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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華先生＜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對應＞ (一) 講座完整版演講文稿 

 

（旁白： 

相信大家都知道，全球氣候變化是世界關注的 議題。早在 1992 年，聯合國已開

始著手討論，並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於 1994 年生效。《公約》

的核心原則，是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負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即

發達國家率先減排，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在得到

發達國家資金技術的支持下，採取措施減緩或適應氣候變化，這也是氣候變化

國際談判的一個總體框架。《公約》大會由 1995 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至 2015

年，第 21 次《公約》大會在巴黎舉行，又稱為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中華學社

講座系列」今集請來的嘉賓，是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先生，他連

續多年擔任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他會向大家闡述，造成全

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及其影響深遠的問題，並以第一身講述巴黎氣候變化

大會的背景，各國之間的分歧，以及中國面對的壓力和挑戰。） 

解振華先生： 

今天我講的，主要是將結合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引領綠色低碳發展這麼一個主

題，主要是講幾個方面的問題。這個題目已經打出來了，說白了就是巴黎大會，

這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當中，一個里程碑的會議，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我主要

是講巴黎大會，到底它的任務是甚麼？有哪些分歧，最後是怎麼解決的？結果

怎樣？應該說這個多邊的機制，是一個協商一致的原則，198個締約方，有一個

國家不同意，這個協定就不能通過。所以說要達成這麼一個協議，經過了四年

多的談判，最後大家都覺得通過了，應該說這麼一個機制，是所有國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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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之下，才達成的這個歷史性的協議。對巴黎會議的成功協定，最後我們是

做了基礎性的重要貢獻。我還想介紹一下中國在整個談判中，我們有哪些壓力，

面對哪些挑戰，最後我們是怎樣和各國一起磋商，解決了這些問題，最後再講

一講巴黎協定的主要內容是甚麼。一開始講分歧，最後講出這個協定的主要內

容給大家知道，所有分歧，基本上都解決了，下一步就是落實的問題。所以這

個協定對中國，乃至世界面臨哪些新的挑戰，主要講這幾個方面的內容，關於

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我想簡單的把這部分說一下。氣候變化主要是指，由於

化石燃料的燃燒和毀林等人類活動，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導致了全球變

暖，極端天氣等氣候異常情況，就是氣候變暖。 

1990 年以來聯合國環境署，跟世界氣象組織，共同建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

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就氣候變化問題，

先後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科學評估，集中了各個領域的專家進行評估。結果表

明，人類活動導致的溫室氣候排放增長，是造成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主

流的觀點，主要原因是人為排放，非主流的觀點說主要原因是自然的原因，人

為原因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愈來愈多的人同意主流的觀點。現在，同意這個結

論的有 95%以上的人，是支持主流的觀點，但是這個不確定性仍然存在，這就

是當前對氣候變化的一些主要看法。IPCC 的第一次評估報告就指出，人類活動

導致溫室氣體排放，增加了大氣當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並增強了溫室效應，使

平均溫度上升。到第五次評估報告，也就是巴黎會議之前，這個評估報告更是

明確的指出，人類對氣候系統的影響是明確的，觀測到的 1951 到 2010 年，全球

平均地表溫度升高，一半以上是由溫室氣體濃度人為增加，和其他人為強逼共

同導致的。這就是最新的一個報告，一半以上應該是人為造成的，自然的原因

是週期性的。1998 年，可能按道理說，這個週期應該是變冷，但是它並沒有變

冷，還是增溫了，為甚麼呢？人為的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報告還指出，最

近三個十年，比 1850 年以來其他任何十年都更熱。1983 至 2010 年，很有可能

是北半球過去，一千四百年來最熱的三十年。1880 至 2012 年，全球地表平均升

溫約 0.85 度。2011 至 2015 年是有歷史記錄以來最熱的五年。2015 年則是有記錄

以來最熱的年份，全球範圍內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超過 400ppm，比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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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錄的 1958 年高出了 24%，比工業革命前高出了 120ppm，如果不採取應對措

施，全球氣候變化的速度和幅度還會繼續加大，到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升，

可能要超過 2 度，甚至要達到 4 度，或者更高，這將對陸地、海洋、降水、物

種、人類生活等帶來嚴重的不利影響。所以在 21 世紀及以後，全球大部分的物

種，面臨氣候變化造成的更大滅絕的風險。他們的報告裡講，如果溫升到了 2

度以內，地球和人類還是可以忍受的，還是可以達到一種平衡，如果超過 2 度，

到 4 度甚至更高，那可能地球上首先是水資源，然後是糧食，再有是物種，可

能要受到很大的威脅。有的報告講，可能 40%的物種會滅絕，它是不可逆的，2

度以內是可逆的，4 度以上可能是不可逆的，就會出現這種情況。所以，小麥、

水稻、玉米三大糧食作物，將嚴重的減產，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將大幅度的減

少。許多脆弱和低收入國家，和地區的民眾的健康將受到威脅。 

還有一些人講，將來如果不採取措施的話，會大量出現氣候移民，像美國把氣

候變化問題，作為他的國家安全問題來對待。他主要是講，氣候不斷的在升溫，

可能在一些局部地區，為了爭奪水資源，爭奪糧食，移民問題會爆發局部戰爭，

對他的國家安全有影響。對這個問題，很多國家都陸續有國家安全報告，對我

們沿海地區來說，可能最直接的就是溫度升高之後，海平面上升，最後的結果，

我們國家做了一個研究報告。第三次中國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我們不採取措

施，或者是措施不利的話，可能到本世紀末，中國的陸地區域可能增溫 1.3 到 5

度，海區的海平面將比上世紀高出 0.4 到 0.6 米，平均就是 0.5 米，如果這樣的

話，我們國家的珠三角、長三角、黃河出海口，甚至香港地區，可能都會受到

很大的威脅。因為這個地區是人口密度最高，經濟最繁榮，如果被淹的話，可

能要牽涉到移民問題，如果不移民，要採取適應的措施，可能要像荷蘭一樣築

壩，這個代價也是相當大的。氣候問題不是個局部的問題，水污染是個流域性

的問題，酸雨度污染是個局部性的問題，霧霾也是個局部性的問題，但是氣候

變化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所以要求所有的國家，地球上的人類，大家都應該

積極的採取措施，這就是氣候變化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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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情況和全球的趨勢是一致的。根據中國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

近百年來，中國陸地地區平均增溫 0.9 至 1.5 度，比全球的 0.8 多度要高。最近

五、六十年，全國年平均氣溫，上升的速率為每十年 0.21 至 0.25℃，增溫幅度

高於全球的平均水平，中國是受到氣候變化影響較為嚴重的國家，近百年來和

近六十年，全國降水的區域分佈差異增強，乾旱地區發生更多的乾旱，洪澇地

區發生更多的洪澇。東北南部、華北地區、華中西部，和西南地區降雨在減少。

華南、東南、長江下游降水增多，出現了這種乾旱更乾旱，洪澇災害更洪澇災

害的這麼一種趨勢。此外，極端天氣氣候發生的頻率在增加，區域性的洪澇和

乾旱災害，呈增多、增強的趨勢。低溫冰雪和高溫熱浪事件頻繁發生。這些變

化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它的運行安全帶來影響，造成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和成

本增加。水資源結構性短缺日益嚴重，海岸帶和相關海域的損失更為明顯，我

想可能香港的當務之急，將來是溫度升高，海平面上升，可能這是對香港最明

顯的表面上的影響。但是更多的那種影響，它是深層次的影響，變化還是會比

較大的。 

生態系統發生退化，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多種疾病發生和傳播的風險增大。

根據中國氣象局的一個統計數據表明，從 1991 至 2014 年，每年由氣象災害，造

成的直接經濟損失 2330 億元，死亡人數 3517 人，這是一個平均數。影響還是比

較大的。由此可見，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氣候變暖，極端

氣候事件等負面影響，對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嚴重的威脅，對我們來說，

還是有損失，經濟損失，人員的傷亡。可能對小島嶼國家來說，就是一個生存

問題。我記得在哥本哈根會的時候，我和馬爾代夫的總理坐在一起討論，我說：

「會前你們在海底下，開了一個內閣會議，是怎麼回事？」他說：「實際上我

們就是沉到海底，在一個桌子上大家手放在一起，簽了個東西，我們就上來了，

為甚麼呢？就是我們的一個生存問題，如果排放大國不減排的話，我們這個國

家就沒了，對我們來說是生存問題，可能對很多國家是一個發展問題，對發展

中國家來說，可能是它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受點影響。」這就是「共同但有

區別的責任」原則，在這一點上有了充分的體現。要解決這些問題，難度也是

非常大的，因為它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環境、技術等一系列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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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此，全球氣候治理進程還是很緩慢的，談判進行了二十多年，各方仍圍

繞一些關鍵性的問題爭論不休，巴黎會議能否找到一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全

球解決方案，關乎全世界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這就是氣候變化對全球的影響，

對一些國家是生存問題，對一些國家是一個發展問題，對一些國家可能就是生

活水平，它的生活方式要發生很大的影響，這就是氣候問題涉及到方方面面，

所以談判非常艱苦。我是最近這十年從峇里島會開始，參加了氣候變化的談判。 

下面講一下巴黎大會，處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一個關鍵節點上。因為氣候變化

既然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所以需要世界各國協作來應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關於全球氣候治理的談判進程，就已經開始了。1992 年，各國訂立了「聯合國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4 年生效。這個公約主要是基於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

它是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國家排放二氧化碳、溫室氣體，造成了現在的氣候

變暖，它有一個歷史的原因。因為溫室氣體是個惰性氣體，它在大氣當中積累

了一、二百年，它並未被大量的分解，所以它是有歷史原因，因此確立了「共

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的原則和各自能力的原則。所以公約規定，發

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承擔不同的責任和義務。公約裡

明確要求發達國家，要率先大幅度減排，要首先還歷史的賬。另外還要為發展

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在得到資金和技術支持的前提之下，

要積極的採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所以這裡的區別是由於歷史的責任造成的，

因此，它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不一樣的，這就是公約的一個基本精神。 

公約從 1995 年起，確定每年要召開締約國大會，各方通過談判協商，達成了一

系列安排來落實這個公約。1997 年在日本的京都召開了締約方大會，達成了

《京都議定書》，在 2005 年才生效。它的生效必須由全球 55%的排放量，有 55

個國家批准，公約或者議定書才能夠生效。這個《京都議定書》是落實公約裡，

發達國家要率先大幅度減排的要求，它確定發達國家在 2008 至 2012 年，量化減

排指標，就是要求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從 2008至 2012年，在 1990年的基礎上，

減排 5.8%。它自上而下訂了一個指標，要求發達國家整體上減排，所以，發達

國家內部再進行分配，有的減 8%，有的減 6%，有的減 5%，有的不減，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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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點，這份議定書是有法律約束力的。議定書也是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

任」原則的一個具體的體現。 

2007 年在印尼峇里島召開了締約方大會，啟動了「峇里路線圖」的談判。「峇

里路線圖」主要是決定，要在公約和議定書下開展雙軌的談判，要在公約下確

定長期目標，減緩、適應、資金、技術、透明度、核查等等的一些問題，在公

約下進行談判。另外在議定書下要進行談判，在 2012 年完成第一期的承諾。那

2012 至 2020 年，要搞《京都議定書》的第二個承諾期，第二個承諾期到底要減

多少，IPCC 就提了一個建議：如果溫升要控制在 2 度以內，發達國家到 2020 年，

要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排 25%至 40%，這是它提出的一個建議，那就要求發達

國家要減排，這就是「峇里路線圖」確定的任務。這個談判甚麼時候結束呢？

應該在 2009 年，在哥本哈根，解決雙軌制談判的一些問題。但是大家都知道，

哥本哈根最後是以失敗告終，最後只形成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還不是做出決

定，是決定前面註明：「各國注意到哥本哈根有這麼一個決定」，實際上是沒

有任何約束力的，只是注意到這麼一個決定，就是哥本哈根沒有成功。 

確定了任務之後，經過 2008 至 2012 年，經過了波茲南會、哥本哈根會、坎昆

會、德班會、多哈會，近五年的談判，最後，多哈會議最終達成了「峇里路線

圖」的談判結果。經過五年的談判，最後確定了這幾項：第一，就是提出了將

全球溫升控制在 2℃以內，一個長期目標，當時定的一個長期目標是 2℃以內，

就是 IPCC的建議提出來的。但是，還是有爭議的，確定了各方在 2020年之前，

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和行動。法律文件裡講及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叫承諾，是

必須要落實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採取行動，這個行動是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它

有區別，要求發達國家制訂和實施 2012 至 2020 年的量化的減排指標，在 5.8%

以後，要減多少。到 2020 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1000 億美金的資金支

持。但是現在並沒有落實，這個資金支持怎麼得來的呢？當時在哥本哈根，發

達國家要求中國：「你採取的這些行動，雖然不具約束力，但是你必須要接受

國際社會的核查。」當時克里還不是（美國）國務卿，他當時是議會外事委員

會的主席，我說：「你們講的核查是甚麼概念？」他說：「甚麼概念？就是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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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試驗一個導彈，它在甚麼地方打，它的軌跡是甚麼，都得要接受國際社會

的核查。所以，你們減排的行動和結果，也要接受核查。」當時是侵犯我們國

家的主權，我們當然不能夠接受，所以最後經過艱苦的談判，最後達成了發達

國家要接受核查，MRV（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發展中國家要

接受磋商與分析，磋商與分析的前提是非侵入性、非懲罰性，是個促進性的機

制。而且，當時的交換條件是，我們接受磋商與分析，你接受核查，你們每年

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 1000 億美金的資金支持，最後做了這麼一個交換，達成了

這個協商，提供 1000 億美金的資金支持，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和能

力建設的支持，這 1000 億美金應該說包括了這些內容。 

發展中國家採取自願的行動，來減緩或者適應，發達國家的承諾是需要 MRV 的，

是可測量（Measuring）、可報（Reporting）、可核查（Verification），要接受國

際的評估跟評審，對發展中國家就是進行磋商與分析，這就是體現了區別，

「共同但有區別」。另外也決定要建立「綠色氣候基金」。這次在巴黎會上才

談清楚了，「綠色氣候基金」到底由誰出錢，資金、技術機制和適應委員會等

一系列的機制的安排。 

2011 年在南非的德班召開了締約方大會，決定要啟動一個名為「加強行動德班

平台」的一個新的進程。「峇里路線圖」談完了，現在要開始起動一個新的進

程，叫「德班平台」的談判。這個談判要求 2015 年在巴黎召開這個締約方大會。

這個會上要達成一項國際協議，對各方 2020 年後，加強氣候行動要作出安排。

哥本哈根是要求 2020 年之前，發達國家作出承諾，發展中國家提出自己的行動

方案；巴黎會是要提出 2020 年之後，各國的減排目標，要採取哪些政策措施。

協議的內容也講出來了，就是要包括減緩、適應、資金、技術、透明度、能力

建設等等，必須要具有法律約束力，這個協定大家明確講，要有法律約束力。

但是否採取議定書的法律方式？待定，做了三種選擇。最後，巴黎是以協定的

方式出現的，它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德班平台的談判進程當中經過多哈會議、

華沙會議、利馬會議，經過三年的談判，到了去年應該就是四年的談判，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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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進展，明確了協議以公約的原則為指導，以及協議的基本要素，一直

很有爭議，並邀請各方於 2015 年，去年，巴黎會議之前要提交 2020 年後，各國

應對氣候變化的自主貢獻的決定。原來是講各國都得要確定自己的目標，是自

上而下的，必須要減多少，最後這個談判的結果，是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減排方

式，解決這個問題，自主決定你的貢獻，所以 2015 年巴黎會議之前，2015 年就

是去年，一共召開了九次部長級的非正式磋商，四次公約框架下的談判代表的

會議，各方逐步縮小了分歧，形成了供巴黎會議高級別會議談判的一個案文草

案。最後的一個案文是到部長級參加的談判，已經形成了案文草案，當然這個

案文草案有眾多的中括號，就是分歧，沒有達成統一的，這些任務交給部長們

來完成。巴黎大會如期達成了協議，這是各方確定的談判，巴黎會議必須要達

成一個協議，這是各方都已經非常明確的硬任務，所以這個會議成果，對於全

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將對 2020 年後全球氣候治理，帶

來深遠的影響，也將證明聯合國主導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多邊進程是有效的，是

有公信力的，可以說這次會議只許成功，不能失敗。這是大家的一個共識，在

這一點上聯合國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下面給大家報告一下，巴黎會議之前的一些分歧。巴黎大會前交鋒博弈激烈，

中國主動準備和積極應對。首先介紹一下，雖然這個進程有這麼多問題要討論，

但是分歧還是非常大的。最後達成的協定，它最後是要涉及到各國的核心利益，

它的發展權益以及它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這個協定體現了眾多的政治、經濟、

外交各方面的內容。所以，主要的分歧還是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分歧，兩

大陣營。但是發達國家也是意見不一樣的，美國是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新西蘭、日本為首的傘形集團。歐盟是 28 個國家，歐盟集團。另外一方是發展

中國家。最後有一個 77 國加中國的，一個發展中國家集團，一百多個國家，實

際上是兩大陣營，但是在各個陣營當中分歧也很大，美國跟歐盟有分歧，他們

的分歧在很多問題上是有不一致的看法，實際上它是體現誰來主導整個進程。

發展中國家內部又有很多集團，小島嶼國家集團、最不發達國家集團、非洲集

團，內部分歧也是比較大。所以要想統一這些分歧，確實還是很難的，在這個

當中，各國還是要在合作探索，全球氣候治理的過程當中，既要佔領道義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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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為了人類，為了地球的未來，我們大家都得要努力，要做出犧牲；但實際

上，在談判當中都有些要價，他的要價是體現了，我要發展，我要生存，那個

說我要保持我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另外就是誰來主導這個進程，在這個當

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實際上是發展權、利益權和話語權的一種爭奪。 

爭奪的焦點主要是在幾個方面：一個是這個協議體現不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

責任」，這是爭議最主要的問題，因為有些發達國家明確提出：「我的底線，

就是不能在整個要素當中，體現發達國家怎麼做，發展中國家怎麼做。」他說：

「這是我的底線，絕對不能出現兩分法，大家都一樣，不能有任何區別。」另

外，在減排的模式，提高行動的力度，如何落實資金支持，協議是否具有法律

約束力，這些關鍵的問題上都存在著分歧。這都是實質性的分歧，實質上是進

一步加強公約的實施，要體現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區分，「共同但有區別」

就是要不要有區分。不要區分的立場就是拋開公約議定書，我們重新搞一個新

的協定，為甚麼呢？他有理由，就是當時搞公約的時候，和搞議定書的時候，

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佔了 70%至 75%，發展中國家佔很少，現在正好相反，發達

國家佔 35%左右，發展中國家佔了多數，情況變了，我們要與時俱進，不能再

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是發達國家的一些理由。最後的要求，在

協定當中，要模糊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界線，大家都一樣，而且要求除了

模糊這種區別之外，還要求有能力的發展中國家，不光要減排，還要承擔出資

的義務，首當其衝就是中國。他說：「中國經濟現在你是第二，排放量你第一，

除了減排之外你還要出錢！」這就是發達國家提出了這麼一個要求。 

另外在減排的問題上，到底是 2 度還是 1.5 度。有些發達國家聯合了小島嶼國

家，提出了 2 度不行，必須要 1.5 度。因為 2 度可能我們這個國家就淹沒了，必

須要 1.5 度，這是在長期目標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要非常

清楚，這個 2 度的概念，就是從工業化到現在為止，要控制在 2 度之內，也就

是全球的總排放量應該是 2.9 萬億噸。現在已經排了多少呢？歷史上已經累計，

現在測量出來的，是 1.9 萬億噸，還有 1 萬億噸的排放空間，那現在全球一年的

排放量是多少呢？是 350 億噸以上，計算一下，實際上，也就是說，全球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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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 2 度以內，也就有 28 年到 30 年的排放時間，實際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就沒

有排放空間了。這個排放是跟能源產業，經濟發展有直接的關係。如果只有 28

年到 30 年，很多現在還比較貧窮落後的國家，就沒有發展空間了。最後導致的

結果就是窮的更窮，富的更富，這種差距永遠也彌合不了。這就是 2 度的概念。

如果是 1.5 度的話，那（年期）就大大的縮小了，能不能接受這個長期目標，實

際上是有很大的分歧。道義上講，人家是個生存問題，但是對於大多數國家來

講，它的老百姓永遠貧窮，它不能脫窮，這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平

衡這個生存發展和奢侈排放的區別，要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些國家要求，到 2050 年，要在 2010 年的基礎上，全球減排 40%至

70%。2010 年是多少呢？我大致算了一下，可能是 300 億噸左右，那如果減 40%，

三四十二，那就是 120 億噸，還剩下 180 億噸。如果 70%的話，三七二十一，就

還有 90 億噸的排放量，根本不可能實現。在這一點上，爭議還是非常大的。另

外，還要求到本世紀末要實現零排放，零碳排放，而且也提出了去碳化的長期

減排目標，這是共同的願景，就是全球要去碳化，零排放，這個目標也是很難

實現的。只要你有經濟活動，它就會有一些排放，零排放和淨零排放，它還是

有很大的區別，這是長期願景。再有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一些國家要求每

五年要進行評審，要調整各方的減排目標，現在不是自主貢獻，自下而上的提

出目標，五年後評審，評審之後覺得你力度不夠，你就得自上而下的要求，你

要提高力度，實際上它是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結合起來。這些要求可能對發

展中國家來說，都是很難接受的。 

剛才講的是發達國家的要求，當然發達國家當中也有差別，傘形國家和歐盟集

團是有差別的，在這些要求上。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就是要堅持公約的原則。要

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達國家要繼續率先減排，因為你有

這種歷史責任，而且你必須要按照公約的要求，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

和能力建設的支持。而且有些非洲國家，小島嶼國家甚至提出：「你們過去歷

史排放，對我們造成的危害，你要進行賠償！」提出了損失損害的要求，這就

是發展中國家基本上的共同立場，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分歧。在這個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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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度、巴西、南非，我們組成了一個「基礎四國」，就是在哥本哈根會

議之前，由於利益一樣，所以形成了一個「基礎四國」的機制。我們每年一個

季度，部長們開一次會，根據談判的進程來協調立場，因為我們這個集團，實

際上也不是一個集團，就是一個機制，佔了全球的 30 億人，佔的排放量也是比

較大的，這個集團說話的份量還是比較大的。另外，我們跟印度又聯合了 30 多

個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組成了立場相近的發展中國家集團。這個集團是堅定

的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堅決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立場，成為代表

發展中國家談判立場的一個中流砥柱。所有最強硬的這些立場，都是立場相近

的國家提出來的，實際上和發達國家的立場達成一個平衡，這是整個談判的態

勢和利益的訴求。 

下面介紹一下中國面臨的一些問題。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第

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排放國。現在我們又是處在發展中國家，逐步向高收

入國家過渡的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所以我們國家的定位問題備受關注，所以

很多國家就利用這個來說事，發達國家就講：「中國你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嗎？

我們是不是應討論一下畢業的問題，你們是不是像中國、巴西、新加坡、韓國、

墨西哥、智利。」他點了一些國家。「這些國家是不是應該畢業了？」他當著

我們的面說：「你們是發展中國家，他們那些國家都應該畢業。」但是他和他

們談的時候，卻說：「你們都好辦，你們排放就只佔了一點，實際上中國應該

畢業。」他也是在我們中間造成一些分裂。最後我們就找各國的領導人談，說

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現在還是要堅持這個原則，如果巴黎會議要談畢業問題，

那我們奉陪，那怎麼辦呢？那就拋開其他問題不談，我們先談畢業標準，那如

果這樣的話，我們跟聯合國和法國人說，如果談畢業標準，那麼，巴黎會議的

那些任務就完不成，大家都集中談畢業的標準。最後聯合國跟法國人講，絕對

不能再談畢業的問題，該是誰就是誰，發展中國家不能變，發達國家也不能變，

現在就談還是完成那些任務，把要求發展中國家畢業的問題打掉了。另外，就

是要求中國，我們的 INDC（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自主

貢獻的方案是 2030 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爭取提前，他們明確要求中

國：「你能否不要講 2030 年，你就講 2025 年，能不能把峰值的目標往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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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希望中國向「綠色氣候基金」注資，這是一個多邊的資金機制，這個公約

和議定書要求發達國家，有責任和義務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就是

「綠色氣候基金」。他說：「能不能問你們也往這裡面出錢？」另外我們搞一

路一帶，他說：「你這個一路一帶，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能搞高碳的項目，

都是低碳的項目，你們能不能做出這樣一種承諾？」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希望中

國，加大減排的力度並提供資金支持，這樣的話在減排、定位、長期目標、出

資問題上，我們不光是要跟發達國家談，另外，其實發展中國家內部，也有一

些這方面的呼聲。所以要把這個問題很好的、妥善的解決，在這個問題上，中

國做了充分的準備，也做了一些舖墊。 

（旁白：想知道中國在巴黎氣候峰會談判的過程中，如何拆解國與國之間出現

的難題，最終促成了這個歷史性的協議，請繼續收看「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對

應（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