有义务于每年 ７ 月 １ 日前向授权的执行机构

提交温室气体报告ꎬ 报告的范围和事项主要涉及那些形成大量温室气体的经济活

动: 通过燃烧化石燃料生产热能和电能的活动ꎻ 空运和铁路运输ꎻ 砖、 陶瓷、 水

泥、 石棉、 玻璃生产ꎻ 石油冶炼ꎻ 其他产生温室气体的工业活动ꎮ 提交报告的标

准为: 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ꎬ 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１５ 万吨 /年ꎬ 报告上年的

排放量ꎻ 从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温室气体排放达到每年 ５ 万吨 /年ꎬ 报告上年的

排放量ꎮ 其他法人实体和个体企业家在自愿的基础上编写和报送温室气体报告

(根据第 ２９６ － фз 号法律第 ７ 条的规定)ꎮ 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授权机构 (２０２１ 年

是俄罗斯自然资源部) 根据法人实体和个体企业家的数据ꎬ 形成温室气体排放登

记册①ꎮ

１９

① Закон от ２ июля ２０２１ г № ２９６ － ФЗ обязывает юрлиц и ИП сдавать отчеты о выбросах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ｈｔｔｐｓ: / /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 ｏｒｇ / ｌｉｂ / ｅｋｏｌｏｇｉｙａ / ｚａｋｏｎ － ｏｔ － ２ － ｉｙｕｌｙａ － ２０２１ － ｇ － ２９６ － ｆｚ － ｏｂｙａｚｙｖａｅｔ －
ｙｕｒｌｉｔｓ － ｉ － ｉｐ － ｓｄａｖａｔ － ｏｔｃｈｅｔｙ － ｏ － ｖｙｂｒｏｓａｋｈ － ｐａｒｎｉｋｏｖｙｋｈ － ｇａｚｏ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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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达成既定目标ꎬ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还规定了脱碳和减排过程监管

的评估办法和相应指标ꎬ 并强调这些指标将在战略实施过程中进行细化和调整 (见表

２)ꎮ 但就目前而言ꎬ 俄联邦国家统计局已公布的指标体系中已经包含有相关大气环境

的绝对指标ꎬ 以及部分体现经济效率的相对指标ꎬ 例如单位 ＧＤＰ 的环境成本等ꎮ

表 ２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中温室气体减排实施情况评估指标

序号 指标

１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及部门排放量

２ 能源生产的数量及效率

３ 经济部门的能效指标

４ 经济活动碳强度指标

５ 行业和政府机构参与战略实施的效率指标

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吸收能力的投资数量及边际效率

　 　 资料来源: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до ２０５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ＡＤＫｋＣｚｐ３ｆＷＯ３２ｅ２ｙＡ０
ＢｈｔＩｐｙｚＷｆＨａｉＵａ ｐｄｆ

二　 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及其根源

作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缔约方ꎬ 俄罗斯是全球气候议程的重

要参与者ꎬ 也认同低碳发展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ꎮ 但至少在 ２０１９ 年

之前ꎬ 俄罗斯并不认为低碳发展是人类未来的唯一方向ꎬ 俄罗斯气候政策监管法

律框架的演化过程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ꎮ 特别是俄罗斯自认为是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领先者ꎬ 因此ꎬ 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需要转向过于严格

的气候承诺ꎮ 也就是说ꎬ 对俄罗斯而言ꎬ 气候议程的紧迫性并不像欧盟强调的那

样是必须尽快推进和实施的ꎮ 但 ２０１９ 年欧盟气候议程的加速和跨境监管框架

ＣＢＡＭ 的推出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立场ꎮ 此后ꎬ 俄罗斯很快为适应全球气候议程

变化ꎬ 推出了一系列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措施和法律框架ꎬ 这逐渐演化为俄罗斯的

国家气候政策载体①ꎮ 因此ꎬ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是俄罗斯气候政策重大

２９

① Яковлев И А ꎬ Кабир Л С ꎬ Никулина С 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 / Финансовый журналꎬ ２０２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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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结果ꎬ 是对之前国家气候政策的重大修订ꎮ 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确立的减

排路线ꎬ 其首要原则是不能和俄罗斯当前的优先事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率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矛盾ꎮ 所以ꎬ 作为 «巴黎协定» 的缔约方ꎬ
俄罗斯一方面要履行关于 «巴黎协定» 的国家承诺ꎬ 同时还要确实现保经济增

长目标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就有了自身的特征: 合理性与可持

续性相结合、 减排与吸收相结合ꎬ 发挥温室气体自然吸收和氢能源优势ꎻ 坚持气

候议程国际监管的参与权与规则制订权ꎮ 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的上述特征ꎬ 其根

源是俄罗斯在全球气候议程下自身的国情、 国家发展战略和碳排放地缘政治经济

环境ꎮ

(一) 强调减排方案的合理性ꎬ 旨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是俄罗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低碳条件下的社会

经济发展战略ꎮ 作为一项长期发展战略ꎬ 其宗旨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ꎬ
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并提高其竞争力ꎬ 减少环境和气候风险ꎮ 基于这样的前

提ꎬ 俄罗斯认为ꎬ 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签署以来ꎬ 俄罗斯一方面是

温室气体减排的领先者ꎬ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候和环境保护贡献者之一ꎬ 其

通过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提供了超过 １０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吸收ꎮ 因

此ꎬ 如果作出过于严格的气候承诺ꎬ 进而对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过度限

制ꎬ 是不合理的ꎮ
那么ꎬ 合理的且可以确保俄罗斯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减排和低碳发展

方案是什么? 俄罗斯学者认为ꎬ 关键是在确保更快经济增速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

构和经济技术水平的现代化ꎬ 进而以此为条件提高能源效率ꎮ 因为ꎬ 在经济停滞

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实施专门的能源效率项目充其量只能产生局部的点效应ꎮ 也就

是说ꎬ 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温室气体排放量问题ꎬ 而是经济结

构和技术现代化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速度①ꎮ
３０ 年来俄罗斯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强度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间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最高ꎬ 同时也是能源效率提高速度最快的时期ꎮ
更高的经济增速有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ꎬ 淘汰高耗能产能ꎬ 也有助于投资

流向技术现代化领域ꎮ 因此ꎬ 能源效率提高和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是 ２０００ ~

３９

① Порфирьев Б ꎬ Широв А ꎬ Колпаков А Стратегия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л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ꎬ ２０２０ Т ６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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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期间高速增长背景下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ꎮ
图 １ 中ꎬ 俄罗斯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９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走势表明ꎬ 俄罗斯经济停滞

或衰退时期ꎬ 温室气体排放相应减少ꎮ 经济高速增长的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ꎬ 温室气

体排放有所增加ꎬ 但高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优化和能源效率提高从另一个方向

降低了单位 ＧＤＰ 的能源密度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①ꎮ 过去 ２５ 年来ꎬ 能源效率的

提高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重要因素ꎮ 它们抵消了近

９０％与产量增加相关的排放增量ꎮ 同时ꎬ 那些直接指向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措

施ꎬ 其作用反而是次要的ꎮ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ꎬ 可持续经济增长是提高能源效率

(并因此减少温室气体净排放) 的必要条件ꎬ 因为它与生产设施的现代化以及现

有竞争能力的能源成本承载力有关ꎮ 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ꎬ 直接和专门针对节能

的措施很可能是无效的ꎮ

图 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 １０ 亿吨 ＣＯ２当量)

资料来源: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０ꎬ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клад о кадастре
антропогенных выбросов из источников и абсорбции поглотителями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ꎬ не
регулируемых Монреальским протоколомꎬ за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８ годыꎬ С 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ｇｃｅ ｒｕ /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所把 ２０５０ 年减排目标作为标准ꎬ 模拟了基准、
合理和激进三种减排方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 (见表 ３)ꎮ

４９

① Башмаков И А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переходить на траекторию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ｅｆ ｒｕ / ｆｉｌｅ / Ｂａｓｈｍａｋｏｖ＿１７ ｐｐｔ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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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模拟

内容 基准方案 合理方案 激进方案

一般原则
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
时实现经济增长

确保资源效率和经济多
样化的经济增长

碳氢化合物出口减少 ９０％ ꎻ 实
行碳税 (２０３０ 年ꎬ １０ 美元 / 吨
ＣＯ２当量ꎬ 到 ２０５０ 年逐步提高
到 ５０ 美元)

电力和供热

碳氢化合物燃料从目前的
７２％ 减 少 到 ５５％ ꎻ 核 电
厂ꎬ 水电站和可再生能源
的比重均匀提升

将燃料结构中的碳氢化
合物减少到 ４０％ ꎻ 核电
厂的比重加速提升 (含
储能介质)

将燃料结构中的碳氢化合物减
少到 １５％ꎬ 并改用可再生能源
＋ 储能装置 (比例为 ５０％ )ꎻ
捕获 ２５％的 ＣＯ２排放量

公路运输 ＋
炼油

电动汽车在家用汽车中所
占比例上升到 １０％ ꎻ 燃料
消 耗 减 少 到 ６ ５ 升 / １００
公里

电动汽车在家用汽车中
所占比例上升到 ２５％ ꎻ
燃料消耗减少到 ６ 升 /
１００ 公里

电动汽车在家用汽车中所占个
人车队中的比例上升到 ６５％ ꎬ
在商用卡车中的比例上升到
５０％ ꎻ 燃料消耗减少到 ５ ５ 升 /
１００ 公里ꎻ 捕获炼油厂 ２５％ 的
ＣＯ２排放量

管道运输 没有特别措施 甲烷泄漏减少 ３０％
出口减少的间接影响ꎻ 甲烷渗
漏减少 ３０％ ꎻ 捕获运输中 ２５％
的 ＣＯ２排放量

碳氢化
合物开采

将伴生油气的有效利用率
保持在 ８５％

使伴生油气的有效利用
率达到 ９９％ ꎻ 甲烷泄漏
减少 ５０％

出口减少的间接影响ꎻ 甲烷泄
漏减少 ５０％ ꎻ 伴生油气利用率
为 ９９％ ꎻ 捕获 ２５％ 的 ＣＯ２ 排
放量

居民家庭领域 建筑物能效提高 ２５％ 将 ５０％的燃气灶改用电
力ꎻ 建筑节能增长 ４０％

将 ９０％ 的燃气灶改用电力ꎻ
５０％ 电 采 暖ꎻ 建 筑 节 能 增
长 ５０％

农村经济
每头奶牛平均产量提高到
５ ５００ 公斤

奶牛平均年产 ７ ０００ 公
斤ꎬ 奶牛数减少 １５％

奶牛数量减少 ５０％ ꎬ 人口饮食
改变ꎻ ５０％ 的农业转向有机
耕作

冶金领域 焦炭利用效率提高 ３０％
３０％的氢化炉改用电熔
炼ꎻ 焦 炭 利 用 效 率 提
高 ３５％

７５％ 的氢化炉改用电熔炼ꎻ 焦
炭利用效率提高 ３５％ ꎻ 捕获
２５％的 ＣＯ２排放量

土地利用及其
变化、 林业

土地利用及其变化、 林业
的采伐量减少 ８５％

森林采伐无增长ꎻ １％
的林业利润用于新森林
自愿项目种植

森林采伐无增长ꎻ １％ 的林业
利润用于新森林自愿项目种植

垃圾废弃物
人均 ＧＤＰ 增长背景下的废
物惯性增长

回收 ５０％与温室气体排
放有关的废物

回收 ９０％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关
的废物

航空运输 燃料效率提高 ２５％ 燃料效率提高 ２５％ 将 ３０％的航空货运转移到高速
铁路ꎻ 燃料效率提高 ２５％

　 　 资料来源: Порфирьев Б ꎬ Широв А ꎬ Колпаков А Стратегия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дл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ꎬ ２０２０ꎬ Т ６４ № ９

经济预测所的这项研究显示ꎬ 按照基准方案ꎬ 从 ２０３０ ~ ２０３５ 年开始ꎬ 俄罗

斯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超过 «巴黎协定» 所作出的减排承诺ꎮ 而如果按照激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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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方案ꎬ 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ꎬ 实现全球气温上升幅度在本世纪末不超过 １ ５
度ꎬ 将导致前所未有的成本和更高的能源价格ꎬ 这将阻碍经济增长ꎬ 与可持续发

展背道而驰ꎮ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预测所的计算ꎬ 激进方案将可能使俄罗斯经

济在未来的 ２５ 年里每年损失高达 １ ８ 个百分点的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①ꎮ
因此ꎬ 在俄罗斯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下ꎬ 合理的减排和低碳发展方案是ꎬ 一方

面履行对 «巴黎协定» 的承诺 (２０３０ 年后温室气体排放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６０ ~
６５％ )ꎬ 同时在俄罗斯经济结构和技术现代化的驱动下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

平ꎬ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ꎮ

(二) 强调减排路径的适应性、 渐进性ꎬ 构建碳信用交易体系

俄罗斯强调经济脱碳和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的合理性ꎬ 旨在确保经济增长和发

展的优先地位ꎮ 这种减排战略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不能因为减排阻碍经济增长ꎮ 因

此ꎬ 经济增长和经济主体对减排进程的适应性ꎬ 减排过程的渐进性和平稳可持续

性就变得十分重要ꎮ
由于减排是对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限制 (即经济活

动社会成本内部化)ꎬ 因此ꎬ 碳排放权的分配方式及其减排效应就成了碳减排激

励与监管的核心ꎮ 目前ꎬ 全球碳减排激励与监管主要是以国际温室气体排放和吸

收核算体系为基础ꎬ 由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 欧盟) 组织实施的ꎮ
国际碳减排激励与监管的基础是碳排放权 (配额) 交易体系和碳信用交易体系ꎮ
其中ꎬ 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是市场碳权供给的直接来源ꎬ 政府签发的 “碳信用”
则是碳排放权市场供给的间接来源ꎮ 碳信用的功能等价于碳排放权ꎬ 甚至与碳排

放权形成替代关系②ꎮ
碳排放权是由政治机制产生的ꎬ 因此ꎬ 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具有强制性ꎬ 这是

欧盟当前采用的模式ꎮ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的所有企业都必须购买排放配额ꎮ 在

这方面ꎬ 世界上所有的配额交易机制都类似于对每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碳税ꎮ
为了减轻强制征收碳税对经济的影响ꎬ 并使该交易系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ꎬ 该系

统中的很大一部分配额是免费分配的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年欧洲碳贸易体系运作初期ꎬ
免费配额约占欧盟交易系统配额的 ９０％ ꎬ 随着体系日渐成熟ꎬ 免费配额的比重

６９

①

②

Порфирьев Б ꎬ Широв А ꎬ Колпаков А Стратегия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л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ꎬ ２０２０ꎬ Т ６４ № ９

华志芹: «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经济学分析»ꎬ 南京林业大学 ２０１０ 年硕士学位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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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降趋势ꎬ ２０２１ 年底免费份额比重为 ４３％ ①ꎮ
俄罗斯当前没有选择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ꎬ 而是选择构建自己的碳信用

交易系统ꎮ 碳信用由市场投资机制产生ꎬ 因而其 “质量” 与碳权相比有一定差

异ꎬ 如碳信用风险系数较高ꎬ 市场流通性可能受别国政府阻止等ꎮ
俄罗斯认为ꎬ 强制性排放交易体系比自愿排放交易体系更为严格ꎬ 效果更

好ꎮ 一方面ꎬ 它们自动为气候项目的实施创造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ꎬ 并阻止了碳

密集型技术的使用ꎮ 另一方面ꎬ 它们能够为该系统所涵盖的经济部门设定排放总

量ꎮ 但因为消费者最终将承担脱碳成本ꎬ 它们也会给经济带来巨大压力ꎬ 后发国

家面临的压力更大ꎬ 所以世界上还很少有国家使用这种工具ꎮ 即使作为温室气体

第二大排放国的美国ꎬ 目前还没有在联邦层面引入强制性排放交易体系的计划ꎮ
一些已经建立了强制性交易制度的国家ꎬ 由于确定的排放上限高、 价格低ꎬ 因此

对经济减排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ꎮ 例如ꎬ 在哈萨克斯坦ꎬ ２０２０ 年碳排放交易价

格低于每吨二氧化碳 １ 欧元ꎬ 而欧盟则高达 ２５ 欧元ꎬ 而且还在不断上涨②ꎮ 因

此ꎬ 俄罗斯基于合理性、 适应性和渐进性的考虑ꎬ 认为基于自愿和市场投资的碳

信用交易系统更适合俄罗斯ꎮ
俄罗斯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 规定了碳信用交易体系的基本框架ꎮ 其中ꎬ

交易对象被定义为 “经过验证的气候项目成功实施ꎬ 以一吨二氧化碳当量表

示”ꎮ 在这样的体系下ꎬ 碳信用销售商是实施气候项目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组

织ꎮ 买家是对减少碳足迹感兴趣的公司ꎬ 作为环境、 社会与公司 (ＥＳＧ) 政策的

一部分ꎬ 买家购买单位碳信用比自己直接减少排放更划算ꎮ
这意味着ꎬ 俄罗斯建立的碳信用交易体系在第一阶段将是自愿的ꎬ 国家不会

强制任何人购买碳排放权ꎮ 碳交易体系启动后ꎬ 将形成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项目

融资的市场机制: 一些市场参与者有机会将脱碳投资货币化ꎬ 而另一些市场参与

者将资金用于国内气候项目来减少碳足迹ꎮ
俄罗斯构建碳信用交易系统的出发点是ꎬ 发挥俄罗斯森林资源和沼泽湿地资

源丰富、 碳吸收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ꎬ 努力提高俄罗斯森林碳吸收的质量ꎬ 实施

碳填埋场和农场项目ꎬ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吸收能力核算体系和方

法ꎬ 以及按产品范围分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体系和方法ꎮ 森林碳吸收气候项

７９

①
②

Добровольность ей к лиц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 / ５１３０２４３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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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具体实践是建设碳填埋场和碳农场项目ꎮ 这些项目通过开发森林和农业碳吸

收技术来实现碳封存的目标ꎬ 第一期碳农场和碳填埋场将在车臣共和国、 克拉斯

诺达尔边疆区、 加里宁格勒、 新西伯利亚、 库页岛、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秋明州

建立①ꎮ
俄罗斯把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 作为自身碳监管框架的基石ꎮ 它引入了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强制性报告体系、 “气候项目” 和 “碳单位” 的概念ꎮ 根据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 和 ２０２２ 年俄经济发展部为落实战略规划制订的实施

方案ꎬ 俄罗斯将很快定期发布相关减排报告ꎬ 关于报告模板及要求、 报告程序和

标准的文件将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ꎮ 俄罗斯希望把自己的碳信用交易体系和评价

系统 “纳入到全球碳价格形成体系中”②ꎮ

(三) 努力改善碳国际监管环境ꎬ 维护国际气候治理公平

尽管俄罗斯出于不增加国内市场的财务负担以及增加热电成本风险的考虑ꎬ
而不愿在一开始引入强制性付费排放配额交易系统ꎬ 但俄罗斯现阶段面临的最主

要挑战仍然是与俄产品进口国协调和相互承认碳监管体系的问题ꎮ 俄罗斯 ２０２０
年后大幅调整自己的气候政策ꎬ 其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欧美碳边界调节税政策加

速之后所处碳排放国际环境的恶化ꎮ
俄罗斯认为ꎬ 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下ꎬ 全球气候议程正

在成为某些国家实施贸易限制和不公平竞争措施的工具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ꎬ 俄罗

斯一方面赞同当前的全球气候议程ꎬ 出台低碳发展战略并以联邦法律文件的形式确

定下来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认为ꎬ 目前气候议程中的优先事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

别国家和组织的经济利益驱动的ꎮ 某些国家实施气候议程的方式正在制造新的贸易

壁垒ꎬ 并在全球市场上创造不平等的竞争环境ꎮ 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在 «关
于气候政策发展与碳监管的立场» 中强调: 在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议程上的主要目

标是维护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利益ꎬ 实现普京总统确定的国家发展目标③ꎮ
俄罗斯在格拉斯哥气候框架协议缔约方会议上重申ꎬ «巴黎协议» 中规定的

共同但有差别的减排原则应得到遵守和执行ꎮ 俄罗斯的基本立场是确保国际气候

８９

①
②

③

О проекте карбоновых полигоны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ｂｏｎ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ｒｕ / ａｂｏｕｔ /
Власти составили план перехода к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１１ / ０２ / ２０２２ / ６２０５５ｆ６５９ａ７９４７１０６５４８３２９０
Позиция РСПП о развити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углерод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ｒｓｐｐ ｒｕ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ｐｏｚｉｔｓｉｙａ － ｒｓｐｐ － ｏ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ｉ － ｋｌｉｍａｔｉｃｈｅｓｋｏｙ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ｉ － ｉ － ｕｇｌｅｒｏｄｎｏｇｏ － ｒｅｇｕｌｉｒｏｖａｎｉｙ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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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公平规则ꎬ 确保国际机制遵循普遍、 共同和有差别的责任原则ꎮ 该协定确

立的 “各国可以根据各自的国情和能力ꎬ 选择实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共同目

标的方式” 应该继续维护ꎬ 任何强加或限制的做法都不符合已达成的国际协议ꎮ
俄罗斯希望在多边框架内达成一个欧盟碳边界调节税的替代方案ꎮ 俄罗斯坚

持认为ꎬ 欧盟通过单方面实施跨界碳管制对外国施加限制是不可接受的ꎮ 欧盟碳

边界调节税开创了一个糟糕的先例ꎬ 其对所有其他国家实行统一的监管做法 (温
室气体排放税或排放配额)ꎬ 是对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破坏和对世界贸易组织整

体利益的侵蚀ꎮ
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强调ꎬ 按照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第 １１ 条第 １

款 “禁止征收保护主义关税、 进口货物与国内生产货物之间的歧视以及对国际贸

易的其他变相限制” 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３ 条第 ５ 款 “不允许利

用气候变化措施限制国际贸易” 的规定ꎬ 欧盟实施的碳边界调节税机制违背了

«巴黎协定» 的基本原则ꎮ
俄罗斯希望国际社会在未来达成一个多边气候框架协议ꎬ 来替代欧盟的单边

碳边界调节税方案ꎮ 俄罗斯认为ꎬ 新冠疫情背景下供应链中断、 市场失衡和新一

轮保护主义的风险正在因气候议程上升ꎮ
俄罗斯对国际碳减排监管合作提出了自己的方案ꎮ 该方案的要点是: 在现有

世贸组织规则及国际法的基础上ꎬ 遵循普遍又有差别的责任原则ꎬ 循序渐进推进

相关议程ꎮ 具体包括: (１) 碳管制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及现行国际法ꎬ 并应避

免任何基于国家或产品的歧视ꎻ (２) 碳监管应考虑到企业已经实现的减排水平ꎬ
并以产品的实际碳密度为基础ꎬ 在 “污染者付费” 原则的基础上考虑 “差别责

任” 来实施监管ꎻ (３) 在进口商品的碳密集度低于欧盟碳密集度标准时ꎬ 碳管

制应提供折扣或完全豁免来鼓励最有效率的生产商ꎻ (４) 欧盟碳边界调节税涉

及的免费配额向其他国家的生产者同等提供ꎻ (５) 碳密度单位费率和碳强度标

准制订应考虑公平原则和国际标准ꎻ (６) 应鼓励碳捕捉和碳吸收的自然 (森林)
解决办法ꎬ 鼓励各国自愿的气候项目ꎬ 降低碳强度评估的门槛ꎻ (７) 为了避免

意外的负面影响和降低适用风险ꎬ 应分阶段实施碳边界调节税的应对措施ꎬ 从结

构和进口量最简单的部门开始ꎬ 逐渐转向更复杂和更大规模的部门ꎻ (８) 碳管

制不仅针对最终产品ꎬ 还应当扩大到中间产品ꎬ 涵盖整个生产链 (从初级商品到

成品)ꎻ (９) 碳监管和管制的国际合作机制必须是可靠和透明的ꎬ 并在 «巴黎协

定» 第 ６ 条规定的在国家和国际交易的有效监测和监督框架内实行问责制ꎻ

９９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１０) 应鼓励技术转让和资助符合 «巴黎协定» 目标的气候项目ꎬ 包括脱碳、 减

少碳密集度、 能源密集度方面的气候项目及其他气候项目ꎬ 并取消制裁ꎻ
(１１) 碳减排承诺一次有效ꎬ 避免对已有承诺重新谈判和强调更多的气候责任①ꎮ

结　 论

前面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简要结论:
第一ꎬ 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是对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所带来挑战的适应性反

应ꎮ 俄罗斯的低碳发展战略既是全球气候议程的一部分ꎬ 同时也是全球气候议程

的强制性突然提升的产物ꎮ 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带来的挑战以及国际社会对此作出

的反应ꎬ 使俄罗斯认识到全球能源转型对俄经济发展构成了长期战略挑战ꎮ 同

时ꎬ 气候议程引发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则是俄罗斯面临的紧迫挑

战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 俄罗斯自 ２０２０ 年开始大幅调整了自己在全球气候议程

方面的政策主张ꎬ 并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和 １０ 月连续出台了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
和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ꎮ 之后ꎬ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财政部、 中央银行为

落实上述战略部署制订了一系列政策规划ꎮ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原材料出口国ꎬ 燃料和能源综合体的产出约占 ＧＤＰ

的 ２５％以上ꎬ 对出口的贡献也超过了 ５０％ ②ꎮ 随着全球气候议程加速ꎬ 全球能源

转型给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带来巨大挑战ꎮ 根据国际能源署 ２０２０ 年的估计ꎬ 假设

所有国家充分落实本国对 «巴黎协定» 的承诺 (见表 ４)ꎬ 将导致石油、 煤炭和

天然气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 ２０１８ 的 ８１％下降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７５％ 、
２０５０ 年的 ６２％ ꎮ 到 ２０４０ 年ꎬ 如果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碳排放控制和气候目标得到

落实ꎬ 俄罗斯的煤炭实际出口将比不实施减排战略时减少 ７０％ ꎬ 石油出口则减

少 ４８％ ꎮ 具体而言ꎬ 从 ２０１８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全球对煤炭的需求将减少 ５６％ ꎬ 石油

将减少 ３３％ ꎮ 在碳氢燃料中ꎬ 只有天然气的世界消费量是增长的 (４２％ )③ꎮ

００１

①

②

③

Руслан Эдельгериевꎬ Россия против смешивания понятий климат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１１２２８ / ｅｄｅｌｇｅｒｉｅｖ － １７６５３５３７５８ ｈｔｍｌꎻ Три вопроса о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Глазго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９ / ６１７７ｅ５６ｂ９ａ７９４７１ｅｄｆ７ｆ２６ｄｄꎻ Метанꎬ уголь и полтора градуса: чем
закончился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й саммит в Глазго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ｓｅ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 ５３３５９００９８ ｈｔｍｌ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что ждет Россию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６ / ｎｉｚｋｏｕｇｌｅｒｏｄｎａｉａ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ｋａ － ｃｈｔｏ － ｚｈｄｅｔ － ｒｏｓｓｉｉｕ － ｖ － ｂｌｉｚｈａｊｓｈｉｅ － ｇｏｄｙ ｈｔｍｌ? ｙｓｃｌｉｄ ＝ ｌ１ｓｋｐｎｄｇ１ｔ

Порфирьев Б Н ꎬ Широв А А ꎬ Колпаков А Ю ꎬ Единак Е 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риски политик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ꎬ ２０２２ꎬ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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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所有国家充分落实 «巴黎协定» 承诺情况下全球能源消费与俄能源出口变化

指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３０Ｐ ２０４０Ｐ ２０５０Ｐ

世界 ＣＯ２ 排放量相关的能源消耗 (１０ 亿吨) ３０ ６ ３３ ５ ３１ ４ ２８ ２ ２３ ５

世界能源消耗量 (百万吨石油当量) １２ ８４５ １４ ２８２ １５ ２０５ １５ ４３７ １５ ０６９

　 煤 ３ ６５０ ３ ８３８ ３ １１１ ２ ４４７ １ ６７３

　 天然气 ２ ７３６ ３ ２６１ ３ ８７７ ４ ３３２ ４ ６２６

　 石油和石油产品 ４ １２７ ４ ４９７ ４ ３５２ ３ ８３７ ２ ９８４

　 无碳清洁能源 ２ ３３２ ２ ６８６ ３ ８６６ ４ ８２１ ５ ７８６

俄罗斯碳氢化合物出口 (百万吨石油当量) ５８４ ６８９ ７８６ ７８６ ７０９

　 煤 ６０ １１２ １３７ １１７ ７９

　 天然气 １４１ ２０３ ２６１ ３０１ ３３３

　 石油和石油产品 ３８３ ３７４ ３８８ ３６９ ２９７

俄能源出口占全球需求的份额 (％ ) ５ ６ ５ ９ ６ ９ ７ ４ ７ ６

　 煤 １ ７ ２ ９ ４ ４ ４ ８ ４ ７

　 天然气 ６ ２ ６ ７ ６ ９ ７ ２

　 石油和石油产品 ９ ３ ８ ３ ９ ０ ９ ６ １０ ０

　 　 资料来源ꎻ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数据来自 ＩＥＡꎻ Ｐ 为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所估计值ꎮ 转引自 Порфирьев
Б Н ꎬ Широв А А ꎬ Колпаков А Ю ꎬ Единак Е 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риски политик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ꎬ ２０２２ꎬ № １

在全球碳氢能源需求可能因为气候议程加速下降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需要为此

未雨绸缪ꎬ 推动本国经济的多元化ꎬ 为未来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出口的依赖做好

准备ꎮ
第二ꎬ 俄罗斯主张以经济可持续性为前提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发展ꎬ 反

对激进能源转型ꎮ 在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的部署中ꎬ 贯穿始终的原则是经济增长

优先ꎮ 在 ２０２０ 年以来俄罗斯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报告和政策性文件中ꎬ 始终

强调低碳发展的前提是确保普京总统在 ２０１８ 年 “五月总统令” 和 ２０２０ 年 “七月

法令” 中提出的经济增长不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ꎮ 因此ꎬ 激进的、 代价

高昂的能源转型是不可接受的ꎮ 特别是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欧洲爆发的能源危机ꎬ 使得

俄罗斯从学界到智库一致批评欧盟激进的、 精英主义的和不人道的能源转型给世

界经济、 中低收入者带来的伤害ꎮ 欧洲的能源危机更加坚定了俄罗斯在温室气体

减排和低碳发展战略上的合理性原则ꎮ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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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俄罗斯决心走一条碳吸收与减排相结合的低碳发展路径ꎬ 以充分发挥

其自然生态优势ꎮ 俄罗斯认为ꎬ 只有充分发挥俄罗斯生态系统———森林、 土壤和

湿地的潜力ꎬ 提高其吸收能力ꎬ 才能制定有效的低碳发展战略ꎬ 实现经济脱碳ꎮ
首先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ꎬ 其次实施一项长期

和紧急的多学科国家科学项目ꎬ 构建自己的碳吸收、 碳蓄积验证和评价体系ꎮ 在

此基础上ꎬ 构建起自己的以碳信用交易系统为框架、 温室气体吸收与减排相结合

的经济脱碳制度体系ꎮ
最后ꎬ 俄罗斯的低碳发展战略强调对国际碳减排监管的参与ꎬ 反对气候议程

政治化ꎬ 反对国际碳排放监管成为新的贸易壁垒的工具和借口ꎮ 俄罗斯期望通过

自然 (森林) 补偿和氢能、 核能发展的途径ꎬ 走出一条符合俄罗斯经济发展特

点和自然资源优势特征的绿色发展道路ꎬ 在暂时不降低排放总量的前提下ꎬ 通过

提高碳吸收能力和氢能、 核能等绿色能源占比ꎬ 来履行气候责任ꎮ 中国同样需要

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和环境可持续要求ꎬ 走出自己的绿色发展之路ꎮ 我国的

“碳达峰、 碳中和” “３０６０” 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发展战略部署ꎬ 其重点和基础

是在减排、 新能源和碳捕捉等领域开发和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技术和循环

经济发展路径ꎮ 由于能源资源禀赋、 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原因ꎬ 在燃煤火

力发电的碳捕捉和废物循环利用方面面临着和俄罗斯相同的问题ꎮ 另外ꎬ 由于经

济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原因ꎬ 我国在参与国际碳减排管理方面也面临着俄罗斯同

样的歧视和公平问题ꎮ 在这方面ꎬ 中俄可以开展合作ꎬ 共同研究和制订符合两国

利益的绿色发展和绿色能源标准ꎬ 参与国际碳减排管理ꎬ 争取更多关于绿色发展

的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ꎮ
(责任编辑　 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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