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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适应大事记-国际气候进程 

从国际气候进程来说，UNFCCC在20世纪90年代即提出了
适应机制的阶段目标。以下为3个比较重要的里程碑 

2001 COP7，在马拉喀什，缔约各国同意成立最不发达国家工
作计划（LDC Work Programme）来发展国家气候变化机制并建
立各自能力，包括国家适应行动计划（NAPA）：最不发达国

家识别并汇报他们的适应需求。 

2006 COP12，在内罗毕，科学与技术建议工作组(SBSTA)获得
授权开展一个为期5年的内罗毕工作计划（Nairobi Work 

Programme）项目来针对影响、脆弱性和适应。 

2010 COP16，在坎昆，坎昆适应框架（Cancun Adaptation Framework）
正式成立。它主要包括5个部分：执行（包括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建立并
执行国家适应计划， 以及考虑损失与毁坏（Loss and Damage）的工作
组）、支持、建立机构（包括成立适应委员会Adaptation Committee）、

确定原则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气候适应大事记-国内政策进展 

从国内政策进展来说，中国在短期内已取得了将适应工作提升至国家战略的成果并对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的基本
事实进行了梳理 

2007年 
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并列作为我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以及技术和能力建设需求。同年，我国
启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 

2007起 
国家每两年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最近一期为2014年在刚过去的联合国利马气候大会上，

《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正式发布。明确了中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事实以及未来温升和影
响的情景。 

2008起 
我国每年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报告，其中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和成效。最近一
期为2014年11月26日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 

2009年 在地方层次，我国31个省、自治区完成了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编制 

2011起 各地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指导下开始编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2012年 
《“十二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印发，近几年科技、林业、海洋、气象、工业等部
门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划和方案，部署了与适应相关的工作 

2013年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对于提高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综合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2014年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将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工作的目标、领域和方法进行了更具体
的描述。 



国际与国内适应工作现状 

 科学事实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 

 1983-2012是过去1400年中北半球最热的年份。1880-2012年，全
球平均温度上升0.85度。在1901至201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
0.19米。全球冰雪消融速率增加。 

 

 根据《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结果来看， 

 中国的温升速度和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自1980到
2008年，气候变化引起小麦和玉米的单产分别降低1.27%和1.73%。
在未来发展趋势部分，报告认为，未来中国区域气温将继续上升，
到本世纪末可能增温1.3-5摄氏度；暴雨、强风暴潮、大范围干旱
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将增加；中国海区海平面到本世纪
末将比上世纪高出0.4-0.6米 

 



国际谈判现状 
 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应议题的焦点一开始主要集中在资金
机制和技术转让层面，在2010年后主要集中于项目和机制层面。 

 

 2001年公约第7次会议决定设立适应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等来
支持其将适应纳入国家规划。 

 

 2010年第16次缔约方会议建立了坎昆适应框架和适应委员会，并
对《国家适应计划》予以支持。 

 

 2010年后至今的谈判工作主要是对之前适应工作的落实。适应问
题在公约下的发展历程详见图1 



适应问题在公约下的发展历程 

1992 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规定缔约方与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义务 

1995 确定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机制的3个阶段 

1997 通过《京都议定书》，重申缔约方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义务 

2001 - 设立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适应基金 
- 组建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2002 通过《关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德里部长宣言》 

2004 通过《关于适应和应对措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方案》 

2005 通过《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五年工作方案》 

2006 通过《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毕工作方案》 

2007 通过《巴厘行动计划》 

2009 通过《哥本哈根协议》 

2010 - 建立坎昆适应框架 
- 组建适应委员会 
- 设立绿色气候基金 
- 设立新的技术机制 

2011 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国家适应计划》 

2012 适应委员会三年期工作计划 

图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历程 



年份 
Year 

欧盟 
EU 

英国 
UK 

德国 
Germany 

法国 
France 

美国 
USA 

加拿大 
Canada 

澳大利亚 
Australia 

2014 

2013 《欧盟适应气候变
化战略》 

《国家适应规划》     《气候变化适应规划》     

2012 

2011     
《适应气候变化
战略对的行动规

划》 

《国家适应气候
变化行动规划

（2011-2015）》 

 《联邦部门制定适

应气候变化规划的实
施指南》 

《联邦适应政策
框架》 

澳大利亚政府委
员会组建气候变
化特别委员会 

2010   威尔士《气候变化
战略》 

        
 《澳大利亚适应

气候变化：政府
立场书》 

2009 气候变化适应白皮
书 

苏格兰《气候变化
适应框架》 

    

组建跨部门气候变化
适应工作组，发布

13514号总统行政命
令 

    

2008   

颁布《气候变化
法》；发布《英格
兰适应气候变化：

行动框架》  

发布《适应气候
变化战略》 

        

2007 气候变化适应绿皮
书 

          
 《国家气候变化

适应框架》 

2006       
 《国家适应气候

变化战略》 
      

2005     
 《国家气候保护

计划》 
    

 《推进应对气候
变化: 履行京都承

诺规划》 
  

2004        《气候规划2004》       

2002           

 《加拿大气候变
化规划》; 跨部门

气候变化影响和
适应工作组 

  

2000           
 《加拿大政府气
候变化行动规划》 

  

主要国家气候适应政策 

表2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的适应政策进展 



国家适应重点政策 
气候适应政策框架  

重点领域 城市适应领域 

基础设施 加强风险管理 
修订相关标准 
完善灾害应急系统 
科学规划城市生命线 
  

改善城市建筑布局 

改造原有排水系统，增强城市排涝能力，构建和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和集群区域防
洪减灾工程布局 
完成实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 

加强对台风、风暴潮、局地强对流等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
警能力，做到实时监测、准确预报、及时预警、广泛发布；重点加强对城市生命
线系统、交通运输及海岸带重要设施的安全保障。 

农业 加强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措施 
提高种植业适应能力 
引导畜禽和水产养殖业合理发展 
加强农业发展保障力度 

  

水资源 加强水资源保护与水土流失治理 
构建水资源配置格局 
健全防汛抗旱体系 

合理规划和完善城市河网水系 

减少不透水地面面积，逐步扩大城市绿地和水体面积，结合城市湿地公园，充分
截蓄雨洪，明确排水出路，减轻城市内涝。 

保护并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采用透水铺装，建设下沉式集雨绿地，补充地下水，
促进节水型城市建设 

海岸带和相关海
域 

合理规划涉海开发活动 
加强沿海生态修复和植被保护 
加强海洋灾害监测预警 

加强沿海城市化地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措施，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防护标准，加
高加固海堤工程；采取河流水库调节下泄水量、以淡压咸和生态保护建设等措施
应对河口海水倒灌和咸潮上溯；完善海港、渔港规划布局，加强防灾型海港和渔
港建设 

森林和其他生态
系统 

完善林业发展规划 
加强森林经营管理 
有效控制森林灾害 
促进草原生态良性循环 
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 

合理规划城市群建设，预留适当比例的城市绿地及水体，保护并恢复城市周边湿
地 

人体健康 完善卫生防疫体系建设 
开展监测评估和公共信息服务 
加强应急系统建设 

建立并完善城市健康保障体系 

编制和修订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卫生应急预案，建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人
体健康监测预警网络，修订职业劳动防护标准，加强气候变化敏感行业的医疗救
治能力建设；完善卫生设施配置，加强媒介传播疾病的监测、预警和防控，探索
气候变化条件下保障人群健康的有效途径 

旅游业和其他产
业 

维护产业安全 
合理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 
利用有利条件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限制缺水城市的无序扩张和高耗水产业发展， 
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节水型经济，建设节水型城 



领域 机构名称 

应对灾害 乐施会（Oxfam） 国 际 计 划 （ Plan 
International） 

    

水资源 创绿中心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森林、实地和草原
等生态系统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农业 乐施会（Oxfam）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
促进会 

世界农林中心（ICRAF）   

海岸带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公众健康   

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规划机制建设、
工具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创绿中心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分领域的NGO实践 

表4 各领域NGO实践 



国外优秀适应案例介绍 

 沿海城市应对飓风制定应急预案 

 

在经过2005年的“卡特丽娜”飓风后美国以完善其《国家应急规划情境》
（National Planning Scenarios）来应对极端气象灾害。但是2013年10月的飓风
“桑迪”仍然在美国本土造成100余人死亡，几千万人受灾，其中许多人失去了家园，
经济损失500亿美元以上，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 

 

究其原因，基于城市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仍然欠缺。 

 

在桑迪飓风过后，纽约市成立了“重建和恢复专门项目”（Special Initiative for 

Rebuilding and Resiliency） ，对于纽约市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生态系统保
护、应急系统、灾后重建等进行了具体规划。 

 

国家海洋与大气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也在
桑迪飓风之后开展了一系列项目以确保一个更具韧性的美国海岸带，沿海社区避免风
暴潮带来的洪水侵扰，一套完整的气候数据和分析，改进的自然资源管理以应对未来
海岸带灾害活动，和更具韧性的预警和公共设施 。 

 



国外优秀适应案例介绍 
 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 

 美国能源部2013年7月发布了《US Energy Sector Vulnerabilities to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Weather》（美国能源领域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脆弱性）
的报告 。 

 该报告深入评估了美国能源领域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和具体表现并提出相应的适应
工作建议。能源系统的稳定直接决定了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从而影响生产生活。 

 

 气候变化的三个负面影响对于美国能源体系的影响最大：上升的空气和水温、水资
源的区域性和季节性下降、和增加的风暴强度和频率、洪水和海平面上升。比如，
相较于2006年，2030年阿拉斯加的油气生产因为气候变化会增加3.6至6.1美元的
成本。永冻地区的消融对于油气的运输设施损害巨大；海冰的消融对于油气设施的
运作带来的巨大风险。除了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面临的潜在风险更大。比如，
降水量的减少导致水电发电量的减少，风场类型的变化使风电的供应量不确定性增
加。除了对于具体的能源种类产生影响外，气候变化直接导致了全美的能源需求
整体增加，并对于电力需求的峰值提出了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能源部的研究确定了未来能源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几项举措：使
用更具气候韧性特点的能源技术（比如更为节水的油气生产技术），在能源领域深
入开展脆弱性评估（比如针对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开展更为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
作），开展适应性规划（比如能源领域从联邦到地方政府的协调机制和能力建设）。
对于每一项措施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要求。 



对于NGO从事适应工作的一些思考 

 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说，对于国内外优秀实践的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并作出符合中国
国情的建议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先进适应技术和治理结构的研究。开发出适合不
同利益相关方使用的工具，比如适应项目规划、脆弱性评估、适应工作监督审核手
册等。 

 从加强传播和推广的角度来说，各机构可以总结中国的优秀案例在国内和国际平台
上进行推广，对公众、政府等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能力建设和知识普及。可以当好
适应工作中国内外合作交流的桥梁。 

 作为社会中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应当起到对于适应政策落实和项目的独立监督作用。
不论是从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参与、建议还是在新的《环境法》下开展独立的监督工
作。 

 对于扎根于全国各城市和农村社区的机构来说，在社区层面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最重
要的是有意识的将适应的的目的和原则与已有工作相结合。例如，从适应性的金融
和农村小额贷款来做替代生计减小气候灾害对于农村人口生计的冲击。 

 公众参与也一直是NGO的传统工作，除了教育工作，更重要的是形成民间的协调
组织或者网络。例如目前夏季暴雨期间民众自发形成的“积水潭”提示和电子地图，
以及覆盖更广泛自发的灾害预警提示灯。 



对中国适应政策建议的一些汇总 

 从将气候适应纳入城市规划的角度，创绿中心的《2014广东省生态宜居
指数》 把城市气候韧性纳入城市生态宜居的评价体系，并提出3点建议： 

 

1. 城市管理部门应继续提升对环境信息及时、准确的披露，使数据真实
反应城市的环境表现，及做出的努力与存在的不足。 

2. 政府建立起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渠道，为公众提供便捷、畅通的途径以
获取城市宜居相关的信息、开通表达意见的服务通道，鼓励公众理性、
积极的参与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中。 

3. 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频发、海平面上升是未来城市发展面临的挑
战，在建设低碳生态城市过程中，要增强城市及市民应对气候变化的
意识和能力，将城市的气候韧性列入考察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评价指标
中 

 



对中国适应政策建议的一些汇总 

 从知识和信息的角度，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承接的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
所的《Scoping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Needs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China》（2012） 报告提出4点建议： 

1. 建立气候变化适应的区域中心 

2. 完善区域气候变化与脆弱性信息系统。该系统需要包括：一个包含社会
经济数据和趋势的分析以评估当地的气候脆弱性。社会经济的情境分析
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可能的未来情形来协助在当地的规划框架下建立本地
的适应战略；对于气候变化社会和经济成本的研究，尤其是采取和不采
取适应行动的代价；开发更针对本地情况的区域气候和极端天气事件的
预测系统；提高区域气候模型与量度技术 

3. 传播，信息以及工具的开发和建立，需要包括以下工作： 

4.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宁夏和贵州的调研中，与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
目（ACCC）合作的宁夏不论从知识、信息和意识上都相对较好。气候
适应的国际合作项目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是互惠共赢的。 

 



对中国适应政策建议的一些汇总 

• 从区域脆弱性评估的角度，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
性与适应性研究》（2009）提出7点建议 ： 

1. 加强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2. 改进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体系，并对重大工程运行方案进行优化调整 

3. 合理调整农业种植制度，优化种植结构，培育和改良适应气候变化的品种以及改善农田管理
措施 

4. 把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管理纳入流域森林培育和经营管理的总体规划方案中，建立和晚上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在森林经营管理过程中，以保护天然林和回复重建地带性植被为主，加强人
工林管理，优化林分结构，并在人工林经营和植物恢复过程中兼顾到气候变暖过程中引起的
“南种北移”现象，有针对性地采取逐步推进和驯化的策略 

5. 在长江源区的各类生态系统中以保护冻土和生物多样性为主，减少人类活动干扰；在人类活
动主导区，调整畜牧结构，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加强草场管理，引进和培育适应气候变暖的
新草种，严格控制载畜量，防止草场超载；建立牧草储备系统，加强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预警
和应对能力 

6. 增加河湖连通性，改善环境流，增强湖泊调洪防旱能力，将湿地保护纳入到流域综合规划管
理当中；优化长江流域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保障湿地基本的生态水文功能；加固海岸堤防工
程，加强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以降低气候变化对滨海和河口湿地的影响；加强对湿地生态
过程及其与气候变化相互作用的研究，提高对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及数据收集能力；加
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对策研究 

7. 将气候变化纳入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
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探索节能减排与适应气候变化相
结合的发展道路；建立有效的气候灾害预警预报与应急响应机制；加强气候变化的教育和宣
传，提高公众意识，倡导对环境和气候友好的生活方式 

 



对中国适应政策建议的一些汇总 

•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气候变化对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影响与适应研究报告》（2010） 针对14个优先区
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详细的适应策略。 

 

• 例如，针对海南岛中南部区特别提出了“加强对海南岛旅游的管理。目
前海南岛的旅游规模越来越大，对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必须尽
快规范发展生态旅游，控制旅游的规模和范围。加强旅游环境监管，努
力监督与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合理适当的开展旅游”。 

 

• 针对羌塘-三江源区提出了“加强区域生态建设，加强羌塘、阿尔金山、

可可西里、色林错、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的能力建设，形成有效的联合
管理网络，增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综合能力， 

 

• 针对非法盗猎和采金等主要威胁因素展开专项整治活动， 

 

• 以及针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反应和处理能力”。 



名词解释 
  适应（Adaptation）：在人类系统中，针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及其影
响进行调整的过程，以便缓解危害或利用各种有利机会。在自然系统中，
针对实际的气候及其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人类的干预也许有助于适应预
计的气候。 

 暴露度（Exposure）：人员、生计、环境服务和各种资源、基础设施以
及经济、社会或文化资产处在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位置。 

 脆弱性（Vulnerability）：受到不利影响的倾向或趋势 

 韧性/弹性/可恢复力 （Resilience）：系统抵抗负面影响而不损害其基
本运转和功能的能力 

 灾害风险管理(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通过设计、实施和评价各
项战略、政策和措施，以增进对灾害风险的认识，鼓励减少和转移灾害风
险，并促进备灾、应对灾害和灾后恢复做法的不断完善，其明确的目标是
提高人类的安全、福祉、生活质量、应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来源：IPCC S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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