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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中国进入了一个自信而独立地开展国际政策行动的新时

代，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2014 年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中国近期希望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景，也可以追溯到 2014 年。就在中央外事

工作会议召开前不到三周，习近平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联合声明。 

从那时起，中国就表现出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气候成就的坚定决心。而气候变化也越来越成

为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亮点。习近平主席 2020 年 9 月宣布，中国将力争在 2060 年之前实

现碳中和，标志着又一个全新的里程碑。中国通过这一宣示向世界表明，其已不再满足于成为

国际气候行动的参与者。在北京眼中，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力已如“开弓之箭”。换

言之，无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采取何种措施，气候问题都已成为中国的优先目标。 

这标志着围绕中国气候领导力的地缘政治格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时代。北京须明白其将受到

比以往更严苛的评判——这些评判也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这种评判将尤其来自于美国当

选总统拜登——他上任以后将在国内外实施广泛而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 

为了更好地面对这些新的国际期待和责任，中国需要大力提升《巴黎协定》下的 2030 年国家

自主贡献（NDC）目标，大大加强其近期的减排努力，特别是在煤炭的使用方面。在国际社

会眼中，短期内零敲碎打的努力已经不能为中国加分。同时，中国还应该尽可能努力在接近本

世纪中叶的时候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碳中和愿景，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重新调整对海外

高碳基础设施的支持。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us-china-climate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us-china-climat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11/12/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joint-press-conference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researchers-unveil-roadmap-for-a-carbon-neutral-china-by-2060/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researchers-unveil-roadmap-for-a-carbon-neutral-china-by-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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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采取这些积极行动，习近平主席最近释放的任何积极信号都有可能被迅速稀释，并使中

国为自己所设置的高国际期待所累。 

走向生态文明 

2007年，胡锦涛主席首次使用“生态文明”一词来描述中国自己的一套环境理念，而习近平主

席则将其纳入党的核心词汇库，并使其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大支柱。 

为此，习主席有意将中国的做法与西方传统的环保主义概念区分开来。在他的生态理念中，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协调统一的。他经常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证明了这一点。

习近平主席在 2005 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首次使用了这句话，表明他早已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经

济增长的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形势和需求一直是中国环境保护稳步向前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在 2009

年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与全世界各国激辩的那个中国，与 2015 年促成《巴黎协定》

的那个中国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受到中国公众要求改善空气质量的触动。2014 年 3 月，李克强

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宣布“向污染宣战”，就凸显了这一点。 

就在同年，习近平主席的发言也开始强调中国的国际气候使命。这包括他多次强调的：“应对

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不过，那时的中国仍然保持谨慎低调。习近平主席最终未出

席 2014 年 9 月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召开的气候峰会（该峰会是巴黎大会前的重要时刻）。 

尽管如此，2015 年和 2016 年，习近平主席在党内展开了密集的生态环境改革工作，包括通过

将生态文明理念写入“十三五”规划，并将其与“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目标”概念对接。

中国的生态文明愿景也是其在 2015 年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的核心思想，这是中国在

《巴黎协定》下作出的第一个承诺。 

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了 2017 年 1 月，就在以退出《巴黎协定》为纲领当选的美国总统特

朗普就职前几天，习近平主席利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释放出中国将坚定支持

《巴黎协定》的信号。这一表态的意义不容小觑。如果中国选择利用特朗普当年 6 月正式退出

《巴黎协定》为契机而在气候义务上混淆视听或者甚至同样寻求完全退出《巴黎协定》，那么

《巴黎协定》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完整。为此，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 

中国气候领导力的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 9 月宣布，中国将力争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标志着围绕中国气候

领导力的地缘政治格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时代。习主席的宣示是他自 2017 年 1 月在达沃斯

演讲和 2014 年 11 月与奥巴马总统的联合声明以来，关于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一次讲话。 

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中的态度一直类似于

一位代课老师。北京从未明确寻求在华盛顿缺席的情况下取而代之去做更多的事情。重要的国

际气候倡议，如与欧盟和加拿大一起成立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MoCA），更多的是来自布鲁

https://chinadialogue.net/en/pollution/8156-china-s-new-air-pollution-law-omits-key-measures-in-war-on-smog/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china-moves-towards-ecological-civilisation/
https://chinadialogue.net/en/business/9553-president-xi-champions-low-carbon-development-at-da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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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而不是北京的推动。而对北京来说，这是一个轻松的加分项，但 2018 年底孟晚舟被捕所

导致的中加关系紧张，让共同主持这个论坛变得困难。 

然而，9 月的宣示表明，中国的外交考量现已经发生了变化。2021 年是各国响应《巴黎协定》

而制定本世纪中叶长期低碳战略以及提高短期气候目标的最后期限，因此，在 11 月美国总统

选举结果明朗之前，很少有人预计中国会在这两方面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表态。如果拜登获胜，

北京在 11 月至 1 月之间仍有一个宣示的最佳时机来应对未来可能来自民主党政府的压力。因

此，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大选结果明朗之前为中国设置一个低碳发展路径的决定就显得尤为意义

重大。 

习主席的声明没有提及中国传统上坚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划分，也没有以任

何方式将中国的行动与其他国家的行动挂钩，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在发布声明的前一周，习主

席在中欧领导人视频峰会上没有回应欧洲方面让中国承诺碳中和的提议，这表明他清楚地看到，

相比被国内视为用中国的付出换取发达国家的有力承诺，单边自主的气候行动对于中国来说已

经具有更大的地缘政治价值。 

新的评判标准 

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达到它在国际社会眼中为自己设定的新的气候标准。这些密切关注

中国行动的国家包括 77 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小岛屿国家，他们的生存现在比任何时

候都更依赖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行动。随着习近平主席的宣示，印度首次被预测将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将在一个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越来

越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接受评判，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坐到谈判桌前就能获得褒奖。 

同时，中国也需要意识到，随着当选总统拜登于 1 月份就职，中国近年来为坚持执行《巴黎协

定》而建立的任何良好形象都将很快因为拜登自身的气候雄心而略显失色。这包括拜登决心到

2050 年使美国实现净零排放，通过新的 2030 年减排目标积极加大美国短期气候行动的力度，

并在 2035 年实现国内能源系统的完全脱碳。 

对中国来说，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与美国的这些行动方向背道而驰，尤其考虑到更广泛的双边关

系所面临的挑战。重建他们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的气候变化合作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而拜

登——以及他任命的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创建这一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因

为从拜登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推动中国做出更多的努力，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尝试本质上都会

是有局限性的。而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合作关系将有助于打消美国试图迫使中国做出更多让步

的念头，包括针对中国国内煤炭使用和“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动作以及可能实施的边境碳税

政策等等。通过一个新的包含有针对性互惠措施的“可控战略竞争框架”，气候合作可以在两

国整体关系仍然紧张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事实上，气候变化可以有效防止中美全面“脱钩”的

局面，并为中美及其他西方国家搭建合作的桥梁。 

这将要求中国采取一套高度成熟的战略，包括克服对于其气候行动的国际评价过分敏感的心态，

并表现出对于中国气候立场的内在弱点更深刻的理解和克服这些弱点的真正意愿。 

本世纪中叶的雄心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six-reasons-why-chinas-climate-pledges-are-huge-news/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climate-diplomacy-under-new-us-administration-0
https://www.paulsoninstitute.org/press_release/henry-m-paulson-jr-proposes-policy-of-targeted-reciprocity-toward-china/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avoidable-war-case-managed-strategic-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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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需要确认习近平主席 9 月宣布的碳中和目标将涵盖所有温室气体排放，而不仅仅是

二氧化碳。根据清华大学的解振华所领导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模型分析以及亚洲

协会政策研究院和气候分析公司（Climate Analytics）的一项独立研究，这将使其目标与《巴黎

协定》设定的全球温控目标完全一致，尤其是如果短期内更深入的减排能够避免长期排放的积

累。 

理想的情况是，中国也会和拜登政府、欧盟以及其他 G7 经济体（现在也包括韩国）一道承诺

在 2050 年前后达到这一目标。很少有政府像中国这样愿意开展有效和集中的长期规划。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的庆祝活动为北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 

《巴黎协定》五周年纪念为习近平主席提供了进一步展现中国立场的绝佳机会，这有助于减轻

国内对于碳中和目标的一些反弹，并同时为这项实质上雄心勃勃的决定带来第二波赞誉。至少，

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按照习主席 9 月的宣布，将其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正式交存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但如果中国不能展现出在这一期限之前再接再厉的真正意愿，国际社会可能会

加深对中国的质疑。 

短期目标 

中国必须准备好在短期内完成更多的减排工作，包括在 2021 年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

（COP26）召开前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虽然当选总统拜登将在上任第一天就重启回归

《巴黎协定》的进程，但美国不太可能在夏天之前拿出 2030 年的目标。而一旦这些目标出台，

它们将很快重建美国的气候信誉。拜登很有可能将奥巴马政府到 2025 年减排 26%-28%（在

2005 年的基础上）的承诺提升到 2030 年减排 38%-54%。 

因此，中国最好密切关注这个时间表，而不是在 2020 年底之前简单而零星地更新自己的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虽然中国外交团队中拘泥文本的代表会意识到《巴黎协定》原本规定的更新国

家自主贡献方案的最后期限是 2020 年（这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和 COP26 的推迟之前），但现

实情况是，国际社会只会对中国匆忙交出雄心不足的目标做出更严厉的批评。现在的情况清楚

表明，国际社会不会接受中国只是重复习主席在 9 月的宣示——仅仅把中国将在 2030 年“左

右”达峰的措辞改为 2030 年“之前”。各国期待中国能在 2025 年之前就实现这一里程碑，同

时采取行动实现现有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的其他三个可量化目标。 

即便不考虑拜登政府提出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时间可能给中国提供的灵活性空间，在 2021 年

第一季度“十四五”规划的主要内容确定之前推迟提出新的 2030 年目标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

益。从各方面来看，这很可能会有助于增强中国的碳强度和能效措施，以及涉及国内煤炭发展

的相关行动。 

但为了确保承诺的可信度，中国必须利用下一个五年规划——包括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

划》和《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以及《“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电

力发展规划》——承诺到 2025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上限控制在 100 亿吨，并将非二氧化碳排放

控制在 20 亿吨。这将要求中国在 2025 年将煤电装机总量限制在 1150 吉瓦以内，并努力在 2040

年之前完全淘汰国内所有的煤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还将跨过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门槛，

即在 2025 年底前将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降至 50%以下。 

https://www.efchina.org/Attachments/Program-Update-Attachments/programupdate-lceg-20201015/Public-Launch-of-Outcomes-China-s-Low-carbon-Development-Strategies-and-Transition-Pathways-ICCSD.pdf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us-and-china-climate-goals-scenarios-2030-and-mid-century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us-and-china-climate-goals-scenarios-2030-and-mid-century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us-and-china-climate-goals-scenarios-2030-and-mid-century
https://www.ft.com/content/940f8d2c-e695-469e-9576-09e471aa6c48
https://chinadialogue.net/en/energy/china-should-set-up-a-carbon-cap-zou-ji-on-the-next-national-energy-targets/
https://www.wri.org/publication/china-opportunities-mitigation-ambition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us-and-china-climate-goals-scenarios-2030-and-mid-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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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还允许中国将自主贡献方案的实现扩大到整个政府部门范围内，而不只局限于

生态环境部的努力。换句话说，一份在“十四五”规划出台之后推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将更

为有力，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国内支持。这也意味着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将可以加强而非削弱习近

平主席的碳中和愿景。 

然而，中国碳中和愿景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更直接地取决于中国当前应对新冠疫情采取的经

济措施。2020年以来，中国批准建设了大量的燃煤电厂，这对于绿色经济复苏来说并不是一个

好兆头。即使中国在电动汽车充电站和铁路升级等“新型基础设施”上进行了投资，但事实上

中国当前正在开发建设的燃煤电站，其装机总量比美国剩余的运行煤电机组还要庞大。 

“一带一路”倡议 

第三个需要中国政府进行复杂重构的领域是“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中国对世界各地大量高

碳基础设施的支持。据估计，中国目前在世界各地参与建设了超过 100GW 的燃煤发电站，包

括在东南亚、非洲甚至东欧国家。 

虽然有人会反驳说，中国对煤炭的支持力度实际上远不及日本或韩国，但如果将外国直接投资

与开发性融资、设备出口和人员输出一起考虑，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事实上，大多数估计认为，

全球煤炭项目的资金至少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方面，而且随着日本在 7 月宣布不再为任何新的

海外煤炭项目提供融资，这一份额只会越来越高。韩国国会也在寻求对本国的海外煤炭融资实

施禁令，国有企业韩国电力公司（Kepco）已宣布将取消其在菲律宾和南非的两个煤炭项目。 

北京不应低估这一问题可能在未来几年对“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许多“一带一路”

项目东道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最近，著名的戈德曼环保奖（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

将其中一块奖牌颁发给了加纳的奇贝泽-埃塞克尔（Chibeze Ezekiel），以表彰他在基层反对中

国融资的燃煤电厂的努力。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而一旦有了更多、更容易获得的清洁能源

资金来源，这种态度的转变只会进一步加快。 

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希望大规模增加美国海外清洁能源投资。这可能会

在外交上对中国形成压力。中国在对外能源投资上认真的实施清洁化的改革，将会拥有更多的

主动权。 

虽然最近由生态环境部支持的为“一带一路”项目建立环境分级分类机制的努力值得欢迎，但

对外能源投资的低碳化需要更大的力度才能见到成效。最终，中国能实施的最有效的举措就是

效仿日本和韩国，完全停止对煤炭的海外投资。北京方面固执的经济人士可能会发现这很难做

到，尤其是在中国逐步缩减国内煤炭行业规模，并寻求将人力和金融资本重新部署到其他地方

之际。但是，中国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近年来在国内实施的许多环保法律和法规适用在海

外的项目上，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结语 

习近平主席在 9 月联合国大会上的宣示，标志着围绕中国气候领导力的地缘政治格局进入了新

时代。中国仅仅因为坐在了谈判桌前或者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谈判桌前而受到称赞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chinas-response-climate-change-study-contrasts-and-policy-crossroads-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142151930643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4629620304023
https://www.goldmanprize.org/recipient/chibeze-ezekiel/
https://chinadialogue.org.cn/zh/3/69052/


 

 第 6 页 共 6 页 

的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中国的气候决策将日益被放入到与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同等的背景之下被评判。 

我们拭目以待中国领导人对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模式的理解。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 2030 年

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和如何落实碳中和愿景所做的决定将是最清晰的指标，中国准备围绕“一带

一路”倡议进一步实施的改革也将是如此。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伙伴的眼中，缓慢而有限的前进

步伐都将不再适应这一新形势。 

在中国国内，习近平主席为推动气候议题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但他是否能成为全球

的气候领袖？这将是中国和习近平主席的一个关键的国际机遇。 

这也是一个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历史机会：一个更加具有雄心的低碳目标，将能够提升中国的

经济、改善中国的环境，并更有效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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