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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而后明智 —— 谈《京都议定书》的历史与展望 

 

      2012 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最后一年。此后的第二承诺期将是

一个向 2020 年以后新的国际气 候制度转型的时期。在 2012 年底,《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简称 《议定书》或 KP)的

缔约方将在多哈举行定期的缔约方会议。在这个时间点,回顾一下《议定书》的

前世今生,能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进程,并展望未来的可能性。  

      1. 1990-1997 国际协议的达成:气候谈判与科学  

      科学是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

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效应逐步获得科学界的共识和政府的重视,联合国环境署和

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 由来自不同

国家的科学家组成,旨在分析汇总全球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并为国际制度

的建设提供建议。IPCC 的《第一次评估报告》于 1990 年发表,报告确认了对

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并呼吁建立全球协议来应对气候变化。在这份报

告的推动下,在 1992 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 153 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签署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 1994 年,《公约》得到了 50 个国家的批 

准而正式生效。而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是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这些问

题包括“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到底是多少?若工业化国家率先减排,那发展

中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减?哪些是共同的责任,哪些是有区别的责任?谁减排?谁出

钱?谁拿钱?谁监督?这些具体的操作性问题都需要各国在《公约》的框架下通过

协商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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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公约》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即 COP1)召开,会议决定设立柏林

授权工作组,围绕一个让缔约方可以操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开始谈判。

经过两年,各方终于在 1997 年日本京都的 COP3 上通过了赫赫有名的《京都议

定书》(Kyoto-Protocol),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量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

法律文件。法律约束力意味着如果国家不能履行协议中的责任,除了面对道义的

谴责,还将要面临实质性的惩罚。  

    《议定书》根据《公约》中“共同但是有区别”的原则,把参与国家的责任分

为两类:发达国家需要承担定量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积极行动,

但没有硬性指标。发达国家在议定书中被分为两个附件,附件一是先进的工业化

国家,附件二是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包括前苏联地区),他们在议定书中承诺在

2008 年至 2012 年的“第一承诺期”把温室气体排放在 1990 年的水平上下降 

5%。附件一国家之间可以通过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来提高减排效率 ,同时附件一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 Mechanism)向发展中国家购买额外的减排量以帮助自己完成

任务。  

    回顾国际气候谈判几十年的进程,科学的作用不容小觑,IPCC 每一次评估报告

的发布,都是科学界对政治家的“谏言”,对普通民众的“教育”,从而推动气候

谈判不断向前。不可否认,当科学遇到政治,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气候变化也从

科学问题、环境问题,变成了经济、政治和战略问题。但从气候保护的角度,未来

的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不能忘记本源——科学对人类提出的要求。  

       2. 1998-2004 签约生效:大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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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议定书》刚刚通过,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首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在当时甚至是现在的技术条件下,都意味着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或者说要求经济发

展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对于正要快速发展的俄罗斯, 以及已经基本锁定在高碳

发展路径上的美国、加拿大等来说似乎很难接受。其次《议定书》中对于“发

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受到一些国家的反对,美国就以此为借口退出并

且一直抵制《京都议定书》。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困难,《京都议定书》从通过到生效经历了多年的艰苦

谈判,波折不断。1998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 COP4 通过了《布宜诺斯艾

利斯行动计划》,计划在两年后对《京都议定书》一些操作的核心问题,包括碳汇、

资金及遵约问题的具体方案形成共识。但是 2000 年在海牙举行的 COP6 效果

并不理想,在持续 36 个小时的高强度谈判后,缔约国仍然未能就关键议题达成共

识,没有按照计划完成任务。在海牙会议失败、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

下,2001 年 4 月,IPCC 发布了第三次评估报告,再次从科学的角度强烈地呼吁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行动。于是国际社会决定在 2001 年 6 月在波恩召开的 

COP6“下集”中拯救《京都议定书》。为了争取波恩会议的成功和把日本、

加拿大等国“拉上船”,欧盟在会议谈判进程中放弃了原先的立场,同意把森林等

纳入减排指标的计算当中。大会通过的《波恩政治协议》主要规定了四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建立了三项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适应基金和最不发达基金; 二

是规定了开展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LULUCF)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三是规

定了《京都议定书》的参与资格、范围等;四是确定遵约的基本原则、决策组成、

不遵约后果等。尽管波恩会议确实拯救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它依然备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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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森林吸收(碳汇)问题上的让步,发达国家(附件一,二变成

了附件 B)的减排目标实际上下降到了 1.8%。  

      由于欧盟的努力,日本、加拿大等国态度和缓,2001 年底在摩洛哥马拉喀什

的 COP7, 通过了《马拉喀什协定》,这是一整套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操作具

体规则包括技术转让、基金等问题,特别是对于灵活机制的规则做出细化规定的

决议草案。  

       为了让《京都议定书》生效,需要其缔约方能覆盖全球 55%的排放量。在

美国退出之后,俄罗斯必须参与进来才能满足这一要求。为此国际社会,特别是欧

盟也是软硬兼施,一方面设置了让俄罗斯可以出售多余的排放空间(也就是所谓的

“热空气”)的机制,另一方面也以不同的方式施加压力, 最终俄罗斯在 2004 年

批准了《京都议定书》,90 天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相比较《公约》仅 2 年的签署生效所用时间,《京都议定书》从通过到签署

生效,风风雨雨经历了 7 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也充分反映了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机

制中的作用,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难产的过程来自两个大国——美国、

俄罗斯的“拒绝”,而最终得以生效,也主要依靠欧盟的斡旋和推动。展望未来的

谈判,大国的立场和博弈仍将从根本上起决定性作用,而随着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

体的经济、政治、外交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未来最关键的国家除了美国、欧

盟、俄罗斯以外,还包括基础四国(中、印、 南非、巴西)。  

      3. 2005-2009:哥本哈根“悲剧”和“上下”之争  

      2005 年底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缔约方会议被称为 COP11/MOP1,也就是公约

第 11 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一次会议。作为第一次的 MOP,这次

大会上正式采纳了《马拉喀什协定》,同时还建立了《京都议定书》的特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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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AWG-KP),开始就发达国家 2012 年以后减排的潜力和今后的量化减排指标

问题展开谈判。  

      在实践中,欧洲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投入使用,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也逐渐

开展起来。这些机制成功地给温室气体排放设置了价格,不仅提高了减排的效率,

也为一些发展中大国的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这个初生的

碳市场的价格还并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它的需求和供给都是人为控制的,有很多碳

市场以外的因素(例如国家的政治意愿和经济状况)在发挥作用。此外 CDM 项目

的“额外性”(即是否产生了实质的减排量)和环境与社会底线也常常受到质疑。

美国虽然没有《议定书》,但是有不少城市联合建立起了区域性的排放交易体系,

在国内开展自愿的减排活动。  

       2007 年号称“气候变化大年”,阿尔.戈尔靠一部讲述气候变化问题的纪录

片获得了奥斯卡奖。IPCC 因为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进一步确认人类活动和危

险的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可能的影响而诺贝尔和平奖。气候变化问题

得到空前的关注。2007 年在巴厘岛举行的 COP13/MOP3 计划启动针对《京

都议定书》以外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一些发展中大国)行动的谈判。而中国的

排放量随着气候谈判的进展和国内经济发展而直线上升,在 2007 年已经几乎要

成为世界第一的排放大国,而且国力不断上升。《公约》中“共同但是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的下半句是“以及相应的能力”,所以随着责任和能力的变化,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行动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巴厘岛大会希望能为 2012 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绘制蓝图,谈判中争议的

核心之一是未来制度的法律形式:到底是保持《议定书》框架,让一些发展中国家

可以“毕业”进入附件 B,还是所有的国家都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只是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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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强度不同?经过多方博弈,最终的决议确立了“双轨制”的设计,在 2005 年成

立的 AWG-KP 继续谈《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的任务,同时,新设立长期合作

行动的特设工作组(AWG-LCA),就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展开

谈判,史称《巴厘路线图》。为了尽早解决问题,保证气候机制和碳市场在 2012

年后的新制度之间不要出现中断,同时也是为了等待 08 年美国大选产生的新总

统能转变美国的一贯消极的立场,当时把谈判的终点设在了 2009 年。戈尔在巴

厘岛的演说中这样说道:“好的传球手不是把球传给队友眼前所在的位置,而是把

球传到队友即将到达的位置。”  

       由于美国对整个气候谈判的影响, 《巴厘路线图》所计划的谈判在 2008 年

止步不前,直到 2009 年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实质性的谈判才真正开始。但是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气候谈判蒙上了阴影。发达国家自顾不暇,政治

意愿没有进一步加强。美国、加拿大等的企图是彻底推翻《京都议定书》这种

“至上下”和“二分法”的制度结构,建立起基于“自愿和回顾”的松散体系;欧

盟希望能在京都的基础上建立包括所有国家的减排任务新的议定书,或者哪怕是

京都加上一个规定附件 B 以外的国家任务的“姐妹” 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则希

望在保持京都框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一些大会决议来规范自己和美国的行动。 

美国和欧盟的行动都被发展中国家视为对《京都议定书》的谋杀,在 09 年哥本

哈根大会之前最后一次的谈判中,非洲国家代表甚至以集体愤然离席来表达自己

对“谋杀京都”的抗议。在哥本哈根,由于各国立场之间的差距实在巨大无法弥

合,在 KP 和 LCA 双轨上产生后京都国际气候协议的努力宣告失败。在部分国家

的推动下所产生的《哥本哈根宣言》,采用的是一种自主自愿自下而上的参与合

作方式,最后也只是被大会“注意到 (take note)”而没有作为正式决议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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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谈判几乎就变成了“自上而下强制分配”和“自下而上自愿行动”

的路线斗争(即“上下”之争)。自上而下的方式应该说更加科学,从科学的建议

出发,为了控制升温在 2 度以内,计算出剩下的排放空间,然后根据各国不同的责

任和能力进行分配。但是这种方法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各国都认可的公平的分配

标 准,即使理智上可以认可,国内的政治现实也难以接受。2007 年 IPCC 第四次

评估报告建议的是,为了实现稳定二氧化碳浓度在 450ppm 以下,所有发达国家

至少需要减排 25-40%,而实际上只有挪威、德国等极少数国家做出了 40%的承

诺。而美国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方式看上去更加务实:各国根据自己的能力 

进行承诺,在行动过程中,通过不断比对行动的进展和气候科学的最新发现,不断

调整自己的行动。但是这种方式没有办法给世人保障未来能有一个安全气候环

境。自上而下的方法需要大国以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推动才能行得通。在上世纪

末,欧盟还勉强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结束的时候,世

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牌的发达国家都陷入在自己国内经济问题的泥

沼中, 发达国家几乎从《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集体撤退,而一批新兴的发展中国

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如何重新界定它们的责任和能力,成

为另一个关键点。  

       在 2011 年的德班缔约方会议中,大会决定在保持双轨的情况下,加设“德班

加强行动平台”,目标是争取 在 2015 年完成 2020 年以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

同时,大会在形式上确立了 2013 年开始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是实际上

发达国家的承诺并没有在 2009 年的基础上有显著提升,而且遵约机制(也就是不

履约的后果)的谈判也没有什么进展,所以这个表面上的第二承诺期实际上已经进



解读 COP18 多哈气候谈判评论汇编 

10 

 

入了“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套子。公约(LCA)轨道上的谈判又延长了一年,并

决定在今年的多哈谈判中结束这一轨。  

       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看在 2013 年到 2015 年,甚至到 2020 年,随着科学的

进步,绿色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各国,特别是各个大国能否通过自主自愿的行动建

立起更大的信心(国内)和信任(大国之间),以更加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推动一个强有

力的国际气候制度的建立。这个制度未必是“京都流”的,但一定要能够促进国

家,企业为了气候保护而展开积极竞争、并确保我们每个人以及后代能拥有安全

的气候环境。  

2009 年 9 月,在曼谷的特设工作组会议期间,有一篇气候博客的结尾是:被谋

杀,多一个妹妹,还是浴火重生?KP 的命运,我们拭目以待。现在看来京都议定书

所象征的“公平、进取、且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治理更像是和炎魔一起

坠入地底的灰衣甘道夫,我们期望着经历这段低潮以后他能变身白袍巫师重返人

间,拯救“灼热”的大地。 

 

20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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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关上的 2 度的大门 ——展望多哈会议如何承上启下 

 

      上个世纪末的美国电影《独立日》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人类驾驶着俘获的外

星飞船潜入正在侵犯地球的外星母舰,留下了一颗核弹以后迅速撤离,外星人发现

后在庞大的母舰内展开追击,母舰的出口也渐渐合上,要把地球人的飞船关在舰体

内——最后人类飞船在大门合上的那一瞬间从缝隙中逃出,而追击的外星飞船 

则撞毁在关上的大门上。每次我看到“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 2 度以内的

‘窗口期’正在关闭” (the window for keeping the temperature rise 

under 2 degrees is closing)这样的文字时,就会想到这个情节。  

      在过去的一年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不

断涌现的事实,也似乎是自然 界给人类发出的一次次加强型警告——穷国富国

大国小国在“失控”的天气面前都很“脆弱”。欧盟经历了二十多年来最大的

一场寒流,大洪水袭击了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和菲律宾等国,西非的萨赫勒地区

发 生了严重的干旱,而美国经历了极端的暖春及其引发的火灾和干旱,下半年又

接连遇上飓风和雪灾。我所居住的北京也在今年夏天那场大雨中夺去了几十人

的生命,并在 11 月初就早早地经历了一场“反常”的暴雪。这些天气事件尽管

无法直接与气候变化划等号,但也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一个反映,并 

可以说只是冰山一角。  

      科学和政治的区别是:政治是基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博弈,而科学只讲事实和

基于事实的分析。残酷的现实是,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在 2010 年已经达到了 

440ppm 二氧化碳当量,并且正在以每年 2.5ppm 左右的速度增长。而 IPCC 在 

2007 年发布的评估报告的分析是,如果能把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 450ppm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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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当量,那么实现控制升温 2 度的目标大概有 50%的可能性。而升温 2 度

以上,就可能触发一些不可逆的自然变化,进一步推进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和海平

面上升等各种负面影响。科学的语言必须实事求 是,就是有七分证据就不能说八

分话。所以 IPCC 的结论中充满着通过各种模型估算出来的概率。这也许不能

完全反映自然界真实的情况,但最好的科学(best science)意味着这就是我们仅

有的可以用来决策的信息,而且我们必须基于这些还不完备的信息做出决定。这

些信息不跟人类谈判,就像影片中关上的大门不会与试图穿越的飞船谈判。  

      飞船上的状况非常不妙。尽管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都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有

些态度和政策的改变甚至是我们以前都无法想象的(例如发展中国家愿意接受定

量的限排指标),但是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刚刚发布的 《排放差距报告》(第三版),

各国在哥本哈根的减排承诺与实现控制升温 2 度的目标之间,存在着 80-130 亿

吨左右的减排差距,这大概相当于全球所有交通工具停开 1-2 年的减排量。而 

2011 年全球排放水平已经比 2020 年需要达到(与控制升温 2 度目标的要求所

吻合)的水平高出约 14%。差距不仅存在与减排力 度上。适应问题,在大多数国

家和国际层面,都严重落后——无论从法律法规、政策还是实践层面。我们看看

每次的谈判决议中减排和适应相关的文本量的比较就知道了,适应在上百页的文

字和几十个议题中往 往占十分之一不到,而支持适应的国际资金在全球气候资金

中的比例也远低于一成。资金缺口是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gap”, 一方面,刚

刚建立的国际气候基金还几乎是空壳,另外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所作出的

资金承诺也经不起推敲——2010-12 年三年快速启动资金大多是新瓶(气候资

金)装旧酒(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更重要的是,从明年开始如何实现到 2020 年承诺

的一千亿美元还没有任何说法。国际气候谈判也从哥本哈根之前环保 NGO 所



解读 COP18 多哈气候谈判评论汇编 

13 

 

期望的从公平性、有雄心和法律约束力上强化《京都议定书》的轨迹,逐渐滑向

了美国等主推的自下而上的、基于自主自愿行动的松散方向。  

      但是,新的可能和希望就摆在眼前——下周一(11 月 26 号)起为期两周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第 18 次全体缔约方大会(COP18)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举行, 而多哈谈判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点,巴厘路 线图的谈判需要在此结束,

而针对 2020 年后国际制度的谈判将要开启。在今年的谈判中,在京都议定书和

公约轨道下到底能有怎样的一个交代,在一定程度上会为德班加强行动平台的谈

判设定一个基调。  

      2012 年的多哈,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点,需要以史为鉴,需要对巴厘路线图有一

个夯实的成果,也需要把握住新的机遇为后 2020 谈判的启动开一个好头。  

      1. 京都轨道谈判 (京都议定书工作组) 在京都轨道下,今年必须对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的安排给一个交代,并确保其在 2013 年 1 月 1 号启动,这也是发展中

国家强调的重中之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谁还会和欧洲(欧盟以及瑞士、挪威、乌克兰)一起留在第二承诺期中承担

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任务? 虽然最近澳大利亚的态度做出了比较积极的转

变,明确申称会有条件地加入,但是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新西兰的态度都非常

不积极,几乎已经把话说死(不参与第二承诺期),在多哈几乎不可能发生戏剧性的

转变。  

       减排承诺能不能提高?自 2007 年欧盟一直试图以有条件的 30%的目标来

撬动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进一步承诺,效果不是很理想。同时,欧盟内部一些对化石

能源比较依赖的国家也反对进一步的承诺。根据十月底欧盟理事会达成的欧盟

最新立场来看,承诺目标仍然没有变——20%(2020 在 1990 年基础上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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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而澳大利亚给出的也是最低 5%(2020 在 2000 年基础上减排 5%)的减

排承诺,离我们的期望相差甚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减排承诺提升的关键,

还在于各国的政治意愿和国内情况。  

       第二承诺期到哪一年结束?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目标设定的都是 2020 年就变

成一个 8 年的承诺期?目前, 欧盟、伞形国家(美日加等)和基础四国都倾向于 8 

年,只有小岛屿国家联盟还在拼死争取 5 年的承诺 期。如果是结果是 8 年

+20%(欧盟)这种组合,等于把行动在 8 年内锁定在一条减排力度很弱的轨道上, 

欧盟推动气候保护的诚意会受到严重的质疑。为此,欧盟还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也就是在第二承诺期中间增加一个回顾(review), 基于 IPCC 最新报告等,对减排

承诺进评估,并提供提升减排水平的机制。  

       除此之外,还包括第一承诺期剩余碳配额的结转问题、退出第二承诺期的国

家能否使用 CDM 机制的问题, 以及第二承诺期相关的法律安排和手续。解决这

些政治、技术和法律问题,给谈了七年多马拉松式谈判的京都轨道一个像样的结

果,将会对整个谈判的进程、氛围及各国相互间信任和对多边进程的信心,产生至 

关重要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波澜似乎并不大,大多数问题的大多国家“认可的选

项”或至少“立场”本身 都已经明确,主要看各方的政治意愿及其他谈判轨道中

的“交换”。  

       2. 公约轨道谈判 (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  

       相比京都轨道,拉锯战进行了五年多的公约轨道下,各国的减排承诺看来今年

很难有大的提升或有新的目 标摆上桌面。一些技术性议题,例如数据透明度、技

术、适应、能力建设,这些年也进展得相对比较顺利,尤其在今年的曼谷谈判会议

以及技术委员会、资金工作计划和资金常委会等的一系列会议和进程中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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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有望在多哈夯实已有的成果,包括完成绿色气候基金、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

技术执行委员会、适应委员会、MRV 体系和流程的建立,并确定 2013-2015 年

的回顾(review)程序等。  

       问题比较大的是资金的机制,而这也将是多哈的关键议题。正如上文已经提

到的,短期的资金,也就是今年底到期的快速启动基金筹措的量虽然差不多,但是

并不是“额外”的新的资金。长期资金更是无从着落。各国即使愿意出钱,肯定

也是觉得自己花钱比把钱交给一个多边官僚机构管理要来的放心。而需要自己

支持的国家很多已经对发展援助中的各种条件也各种不满,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

有一定话语权的多边机构。其中,2013 年以后的资金安排是重中之重,需要在多

哈给予交代,2013-2020 年之间的资金应是逐年显著地上升,绿色气候基金要有

充裕的启动资金,以及可靠的、充分的、额外的公共财政来源,并提升对国家适应

方案和森林保护(REDD)的资金支持力度。当然,资金议题是持续的,也需要在未

来的谈判中留有明确的谈判场所。此外 ,所谓“创新资金” (innovative 

finance),包括来自国际碳交易和行业减排筹措的资金,将是未来谈判另一重要议

题,对其他议题有着双刃剑的正负影响。  

       有关共同远景(全球长期减排目标和峰值年)、行业减排措施(包括航空和航

海)、新市场机制等在经过了今年的几场谈判后,各方分歧仍旧巨大,而如果不能

达成一致,未来是否继续谈以及在哪里谈则将需要给出安排。可以预见的是,政治

性很强的问题(如长期目标和峰值年)很可能被纳入德班平台继续谈,而技术性的

问题则很可能纳入相关的附属机构。当然,也不排除这些议题将导致有关公约轨

道今年是否可以完结(并关闭)的争论,为多哈再添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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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后 2020 年国际气候协议的谈判轨道(德班平台工作组)新开启的德班平

台,在三个平行谈判轨道中,是发达国家一致最关心的重点。在德班平台上,经过

今年的几次会议,决定设立两条平行的“生产线”。除了把希望寄托在将在第一

条生产线上产生的 2020 年后的 国际制度上,各国显然也从目前 2013-2020 年

的减排承诺中看到了即将关上的大门,而巴厘双轨在今年就要结束,所以另一条生

产线就是要继续谈提升 2020 年以前的行动雄心包括减排和支持。在第二条生

产线上,最近一次的谈判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不少发达国家(也包

括发展中国家),开始把很多 UNFCCC 框架外的活动和倡议“统统”纳入这个大

篮子,什么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的 HFC、黑碳啦,

什么国内低碳行动、化石能源补贴、城市发展、企业减排啦,乃至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生产消费也被提到。而中国等则坚定

地支持以联合国框架为 核心。未来如何应对不断“臃肿”的谈判,是另一个变数。  

        而对第一条生产线而言,从表面上看,是否能够维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守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防火墙”,是最大的问题。而背后隐藏

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执行“责任”和“能力”,如何体现和实现整个气候体系的

公平性,但又不以牺牲气候保护的目的为条件。 

       未来的气候谈判是自上而下(统一目标、统一管理、“强制”实施)和自下

而上(各自目标、分别表述、志愿实施)两种路线方针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

为没有自下而上的信心,就不会促成自上而下的保障,没有自上而下的保障,就不

能触发经济的深刻转型。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解决问题的核心一定是

大国要承担起责任来。美国、欧洲、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必须要在谈

判中发挥正面作用。原来觉得美国如果不出来阻挠进程就算发挥了“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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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过现在奥巴马已经连任成功,而且刚刚让桑迪(飓风)上了一课,希望他们的态

度能更加积极。欧盟必须在多哈做出减排 30%的承诺,不仅给飞船加一脚油门,

同时也向后面的谈判发出积极的信号。发展中大国需要认识到自己在国际气候

治理中的地位,积极参与到未来制度的塑造过程中,以自己的影响力和实际行动来

推进公平、进取和有效的国际制度的产生。  

       人类的逃生飞船,是平安脱离气候灾难的诅咒,还是被 2 度、3 度、4 度、5

度的几道大门截成几段?多哈会给我们一个更明确的答案。作为民间机构,我们

也将更多地积极参与到国际谈判和国内政策的进程中, 推动多方合作、政策优化、

沟通交流和国际联系,防止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灾难发生在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

上。 

 

2012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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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技术问题尚待解决,“政治性”问题更需魄力 —— 气候大会第一周总结和

展望 

 

      多哈当地时间 12 月 2 号（周日）凌晨 3 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两个附属

机构工作组（执行附属机构和科学技术附属机构），分别完成了其闭幕会，但

一些争执不下的问题并未能形成决议草案，而是提交大会继续磋商。其他各工

作组也于周六进行了第一周的最后几场会议。第二周的情况渐趋明朗，由于关

键的政治性问题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二周高级别磋商期间，部长们将需要

更大的魄力。  

       部分技术问题尚待解决  

       在附属机构这两个相对比较技术性的工作组上，非附件 1 国家的国家通讯、

适应委员会报告、提升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妇女参与度、最不发达国家资金的进

一步指导等多个问题基本完成磋商，形成可供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文。而能力建

设、农业问题、损失和损害（loss and damage）、国家适应计划、应对措施

（response measure）、气候技术网络和中心、气候技术委员会、国际磋商

和分析（ICA）、支持回顾的技术工作组（CGE）等议题形成初步决议或尚未

达成一致，都将交给第二周的大会继续磋商。这些兼具技术性和政治性的议题，

将进一步增大第二周在有限时间内的谈判压力。  

       资金问题难产中  

       正如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代表提到的那样，资金问题将成为多哈会议是否能

够达成成果的决定性因素（deal maker/deal breaker）。而第一周发达国家

的表态却让人非常失望。美国和其他的伞形国家，强调已经给出的钱应该得到

认可和庆祝，资金问题已经不是问题，各国想要给多少钱应该是自愿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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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需要形成案文或决议。而欧盟和挪威等则遮遮掩掩，一边说资金会持续给，

而且在非正式交流中一些国家也提到自己的国内预算已经确定了 2013 年的气

候资金的数量（可见是有钱的），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跟美国等一起降低资金

问题的讨论空间，乃至形成案文的可能性。失望、反对声在发展中国家中蔓延。

因为对他们来说，至少需要给出 2013-2015 中期资金一个交代。G77 和中国

集团的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提案，中期资金需要达到至少三年 600 亿

美元。  

       在周日（12 月 2 号）晚上发布的长期合作行动(LCA)非正式案文中，资金

议题，连同技术、适应、能力建和和应对措施等都没有任何文字。而大会轨道

（COP）下面的资金谈判组则形成了汇总文本（不等于谈判文本）。资金的难

产，让人不禁对多哈会议的命运产生深深的担忧。  

       第二承诺期关键看欧盟  

       京都轨道的谈判进入文案磋商，但案文中有非常多的括号（也就是大家意

见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处理的问题）。周六下午的磋商，开始进行逐段讨论。

而在有关批准（ratify）第二承诺期的紧迫性上又出现了分歧，发达国家认为不

需要给出一个批准的截止日期，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坚持需要这样的确认。此

外，第二承诺期的长度、热空气（第一承诺期盈余指标是否转让）的问题、减

排水平、CDM 机制的参与条件等，都仍旧悬而未决。能否达成一致，关键看

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协调。  

       德班平台尚处在“清谈”期  

       由于德班决议包中的京都轨道和长期合作行动轨道都将在本次会议达成谈

判，而德班平台则刚于今年 4 月启动，加上整个谈判模式沿袭 9 月曼谷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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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方式，德班平台的两个工作组—后 2020 年国际气候机制和短期雄心

（short term ambition），都在相对“清谈”的状态。各国多是对自己立场的

重述、解释，而很少挑战或互相提问。当然，具体的态度也有差别。中印等发

展中大国希望的是尽可能延缓德班平台的谈判速度，给其他两轨的谈判以足够

的时间，并达成一致后才能推进德班平台的实质性谈判。而欧盟和小岛国的立

场则是德班平台也很重要，需要在本次会议达成决议，并形成明年的高级别磋

商模式（不仅是谈判代表、也需要各国部长参与）。其中欧盟更强调的是第一

小组（后 2020 国际气候机制）而小岛国则更强调第二小组（2020 年前的短期

雄心）。  

       第二周的“高级别会谈”是双刃剑  

       本周五傍晚的总结会上，多哈气候大会主席、卡塔尔廉洁和行政监督机构

主席阿卜杜拉·阿提亚明确表示，他将从本周一开始组织部长们的内部磋商，会

尽其所能将大会朝着成功的方向推进。而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高级别会谈”

（闭门），一方面，由于参会人员的级别高（部长级为主）、所谈问题数量较

少（相比较大会工作组零零碎碎的几十乃至上百个议题），往往能够在持续纠

结和遇到瓶颈的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但，另外一方面，由于参与的人员较少、

人为影响的可能性更大（比如说组织者对议程的设定等），也有可能形成未经

充分思考和讨论的结果，或者产生讨论过程或结果的不公平。所以说，其实是

双刃剑。  

       结语  

       作为第四年来到联合国大会现场的 NGO 观察员，我深深地知道，第二周

将充满观点交锋、意见碰撞、利益交换、各种“谣言”、各种“互相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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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终的关键还是看几个主要的大国和国家集团的部长们，能够站在全球和本

国利益（而不仅仅是后者，乃至后者中的一部分如化石能源行业）的高度，拿

出政治诚意和政治魄力，减少分歧、扩大共识、提升雄心，否则，无论大会主

席怎么努力，无论部长们在高级别发言会场如何“信誓旦旦”，都将不可避免

让人失望的结果。部长们，请给力！ 

 

2012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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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NGO 观察气候谈判僵局未解,国内减排更需努力 

 

      多哈,2012 年 12 月 8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 18 次缔约

方大会(COP 18)和京都议定书第 八次缔约方会议(CMP 8)在推迟近一天后,于卡

塔尔首都多哈当地时间 12 月 8 日傍晚七点通过一份“多哈系列协议”(Doha 

Package)。联合国气候变化新一轮的谈判并没有能够抓住机会,控制全球升温在

两度以内的大门进一步关闭。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在全球范围不断增强,而各国政

府却在多 边舞台上继续推迟行动。中国民间机构代表对大会结果表示失望。  

     “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点,多哈会议的结果是对现实的妥协,是对未来的不负

责”。道和环境与发展 研究所的气候变化项目官员徐嘉忆表示。在本次多哈气

候大会上,来自中国民间的观察员机构紧密合作,活跃在谈判场内外。“多哈谈判

从形式上继续推进了国际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为京都第二承诺期和巴厘路线图画

上了句号,并启动了后 2020 国际气候协议的工作计划,”创绿中心气候变化政策

研究员李莉娜指出,“但实质上,并没有在坎昆和德班减排目标的基础上有任何提

升,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也没有具体的中期资金承诺,更

没能弥合国家之间的互信‘赤字’。”不管国际谈判 结果如何,从能源安全保障、

环境污染控制、资源禀赋限制以及落实“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战略方

向角度,中国自身的节能减排工作,需要与国际气候谈判进一步脱钩,而不能过度

依赖全球层面的谈判进展速度。“中国国内节能减排需要更强的力度和雄心,”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表示。  

       在多哈大会前后,多个国际机构发布了最新科学报告。联合国环境署的《排

放差距报告》指出,各国 的减排承诺与实现控制升温 2 度的目标之间,存在着

80-130 亿吨碳的差距,而 2011 年全球总排放已经比 2020 年需要达到的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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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4%。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更是警告说,“除非对气候变暖采取更多行动,否

则全球温度将在本世纪末再上升四摄度……这将使得沿海城市和穷人面对灾难

性后果”。就在大会第二周谈判期间,菲律宾经历了今年以来的第十六次特大洪

灾,导致几十人死亡,四万多人流离失所。这些都是各国人民为政府们的不作为付

出的惨痛代价。  

       尽管现实严峻,气候谈判却离科学的要求越来越远,日本、加拿大、新西兰、

俄罗斯等国接连从京都 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中脱离,加入美国的行列,而日本、澳

大利亚等也进一步降低了其减排目标,都是 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发达国家在

第一承诺期乃至可预见的将来,都没有能够做出足够的减排努力,发展中国家要顾

全大局,从控制温升两度的战略高度出发,为减排做出更多的努力。”自然资源保

护委 员会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说,“新兴发展中大国更需要认

识到自己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地位,积极参与到未来制度的塑造过程中,以自己的

影响力和实际行动来推进公平、进取和有效的国际制度的产生。”  

       京都议定书艰难迈向第二承诺期  

     《京都议定书》历时八年谈判,第二期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结论,尽管它已经

没有减排的实质意义了。欧盟保留其在 1990 年水平上减排 20%的目标,但它已

经完成了 18%。而澳大利亚更是定了与 1990 年排放水平几乎持平的极弱目标。

这些都增加了到 2020 年持续“锁定”高排放、高污染的危险。而改变这一现

状,必须抓紧时间,国际能源署警告的大限是 2017 年。《京都议定书》作为唯一

的自上而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协定,也因其第二承诺期的“有形无 

实”,严重削弱对新的国际机制“架构”的参照作用。NGO 对各个大国,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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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没有能够守住京都架构,而落到如此“软弱无力”的第二承诺期而感到

不满。  

       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正式关闭  

       从 2007 年以来,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尽管在减排、适应、资金、技术等领

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在今年正式关闭的收尾还是显得有些虎头蛇尾,多数是对已

经形成的机构和程序的落实,包括绿色气候基金、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技术执

行委员会、适应委员会、MRV 体系等,但对资金和适应等问题,却没有足够的交

代。由于减排雄心不足,可以预见的将来,适应的难度在加大,而面对无法避免和

适应的灾害等的损失和破坏问题(Loss and Damage),贫穷的国家和人民将需要

更高的成本和能力。尽管美国等发达国家极不情愿,大会还是就损失和破坏问题

达成了决议,将在明年的 COP19 大会上建立相关国际机制,这也是 会议不多的亮

点之一。未来国际谈判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些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重要问题,将从很

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气候机制的公平性。  

       资金严重不足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不仅面临执行志愿减排心动和报告(MRV)

要求的成本增加,而且适应和损失损害应对成本也在迅速攀升,但大会最重要的议

题之一“资金”问题,却没有给出足够的交代,只有几个欧盟国家公布了其明年的

气候资金数量,发达国家整体并未明确 2013-2015 年的中期资金数量,资金的严

重不足也为政治互信和未来的谈判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资金的透明度和诚信问题 ,也是必须正视并解决的。拿 2010 年到

2012 年的快速启动资金来说数,尽管发达国家已经宣布其共同完成了 3 年 300

亿美元的资金承诺,但根据乐施会发布的研究报告, 完成情况还是有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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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分之一是额外的新增资金,只有不到一半的资金是赠款(其余均 是贷款),

且用于减缓和适应的比例达到 4:1,严重不平衡。德班平台明确下一年工作计划

在去年底开启的德班行动平台,一方面需要继续提升 2020 年前的短期雄心,另外

也要在 2015 年达成后 2020 国际气候协议的安排。经过一年的谈判,包括对日

程的争论和确定,以及多轮圆桌会议非正式的意见交换,再次明确了授权,确定了

下一年工作计划。虽然现在前景非常不明朗,但是这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所有主

要排放国家承诺要加入一个全球性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条约。公平问题是德

班平台 的核心问题,而它应该成为提升雄心的桥梁,而不是阻碍。开诚布公地讨

论并落实公平原则,是各国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气候变化谈判结束了多哈的征程,明年将回到寒冷的波兰华沙开始新一轮的

磋商。在每一年的谈判中,我们听到的都是“明年会…,明年可能…”, 但正如菲

律宾代表在大会上提醒各国部长和谈判代表说到的,各国携手加大力度应对气候

变化,刻不容缓,不可以再等待。 

 

2012 年 12 月 8 日 

 

 

 

 

 

 

 

 

 



解读 COP18 多哈气候谈判评论汇编 

26 

 

 

创绿中心 

创绿中心是一个扎根本土，放眼全球的环保公益组织。创绿相信人类的发展应以

生态为本，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由多方协力合作。我们致力提供创新的工具和渠

道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融合社会、企业和政府的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绿色

转型。 

 

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致力于通过参与国际进程以及全球视野下的研究和分

析，推动有效的气候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旨在创建不同利益相关者

对话与参与的空间，使多元观点得以碰撞、达成共识，促成积极改变。 

 

联系方式： 

      北京市东城区甘雨胡同 53 号万博写字楼 410 室 100006 

     +86 10 8447 7697 

   www.ghub.org/climate-finance；cfc@ghub.org 

     Greenovation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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