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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环境（TPE）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京顺利召开

2009年8月14-16日，来自第三极及周

边地区（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塔吉

克斯坦、日本、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

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瑞典、荷

兰和挪威）等15个国家共计70位科学家汇

集北京召开了主题为“第三极环境 Third 
Pole Environment (TPE)”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科学院支持，青藏所

姚檀栋院士组织和发起。

会上各国科学家们交流了国际上第三

极环境最新研究进展（共有20位外籍学者

作了专题学术报告），讨论开展第三极环

境国际计划（TPE）的科学意义、关键科学

问题及其未来研究目标和内容，并提议通

过了TPE项目的执行计划、阐明了TPE项目

的管理和组织机构。

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了当前TPE项目

急需解决的五大关键科学问题：1）过去

不同时间尺度上第三极地区曾发生了哪些

重大生态环境变化事件，是怎样变化的？ 

2）第三极地区的能水循环及其组成部分

有哪些特征，与印度季风有什么联系？ 

3）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第三极地区（特

别在高海拔区域）的生态系统将发生怎样

的变化？4）冰川退缩和冰川物质平衡将

如何影响能水循环及其组成成分，它们对

环境变化有哪些影响？5）如何应对与冰

川-湖泊相互作用引发的危害？

会议确定了TPE项目的总体目标是，深

化当前对第三极环境的理解，吸引相关研

究结构和学术团队关注第三极地区“水－

冰－气－生态系统－人类活动”之间的相

互作用研究，揭示第三极环境变化过程、

机制及其影响和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为提

高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服务。科学目标是，从地

球系统科学角度上揭示第三极大气圈、冰

冻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之间的相互

作用及其对全球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五个方面：1）不同时空尺度上古环境

的变化特征；2）第三极冰冻圈－水圈相

互作用及相关的气候灾害；3）第三极能

水循环；4）第三极地区的环境影响与生

态系统的反馈；和 5）人类活动对第三极

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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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确定了TPE项目的多项执行计划，

重点是组织区域性多国联合考察断面、建

立区域对比观测台站，组织以大学、研究

所或野外台站为基础的青年人才暑期培训

学校，并确定首要任务是组建由多个国家

的科学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设立TPE项目

办公室。TPE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提出

科学问题建议，阐明研究目标，评估研究

方案，协调各国合作协议和任务。TPE项目

办公室主要管理项目的执行，包括组织项

目、召开国际研讨会和青年人才暑期培训

学校，以及维护TPE网站、通讯联系和新闻

发布。

本届学术会议最后提议由姚檀栋院

士、美国Lonnie G. Thompson教授和德国

Volker Mosbrugger教授联合协调、提名和

组建TPE学术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北京部设立TPE项目办公室。本届

学术会议提议2010年和2011年TPE学术研

讨会将分别在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和印度新

德里举办。

TPE的启动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国际青藏

高原合作研究的新格局。

ICIMOD“第一届参与式流域综
合管理国际培训班”在加德满都
举行

2009年10月5-15日，国际山地综合发

展中心（ICIMOD）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

办了第一届参与式流域综合管理国际培训

班。

此次培训共有来自阿富汗、缅甸、不

丹等12个国家，共计20名学员参加，旨在

加强培训者参与式流域综合管理的概念和

实用知识，熟练掌握应用各种参与式流域

综合管理的方法及工具，并将此技术加以

推广。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介绍参与式流域

综合管理的内容，分析参与式流域管理的

角色、重要性和所面临的问题，使学员熟

练掌握其保护技术与对策以及在参与式流

域综合管理中社区工作所涉及到的过程和

问题；其次，介绍社区参与式的流域综合

管理计划，包括参与式流域综合管理的基

本知识和不同的工具。此外，在培训中还

介绍了参与式流域综合治理有利的框架方

面的内容，如政策，地方措施和生态补偿

等。

山地所西藏高原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

室范继辉助理研究员赴加德满都参加了此

次培训。通过小组讨论、野外实践，参会

人员相互交流心得体会，进一步明确了该

领域的工作方向与方法。

国际山地中心第40届理事会在成
都成功召开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第

40届理事会会议于2009年11月16-20日
在成都召开。 

这是继1999年ICIMOD在成都召开第

28届理事会后又一次选择成都作为一年

一度的理事会会议举办地。会议由国际

山地中心中国委员会（CNICIMOD）协

办。来自ICIMOD成员国的国家理事、独

立理事、国际资助团体和 ICIMOD及其部

门的负责人等50余名外国专家和官员到

蓉参会。ICIMOD的中国合作伙伴代表及

CNICIMOD成员单位代表近30人参加了会

议。CNICIMOD副主席姚檀栋院士率团出

席了会议，并在理事会会议上受中委会主

席丁仲礼院士的委托，接任了下年度理事

会轮值主席。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向

志勇应邀到会并代表市政府致辞。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CNICIMOD主席丁仲礼院士

出席了ICIMOD答谢晚宴并与来宾进行了广

泛交流。 

本次会议除理事会例行议程外，还进

行了两天的中心日活动，主要针对ICIMOD
与中国的合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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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报告和讨论了 ICIMOD在中国实施

的项目开展情况。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

局，CNICIMOD和ICIMOD联合举办了《

关注山地 支撑未来》专题报告会，并以墙

报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在山区的环境保护和

发展方面所做的部分工作。

在答谢晚宴上，ICIMOD主任Schild博
士代表ICIMOD对中国在与ICIMOD合作中

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对中国科学院在兴

都库什喜马拉雅（HKH）地区积极进行项

目设计和实施表示欢迎和受到极大鼓舞；

对中国委员会秘书处为这次会议所做的出

色的组织工作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向中

国委员会赠送了象征中国和南亚地区传承

文化源远流长的珍贵礼物。

会前还组织参加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分

别到四川红原和汶川映秀考察了牦牛和草

种基地的项目实施及地震灾后重建情况。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
会会议在成都举行

2009年11月18日，国际山地综合发

展中心中国委员会（CNICIMOD）会议

在成都举行，讨论通过了CNICIMOD的

组织结构、人员组成和章程，并就下一步

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CNICIMOD副主席

姚檀栋院士、秘书长邓伟研究员、中科院

国际合作局王振宇处长、国际山地综合发

展中心 (ICIMOD) 独立理事张林秀研究

员、ICIMOD水与灾害管理部门主任欧阳华

研究员以及来自CNICIMOD各成员单位的

委员、代表近三十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邓伟秘书长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秘书处办公室胡平华

主任对CNICIMOD成立以来工作进展的

汇报。报告从CNICIMOD组织建设、相

关会议活动、信息的收集和宣传、青年人

才培养与交流、合作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汇

报。目前，CNICIMOD工作已从简单的与

ICIMOD开展联系、协助等方面合作，转移

到以ICIMOD为平台，联合与组织有关成员

单位共同提升科研影响力、支撑力，适应

气候变化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上来。

邓伟秘书长就建议草案进行了详细介

绍。CNICIMOD章程建议草案从务实和

开放的角度，强调了条例的指导性和可行

性。CNICIMOD成员单位与委员的确定

中，重点考虑了与 ICIMOD有合作基础、

具备条件的科研单位与人员，以及相关政

府部门、主管单位。力求CNICIMOD的成

员结构具有代表性，能以此为平台联系山

地研究和管理领域的科研单位、政府机构

和学术团体的研究力量，推动山地科学发

展。

王振宇处长指出，成立CNICIMOD一
方面是为更好地协调整合国内相关领域的

研究力量，对口促进与 ICIMOD的国际合

作，提升我国在ICIMOD的作用和影响。另

一方面是为更有效地利用ICIMOD的平台，

以此推动国内山地研究，扩大对外交流与

合作。

针对成员单位的组成、CNICIMOD的
合作方式、内容、机制等方面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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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成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建设

性建议，最后一致通过了CNICIMOD机

构、人员组成和章程的基本框架。

会议全体成员还就CNICIMOD下一步

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下一步工作要

结合中国山地大国的国情，从山区振兴

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提升

CNICIMOD在科学研究、科技信息传播、

决策咨询等方面的科技支撑能力和科普宣

传等方面的社会影响力。       

ICIMOD水与灾害管理部门主任欧阳

华研究员就加大青年科技人员对外交流，

如何在国际合作、国内合作两个方面发挥

好CNICIMOD平台作用，如何展示中国发

展的成果和科技软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

影响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建议。中科

院地理所张镱锂研究员建议，CNICIMOD
可以联合相关学会的有关分会开展年度学

术会议，扩大山地领域科技工作者的交流

范围。水利部水文局副局长林祚顶建议针

对山区问题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提升专

家、公众、国家层面对山区发展问题的关

注。

CNICIMOD副主席姚檀栋院士明确提

出，CNICIMOD的工作要在促进区域合

作方面多做努力，创新合作机制，加强综

合研究能力建设，不断扩大国际学术影响

力。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会

议在全体与会者热烈、友好、充满建设性

的讨论中结束，会议顺利完成了既定议

程，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会议取得的成

果，将进一步推动CNICIMOD的组织建

设，进一步加强我国与ICIMOD在相关领域

的合作。

国际山地中心中委会秘书处开展
国际山区日宣传活动

“国际山区日”作为联合国一个特殊

的纪念日，它的发起可以追溯到1998年
11月的联合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联合

国将2002年定为“国际山地年”，以强调

山地生态系统在提供诸如水资源、森林产

品等物资，以及提供生物多样性的稀有物

种保护区、碳和土壤营养物的储存地、旅

游场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随后，在2002
年即“国际山地年”，联合国大会指定从

2003年起的每年12月11日为“国际山区

日”，同时把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定为国际

山区年的领导协调机构并被委任负责组织

国际山区日的纪念活动。

为了突出全球山区生态系统的重要

性，不断提升对山区社会独特需求的重

视，每年的“国际山区日”都有一个鲜明

的主题。2003年12月11日作为第一个“

国际山区日”，以“山区：水源地”为主

题，突显了山区作为“自然水塔”的重要

地位；2004年以“和平：山区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为主题，强调了“和平”对山

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2005年以“旅

游：减缓山区贫困”为主题，突出了“旅

游”在减缓山区贫困中的重要作用；2006
年以“为了更好的生活，经营管理好山区

生物多样性”为主题，阐明了维护“山区

生物多样性”与人们构建美好生活的生态

关系；2007年“国际山区日”的主题被定

为“应对变化：山区气候变化”；2008
年“国际山区日”的主题被定为“山区食

品安全”。

2009年的国际山区日主题是“山区

灾害风险管理”，旨在提高人们对山区多

发的自然危险和山地社区高度脆弱性的认

识。国际山区日促使人们关注可持续农

业、牧场和林业规范，将它们视为减少风

险的主要内容和制定国家综合战略方针的

必要措施。

山区是危险的地方。许多山地社区的

生活受到地震、火山爆发、雪崩、滑坡和

山洪、泥石流的威胁。人们选择在这种脆

弱环境中生活的原因很多，涉及亲属和社

会关系、文化上不同的风险概念，也包括

贫困这一同等重要的因素。

为宣传“国际山区日”，国际山地中

心中国委员会秘书处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

森林管理司的号召组织了宣展活动，制作

了宣传活动主题展板，准备了相关资料，

有关国际山地中心简介、灾害管理、气候

变化、山区发展等方面以及中委会近两期

简报等相关资料几乎全部发放完毕，显示

出科研人员对山区的高度关注，达到了很

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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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工作研
讨会在山地所召开

2010年1月17-18日，中科院国际合

作重点项目《气候变化影响下喜马拉雅

地区山地地表过程与区域适应对策前期

研究》工作研讨会在成都山地所召开。尼

泊尔特里布万大学(Tribhuvan University) 
Dr. Balmukunda Regmi教授、Dr. Khanal 
Narendra Raj教授，国际山地中心欧阳华

博士，Dr. Arun Shrestha，以及项目组专家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项目主持人中科院地

理所张镱锂研究员主持。

国际山地中心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项

目主持人邓伟研究员首先在研讨会上致

辞，对来自国内外的专家们表示欢迎和感

谢，并希望各位专家积极为项目的顺利开

展交流信息和建议。刘林山博士介绍了

项目的背景及进展情况。欧阳华博士和

Arun博士介绍了国际山地中心专门为配合

项目的开展启动了相应的项目，并制定

了项目实施草案。Khanal Narendra Raj和
Balmukunda Regmi博士介绍了尼泊尔方面

在本项目选定的试点流域所做的研究工作

和流域的背景情况。项目组上官冬辉博士

介绍了研究区冰川变化调查情况，陈宁生

研究员介绍了研究区冰湖与冰湖泥石流调

查现状，江建平研究员介绍了研究区生物

适应性研究进展。参会者还围绕双方合作

的具体工作实施计划进行了详细讨论和修

改，并对项目下一步具体工作计划安排达

成了共识。

为期两天的工作交流会议达到了预期

目的，为如期实施开展国际合作研究落实

了合作伙伴，建立了联系，促进了项目工

作进展。

UNDP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
害风险管理项目年度总结大会在
四川成都召开

2010年1月26-27日，UNDP 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年度总

结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

本 次 会 议 由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UNDP）主办，来自项目合作单位的商

务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务院扶

贫办、水利部、民政部、住房与城乡建设

部、环保部、科技部、全国妇联、中国法

学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四川省

水利厅、北川县政府，以及项目支持单位

的挪威驻华大使馆、沙特阿拉伯驻华大使

馆、英国国际发展部共40余位代表参加了

会议。

会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国别主任南书毕（Subinay Nandy）博士主

持并致开幕词，南书毕博士首先简要介绍

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

项目设立的背景及项目实施一年多来取得

的成果，特别介绍了由UNDP主导，中国

政府多部门协作的项目合作关系及工作协

调机制，对项目取得的成果和各方的努力

表示肯定和感谢。南书毕博士表示，希望

该项目取得的经验能够为中国的灾后重建

和风险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指导，

也期待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进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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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

主任王伟黎女士在致辞中首先代表项目

受益地区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挪威、沙

特、英国等项目资助国的援助和支持表示

感谢，对各部委及其科研单位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工作和贡献表示高度赞扬和肯

定。王伟黎副主任特别提到了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承担的“加强水电安全项

目”成果，认为成果产出的强震监测规范

是我国相关领域的第一部技术规范，对于

指导抗震工作有重要意义。

水利部庞进武副总工代表项目政府合

作机构致辞，庞进武副总工简要介绍了水

利部在灾后重建尤其是水工建筑物抗震安

全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进展，对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成果表示肯定和感

谢，并对项目的后续实施工作提出了要求

和建议。庞进武副总工表示，希望项目各

方所做的工作能够在灾后重建和风险管理

中做出世界范围的贡献和影响。

“加强水电安全项目”资助方，挪

威王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贝根沃（Gunnvor 
Berge）博士代表各项目资助国发表致辞。

贝根沃博士表示，非常高兴地看到各项目

的实施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

指导未来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具有积极

的意义，尤其是在水利水电工程抗震安

全方面，中国水利部门所做的工作令人赞

赏。

随后，各项目的负责人分别向与会代

表做项目年度回顾及成果汇报，受“加强

水电安全项目”项目主任贾金生副院长的

委托，项目国内首席专家，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胡晓教

授向参会代表详细介绍了项目进展、灾区

群众项目受益情况以及项目成果国内国际

间共享交流情况，特别介绍了国际权威专

家对该项目的评价。

参会代表进行了提问和讨论。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作为实施机构对项目的

管理和工作取得的成果得到与会代表的充

分肯定。

第二届中日地震土砂灾害防治学
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

近日，由日本砂防学会、中科院成都

山地所共同主办的“第2届中日地震土砂

灾害防治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成功召

开。与会代表共计40余人，成都山地所

欧国强研究员、范建容副研究员和黄江成

博士生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欧

国强研究员和范建容副研究员分别作了题

为“汶川地震土砂灾害对策研究”和“汶

川地震次生灾害遥感调查与监测方法”的

大会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汶川“5·12”特大地震后，成都山

地所和日本砂防学会签署了合作研究协议

并制定了为期5年的中日地震土砂灾害防

治合作研究计划，此次会议为合作研究框

架下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08年
12月在成都召开），主要交流了合作研究

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同时深入讨论了

今后的合作研究计划及其实施方案。

会议期间，部分与会代表应邀访问了

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兵库耐震工学研究中

心、人与防灾未来中心和建设技术研究

所，并就大型三维震动实验、堰塞湖灾害

信息快速获取、溃坝模型实验、灾后重建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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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环境（TPE）计划工作会议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

2010年2月9日，第三极环境（Third 
Pole Environment, TPE）工作会议在巴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召开。

应 UNESCO/ 科学部和 ICSU/SCOPE 
的邀请，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吕永龙局

长、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

栋院士、副所长马耀明研究员及中国驻

UNESCO 使团副代表黄天华博士出席会

议。UNESCO方面参加会议的有生态和

地球科学部门负责人 Natarajan Ishwaran
博士、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管理部负责人

Shahbaz Khan 博士、水文过程与气候部主

任 Siegfried Demuth 教授、水科学部主任J. 
Alberto Tejada-Guibert 博士和地球观测部主

任 Robert Missotten 博士等，ICSU/SCOPE 
方面的参加人是执行主任 Véronique Plocq 
Fichelet 女士，有关国家驻华使团的代表也

参加了会议。

会上，姚檀栋所长从科学问题、实施

方案、组织结构及第一次国际研讨会等方

面向 UNESCO/SCOPE 官员及科学家们详

细介绍了青藏所正在积极推动的国际研究

计划-“第三极环境”（TPE）。UNESCO
的 Sarah Gaines 博士和 Anil Mishra 博士也

介绍了目前该组织在第三极地区进行的工

作。UNESCO官员及科学家对我国主导的 

TPE 计划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双方同时就

如何在 UNESCO 层面上顺利推动 TPE 计划

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达成了共识。

尼泊尔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期间的一次部长级周边会议上呼
吁建立山地国家联盟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和

挪威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于12月16日联合

召开了一次主题为“面临挑战：大喜马拉

雅地区气候变化”的部长级周边会议。会

议聚集了来自兴都库什地区的重要嘉宾。

会议讨论和阐明了独特、脆弱但又非常重

要的地区所面临的紧要挑战。会议以尼泊

尔总理大臣发出的倡议而结束：建立山区

联盟以加强合作确保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进程中有话语权。参会的嘉宾有：

尼泊尔总理大臣 Mr. Madhav Kumar Nepal，
不丹农业与林业部长 Dr. Pema  Gyamtsho, 
尼泊尔林业和土地保护部长 Mr. Deepak 
Bohara, 阿富汗环境部部长和环境保护办

公室主任 Mr. Mustafha Zaher, 巴基斯坦全

球变化影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Dr. Arshad 
Muhammad Khan, 挪威环境与发展部部长 

Mr. Erik Solheim, 还有来自该区域的其他重

要来宾，包括印度和尼泊尔的一些议员。

国际山地中心主任 Dr. Andreas Schild 和国

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Dr. Pal Prestrud 
在会议上介绍了该地区的情况，强调该区

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重要性和若不引

起足够重视将产生的恶果。

周边会议的目的是让 HKH 地区的政

府能有机会阐明该地区在气候变化影响下

的现状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

他们的代表在主会上仅有3分钟的发言时

间，而这个周边会议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 

COP15 会议期间向公众说明他们状况的理

想平台。相对于专门为非洲和岛国举行的

核心会议，山地国家的利益没能得到关注

和陈述。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应更多地关注

山区人口和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中面临的

挑战。

尼泊尔总理大臣遗憾地表示在 COP15
的会议谈判中关于山区议事日程并不显

著，山区和关于山区的事务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中没被很好地说明。他发起

成立山地国家联盟的概念以加强合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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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的话语

权。他还宣布尼泊尔政府有意在2010年举

办山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部长级会议，

并邀请参加 COP15 会议的山区国家代表

出席,同时由尼泊尔政府主持的非正式会议

启动成立山区国家联盟的议程。

尼泊尔和不丹的部长们明确表示：全

球变暖正在引起冰川融化从而对水的利

用，农业、生计造成负面影响并对基础设

施建设造成威胁。巴基斯坦强调其农业生

产对印度河灌溉系统的依赖性。印度河来

自雪和冰川的融水在春天灌溉高峰季节时

被抽干。

阿富汗环境部长生动地描述了生物多

样性的减少（雪豹和马可波罗山羊的逐渐

消失）以及阿姆河冰川融化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

作为该地区重要的赞助国，挪威的部

长表示将与面对全球变暖最前沿的HKH地区

国家政府站在一起，他表示了他的政府有

强烈的支持和扩大在该区域的合作愿望。

显然，HKH地区的政府可以竭力为减少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做出努力，但正如

大家所知，作用和方法都十分有限。所有

的代表都意识到专业知识和信息的不足。

他们强调急需互相学习，信息交流和加强

跨境协作。他们高度评价了ICIMOD 在该

区域起到的促进和支持作用。

丁仲礼谈气候变化：国际责任体
系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丁仲礼于当地时间12月16日11点在哥本

哈根新闻中心发表演讲，要点如下：

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一个非常重要，但

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议题是设定长期减排

目标，并对今后排放权进行分配。首先要

指出，在CO2 浓度目标确定以后，人类

可以通过化石能源使用和水泥生产排放的

CO2 总量就随之而定。因此，减排和排放

权分配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

里，我想结合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对这个

问题提一点看法。

IPCC方案、G8方案、OECD方案有失公允 

目前在谈判当中，主要参考的是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此外还有G8方
案、UNDP方案等。如果照这些方案进行

分配的话，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下面分

别进行分析。

根据IPCC方案、G8方案和 OECD 方
案这3个方案，发达国家在 2006~2050
年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
倍，因此这3个方案非常不公平，表现

在：其一，不考虑过去排放的巨大差异

（7.54倍）；其二，不考虑未来排放的巨

大差异；其三，发达国家（2010年）和发

展中国家（2020年）排放高峰年时间太

近；其四，不考虑基准年排放量的巨大差

别（1990年为4.8倍，2005年为4.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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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排放权该向谁倾斜 

接下来需认真讨论的问题是：在长期

排放权分配上，到底是应该向发达国家倾

斜，还是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我们认为，

无疑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这不仅仅是

因为历史排放的问题，还因为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产生的排放（城市

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水平提

高）。而发达国家现在排放中的一大部分

已经是奢侈排放，对这3个方案，我的结

论是，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的话，

它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

约。因为这将把目前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

差异固定化, 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解读发达国家设计的陷阱

我们发现，这些减排方案中设计了一

个巨大的陷阱，具体构成是：第一，温度

对大气CO2浓度的高敏感性；第二，2度
阈值；第三，450ppmv目标；第四，8000
亿吨左右的CO2排放空间；第五，发达国

家率先减排，不足15%的人口获得约44%
的排放空间；第六，发展中国家尽管没有

中期目标，但2020年后余下少量的排放空

间。

对这个陷阱，发展中国家其实看得并

不清楚，比如说，它们一直强调的发达国

家中期40%的减排方案。其实，发达国家

即使达到这个目标，给发展中国家增加的

排放空间也非常有限。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控制大气 CO2浓

度增高问题上，需要一个完整的国际责任

体系，这个国际责任体系必须建立在公平

正义的原则之上。而 IPCC 方案、G8方
案、OECD 方案都没有体现这个原则，因

此不应该作为长期减排的谈判基础。 

美国在长期减排目标设定上不能“捆绑”

中国 

首先，中美历史排放和现实排放上有

巨大不可比性。其一，1900~2005年，两

国人均累计排放相差20倍；其二，历史排

放总量，美国多5倍；其三，美国目前人

均排放量是中国的4倍。

其次，如果硬要“捆绑”，美国只有

提出更高的减排目标，才有资格进行捆

绑。我们知道，美国提出的减排目标是

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2050年比

2005年减排83%。对此，我们做了模拟，

结果是以2005年不变人口计算，美国在

2006~2050年间，人均排放量为150吨
碳。假如全世界都像美国这样排放，2050
年的大气CO2浓度将达到600ppmv。可以

肯定地说，中国在未来人均排放上肯定会

大大小于150吨碳这个“美国目标”。因

此，假如中国采取“反捆绑”战术，只要

提出“中国在今后人均排放量上力争控制

在美国同期排放的70%之内”，美国就会

非常被动。而我个人相信，中国是有能力

达到这个目标的。

所以我奉劝发达国家提出更高的长期

减排目标，不要“捆绑”中国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并且相信这种“捆绑”最后只

会“将自己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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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电话：86－28－85237507

传真：86－28－85222258

邮编：610041

电子邮箱：pinghuahu@imde.ac.cn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致力于

加强与南亚国际的科技交流，促进成员机

构的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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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不能否认气候债 

第一，危险的信号。表明这些国家将

否定一系列重要的原则，比如“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原则和“谁污染，谁治理”原

则。

第二，希望发达国家注意，它们的高

排放固然有一部分是他们祖辈造成的，但

主要是目前活着的人排放的。当代人总不

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第三，CO2浓度的增加是有继承性

的，这个继承性和一个国家基础设施的建

设、福利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第四，如果要算气候债，到2005
年，发达国家至少已经欠了5万亿美元的

债。今后在严格控制CO2浓度增高的前提

下，CO2排放权将成为稀缺的商品，那

么，发达国家否定气候债实际上就是否认

了几万亿美元的债务。

因此，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住，在

谈判中一定要把气候债作为一个严肃的话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