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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ꎬ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显著ꎮ 全球气温

升高主要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增加造成ꎮ 气候变化引发的物理风险和转型

风险会经实体经济传递至金融系统ꎮ 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其风险ꎬ 全球共同努力持

续地进行气候治理ꎮ 中俄美作为全球碳排放大国ꎬ 应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 “共

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ꎬ 三个国家已各自推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ꎮ 应对气

候变化不仅是简单的气候环境问题ꎬ 更是关系国际经济、 政治格局深刻转变的长

期性全局性竞争ꎮ 未来ꎬ 三个大国可以在全球气候治理、 能源低碳转型以及绿色

金融的投融资支持方面求同存异ꎬ 挖掘共赢点ꎬ 发挥大国的引领作用和责任

担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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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ꎬ 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显著ꎬ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 １０ 年是一

百七十多年以来全球气温最高的 １０ 年ꎮ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ＩＰＣＣ) 评估ꎬ １７５０ 年以来ꎬ 人类活

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增加ꎬ 已经成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ꎬ 而温室气体排

放主要源自人类能源、 交通、 建筑以及制造业活动ꎮ 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物理风

险和转型风险ꎬ 并由实体经济传递至金融系统ꎮ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影响ꎬ 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和行动不断演进ꎬ 世界主要国家均提出了本国的 “碳
达峰” “碳中和” 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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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气候治理的全球努力

据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 (Ｈａｄ)、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 等

测算ꎬ 全球气温的变化趋势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００ 年之前ꎬ 全球气温

的距平变化总体在 ０℃上下范围内波动ꎮ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００ ~ １９７５ 年ꎬ 气温开始缓

慢上升ꎬ 其中 １９００ ~ １９５０ 年的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期 (１８５０ ~ １９００ 年) 最高上

升 ０ ５℃左右ꎬ 此后二十多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维持在高于基准线 ０ ２℃左右

的水平ꎮ 第三阶段为 １９７５ 年之后ꎬ 随着全球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速ꎬ 全球升

温愈加显著ꎬ 距平变化的范围达到 ０ ５ ~ １ ２℃之间ꎬ 而进入 ２０ 世纪后ꎬ 全球气

温开始呈现出 “热—冷—热” 的波动上升态势ꎬ 尤其是近年来ꎬ 年均升温速率

较之前明显增加ꎮ
２０２０ 年全球年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期上升 １ ２℃ꎬ 虽然下半年拉尼娜现象使

得冬季气温有所降低ꎬ 但 ２０２０ 年依然是有完整气候观测记录以来仅次于 ２０１６ 年

的第二个最热年份ꎬ 其次是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①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南极北

部测得 ２０ ７５℃的高温ꎬ 创下南极有史以来首次超过 ２０℃的记录ꎮ 同年 ６ 月ꎬ 北

极出现 ３８℃的高温ꎬ 是北极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ꎮ 因此ꎬ 气候变暖是当今国

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ꎬ 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ꎮ

(一) 全球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增加造成

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多样ꎬ 有太阳活动、 火山喷发等自然原因ꎬ 也有城

市化和工业化、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土壤植被破坏等人为原因ꎮ 而大部分已观测

到的全球升温主要由温室气体浓度增加造成ꎬ 其中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

体ꎬ 主要由人类活动排放ꎮ 据 ＩＰＣＣ 第四次气候评估报告ꎬ １７５０ 年以来ꎬ 人类活

动的净影响已经成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ꎬ 对气候的辐射强迫高达 ＋ １ ６Ｗ / ｍ２ꎬ
而太阳辐照的变化仅造成了 ＋ ０ １２Ｗ / ｍ２微小的辐射强迫②ꎮ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ꎬ 在过去 ８０ 万年间ꎬ 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浓度在冰期和间冰期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ꎬ 历史最高曾达 ３００ｐｐｍ (见图 １)ꎮ 按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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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排放水平ꎬ 地球最早可能在 ２０３０ 年达到温升 １ ５°Ｃꎬ 为将温升控制在 ２°Ｃ 以下ꎬ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应低于 ３５０ｐｐｍꎬ 而 ２０１８ 年这一数值已达 ４０７ ４ｐｐｍ (见图 １)ꎮ 同

样ꎬ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ＩＰＣＣ 第六次气候评估报告认为ꎬ 自 １８５０ 年以来ꎬ 全球地表平均温度

已上升 １℃左右ꎬ 按照目前的升温速度ꎬ 全球气温将在 ２０ 年内达到甚至超过 １ ５℃①ꎮ

图 １　 过去 ８０ 万年以来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 (单位: 二氧化碳浓度ꎬ ｐｐｍ)
资料来源: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ｏａａ ｇｏｖ /

自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ꎬ 随着西方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ꎬ 发达国家经济出

现较快增长ꎬ 而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中国、 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也走上

经济发展 “快车道”ꎮ 因此ꎬ 从历史累计来看ꎬ 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历史

累计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力ꎬ 而在各国签署 «京都议定书» 以后ꎬ 中国、 俄罗斯、
印度等国则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ꎮ

(二) 全球升温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根据 Ｇ２０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ＴＣＦＤ)ꎬ 以及

中国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合作网络 (ＮＧＦＳ) 的相关研究ꎬ 气候变化对经济

主体带来的财务风险包括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两类 (见表 １)ꎮ
其中ꎬ 物理风险源于极端或异常天气事件、 生态环境恶化给微观主体和宏观经

济带来的直接损失ꎬ 包括暴雨、 飓风、 干旱、 冰雹等极端天气事件等急性风险ꎬ 以

及海水酸化、 粮食安全、 海平面上升、 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慢性风险ꎮ 研究证明ꎬ 全

球气温每上升 １℃将会使海平面升高超过 ２ 米②ꎬ 巴厘岛、 马尔代夫等低海拔沿海

地区面积会逐渐缩小ꎻ 全球气温每上升 ２℃将使全球 ９９％的珊瑚礁消失ꎬ 大量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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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会永久解冻①ꎻ 而升温 ５℃时地球环境将被完全破坏甚至引发生物灭绝ꎮ

表 １　 气候风险分类及潜在财务影响

类型 气候相关风险 潜在财务影响

物理
风险

急性极端天气事件 (如飓风和洪
水) 的严重性增加

慢性

降水模式和天气模式的极端变化
平均气温上升
海平面上升

生产能力下降或中断 (例如: 倒闭、 运输困难、 供应链中断)
劳动力管理和规划的影响 (例如: 健康、 安全、 缺勤)
注销和提前淘汰现有资产 (例如: 高风险地区的财产和资
产损坏)
增加运营成本 (例如: 水力发电厂供水不足或冷却核能和
化石燃料厂)
增加资本成本 (例如: 损坏设施)
降低销售收入
增加保险费和降低高风险地区财险的可能性

转型
风险

政策和法律

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价格
强化排放报告义务
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授权和监管
接触风险

增加的运营成本 (例如: 合规成本)
由于政策变化ꎬ 现有资产的核销和提前淘汰
损害资产
增加保险费
罚款和判决

技术

用较低排放的产品和服务替代现
有产品和服务
对新技术的失败投资
向低排放技术过渡的前期成本

现有资产的核销和提前淘汰
减少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新技术和替代技术的前期研究与开发 (Ｒ＆Ｄ) 支出
技术开发前期资本投资
采用 / 部署新实践和流程的前期成本

市场

改变客户行为
市场信号的不确定性
增加原材料成本

由于消费者偏好的转变ꎬ 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由于输入价格 (例如: 能源、 水) 和产出要求 (例如: 废
物处理) 的变化而增加生产成本
能源成本突然和非预期的变化
改变收入组合和来源
资产重新定价和重新定价速度 (例如: 化石燃料储量、 土
地估值、 证券估值)

声誉

消费者偏好的转变
行业歧视
增加利益相关者关注或
负面利益相关者反馈

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生产能力减少或中断 (例如: 倒闭、 规划审批延迟、 供应
链中断)
影响员工的管理和规则 (例如: 对员工的吸引力和员工留存)
资本可用性减少

　 　 资料来源: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ｂｂｈｕｂ ｉｏ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ｓｉｔｅｓ / ６０ /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１６＿１２２１＿ ＴＣＦＤ＿Ｒｅｐｏｒｔ＿ Ｌｅｔｔｅ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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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例ꎬ ２０２０ 年全国日平均最高气温超过 ３５℃的天数为 ９ ４ 天ꎬ 比过

去 ３０ 年的平均值多出 １ ７ 天ꎬ 而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９ 年高温天气均持续在 １０ 天以上

(见图 ２)ꎮ ２０２０ 年全国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 ０ ２２ꎬ 比平均水平高出 ０ １ꎬ ２０１９
年这一数值甚至达到 ０ ３８ꎮ

图 ２　 中国平均高温日数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 «２０２０ 年中国气候公报»ꎬ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ｃｍ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ｘｘｇｋ / ｇｋｎｒ / ｑｘｂｇ / ２０２１０
４ / Ｐ０２０２１０４０６３２９８０３２７３６８４ ｐｄｆ

而在国际上ꎬ 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影响范围也在持续加剧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非洲多国出现蝗灾ꎬ 威胁数以万计居民的粮食安全ꎬ 而蝗灾出现的根本原因

是全球变暖令索马利亚外海出现强大气旋ꎬ 致使蝗虫大量繁殖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０ 年

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还出现在日本、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日本遭受 “暴力梅雨” 引发泥石流ꎬ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ꎻ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美国遭遇极端高温和大风天气ꎬ 引起严重山火ꎻ 澳洲森林大火也造成极

大的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ꎮ
转型风险则是为应对气候变化、 经济低碳转型过程中ꎬ 政策法律转型、 技术

替代、 市场的消费者偏好ꎬ 以及企业声誉等发生变化带来的风险ꎮ
全球气候变暖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均会通过影响企业、 家庭和政府的收入

及资产价值ꎬ 从抵押品渠道、 产出渠道、 流动性等宏观微观渠道ꎬ 影响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资产价值ꎬ 造成不良贷款或投资损失ꎮ 当实体经济受物理风险的影响出

现业务中断、 资本报废、 厂房建筑重建、 商品价格上涨等现象后ꎬ 会通过一系列

传导机制传递至金融系统 (见图 ３)ꎮ 与物理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相比ꎬ 转型

风险的影响存在更多不确定性ꎮ 在全球低碳转型背景下ꎬ 碳密集行业将面临更大

的转型风险ꎬ 会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给金融系统带来转型风险 (见图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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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气候变化的物理风险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机理

资料来源: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ｑｕｅ －
ｆｒａｎｃｅ ｆｒ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９/ ０４/ １７/ ｎｇｆｓ＿ ｆｉｒｓ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ｐｏｒｔ＿ －＿１７０４２０１９＿０ ｐｄｆ

图 ４　 气候变化的转型风险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机理

资料来源: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ｑｕｅ －
ｆｒａｎｃｅ ｆｒ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９/ ０４/ １７/ ｎｇｆｓ＿ ｆｉｒｓ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７０４２０１９＿０ ｐｄｆ

(三)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与各国努力

首先ꎬ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不断演进ꎮ
全球层面气候治理最早源于 １９９２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ꎬ 该公约提

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统筹兼顾” “效率” “适应性” “合作” 五项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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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ꎮ 此后ꎬ １９９７ 年推出的 «京都议定

书» 是人类第一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案ꎬ 要求到 ２０１０ 年发达国家温室

气体排放要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５ ２％ ꎬ 并提出通过联合履行机制 (ＪＩ)、 清洁发展机

制 (ＣＤＭ)、 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ＥＴ) 三种灵活履约合作机制帮助各国实现碳减

排ꎮ “巴厘路线图” “哥本哈根协议” “坎昆协议” 在此基础上采取进一步措施推

动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实施 (见表 ２)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巴黎协定» 以及 ２０１８ 年 «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的推出ꎬ 标

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ꎮ «巴黎协定» 将 “２℃温控目标” 升级为 “１ ５℃
温控目标”ꎻ 确立以 “国家自主贡献” 为主体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ꎬ “自下

而上” 设定行动目标与 “自上而下” 的核算、 透明度、 遵约规则相结合ꎻ 引入

“以全球盘点为核心ꎬ 以 ５ 年为周期” (２０２３ 年开始) 的新机制ꎻ 资金目标———
“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 成为与减缓和适应目

标并列的应对气候变化三大目标之一ꎮ

表 ２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公约

时间 国际公约 关键内容

１９９２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份国际协议ꎬ 提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 等五项原则ꎮ

１９９７ 年 京都议定书

作为第一部限制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案ꎬ 首次提出对二

氧化碳等 ６ 种温室气体排放限制ꎬ 并提出 ＪＩ、 ＣＤＭ、 ＥＴ 三种

灵活履约合作机制ꎮ

２００７ 年 巴厘路线图
除减缓气候变化之外ꎬ 强调此前受到忽视的适应气候变化、 技

术开发和转让ꎬ 以及气候资金三个问题ꎮ

２００９ 年 哥本哈根协议 明确全球 ２℃的升温上限ꎻ 明确量化的和可预期的资金机制ꎮ

２０１０ 年 坎昆协议 提出建立 “绿色气候基金”ꎮ

２０１５ 年 巴黎协定
确立以 “国家自主贡献” 为主体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ꎻ
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ꎮ

２０１８ 年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 除了碳市场部分外ꎬ 通过比较全面的规则手册ꎮ

　 　 资料来源: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ꎮ

其次ꎬ 全球主要国家提出 “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ꎮ
目前ꎬ 中俄美三国中ꎬ 美国已实现碳达峰ꎬ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出台 «迈向

２０５０ 年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ꎬ 提出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的终极目标ꎮ 中国和俄

罗斯均已提出于 ２０３０ 年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 中国国家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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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中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俄罗斯出台 «２０５０ 年前俄联邦温室气体低排放社会经济发展战略»ꎬ
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碳达峰ꎬ 到 ２０５０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 ２０１９ 年降低 ６０％
的目标ꎬ 以期到 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ꎮ

从全球来看ꎬ 目前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有 １２６ 个ꎬ 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５１％左右ꎬ 其中不丹和尼泊尔两个国家已经实现碳中和ꎮ 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推进

碳中和进程上更为领先且积极ꎬ 如冰岛已实现无碳电力和供暖ꎬ 奥地利将在 ２０３０
年实现 １００％清洁电力ꎮ 欧洲多国的碳中和目标受到硬性的法律保障ꎬ 如法国、
德国、 英国、 丹麦、 西班牙等国家均以法律规定在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ꎮ 同时

«欧洲气候法» 规定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ꎮ 与欧洲国家相比ꎬ 亚洲国

家多以半强制性的政策宣言为主ꎬ 如韩国、 日本通过政策宣言力争在 ２０５０ 年实

现碳中和ꎮ 而美洲则对碳中和目标响应有限ꎬ 且多以半强制与自愿执行为主ꎮ

图 ５　 全球主要国家的碳中和目标

二　 中俄美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体现大国责任担当

中国、 美国、 俄罗斯分别作为目前全球第一、 第二、 第四大碳排放国ꎬ 以及

联合国框架下国际气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ꎬ 均提出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ꎬ 并

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ꎮ

(一) 中俄美 “共同但有区别” 的大国责任

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ꎬ 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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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累计碳排放的大部分ꎬ 鉴于此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对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提出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ꎬ 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ꎮ 此后ꎬ «京都

议定书» 遵循该原则ꎬ 规定发达国家要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ꎬ 而发展中

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义务ꎬ 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

温室气体限控义务ꎮ 同时要求发达国家缔约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援助ꎬ 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①ꎮ 此后ꎬ «巴黎协定» 进一步将气候资

金目标列入三大目标之一ꎬ 并提出 ２０２０ 年以后发达国家每年至少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ꎬ ２０２５ 年前将确定新的数额且数额还将持续增加ꎮ
１９９７ 年 «京都议定书» 生效后ꎬ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放缓以及碳减排行动

推进ꎬ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成效明显ꎬ 陆续实现碳达峰ꎮ 而中国作为后起的新

兴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国家ꎬ ２００５ 年开始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

国ꎮ 俄罗斯 ２００９ 年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０ ６ 亿吨ꎬ 虽然增长不快ꎬ 但从规模看ꎬ
其碳排放占全球的 ４ ７１％ꎬ 列第四位 (见表 ３)ꎮ 因此ꎬ 中俄美三国均须在全球气候

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ꎬ 发挥重要影响ꎬ 体现 “共同但有区别” 的大国责任担当ꎮ

表 ３　 全球主要碳排放大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占比

国家
２０１９ 年碳排放

(亿吨)
２００５ 年碳排放

(亿吨)
２０１９ 年占全球碳
排放占比 (％ )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９ 年碳
排放变化 (％ )

中国 １１６ ６３ ２ ３０ ５２ ８３ ５

美国 ５１ １ ５９ ５ １３ ４５ － １４ １

印度 ２６ ０ １２ ２ ６ ８４ １１３ １

俄罗斯 １７ ９ １７ ３ ４ ７１ ３ ５

日本 １１ ５ １２ ８ ３ ０３ － １０ ２

伊朗 ７ ０ ４ ７ １ ８４ ４８ ９

德国 ７ ０ ８ ４ １ ８４ － １６ ７

韩国 ６ ５ ５ ２ １ ７１ ２５ ０

印度尼西亚 ６ ３ ３ ６ １ ６６ ７５ ０

沙特阿拉伯 ６ １ ３ ４ １ ６１ ７９ ４

加拿大 ５ ８ ５ ８ １ ５３ ０ ０

　 　 数据来源: “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２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Ｂ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ꎻ Ｉｓｐｒａ: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ｂｌ ｎ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ｂｌ －２０２０ －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２ －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 ｇａｓ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 ｒｅｐｏｒｔ＿４３３１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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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京都议定书»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ｄｏｃｓ / ｃｏｎｖｋｐ / ｋ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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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美国碳排放情况

虽然美国近些年碳排放逐年减少ꎬ 碳排放占全球的比重自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３％ 下

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３ ４５％ ꎬ 但从历史累计来看ꎬ 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家ꎬ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应承担主要责任①ꎮ 据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ａｔａ 数据ꎬ
１９ 世纪之前ꎬ 全球碳排放几乎全部来自工业发达的欧洲国家ꎬ 而美国于 １７７６ 年

建国之后碳排放量后来居上ꎬ 在两百多年内长期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ꎬ 其

中ꎬ 在 １８００ ~ １９５０ 年前后的 １５０ 年期间ꎬ 美国在全球的碳排放占比一度从零增

加至将近 ４０％ ②ꎮ 此外ꎬ 美国也是全球主要国家中人均碳排放最高的国家ꎬ ２０１９
年美国以占全球约 ４ ５％的人口产生了 １３ ４５％ 的二氧化碳排放ꎬ 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达 １５ ５ 吨③ꎮ

图 ６　 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及趋势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
数据来源: “ 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２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Ｂ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ꎻ Ｉｓｐｒａ: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ｂｌ ｎ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ｂｌ － ２０２０ －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２ －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 ｇａｓ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 ｒｅｐｏｒｔ＿ ４３３１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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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２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Ｂ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ꎻ Ｉｓｐｒａ: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ｂｌ ｎ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ｂｌ － ２０２０ －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２ －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 ｇａｓ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 ｒｅｐｏｒｔ＿４３３１ ｐｄｆ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ｏｕｒｗｏｒｌｄｉｎｄａｔａ ｏｒｇ / ｃｏ２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ｄｇａｒ ｊｒｃ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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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和俄罗斯碳排放情况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伴随中国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ꎬ 在过去的 ２０ 年期

间ꎬ 中国碳排放量逐年增加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间ꎬ 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幅多

保持在 １０％左右ꎮ 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自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７ ２ 亿吨增加至 ２０１９ 年

的 １１６ 亿吨ꎬ 增加两倍之多ꎻ 碳排放占全球比重自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４ ４７％上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０ ５２％ ①ꎮ 虽然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ꎬ 但是近年来碳排放的

增长速度开始放缓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间ꎬ 中国碳排放的年增长基本在 ３％ 以下

(见图 ７)ꎮ

图 ７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及趋势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
数据来源: “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２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Ｂ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ꎻ Ｉｓｐｒａ: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ｂｌ ｎ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ｂｌ － ２０２０ －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２ －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 ｇａｓ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 ｒｅｐｏｒｔ＿ ４３３１ ｐｄｆ

俄罗斯作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和输出国之一ꎬ 能源是其二氧化碳排放的

主要来源ꎮ ２０００ 年俄罗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 １６ ８ 亿吨ꎬ 并于 ２０１１ 年达到最高

峰 １８ ２ 亿吨ꎬ 此后到 ２０１６ 年之间碳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ꎬ 但 ２０１７ 年开始又有

所增加ꎬ 并于 ２０１８ 年增加至 １８ １ 亿吨ꎬ 仅次于 ２０１１ 年的最高水平ꎮ ２０１９ 年俄

３１１

①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２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Ｂ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ꎻ Ｉｓｐｒａ: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ｂｌ ｎ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ｂｌ － ２０２０ －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２ －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 ｇａｓ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 ｒｅｐｏｒｔ ＿
４３３１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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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二氧化碳排放量 １７ ９ 亿吨ꎬ 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４ ７１％ ꎬ 仅位列中国、
美国、 印度之后 (见图 ８、 表 ３)ꎮ

图 ８　 俄罗斯二氧化碳排放量及趋势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
数据来源: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２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Ｂ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ꎻ Ｉｓｐｒａ: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ｂｌ ｎ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ｂｌ －２０２０ －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２ －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 ｇａｓ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 ｒｅｐｏｒｔ＿ ４３３１ ｐｄｆ

(二) 中俄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政策与行动

中国从 “十一五” 到 “十四五”ꎬ 俄罗斯从 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２８ 号总统令到 ２０２１
年的低碳发展战略ꎬ 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到拜登政府ꎬ 中俄美三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态度、 政策和行动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ꎮ

１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政策与行动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ꎬ 针对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应对

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担当ꎬ 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划ꎮ “十一五” 时期ꎬ 中国发

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２００７ 年)ꎬ 将 “２０１０ 年单位 ＧＤＰ 能源强度

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２０％ ” 作为政策目标①ꎮ “十二五” 时期又相继发布多项政策文

件ꎬ 其中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１１)» 白皮书ꎬ 规定 “到 ２０１５

４１１

①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０７ － ０６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３５５９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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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比 ２０１０ 年单位 ＧＤＰ 能源消耗降低 １６％ ꎬ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１７％ ”①ꎻ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明确提出我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到 ２０２０ 年使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 ~
４５％ ꎬ 同时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增加至 ４ ０００ 万公顷和 １３ 亿立方米②ꎮ “十三五”
时期ꎬ 政策力度进一步提升ꎬ 低碳目标进一步强化ꎬ 并明确了碳达峰、 碳中和目

标ꎮ 计划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１５ 年单位 ＧＤＰ 能耗降低 １５％ ꎬ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降

低 １８％ ꎬ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１５％ ③ꎻ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单位 ＧＤＰ 二氧

化碳排放将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５％ 以上ꎬ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２５％左右ꎬ 风电、 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２ 亿千瓦以上④ꎮ
“十四五” 时期ꎬ 我国单位 ＧＤＰ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将分别降低 １３ ５％ 和

１８％ ꎻ 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比重将超过 ５０％ ꎬ 可再生能源

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比重将达到 ２ / ３ 左右ꎬ 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

中的比重将超过 ５０％ ⑤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发布ꎬ 重申了 “十四五” 规

划纲要确立的目标ꎬ 并提出未来三个阶段的低碳目标: 首先ꎬ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初步

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ꎬ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２０％ 左右ꎬ 同时

森林覆盖率达到 ２４ １％ ꎬ 森林蓄积量达到 １８０ 亿立方米ꎬ 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奠定坚实基础ꎻ 其次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除了实现 “十三五” 时期确立的目标外ꎬ 还

要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 ２５％左右且蓄积量达到 １９０ 亿立方米的目标ꎬ 二氧化碳排

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ꎻ 最后ꎬ 到 ２０６０ 年ꎬ 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ꎬ 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ꎬ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８０％以上ꎬ 实现碳中和目标⑥ꎮ 此外ꎬ «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 (试行)» 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起开始实施ꎬ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５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ｔ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０５２０４７ / １０５２
０４７＿７ ｈｔｍ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ꎬ ｈｔｔｐｓ: / / ｚｆｘｘｇｋ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ｉｔｅｍｉｎｆｏ ｊｓｐ?ｉｄ ＝２９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５４９９２ ｈｔｍ
«继往开来ꎬ 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ｘｗ / ｚｙｘｗ / ２０２０１

２２２ / ３８９５５ 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２６８１ ｈｔ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４ / ｃ＿１１２７９９０７０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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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５» 也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审议通过ꎮ

２ 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政策与行动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的碳排放远低于独立初期的水平且增速较慢ꎬ 但作为油

气生产和输出大国ꎬ 在全球减排的背景下ꎬ 较长一段时期内俄罗斯都在权衡气候

变化对自身的影响ꎮ 首先ꎬ 应对气候变暖的能源低碳转型将严重影响俄罗斯的油气

生产和出口ꎻ 其次ꎬ 俄罗斯丰富的森林资源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ꎬ 产生可观的

碳减排ꎬ 林业碳汇存在较大潜力ꎻ 最后ꎬ 由于俄罗斯地处高纬度地区ꎬ 全球气候变

暖对其总体生态影响并不显著ꎬ 甚至随着气候变暖ꎬ 俄罗斯一些极寒冻土地区反而

变得适宜居住开发ꎬ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北极地区海道开拓和更多利用ꎮ 因

此ꎬ 俄罗斯政府总体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相对较少ꎬ 近些年鲜有实质行动ꎮ
但随着气候危机的不断严峻ꎬ 俄罗斯逐渐认识到气候变暖对本国经济社会和

政治外交的潜在影响ꎬ 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逐渐提升ꎬ 态度渐趋积极ꎮ
２００９ 年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和联邦政府制定 «俄罗斯联邦气候学说»ꎬ 该

学说表明了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ꎬ 并提出了治理目标与措施ꎮ 为执行 «俄
罗斯联邦气候学说» 的碳减排政策ꎬ ２０１３ 年普京签署总统令ꎬ 要求确保到 ２０２０
年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 １９９０ 年水平的 ７５％以下ꎮ ２０１５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ꎬ
俄罗斯进一步提高减排标准ꎬ 提出计划在 ２０３０ 年实现比 １９９０ 年二氧化碳减排 ３０％
的目标ꎬ 而此前俄罗斯国内各行业的减排目标多为 ２５％ꎮ 此外ꎬ 俄罗斯政府还承

诺ꎬ 到 ２０２５ 年 ＧＤＰ 单位能耗降低 ２５％ꎬ 电力消耗减少 １２％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在全

球气候治理中不断彰显大国地位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ꎬ 重

申了巴黎气候大会的目标ꎬ 同时出台了 «２０５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温室气体低排放社

会经济发展战略»ꎬ 作为俄罗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指导政策①ꎮ

３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政策与行动

美国政府较早即开始关注气候问题ꎬ 但多次出现政策倒退ꎮ 早在克林顿政府

时期ꎬ 美国即宣布国家减排目标ꎬ 要在 ２０００ 年将温室气体逐渐减排至 １９９０ 年的

水平②ꎮ 但小布什上任后ꎬ 开始对气候变化持消极态度ꎬ 并于 ２００１ 年退出 «京都议

６１１

①

②

«俄罗斯发布 “２０５０ 年前低碳发展战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２１１１０３ / ｆ６０７ｅ
３ｅ５ｄｅ ９７４ｅ９ｂｂｅ５ｆｄ６１２９ａ４ｂ７ａｂｄ / ｃ ｈｔｍｌ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Ｄａ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ｉｎｆｏ 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ｋｇ / ＷＣＰＤ － １９９３ － ０４ － ２６ / ｐｄｆ / ＷＣＰＤ －
１９９３ － ０４ － ２６ － Ｐｇ６３０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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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ꎮ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主张加强应对气候变化ꎬ ２０１３ 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

“总统气候行动计划” 是当时美国国内最为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ꎮ 在国际

上ꎬ 美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ꎬ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援助ꎬ 同时率先批准并

促进 «巴黎协定» 的达成ꎮ 而奥巴马卸任后ꎬ 特朗普上台又延续小布什政府的路线ꎬ
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科学性ꎬ 最终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退出 «巴黎协定»ꎮ

与特朗普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态度不同ꎬ 拜登执政以来ꎬ 以 “美国优先”
为根本目的ꎬ 重新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予以高度关注ꎬ 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

气候问题主导权的具体措施ꎮ
首先ꎬ 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施政优先政策ꎮ 拜登任副总统期间即是 «巴黎协定»

的主要倡导者ꎬ 一直对特朗普退出 «巴黎协定» 持批评态度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竞选期间ꎬ
拜登团队公布一项总额高达 ２ 万亿美元的气候计划ꎬ 用以加强美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ꎬ 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ꎬ 力争在 ２０３５ 年前实现无碳发电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就任总统

伊始ꎬ 拜登即签署行政命令ꎬ 宣布美国重返 «巴黎协定»ꎬ 并取消美国与加拿大合作

的 “拱心石 ＸＬ” 石油管道建设项目ꎮ 后续还签署一系列涉及气候变化问题的行政命

令ꎬ 包括加大对清洁能源投资ꎬ 推动联邦、 州各级政府车辆零排放ꎬ 计划暂停发放在

美国联邦土地和水域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ꎬ 逐步停止对化石能源的联邦补贴等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拜登政府发布美国经济复苏计划ꎬ 其中大量涉及气候变化的内容ꎮ 上述

举措表明ꎬ 拜登政府已将应对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中心位置ꎮ
其次ꎬ 组建专门工作机构与核心工作团队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 拜登签署一份关于

美国应对气候危机的总统行政指令ꎬ 明确联邦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放在优先位

置ꎬ 并设置了联邦行政部门之间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协调机制ꎮ 新成立美国气候

特别工作组ꎬ 由美国环保署前任署长吉娜麦卡锡担任主席ꎬ 协调各行政部门的

气候危机应对工作ꎮ 同时ꎬ 为推动其气候政策落实ꎬ 拜登任命约翰克里为气候

变化事务总统特使ꎬ 希望借助其丰富的外交谈判和斡旋的经验帮助美国重塑在气

候治理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者地位ꎻ 任命迈克尔里根为环保署长ꎬ 旨在以其在环

境质量改善方面所积累的政府、 商业和非政府组织从业经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ꎻ
任命詹妮弗格兰霍尔姆为能源部长ꎬ 通过其对新能源发展的坚定支持ꎬ 推动美

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ꎻ 任命皮特布蒂吉格为交通部长ꎬ 利用其在城市管理中的

创新做法ꎬ 解决美国国内碳排放份额最大的交通部门的低碳发展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发布的美国经济复苏计划提出要新设国家气候实验室ꎬ 并将 ５００ 亿美元注

资国家科学基金ꎬ 其中 ３５０ 亿美元将用于气候治理和清洁能源技术开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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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 积极开展 “气候外交”ꎮ 在国内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ꎬ 拜

登政府在国际积极推进 “气候外交”ꎮ 拜登参加欧盟峰会期间均谈及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ꎬ 既是从政治上拉拢盟友的手段ꎬ 也是加强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主

导权的需要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中国与欧盟、 加拿大共同举办第五届气候行

动部长级会议ꎬ 克里参加ꎬ 美国重返气候事务谈判桌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克里参加中

东和北非气候对话ꎮ 随后全球气候峰会召开ꎬ 美国、 中国、 俄罗斯等多国领导人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参加ꎬ 美国宣布其 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ꎬ 并将其设为美国在 «巴黎协定» 规定下的 “国家自主减排贡献”ꎮ 可见ꎬ
为重获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领导权ꎬ 拜登政府的 “气候外交” 持续加码ꎮ

表 ４　 中国、 俄罗斯、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政策与行动

国
家 时期

应对
态度

政策及行动

政策文件及会议名称 相关目标及行动措施

中
国

“十一五”
时期

“十二五”
时期

“十三五”
时期

“十四五”
时期

１ 高度重视ꎻ
２ 排控目标愈
加严格ꎻ
３ 应对气候变
化资金投入不
断加大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
方案»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单位 ＧＤＰ 能源强度比 ２００５ 年下
降 ２０％ 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与行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单位 ＧＤＰ 能源消耗比 ２０１０ 年降低
１６％ ꎬ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１７％ ꎮ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
降 ４０％ ~４５％等ꎮ

“ 十 三 五 ”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１５ 年单位 ＧＤＰ 能耗降低 １５％ ꎬ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１８％ ꎬ 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１５％ ꎮ

气候雄心峰会 «继往开
来ꎬ 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新征程»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
降 ６５％以上ꎬ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将达到 ２５％ 左右ꎬ 风电、 太阳能发电
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２ 亿千瓦以上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 (２０２１ 年)

① ２０２５ 年单位 ＧＤＰ 能耗比 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１３ ５％ 、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２０ 年
下降 １８％ 、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２０％
左右等ꎻ ② ２０３０ 年单位 ＧＤＰ 能耗大幅下
降、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５％以上、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２５％
左右等ꎻ ③ ２０６０ 年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ꎬ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８０％
以上ꎬ 实现碳中和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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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十四五”
时期

“十四五” 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
远景目标纲要 (２０２１ 年)

十四五期间单位 ＧＤＰ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将分别降低 １３ ５％和 １８％ ꎮ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２０３５» (２０２２ 年) 暂未公开发布ꎮ

俄
罗
斯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１ 最初持旁观
态度ꎻ
２ 近年来开始
采取政策行动ꎻ
３ 总体实质行
动较少ꎬ 属于
被动应对

第 １２８ 号总统令 批准 «京都议定书»ꎮ

第 ８６１ 号总统令
通过 «俄罗斯联邦气候学说»ꎬ 确保俄罗斯
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ꎮ

第 ７５２ 号总统令
２０２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 １９９０ 年水平
的 ７５％以下ꎮ

第 ５０４ 号政府决议
批准确保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既定
数量的行动计划ꎬ 并确定报告执行情况的
形式和频率ꎮ

巴黎气候大会
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 １９９０ 年水平
的 ７０％以下ꎮ

第 ７１６ 号政府决议
建立俄罗斯联邦温室气体排放监测、 报告
和核查制度ꎮ

第 ６６６ 号总统令
确保到２０３０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 １９９０
年水平的 ７０％ꎬ 并制定到 ２０５０ 年降低温室气
体排放的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战略ꎮ

«２０５０ 年前俄联邦温室气体
低排放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２０５０ 年前ꎬ 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在 ２０１９ 年排放水
平上降低６０％ꎬ 同时比１９９０ 年的这一排放水平
降低８０％ꎬ 并在２０６０ 年前全面实现碳中和ꎮ

美
国

克林顿
政府

支持
态度

«气 候 变 化 行 动 方 案 »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００ 年将温室气体逐渐减排至 １９９０ 年的
水平ꎮ

小布什
政府

态度消极ꎬ 优
先发展经济

«全 球 气 候 变 迁 行 动 »
(２００２ 年)

在不伤害经济发展前提下ꎬ ２０１２ 年单位
ＧＤＰ 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２００２ 年减少 １８％ ꎮ

—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美国退出 «京都议定书»ꎮ

奥巴马
政府

高度关注气候
变化

«总 统 气 候 行 动 计 划 »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２０ 年排放下降至 １９９０ 年水平ꎬ 并于 ２０５０
年排放量减少 ８０％ ꎮ

— ２０１６ 年美国加入 «巴黎协定»ꎮ

特朗普
政府

态度消极 —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美国正式退出 «巴黎协定»ꎮ

美
国 拜登政府

将应对气候变
化列为施政优
先政策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确定联邦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
放在优先位置ꎬ 并设置了联邦行政部门之
间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调机制ꎮ

—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美国重新加入 «巴黎协定»ꎮ

—
开展气候外交ꎬ 如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中东和北非气候对话 (２０２１
年４ 月)、 全球气候峰会 (２０２１ 年４ 月)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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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俄美在全球气候治理、
低碳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中俄美三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拥有

较强的话语权与领导力ꎮ
其一ꎬ 随着美国重返 «巴黎协定»ꎬ 联合国框架下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将

实质性重启ꎬ 中俄美三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应

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ꎮ 由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于不同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的责任认定、 贡献要求均有明显区别ꎬ 这些区别会直接影响各国碳减排的

经济代价ꎬ 以及需要为此作出的国际贡献ꎬ 因此ꎬ 三国均希望在相关规则制定中

享有重要话语权ꎬ 以便为本国争取最大利益ꎬ 避免本国利益受损ꎮ
其二ꎬ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简单解决气候环境问题ꎬ 更是关系国际经济格

局、 政治格局深刻转变的长期全局性竞争ꎮ 应对气候变化的实现路径ꎬ 最终必须

落实到具体的碳减排重点领域: 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ꎬ 交通向绿色交通转型ꎬ 建

筑向低碳绿色建筑转型ꎬ 工业向绿色制造转型ꎬ 生活向绿色消费、 低碳生活转变

等ꎬ 由此将在各领域催生新的低碳绿色技术、 低碳绿色产品和服务、 低碳绿色供

应链、 低碳绿色贸易ꎬ 以及为上述提供投融资支持的绿色金融ꎬ 未来全球将由传

统经济向新的低碳绿色经济整体转型ꎮ
与传统经济相比ꎬ 各国低碳绿色经济起步差异相对较小ꎬ 传统经济领域落后

的国家在新一轮低碳绿色经济中具有后发优势ꎮ 随着新一轮低碳经济对不同国家

经济竞争力、 国家经济实力的重新洗牌ꎬ 会进一步传导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地

缘政治影响力ꎬ 进而重塑国际政治格局ꎮ 以俄罗斯为例ꎬ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努力中ꎬ 首当其冲是要减少化石燃料生产和消费ꎬ 这将严重影响其油气出口收入

和财政收入ꎬ 进而影响俄罗斯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ꎬ 并且影响到 “油气政治”
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ꎬ 未来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可能进一步下

降ꎬ 从而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ꎮ
其三ꎬ 短期看ꎬ 新冠肺炎疫情将会增加全球经济由传统经济向低碳绿色经济转型

的迫切性和速度ꎬ 并且加快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ꎮ 受新冠肺炎影响ꎬ
传统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ꎬ ２０２０ 年经济均为负增长ꎬ 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ꎬ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ꎮ 此外ꎬ 在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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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冲击前后ꎬ 中国经济已在各个领域向低碳绿色转型ꎬ 低碳绿色技术及产品和服

务、 低碳绿色生产和消费驱动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ꎬ 中国在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
电动汽车和高速铁路等绿色交通、 绿色节能建筑等低碳经济领域已具备国际竞争力ꎮ

全球气候治理既是中俄美三个国家求同存异、 竞争博弈的过程ꎬ 同时更是通

过合作推动全球实现 １ ５℃温控目标ꎬ 以及推动全球疫后经济绿色复苏、 长期低

碳可持续发展的机会ꎮ 中俄美三个大国可以充分挖掘合作共赢点ꎬ 在推动全球气

候治理、 经济低碳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加强合作ꎬ 发挥大国引领作用ꎬ
体现大国责任担当ꎮ

(一)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ꎬ 中俄两国有着广泛合作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两国在气象

监测、 气象卫星等技术与服务领域即展开系列合作ꎬ １９９３ 年两国签署 «中俄气

象科技合作备忘录»ꎬ 在国家层面成立中俄发展与气候变化联络组并且每年举行

一次会议ꎬ 为后来两国气候深层次合作提供了条件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两国对气候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双边关系的提升ꎬ 两国气

候合作层次更加深入和务实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中俄海洋与气候联合研究中心在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ꎬ 该研究中心旨在建立两国海洋领域新的合作平台与合作

机制ꎬ 通过两国科学家的共同研究增强两国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①ꎮ 随后ꎬ 在

２０１９ 年中俄两国建交 ７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ꎬ 两国签署 «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明确两国将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

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②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中俄两国在关于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 签署 ２０ 周年联合声明中再次涉及气候变化相关议题ꎬ 提出两国将进一步推

动在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合作ꎮ 同时两国还在联合国、 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

框架内扩大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与合作③ꎮ
在与美国的气候合作层面ꎬ 中美、 俄美多以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为主ꎮ

２０１６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ꎬ 中美两国于同日率先批准 «巴黎协定»ꎬ 为推动各国签

署 «巴黎协定» 做出表率ꎬ 展示了两个碳排放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致态度ꎮ

１２１

①

②

③

赵磊: «中俄海洋与气候联合研究中心成立»ꎬ ｈｔｔｐ: / / ｃ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２５９９００７ ｈｔｍ

«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９７８６５ 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２０ 周年的联合声明»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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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中美安克雷奇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会谈宣布成立中美应对气候变

化联合工作小组ꎻ ４ 月 ２２ 日ꎬ 拜登总统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ꎬ 邀请中国、 俄罗

斯等主要碳排放国家的领导人参加ꎮ 会议期间ꎬ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先后发表

讲话ꎬ 中国愿与美方一起努力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作出应有的贡献ꎬ 俄方表示愿

意践行国际倡议ꎬ 同时积极参与低碳技术的研发ꎮ
中俄美在开展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竞争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 美

国情报共同体公布 ２０２１ 年 «美国情报系统年度威胁评估» 报告ꎬ 将中国、 俄罗

斯列在威胁名单之中ꎬ 认为在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中国是美国 “势均力敌的竞争

对手”ꎬ 中国和俄罗斯在多方面的合作对美国构成了威胁①ꎮ 目前美国和欧盟等

发达国家多次反对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ꎬ 提出中国应与发达国家承担相

同的碳减排责任ꎮ 而在此问题上ꎬ 中俄两国有相似立场: 与美国等已完成工业化

进程的碳排放大国相比ꎬ 中国仍处在城镇化工业化较快发展、 碳排放总量受经济

增长驱动上升阶段ꎬ 因此中国将碳排放强度作为 “十四五” 时期应对气候变化

的关键指标ꎬ 符合中国具体国情ꎮ 而对于俄罗斯来讲ꎬ 作为油气生产和出口大

国ꎬ 能源相关碳排放占到俄罗斯碳排放总量的相当比例ꎬ 从本国能源资源禀赋和

产业结构角度ꎬ 俄罗斯同样有根据本国具体国情进行减排的诉求ꎮ 因此ꎬ 在争取

国际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ꎬ 中美、 俄美之间合作与博弈并存ꎮ

(二) 推进能源低碳绿色转型

２０１４ 年至今ꎬ 在应对气候变化及美国页岩油产量大幅增加背景下ꎬ 全球能

源格局发生重大质变ꎮ
一是全球油气市场开始长期进入潜在供给大于潜在需求的买方市场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东三次石油战争之后的近 ４０ 余年期间ꎬ 全球油气市场长期供不应

求ꎮ 虽然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以来ꎬ 受 ＯＰＥＣ ＋减产行动、 全球疫苗接种带来经济复苏

的预期、 中国和欧洲等多地出现 “能源荒” 以及当前俄乌局势等问题影响ꎬ 国

际油价震荡走高ꎬ 但由于几方面原因ꎬ 自 ２０１４ 年国际油气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

发展ꎬ 且长期内该趋势较难改变: 一是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在过去十余年大量增

加ꎬ 目前全球原油产量增量的 ５０％ 以上来源于美国页岩油气ꎻ 二是在应对气候

变化背景下ꎬ 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加速替代ꎬ 使得全球油气需求显著减少ꎻ 三是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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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进步背景下ꎬ 能效不断提升ꎬ 进一步减少了包括油气在内的能源需求ꎮ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加速发展ꎮ 由于能源相关碳排放占

到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６０％ 以上ꎬ 因此ꎬ 加快能源低碳转型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首要行动ꎬ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制定了本国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ꎮ 据中国石油

经济技术研究院 «２０５０ 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 预测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全球非化石

能源占比将达 ７４ ３％ ꎬ 非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将达 ５８ ６％ ①ꎬ 未来可再

生能源将替代化石能源ꎬ 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能源ꎮ
全球能源格局上述两大根本性质变影响深远ꎬ 将重塑全球能源政治ꎬ 并且直

接影响中俄美三个能源大国的能源利益和地位:
一方面ꎬ 在传统油气领域ꎬ 随着全球油气市场长期进入买方市场ꎬ 中国作为

全球最大油气进口国之一ꎬ 有可能由之前油气谈判桌前的弱势买方ꎬ 逐步转变为

强势买方ꎻ 俄罗斯作为全球最大油气输出国之一ꎬ 将来更多的考虑是如何维护稳

定可靠的油气销售市场ꎬ 以保障本国油气出口ꎬ 有可能由之前油气谈判桌前的强

势卖方ꎬ 逐步转变为弱势卖方ꎻ 而美国随着本国页岩油气产量的大量增加ꎬ 将由

之前全球最大油气进口国之一ꎬ 转变为油气生产和出口大国ꎬ 需要为本国新增的

大量页岩油气寻找市场ꎮ 一旦国际油气市场长期进入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ꎬ 中国

便有可能成为油气生产大国的重点争取对象ꎮ
另一方面ꎬ 清洁能源领域经过之前十余年持续发展ꎬ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

的光伏和风电研发、 生产、 销售、 消费大国ꎬ 在新能源发展的多个细分领域位居

全球第一ꎮ 我国新能源市场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对于美欧市场严

重依赖的状况ꎬ 并且成功实现了可再生能源出口市场的结构调整ꎬ 目前中国光伏

风电等新能源产品在亚太、 非洲市场占据明显优势ꎮ 而美国由于特朗普政府应对

气候变化和能源低碳转型政策的倒退ꎬ 其新能源的先发优势在诸多领域已被中国

赶超ꎮ 俄罗斯由于本国油气资源丰富ꎬ 油气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转型缓慢ꎬ 能源

低碳转型少有实际行动ꎬ 导致其新能源产业发展相对滞后ꎮ 在新能源技术研发、
产品制造、 发电应用等领域ꎬ 中国在三国中的相对优势地位日益显现ꎮ

推进能源低碳转型ꎬ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代替传统化石能源是各国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的必经之路ꎮ 在此方面ꎬ 中俄两国存在显著的互补性ꎬ 近年来两国在核

３２１

①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２０６０ 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 (２０２１ 年版)»ꎬ ｈｔｔｐ: / / ｓｅａｔｏｎｅ ｎｅｔ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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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风电、 水电、 光伏领域的合作稳步上升ꎮ 水电合作方面ꎬ 两国大型水电企业

签署多项协议ꎬ 开发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水电资源ꎻ 风电领域ꎬ ２０１７
年中俄两国合作建成俄罗斯国内第一个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场———乌里扬诺夫斯克

风电场ꎻ 光伏合作方面ꎬ 虽然俄罗斯光伏发电起步较晚ꎬ 但中国逐渐参与俄罗斯

光伏电站建设ꎬ 如位于俄罗斯西南部萨马拉州的 ７５ 兆瓦光伏电站ꎻ 核电领域ꎬ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项目的开工仪

式ꎬ 这是两国目前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ꎬ 核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达 ３７６ 亿

千瓦时ꎬ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３ ０６８ 万吨①ꎮ
与中俄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不断提质增效的合作相比ꎬ 中美在清洁能源领

域的合作存在不确定性ꎬ 主要因为美国的气候政策和能源转型政策易随执政党

的更迭而变化ꎮ 奥巴马执政时期ꎬ 美国政府将清洁能源议题纳入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高层机制ꎬ 随后两国相继建立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 中美清洁能源

研究中心等一系列合作机制和平台ꎬ 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ꎬ 中美两国清洁能源

合作进入冰期ꎮ 此后ꎬ 拜登政府重返 «巴黎协定»ꎬ 与中国政府共同发布 «中
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并建立了多个对话机制ꎬ 中美两国清洁能源合作随

之重启ꎮ

(三) 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和经济低碳绿色转型离不开资金的支持ꎮ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ꎬ 发达国家承诺到 ２０２０ 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提供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ꎮ «巴黎协定» 则将 １ ０００ 亿美元作为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下限ꎬ 为加大此项资金支持力度提供依据和

保障ꎮ
但发达国家并未充分践行上述承诺ꎬ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相关资金支持距

“１ ０００亿美元” 的出资目标存较大差距ꎬ 即使计入私营部门资金ꎬ 仍不能达到

１ ０００亿美元ꎮ 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０ 年的研究数据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

适应资金的年需求量为 ７００ 亿 ~ １ ０００ 亿美元②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则预

测ꎬ 到 ２０３０ 年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资金的年需求量将达 １ ４００ 亿 ~３ ０００亿美元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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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ꎬ 载 «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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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５０ 年此类资金的年需求量将增至 ２ ８００ 亿 ~ ５ ０００ 亿美元①ꎮ 全球绿色发展署

(ＧＧＧＩ) 估计ꎬ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ꎬ 全球气候融资缺口将达 ２ ５ 万亿 ~ ４ ８ 万亿

美元②ꎮ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和经济低碳转型的资金需求ꎬ 国际层面开始将发展绿色金

融作为提供投融资支持的重要途径ꎮ ２０１６ 年 Ｇ２０ 杭州峰会期间ꎬ 发展绿色金融

倡议被写入 “Ｇ２０ 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和 “Ｇ２０ 汉堡行动计划”ꎻ Ｇ２０ 绿色金

融研究小组成立ꎬ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国苏格兰银行共同作为联席主席ꎮ 此后ꎬ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每年提出不同的绿色金融发展倡议ꎮ ２０２１ 年 Ｇ２０ 意大利峰会

恢复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ꎬ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共同作为联合主席ꎬ 中

美两国开始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中共同扮演引领角色ꎮ 中美双边层面ꎬ 奥巴马执

政时期ꎬ 中美两国政府开始推动绿色金融相关合作ꎬ 并于 ２０１６ 年成立中美绿色

基金ꎮ 随着拜登 “绿色新政” 的实施ꎬ 中美两国绿色金融合作可能得到进一步

推进ꎮ
中俄两国绿色金融领域合作虽然起步较晚ꎬ 但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随着俄罗斯

政府对气候和环保问题的愈加重视ꎬ 对发展绿色金融存在诉求ꎮ 而中国在全球绿

色金融发展方面处于引领地位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国绿色信贷存量规模全球第

一ꎬ 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全球第二ꎮ 因此ꎬ 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借鉴中国绿色金融发

展经验ꎬ 积极推动两国绿色金融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 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

举办中俄银行暨金融机构大型会议ꎬ 中俄两国 ３２ 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参加ꎬ
会议期间两国金融机构重点讨论绿色金融议题ꎬ 俄罗斯方面表示要借鉴中国经

验ꎬ 积极构建本国的绿色金融体系③ꎮ 地方层面ꎬ 黑龙江政府发布 «黑龙江省绿

色金融工作实施方案»ꎬ 提出要积极开展对俄绿色金融合作ꎬ 利用黑龙江自贸区建设

和哈尔滨新区特色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优势ꎬ 将哈尔滨新区打造为中俄绿色金融交流

合作示范区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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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署: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缺口远超预期»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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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睿晨: «新冠疫情背景下发展气候投融资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必要性和建议»ꎬ ｈｔｔｐ: / / ｉｉｇｆ ｃｕｆｅ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１２ / １３７６ ｈｔ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俄罗斯代表处 (ＣＣＰＩ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ｐｉｔ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ｎｎｅｌ＿
３９７４ / ２０２０ / ０９２４ / １２９４４４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９４４４９ ｈｔｍ

«黑龙江省绿色金融工作实施方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ｚｗｇｋ ｈｌｊ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ｏ /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ｄ ＝ ４４９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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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引发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ꎬ
并导致中俄美三国经济实力、 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化ꎬ 对此ꎬ 我国可以在不同领

域分别采取应对措施:
第一ꎬ 在气候治理领域ꎬ 我国与俄罗斯开展更为积极的合作ꎬ 维护 “共同但

有区别” 原则ꎬ 秉持积极但量力而为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ꎬ 基于中俄两国相似的

立场诉求ꎬ 联合争取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ꎮ
第二ꎬ 在传统化石能源领域ꎬ 我国可根据国际市场油气供给的多元化发展ꎬ

对油气进口进行战略性调整ꎮ 具体调整方向可选择以进口多元化降低油气进口成

本ꎬ 利用油气进口大国优势地位发展我国与俄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ꎬ 提升我

国对国际油气市场的影响力以及能源领域大国博弈的平衡力ꎮ
第三ꎬ 在清洁能源领域ꎬ 我国除了致力于实现自身的低碳目标外ꎬ 还应致力

于市场开拓ꎮ 除了基于优势互补加强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外ꎬ 还需重视开发东

南亚、 东亚市场及潜在的非洲市场ꎮ
第四ꎬ 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绿色转型方面

的合作ꎬ 并将其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实质合作内

容之一ꎮ 具体可以在此框架下定期召开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ꎬ 设立应对气候变化

委员会及秘书处等常设机构ꎬ 共同商讨相关各国应对气候变化、 低碳绿色转型的

具体目标和行动路线等ꎮ
(责任编辑　 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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