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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社教學資源 

通識補充教材：＜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對應＞ 

 

解振華先生＜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對應＞ (二) 講座完整版演講文稿 

 

（旁白：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於巴黎舉行，又稱為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經中

國反覆斡旋和協調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 ，一致同意通過《巴黎

協議》，達成歷史性減排目標，抑制升溫於攝氏 2 度以內。在整個談判的過程

中並不順利，中國如何扮演重要的角色，成功解決各國之間的分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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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家講述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的目標和成績，還會為我們親述巴黎氣候峰會

的談判過程如何曲折。在最後一刻，最終通過《巴黎協議》，聯合國更高度評

價中國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解振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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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們國內的行動，應該說國際的成效是顯著的。我們在聯合國談判當中，

在大會上、會下，沒有一個國家批評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力，都認為

中國的政策、措施、行動是有力的，成效是顯著的，這點我們談判當中腰板比

較硬，這是我們的底氣，所以，要求做的我們都做了。在這一點上，習近平主

席也明確在國內提出要求，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

負責任大國應盡的國際義務，要站在國際道義制高點，這是我們應該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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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我們不是屈於壓力，中國必須

自己要採取措施。北京的霧霾這麼嚴重，我們自己首先要解決自己的問題。而

且解決霧霾的問題，跟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是同根同源。在這一點上我們自己

首先要主動的做，而不是逼於壓力，逼於壓力和主動的做，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個勁頭也不一樣，政策措施也是不一樣的。 

中國成立了以總理為首的，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導小組，由 28 個部門的部長，都

是一把手，做為領導小組的成員，確保中央各部門集中力量協同聯動，動員各

方的資源進行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的工作。這個領導小組的兩個名字，

一個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導小組，一個是節能減排的領導小組，它的辦公室都

設在國家發改委，來協調各方，來確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案。所以，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們就宣佈到 2020 年，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那

就是 2020 年，我們的碳強度要下降 40%至 4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比重，

要達到 15%左右。非化石能源，包括核能、水、風、光伏發電，再加上生物質

能─這是我們講的非化石能源，沒有講可再生能源，因為包括了核電─要達到

15%左右。當時很低，才達到 10%以內，所以要達到 15%，任務還是非常艱巨。

森林面積比 2005 年增加 4000 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 2005 年增加 13 億立方米，

增加森林的面積主要是增加森林蓄積量，就是吸收二氧化碳。在十一五、十二

五期間，我們採取了強而有力的節能減排，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的

政策和措施，應該說成效是非常顯著的。據我們初步的統計核算，截止到 2015

年，我國單位 GDP 二氧化碳的排放，碳強度的排放比 2005 年下降了 38%，相當

於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少排放了 41 億噸二氧化碳，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

的比重達到 12%，還有五年的時間要達到 15%。森林蓄積量不是 15 億立方米了，

我們已經增加了 21 億立方米，增加了 6 億立方米。據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在

節能減排這點上，中國做得最好。它說：「在過去的二十年當中，中國的累計

節能量佔全球節能總量的 58%。」那就是一半以上的節能量是由中國完成的，

這是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國際能源署公佈的數據，它說：「目前中國的水電、

風電、光伏發電和生物質能發電，它的裝機佔全球的比重達到了 24%至 25%。」

就是四分之一是中國的裝機。新增的裝機增量當中，中國佔了 42%，也就是說 



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對應 

3 

 

在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領域，中國發展得最快，這個產業發展得非常快。它的成

本也由於規模化，技術的提高，也大大的降低了。這裡有一個數據，風電的成

本這幾年降低了 30%，光伏發電的成本降低了 60%至 70%，大大的降低了。在

這點，雖然歐盟、美國的談判代表，他們的部長在跟我談的時候：「我們要對

你們光伏發電，可再生能源要進行反傾銷。」但是我說：「你要認識到一點，

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在發展這個產業當中，中國做了顯著的貢獻，你承認不

承認，這個成本，光伏發電降低了 60%到 70%。」他也承認，這是中國在應對

氣候變化、節能、提高能效、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出的貢獻。習主席在巴

黎會上宣佈，中國是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上述行動

和成就增加了我們參加國際談判的底氣。我們說了我們就做，而且我們超額完

成了十一五、十二五的任務，這是我們取得的成效。 

另外在 2015 年，去年的 6 月 30 日，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提交了 2020 年後，應對

氣候變化的自主貢獻，確定了二氧化碳的排放，2030 年左右要達峰，爭取盡早

達峰。碳的強度和 2005 年相比，要降低 60%至 6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

比重，要達到 20%左右，這就是我們新的 2020 年後的目標。森林蓄積量比 2005

年，要增加 45 億立方米左右。這些目標都是非常有力度的，我們正式宣佈這些

目標是在去年的 6 月 30 日。奧巴馬訪華的時候是 2014 年的 11 月份，中美兩國

元首就發表了一個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在那個聯合聲明裡面，當時我們商定，

兩國元首宣佈各自的自主貢獻的目標。美國宣佈要降低，在 2005 年的基礎上降

低 26%至 28%。中國宣佈我們在 2030 年達峰，要爭取提前，非化石能源佔一次

能源的比重，達到 20%左右，我們公佈了這麼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在國際上引

起非常大的影響，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在這個領域

能夠攜手，率先公佈了各自的目標。而且我們還在這個聲明裡面，提出了在十

三個領域要開展合作，實際上兩國都在做的，節能、提高能效、工業、建築、

交通各個領域的如何來節能，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低碳城市，開展了一系列

的合作。在這一點上，由於中美帶了這個頭，各國都在抓緊制訂自己的方案，

所以在巴黎會議之前，有 186 個國家都公佈了自己的自主貢獻的目標。就這點

來說，潘基文秘書長講了，中美這個聯合聲明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作出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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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貢獻。上述這些行動體現了中國對多邊進程的推動力。另外，中國也宣佈

我們通過生態平衡建設，最後也宣佈了中國要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道路。我

們還要增長，要實現 2020 年全民奔小康的目標，2050 年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

經濟還要增長，社會還要進步，但是我們的污染要減輕，環境要改善，應對氣

候變化，我們要大大的作出成效─通過甚麼方式呢？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這有

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至少有十項措施來實現這麼一個目標，彰顯了中國積極應

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維護全球生態安全的信心、決心，也彰顯了

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這是我們國內做的一些工作。第二，就是積極開展氣

候外交。通過這些氣候外交，增加共識，鎖定巴黎協定的一些主要內容，為了

推動巴黎會議取得成功，中國領導人近年來開展了一系列的氣候外交活動，提

升了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當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使國際社會更加深刻的

認識到，中國在多邊進程當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參加談判將近十年，在峇里島的時候，我們參加談判，就是發達國家說，我

們聽，然後我們回去研究研究再說，就是比較邊緣。後來，我們開始參與對話，

談判。現在，我們幾乎是站到了，氣候變化的進程舞台的中央。就是說，最後

如果你達成了一個決定，做出一個決定，如果中國不同意，或者中國沒有發出

聲音，它是不能達成的。所以現在任何國家，他想要提出一個新的倡議，他要

來跟我們對對表：「我們想提這個建議，你覺得可不可行？」我們覺得可行，

那他就接著談；我們覺得不可行，那他說：「我們就不提了。」提也沒有用處，

這就是中國在氣候變化這個領域，我們的話語權愈來愈大，這就是軟實力，國

家自己做了，腰板硬，有底氣。另外，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愈來愈深入。

不光是提出一個目標，提出一個建議，它意味著甚麼、內涵是甚麼，你要搞清

楚，在談判的時候，講清楚這意味著甚麼東西，你們能不能夠接受。大家說如

果是這樣的話，做這樣一個決定不合適，這個就是你要真正的研究，要做這個

工作。 

另外，在去年（2015 年）巴黎會議之前，習主席訪美，又發佈了一個中美元首

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那個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不是談目標，是就我剛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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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主要的分歧，中美怎樣就這些分歧找到著陸區，取得共識，應該怎麼解

決。在這點上，我們跟美國人最大的分歧就是，他不願意出現「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原則，他不希望出現兩分法。我們講了這是我們的底線，這是公約的

精神，這是過去歷次談判大家取得的共識，必須堅持，在這點上你必須要考慮

全球的利益。最後在中美聯合聲明裡面，明確指出要堅持公約的原則，要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的原則，各自能力的原則。但是美國人加

了一句「要考慮各國的國情」，那我們接受，他解釋說：「其他都不重要，各

國的國情是最重要的。」但是，你寫到文字裡面，大家就接受了。所以，在利

馬會的時候，這個會議是拖遲了 42 個小時，最後一片僵局，解決不了問題了。

最後是中美拿出了聯合聲明裡的一句話，就是要堅持共同目標，要遵循公約的

原則，把這段寫進去之後，一盤僵局，擱了這麼一個活子，其他的問題都解決

了。所以最後很多國家講，是中美的聯合聲明挽救了利馬會議。巴黎會議也是

中美聯合聲明發佈了之後，很多國家就看到了希望，說有可能解決，為甚麼呢？

他們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完全對立的兩個國家，一個代表發達國家，一

個是代表發展中國家，他們都能在這些點上找到共同點了，應該說這次會議還

是有希望的。 

在會議之前的半個月之內，奧朗德總統訪華，他找習主席談的，其實主要是談：

「你們要幫我們，巴黎會議一定要成功，要達成一個協議。」在這個之前，我

們和法國政府，發佈了一個兩國元首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這個聯合聲明就解

決了中美聯合聲明之外，還未解決的問題，就是如果形成巴黎協定，它怎麼可

持續，它就要能夠堅持下去，不光是管到 2030 年，2030 年之後它應該還要有效，

它是想解決政治遺產問題。最後，在這個聯合聲明，除了那些跟中美聯合聲明

的內容之外，主要是解決了一個長期可持續性的機制，就是五年進行一次盤點，

發達國家提出了必須五年進行一次審核，審核之後根據審核的力度不夠，自上

而下的決定你要提高多大的力度。最後我們跟法國談成了，兩國元首聯合聲明

寫道：五年不是進行評審，要進行一次盤點，這個盤點就沒有更大的切入性。

另外，盤點之後，主要目的是進行整體盤點，不是就每個國家評審它的力度，

是全球總的努力，還跟 2 度有多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做出來之後。還有一種激 



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對應 

6 

 

勵性的機制，你要能夠提供甚麼樣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在這種前提之下，各國

再自主決定：你是更新還是重申你的目標，建立一種鼓勵促進性機制。這點上，

各國都接受，中法的聯合聲明是解決這麼一個問題。在這點上，潘基文秘書長

講，習主席與會，和中美、中法會前的聯合聲明，為巴黎協定做出了基礎性的

貢獻，幾乎是把政治共識都找到了。 

在這個期間，除了中法、中美的聯合聲明之外，總理在去年接待印度總理和訪

問巴西、歐盟的期間，我們又發佈了中歐、中印、中巴的一些聯合聲明，在這

些聯合聲明裡面，實際上把政治共識進一步濃縮了一下，為巴黎協定的達成，

中國做了各方的斡旋，達成了一些共識，來解決巴黎協定當中的一些困難問題。

而且總理在去年六月訪法的時候，中國的自主貢獻，我們不是直接提交給聯合

國，我們是在訪法期間，總理在法國宣佈了中國的自主貢獻目標。所以法國人

說，這是中國為舉辦巴黎會議，送給法國人的一份大禮。另外，張高麗副總理

是負責主管氣候變化工作的。在會議前夕，我們在北京召開了「基礎四國」的

部長級會議，發佈了一個「基礎四國」的聯合聲明，把我們的共同底線公佈出

來了，張副總理見了四國的部長，重申了中國的立場，希望四國加強協調，維

護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和利益，要團結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應該說，中國的氣候

外交還是比較成功的。 

第三個問題，給大家介紹一下，巴黎會議過程曲折，結果還是圓滿的，應該說

中國作了突出的貢獻。雖然會議之前我們做了一系列的準備跟鋪墊，但是巴黎

會議談判的形勢錯綜複雜，過程十分曲折。中國代表團認真貫徹，中央國務院

確定的參會對案，妥善的應對，推動一些主要的國家和「基礎四國」與及發展

中國家來相向而行。在這點上，因為我們大家有了一些共識，大家為了實現目

標，要達成協議，大家必須共同來努力。在這一點上，大家還是很有共識的。

在這期間發展中國家內部是有很大的分歧，南非是 77 國加中國集團那年的主席

國，他就提出我們內部分歧比較大，但是我們在談判桌上要有一個原則，就是

發展中國家之間不互相傷害，定了這麼一個原則。我們公開的支持南非主席的

意見，發展中國家內部絕對不互相傷害，我們可以跟發達國家公開的進行談判， 



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對應 

7 

 

但是發展中國家內部對我們不利的，或者我們不能接受的立場，我們不表態，

我們私下跟他們的代表團團長交換意見，告訴他這裡面的利害關係在哪，你們

能接受就接受，你們不接受，我們也尊重你們的意見，為甚麼呢？我們是發展

中國家集團的，都是窮哥們，我們自己不能內鬥，這是我們秉持的一個立場。

最後經過各方的努力，取得了成果。 

大家在電視上、媒體上，可能看到了一些當時發生的事情，有幾個故事，過程

的事，我簡單的講講。第一個就是習主席在這個會上，做了一個大會發言，在

開幕式當天，習主席講話，作為中國的國家元首，第一次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

締約國大會，習主席講話提出了全球氣候治理，中國的建議方案，提出了四個

有利於：有利於實現公約目標，引領綠色發展；有利於凝聚全球力量，鼓勵廣

泛參與；有利於加大投入，強化行動保障；有利於照顧各國國情，體現務實有

效，提出了中國的建議。另外宣佈中國建立南南合作基金，一些發達國家要求

我們：「你要出錢嘛」，我們跟發達國家說：「中國要出錢，但是跟你出錢的

性質不一樣，你是有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這是有法律約束力，你

要做，這是歷史上的責任，你要出錢。 我們也要出錢，作為發展中國家之間

內部的合作，我們搞南南合作，我們要建立一個 200 億人民幣的，一個南南合

作基金，我們通過這個基金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搞雙邊的合作。錢我也出了，

但是跟你的性質不一樣。」在這個協定當中，出錢問題，在中美聯合聲明我們

寫的是：敦促發達國家要繼續提供資金支持；鼓勵發展中國家自願提供資金支

持；歡迎私營部門出錢─它是有區別的，但是在最後巴黎協定裡面，落腳點是

發達國家有責任出錢，連發展中國家都沒有提及，其他國家自願出錢，就把整

個出錢問題鎖定在巴黎協定當中了。另外習主席在講話當中，還提出了應對氣

候變化，這是全球努力的一面鏡子，給我們思考和探索未來全球治理模式，推

動建設人類共同體，帶來了寶貴的啟示。我們應創造一個各盡所能，合作共贏

的未來；一個奉行法治，公平正義的未來；一個包容互進，共同發展的未來。

習主席的論述，在全球氣候治理的中國方案，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成為

巴黎會議開幕式上一大亮點。與會期間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也講話，我就不點名，

有的國家領導人講完之後，媒體反應不好，說講的都是空話，沒有習近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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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得實在。他提出 200 億元，這個他提出來了，而且中國的目標也宣佈了，我

們做了哪些成績也宣佈了。有些國家只是講高調，對一些國家領導人講話做出

一些批評。另外習主席在會議期間，見了美國、法國、巴西、俄羅斯的總統，

跟他們交換了一下意見，最後要求我們這些談判代表團，團長們要相向而行，

做立場極端的一些國家的工作。最後大家要往中間靠，要靠在甚麼地方？要靠

在中美、中法聯合聲明上，給這些國家代表團的團長，也提了這樣的要求，這

些國家領導人都同意，應該怎麼樣辦。這是我們的領導人，氣候外交增加了推

動力。 

另外就是鞏固跟發展中國家的盟友關係，這裡我就簡單的講了。談判是分兩周，

第一周是談判代表的會，第二周是部長級的會，第一周談判就放出一個風，就

是說「基礎四國」分裂了，77 國集團分裂了。所以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周

部長們一到，我們就組織召開「基礎四國」的部長會，告訴大家現在會上有一

股輿論，說我們分裂了，我們現在應該馬上開一個新聞發佈會。第一，把我們

共同的立場再重申一下。第二，我們明確的表態支持，大會主席國巴西，他的

一切決定我們都支持。第三，一定要有一個協定。而且我們「基礎四國」為了

達成這個協定，我們願意採取靈活的態度，發揮建設性的、積極的態度，把道

義制高點佔領了。另外，我們也告訴大家「基礎四國」是團結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立場相近國家，這些國家，三十多個國家，石油產諸國等等都在這

裡面：古巴、委內瑞拉、拉美的一些國家，在這裡面立場是非常堅定。公約議

定書裡的要求絕對都不能夠動，他是堅定的維護者，這個集團是天天開會。到

最後階段了，我們不能成為進程的阻礙者，我們應該是推動者、建設者，要採

取靈活的態度，在會議最後出現了一些問題的時候，最後這個集團採取了靈活

的態度，確保了這次會議的成功。應該說這次會，77 國集團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這次會議各個集團都有貢獻，在談判的幾年當中，都是談得高案，誰都不讓，

最後這一個禮拜，實際上各方都在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一個協定。 

我們講多邊的機制就是，大家都不滿意，但是都能接受，這就是最好的結果，

就按著這麼一個要求，最後不是零和，是合作共贏。大家最後表態說，這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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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們參與了，其中有我的貢獻，這就是多邊機制的結果。實際上在這當中有

很多國家，做了大量的溝通、協調、斡旋的工作，這是第二點，中國做了一些

工作。最後這個會還是按照既定的議程，按照既定的方向，最後達成了一個協

定。另外就是大家也看到了，會議最後延時了三十多個小時，大家都進了會場

了，那個會就開不起來了，不能開，為甚麼呢？最後形成的這個案文，有一點

要做修改，也就是說對發達國家，要求他減排的過程當中，要求他必須要進行

絕對量化的減排。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是應該逐步達到絕對量化的減限排，

實際上還是一個相對減排的概念。所以在這點上有的國家不接受，說「如果你

用『必須』這個詞，那實際上我國會是不能批准的」。另外，在這個協定裡面

又寫進去了，要求發達國家要出錢，這點他們有問題，你要一年出 1000 億元也

寫到協定當中了，這個發達國家覺得，出錢我認帳。但是要寫到協定裡，有約

束力的一年 1000 億，他說：「我的議會沒有批准，沒有授權，我也不能接受。」

最後，提出能不能做些修改。但是這個案文已經發出去了，那怎麼辦呢？最後

大會主席國跟秘書處找我們商量，說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這個問題可以

解決，你們就公開承認錯誤，就說技術錯誤，編輯錯誤，為甚麼呢？大家可以

理解，我們談判代表已經幾天幾夜沒有休息，沒有睡覺了，那工作人員一樣啊，

他們也是糊裡糊塗的打出來的，所以最後一刻技術錯誤。最後大會開會的時候

說：我們給大家承擔責任，發生了一些編輯上的錯誤，把『應該』打成了『必

須』，所以我們做了修改。多數國家都接受，但是有的個別國家不接受，說現

在寫得挺好，為甚麼要改？他不同意，在最後階段，如果有一個國家不同意，

就不能達成協定，最後怎麼辦呢？大會主席還有一些主要國家找我們，說：

「中國代表團你們可否做做工作，跟那個國家做做工作，能不能讓他們靈活一

點，我們先通過，以後再說。」最後我們做了這幾個方面的工作，反覆進行斡

旋，最後大家達成了一致，說：「好，改吧！先通過，完了以後再說。」最後

協定通過了。在這個會議當中，國外的媒體報道比較多，為甚麼最後階段，停

了幾個小時，開不下去了，老看著中國代表團的人在那來回的走，那是在中間

做各方面的工作，最後達成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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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要解決法律約束力的問題。談判一開始，美國人是非常明確的提出：

「如果這個協定當中，減排如果是有法律約束力的話，我的議會絕對不會批准，

一個有法律約束力減排協定。」他是明確在大會上提出來了。還有一些國家要

求，發達國家出錢要寫到協定裡面。但是有些國家說：「出錢可以，但是你要

寫數字，我就不能接受。」這個問題就是一片僵局，怎麼辦呢？我們也是和有

些國家商量，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叫「核心協定加決定」的一個方式。就是

說，你的責任，你要做甚麼寫到「協定」裡面，這是有法律約束力的，讓你具

體怎麼做，寫到「決定」當中，這樣不就是把一些國家的困難解決了。為甚麼

要這麼做呢？因為哥本哈根的協議，就是因為一些國家沒有參加，這個協定沒

有認真的執行，我們不希望再漏掉一兩個主要國家。我們講了一定要有法律約

束力，但是要適用於所有各方，不能有一個國家不參加。按照這樣一個要求，

最後大家也都接受了，最後的決定是「協定加決定」這麼一個形式。原則、機

制、制度都在協定裡面寫，就是有約束力的，大家都得辦。但是具體各國怎麼

辦，寫到決定當中，就把這個問題破解了，解決了法律約束力的問題，這是這

幾個具體問題，給大家講講。 

最後給大家彙報一下，巴黎協定的主要內容。我唸一下主要內容，也就是剛才

講的那些分歧都講了，最後落腳點落在甚麼地方。第一，體現了「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原則，明確指出在公約下的這個協定，旨在加強公約的實施，反映

公平，「共同但有區別」和各自能力的原則，考慮到不同的國情。協定、減緩、

資金、透明度等各要素，都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有區別的責任，兩

分法體現了。在減排方面，發達國家繼續通過承擔全經濟範圍，絕對量化減排

這個目標，發揮領導力。鼓勵發展中國家在今後，逐步承擔全經濟範圍的減限

排目標。它加了一個「限」字。在資金方面，發達國家繼續承擔公約下，向發

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的義務，鼓勵其他國家自願出資。在透明度方面，在公

約現有機制安排的基礎上，要建立一個強化的透明度的框架，並對有需要的發

展中國家，提供靈活性和能力建設的支持。這一點，原來的分歧是，發達國家

要求不是一個強化的透明度體系，是一個統一的、單一的體系，大家都一樣，

最後經過談判，達成了一個強化的體系，還是有區別，而且對一些有需要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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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提供靈活性。第二，確認了自下而上靈活機制安排，規定各方應該

定期提交應對氣候變化貢獻，貢獻由國家自主決定，就是自下而上的減排模式。

各國通過相關國內政策措施加以落實，同時建立促進性、鼓勵性的一個全球盤

點的機制，每五年對減緩、適應、支持等各方面的行動，進行一次全球盤點，

各方根據盤點的結果，以自主決定的方式強化行動，又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模式，

這樣對發展中國家還是比較有利的。第三是傳遞了全球，向綠色低碳轉型的積

極信號，重申了將全球溫升控制在 2 度以內的長期目標，目標定的是 2 度，同

時注意到 1.5 度目標的重要性，提出全球要實現低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

的共同願景，不是零碳，是低碳發展的一個共同願景，也是更科學、更準確，

結論更理智，提出全球排放應盡早達峰，沒有提時間，因為發達國家跟小島國

提出，全世界達峰是 2025 年，這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最後就全球要盡早達峰，

提出這麼一個定性：本世紀下半葉，溫室氣候排放和吸收相平衡的這一個目標，

鼓勵各方制訂到 2050 年的，中、長期低碳發展戰略。最後，在這幾個最關鍵的

點上，都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排放的空間。應該說，這個協定既考慮

了發達國家，又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是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 

締約方會議還決定，對巴黎協定的簽署、生效和實施，做出了詳細的安排，規

定今年（2016 年）的 4 月 22 日，到明年的 4 月 21 日，要舉行開放式的簽署儀

式。今年的 4 月 22 日，潘基文秘書長已經通知各國的元首，請各國的元首到紐

約聯合國總部，簽署巴黎協定。巴黎協定的生效是全球排放量的 55%，55 個國

家批准就能生效，實際上中美只要批准，大致上就佔 40%了，再有一兩個國家，

歐盟再批准，那就夠了。所以，現在潘基文秘書長在做各方的工作，現在很多

國家領導人都表示要去，今年 4 月 22 日要開放式的簽署，要爭取早一點讓它生

效。另外，今年的談判還要解決，2020 年之前發達國家的《京都議定書》第二

承諾期的問題：在 2020 年之前讓他減 40%，他現在 2030 年的目標都沒有達成

40%。現在要談判到 2030 年之前，發達國家要減多少，這是要進行談判的。 

另外這次會議的結果，應該是體現了我們國家領導人提出的「四個有利於」的

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原則。協定的達成，是全球氣候治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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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里程碑，有助於促進我們國內的可持續發展，也是中國一次比較成功的外交

實踐。克里（美國國務卿）在會議的最後一天，他跟我談，他說：「我們講中

美兩國的新大國關係，真正的大國關係，在氣候變化這個領域發揮了領導力。」

他說應該把它作為中美合作的一個亮點，在其他領域要進行推廣，這是我們氣

候外交一個很重要的實踐，是比較成功的。中國在推動巴黎協定達成的過程當

中，我們還是認真的遵循了公平、公開、協商一致、締約方驅動的原則，在這

個過程當中做各方的工作，最後達成了一個發展中國家滿意、發達國家也認可

的協定。其實，聯合國對中國的評價是「你們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這點

上我們還是盡了努力的，各國也是認可的。會議結束之後，奧巴馬總統、奧朗

德總統、潘基文都給習主席打電話，寫信，感謝中國做出的貢獻，在這點上我

們還是得到了各方面的認可。 

最後給大家再簡單的報告一下，巴黎協定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特別是對中

國的影響。第一，巴黎協定顯示了綠色低碳轉型，已經成為全球的大勢所趨，

這是一個潮流。轉變傳統的發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實現綠色發展，

這是巴黎會議各方達成的共識，這就是潮流。各國也認識到以煤炭等傳統化石

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難以長期的維持。清潔低碳的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

將逐步成為主流，為甚麼呢？發達國家承諾在 2050 年，他的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要達到 60%至 70%；到 2060 至 2070 年，基本上 95%以上是可再生能源。這是一

個大趨勢，各國今後將進一步提升應對氣候變化，在國內發展議程當中的優先

權，將發展節能環保、新能源和低碳產業作為後置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提高國

家創新能力的重要抓手，不斷的加大政策傾斜和資金技術投入，推動能源生產

和消費革命，發展節能環保低碳產業。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我們要把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變成發展的機遇和動力。

中國確定的這些目標，需要多大的投入，我們算了一筆賬：41 萬億人民幣，到

2030年，相當於 6.7萬億美金。實際上我應對氣候變化，不搞那些傳統的粗放式

發展；我搞綠色低碳產業，它實際上也是有市場的，也是需要投入的，也是增

加就業的。我們算了一筆賬，到了 2030 年，我們這個產業吸收的就業人口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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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萬人，這是一個挑戰、是個壓力、是個負擔，實際上也是一個機遇、也是

市場、也是動力。在這點上，國內十三五的計劃，完全是按照這個思路在做十

三五的規劃。所以你們大家會看到兩會期間，那裡提出來的只有應對氣候變化、

節能減排、環保的指標是約束性的，其他的，連 GDP 的增速都不是約束性指標。

約束性的指標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必須要執行的，這些目標很快就會公佈。我

想這些目標如果實現，2020 年中國，不是我們承諾的要減少 45%碳強度，是要

達到 50%左右，大大的超額完成了 2020 年的目標，那就 2030 年減少 60%至 65%，

我覺得實現這個目標是沒有問題的。可再生能源的目標也沒有問題，原來國際

上評論中國最難的是，非化石能源所佔的比重，因為中國的煤炭用量太大。現

在看，我們還是有信心的，為甚麼呢？煤炭的用量基本上開始飽和，應該開始

在逐步的下降。只要把煤減下來，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和解決大氣污染

的因素就大大的緩解了，所以在這點上，我們還是很有信心的。 

第二，順勢而為。氣候變化的挑戰，為綠色發展的機遇，剛才我已經講了，就

不再說了。 

第三，認真落實巴黎協定，繼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政府將應對氣候變化，

納入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採取了強化措施，落實十三五應對氣候變化

的各項目標，爭取超額完成 2020 年碳強度下降的目標、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

的比重 15%的目標，這些目標我們都是能夠完成的。如果十二五的目標完成了，

2020 年的目標完成，超額完成，那 2030 年的目標應該說是沒有問題。因為我們

在做規劃的時候，制訂這些目標的時候，已經考慮了我們國家這個新發展的變

化，考慮了轉型升級的這些大的趨勢，至少是 2020 年中國完成工業化，工業的

排放不能再增加了。現在峰值我們是定在 2025 年，工業的排放峰值。城鎮化可

能主要是建築、交通，只要把節能減排的措施能夠到位的話，應該說房子不是

傳統的建築，是綠色建築，它的標準是很明確的，交通：車、船、路、港，都

要搞綠色低碳的技術和措施，這些有具體的規劃，而且有經濟政策支撐，我們

在價格上、稅收上、財政補貼上，都有相應的政策來配套的。這些目標我想是

能夠完成的，而且能夠超額完成，在這點上我們還是比較有信心的。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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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點，中央也在確定對各個部門，各級政府的考核，把應對氣候變化作

為約束性指標來進行考核，它不追求 GDP，追求的是這些約束性指標，來解決

中國的最大的短板，就是自然環境問題，把補齊短板作為十三‧五、十四‧五

最亮的一些內容，在這點上我們覺得還是有信心的。 

第四，就是廣泛的動員全社會，積極的參與氣候變化，真正的要想實現這個目

標，除了政府的努力，企業要參與進來，全社會都要努力。所以現在我們發展

低碳的城市、低碳的省、低碳的社區、低碳園區的試點，從試點的結果看到，

2020 年有一批省和一批城市要達到峰值，西部地區 2030 年應該達到峰值，我們

還是有信心實現這些目標。另外，中國也建立了自己的碳市場，中國的碳市場

進展得比較穩定，我們搞了七個省區的碳市場試點，現在這個價格比較穩定，

在全國進行推廣準備工作，大體上從法律、法規、標準、第三方的認證，這些

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 

所以習主席宣佈中國的碳市場，在 2017 年要建成中國全國的碳排放交易市場。

所以現在歐盟、美國、日本都在跟中國談，還有韓國，說：「我們能不能建立

一個區域的，或者全球的碳市場？」我們說：「可以，等我們的市場建好了，

我們再跟你談建立這個區域的碳市場。」所以這個工作我們都在做，市場工作

進展也比較順利，也就是說巴黎協定所確定的共識，就是中國將來發展的戰略，

是一致的。在這點上我們是順應了世界發展的潮流，把挑戰變成了機遇、變成

了市場、變成了動力。在這點上我們完全可以講，我們也開始做好這方面的準

備，這點還是有信心的。 

說得不對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