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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外交与环境谈判的热点议题 。针对后京都国际气

候制度谈判 ,世界各国就减排责任分担以及碳排放权分配提出了各种方案设计 ,试图从国际公平

和人际公平两个不同视角量化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 。作者区分了国际公平与人际公平的碳

排放概念 ,研究了主要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 ,比较测算了不同国家人均累积碳

排放在全球历史和未来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指出减排责任的分担 ,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

责任 、现实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需求。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需要率先垂范 ,深度减排 ,发

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 ,未来需要更多的排放空间 ,以满足其发展的需求 。对于中国

而言 ,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可以作为学界研究国际碳排放权分配的理论工具 ,也可以作为

政府部门参与国际谈判的一种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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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家气候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有课题组成员及相关专家在课

题研究、讨论及评审过程中给予的意见 、建议和支持;同时感谢《世

界经济与政治 》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修改

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

ventiononClimateChange,简称 UNFCCC)于 1990年成立政府间谈判

委员会,开启气候公约谈判;1992年在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上签署该条约;1994年经缔约方批准生效;1995年在德国柏林

举行第一次缔约方会议。截至 2008年底 ,已经举行了 14次缔约方

会议。现有公约缔约方 191个 ,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

　　2009年 12月 ,国际社会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召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

15次缔约方会议 。①为了达成一个替代 《京都议定

书 》的国际减排协定 ,各缔约方谈判的焦点集中在

减排目标 、减排责任以及减排义务分担方式等问题

上 。由于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依赖化

石能源消费并排放出各种温室气体 ,因而这一问题

关系到各国的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与各国的经济

利益密切相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大国 ,发达国家已经将减排的焦点瞄准中

国 。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承担减排责任和义务 ,会直

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基于满足人文

发展的需要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从人际公平的角度

提出了人均排放和人均累积排放的概念 ,强调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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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责任中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 、现实发展

阶段和未来发展需求。通过概念界定 、理论阐述和

量化测算 ,研究结果表明 ,根据人均排放和人均累积

排放明确国际气候制度中减排责任分担 ,是一种公

平有效的方式。

一 理论背景和基本概念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关涉到各国的发展空间 。探

讨碳排放的责任和国际减排义务分担 ,涉及一些基

本概念和理论渊源 。准确界定这些基本概念 ,有助

于量化分析和对政策含义的理解。

(一)人文发展与碳排放需求

人文发展 (humandevelopment)不仅包括衣 、

食 、住 、行等物质生活质量的改善 ,还涵盖了健康 、教

育 、政治参与 、生态服务和社会公平等内容 。这些因

素被视为一国在人文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建筑和基础

设施等物质资产以及自然资产 、人力资产和社会资

产等 ,同时这些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财富和资产存量

也被认为是衡量国家之间福利水平差距的主要因

素 。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2007 /2008人类发

展报告 》考察了 177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有 22个国

家和地区属于低人文发展水平 ,有 70个国家和地区

达到了高人文发展水平。在许多人文发展水平很低

的国家 ,其基本需要还尚未得到满足 ,即使在人文发

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也存在着贫穷的社会群体 ,他们

的生活状态还不能达到体面的水平。

人文发展需求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和能源消费 ,

对于人文发展目标尚未实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为

了使绝大多数人也能达到发达国家的一般生活水

平 ,必须大体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 ,从而具备体面生

活所需的住房 、公用设施 、基础设施和机制一类 “软

实力”的社会财富。现代工业社会严重依赖以化石

能源为基础的物质投入 ,必然会导致相应的高碳排

放 。根据人文发展的思路 ,中国学者的研究认为 ,在

当前技术经济水平下 ,人均 6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

放能够满足基本需要 ,如果达到人均 8吨则可以满

足较为体面的生活需要。② 然而 ,为了应对气候变

化 ,温室气体排放必须控制在全球排放空间所允许

的限度以内 。目前 ,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超过 20

吨 ,欧洲为 10 ～ 15吨 ,中国为 5吨左右 ,印度约为 1

吨 ,大多数非洲国家尚不足 1吨 。 《斯特恩报告 》指

出 ,要在 2050年实现全球减排 50%的目标 ,世界人

均排放量必须减少到 2 ～ 3吨 。③ 显然 ,未来全球减

排的任务非常艰巨 。

2009年 12月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15次缔约方大会将就 2012年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其中 ,减排责任的分担是各方

关注的主要焦点。国际气候制度采用何种减排分担

形式或碳排放权分配方案 ,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目前 ,国际上大

致有两种碳排放权的分配原则:一是国际公平原则;

二是人际公平原则 。国际公平原则是以国家排放总

量作为测算依据 ,人际公平原则强调人均排放 ,二者

的差异在于碳排放责任的承担主体 ,前者强调国家

责任 ,后者重视个体权益 。实际上 ,只有将责任落实

在个体身上 ,才符合真正的公平含义。一方面 ,碳排

放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 ,地球上

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平地享有碳排放权这一全球性

的公共资源。由于各国发展阶段差异较大 ,减排的

任务和时间表可以有所不同。高收入国家对碳排放

的需求增量较为有限 ,应该率先垂范 ,切实履行减排

责任;低收入国家需要较多的排放空间 ,来实现其人

文发展的潜力 ,同时也要避免技术和投资的锁定效

应 ,重点选择低碳发展路径。

(二)概念界定

国内外学者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构建中提出了

许多概念 ,在表述和内涵上不尽相同。为了分析的

一致性 ,作者对有关概念给予了明确的界定 ,主要包

括:

国家碳排放总量 (nationaltotalcarbon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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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自然资产指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 ,包括生态系统 、矿产资源

等资源禀赋;人力资产包括一国国民所拥有的体力和智力;社会资产

或文化资产 ,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制度安排 、社会规

则等等。参见AmandaW.Vemuri, RobertCostanza, “TheRoleofHu-

man, Social, Built, andNaturalCapitalinExplainingLifeSatisfactionat

theCountryLevel:TowardaNationalWell-BeingIndex(NWI), ” Eco-

logicalEconomics, Vol.58, No.1, 2006, pp.119– 133。

潘家华:《人文发展分析的概念构架与经验数据———以对碳

排放空间的需要为例 》 ,载《中国社会科学 》, 2002年第 6期 ,第 35～

48页。

[英 ]尼古拉斯·斯特恩:《巴厘岛会议:现在是富国必须有

所行动的时候了 》 ,载《中外对话 》 ,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

ticle/show/single/ch/1559。



sions)是指一国在单位时间 ,通常是一年或一个核

算期(例如 , 《京都议定书 》目标年 2008 ～ 2012年)

的二氧化碳(CO2)排放总量 ,包括化石能源消耗 、工

业生产等过程中的排放。①

国家累积碳排放 (nationalcumulativecarbone-

missions)是指一国在某一时间区段逐年累积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

人均碳排放(carbonemissionspercapita/metric

tons)是指一国在单位时间 ,通常是一年或一个核算

期 ,根据总人口平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人均累积碳排放 (cumulativecarbonemissions

percapita)②是指一国在某一时间区段逐年累积的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人均累积排放率③:是指一国某一时间区段内

人均累积碳排放与全球各国同一时期人均累积碳排

放之和的比值。

假设全球共有 k个国家 ,每个国家的人口为

Pk,排放为 Ek,则第 i个国家从起始年到目标年份

(0 ～ t)的人均累积碳排放公式为:

人均累积碳排放 =∑
t

0
(E

t
i/P

t
i),令人均累积碳排

放为 W,则

人均累积碳排放率 =W
t
i/∑

k

1
W

t
k,

其中 , Wi是某国 i在某一时期(0 ～ t)的人均累

积碳排放量 , Wk是全球 k个国家在同一时期(0 ～ t)

的人均累积碳排放量的加总。人均累积碳排放率体

现的是一国在人均水平上对全球碳排放空间的占用

比重。各国人均累积排放差异越大 ,则人均累积排

放率的差异就越大 ,表明碳排放权这种公共产品在

全球的分配越不公平 。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率越大 ,

说明一国在人均尺度上所消耗的全球碳资源越多 ,

其未来的碳预算空间也就越小 。④

(三)各个概念的解读

国际社会以国家政治实体为单元 ,通过政府间

的国际气候谈判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因此国际上

对于减排责任的分担方式主要是从国际公平的角度

提出的 , 《京都议定书 》采用的就是国家碳排放总量

的指标 。⑤

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80%,基本需求

尚未满足 ,未来必将成为全球排放的主体 。从长远

来看 ,建立在国家排放总量上的减排制度安排显然

忽略了个体上的公平性 ,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权益 。对此 ,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了人均温室气体

排放的概念 ,并以此作为理论工具 ,试图在国际气候

谈判中争取发展空间。发达国家学者在人均排放的

基础上提出了 “紧缩与趋同(contractionandconver-

—8—

　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京都议定书 》的内容 ,发达国家和一些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国家同意限制或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进入量化减排的温室气

体主要有六种:二氧化碳 、甲烷 、一氧化二氮 、氢氟化碳 、全氟化碳 、六

氟化硫 ,其中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 ,约占温室气体总量的 60%以上。

本文所涉及的碳排放是指能源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CO2)排放。

人均累积碳排放的概念最初由国内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家

提出 ,依据:“化石能源燃烧※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浓度增加※

全球增温 ”的因果链条 ,采用特定的气候模式计算二氧化碳在大气

中的累积与削减 ,得到不同国家 /地区排放源对全球升温幅度的相对

贡献率(即:全球升温幅度按照每个国家的排放量分摊之后的贡献

率 ,或者说造成这种危害的程度 ,以此对应全球减排义务的分担比

重)。参见缪旭明:《人均 CO2累积排放和按贡献值履行义务的研

究 》,载《中国软科学 》 , 1998年第 9期 ,第 28～ 23页;任国玉 、徐影 、

罗勇:《世界各国 CO2排放历史和现状 》 ,载《气象科技 》, 2002年第 3

期 ,第 129～ 134页。本文所采用的定义取自前者 , 但计算的方法学

上略有不同 ,主要是基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 ,探讨一国整个工业化发

展历史过程中对全球碳资源(主要指化石能源)及大气资源(碳排放

空间)的消耗 ,未考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衰减效应。

中国学者胡国权等人将人均二氧化碳(CO2)排放与全球升

温相联系 ,提出 “人均累积碳排放贡献率 ” ,从人均角度衡量一国的

历史累积排放对于全球升温的贡献比重。参见胡国权等:《人均历

史累积排放贡献率的计算及意义 》 ,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波兹南会议(COP14)边会论文 , 2008年 12月 8日。本文的 “人均累

积排放率 ”主要是从化石能源消耗与全球碳排放空间占用之间的内

在关联来考虑的 ,未考虑排放与浓度和升温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是根

据与上述研究的比较 ,两者的测算结果差异很小。

碳预算是指在不触发全球变暖的灾难性 “临界点 ”的前提

下 ,全球能够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英国和德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

到 2050年 ,全球可用的 “碳预算 ”约为 1万亿吨碳。他们指出:如果

继续以现在的方式燃烧化石燃料 , 那么只用 20年就将耗尽碳预算 ,

而全球变暖的幅度将远超过 2℃的危险界限。参见 MalteMeinshaus-

en, NicolaiMeinshausen, WilliamHare, SarahRaper, KatjaFrieler,

RetoKnutti, DavidFrameandMylesAllen, “Greenhouse-gasemission

targetsforlimitingglobalwarmingto2℃, ” Nature, Vol.458, pp.1158

～ 1162, April30, 2009, http://www.nature.com/。潘家华等人从满

足人文发展的基本需求出发 ,提出应该基于碳预算为各国分配碳排

放空间 ,参见潘家华:《满足基本需求的碳预算及其国际公平与可持

续含义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08年第 1期 ,第 35～ 42页。

1997年通过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 》规定 ,在第一承

诺期 ,即从 2008～ 2012年期间 , 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

在 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 5.2%,其中欧盟将 6种温室气体的排

放量削减 8%、美国削减 7%、日本削减 6%、加拿大削减 6%、东欧各

国削减 5% ～ 8%,新西兰 、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 1990

年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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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ce)”方案 。① 其基本思路是 , 选择某一目标年

(如 2050年)的温室气体浓度 ,确定相对应的全球

人均排放目标 (如人均 2吨二氧化碳)。各国从现

实排放水平出发 ,发达国家逐渐降低其人均排放水

平 ,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提升 ,从而在未来某个时点

上实现全球人均排放一致的 “趋同 ”,最终实现全球

稳定二氧化碳浓度的目标 。这一思路虽然立足于人

均概念 ,但在实现趋同以前 ,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总

是高于趋同值 ,而发展中国家在趋同前只能低于趋

同的目标值 ,为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发展的上限 ,而且

忽略了历史责任的问题 ,因而并不公平。

累积排放概念最早见于巴西政府于 1997年提

出的 “巴西案文 ”。该案文估算了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排放源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 ,旨在量化发

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这一概念考虑了气候变化的历

史责任 ,揭示了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大

气中累积之后所导致的全球升温效应 ,具有相应的

科学基础。 “巴西案文 ”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有

一定的寿命期 ,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

业革命以来 200多年间温室气体排放的累积效应造

成的 ,因此 ,在考虑现实排放责任的同时 ,追溯历史

责任 ,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平。 “巴西案文”原只针对

发达国家 ,后来发达国家学者将这一方案扩展到发

展中国家。实际上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提供

了一个理论依据 ,也因其科学性受到许多发达国家

学者的认可 。 2009年 4月 , 《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

文章指出 ,较之限制排放速率或稳定浓度情景的目

标 ,累积排放指标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较少的不确

定性 ,因此 ,基于二氧化碳累积排放制定政策目标 ,

对于全球增温的阈值更有约束力 。② 然而 ,累积排

放只考虑国家的排放总量 ,而不考虑人均排放 ,只强

调污染者要为历史排放付费 ,而没有考虑各国的发

展阶段差异及其现实及未来发展需求 ,在体现人际

公平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人均累积排放是累积排放与人均排放概念的延

伸 ,最早由中国气候科学领域的学者在 “巴西案文 ”

的基础上提出 ,以体现人均尺度上的历史累积排放

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这一概念综合了上述几个概念

的优点 ,能够同时兼顾历史排放责任 、现实发展阶段

差异 、未来人文发展需求等因素 ,相对于某一时点的

人均排放 ,更具公正 、公平含义 。其理论意义在于反

映了一国人文发展对碳排放需求的变动规律 ,体现

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存量累积效应 ,因而

深化了人均排放的概念 ,描述了人均排放的动态特

征 ,有助于国际社会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准确

定位排放需求并细化各国的排放责任。

近年来 ,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倡导和不懈努力

下 ,减排中的历史责任与公平性问题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与人际公平原则相关的概念正在逐渐被

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所理解和接受 。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国际气候制度中的

公平问题 ,从理论框架和减排策略上进行了广泛的

探讨 。③ 近年来 ,伴随着后京都气候谈判进程 ,中国

学者以人均累积排放作为分析工具设计了各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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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紧缩趋同 ”是一种基于人均碳排放的减排思路 ,具有一定

影响 ,国内外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设计。包括:1990年 ,全球公共研究

所(GCI)提出的 “紧缩与趋同方案 ”;2005年 ,陈文颖等提出的 “一个

标准 ,两个趋同 ”方案;2006年 ,霍恩等提出的 “共同而有区别的紧缩

方案 ”。 2008年 4月 ,斯特恩新报告《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

的全球协议 》中的方案也是基于此原则 , 主张 2050年各国人均排放

上限 2吨 ,发达国家先行减排 ,发展中国家 2020年开始制定减排目

标。 参 见 Nicholas Stern,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

granthamInstitute/publications/KeyElementsOfAGlobalDeal 30Apr08.

pdf;陈文颖 、吴宗鑫 、何建坤:《全球未来碳排放权 “两个趋同 ”的分

配方法 》,载《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年第 6期 ,第 850

～ 854页。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万亿吨累积的碳排放量导致

气候变暖 》,载《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 》, 《自然 》杂志气候变化科学

专辑 , 2009年第 10期,第 12～ 16页 , http://www.nature.com/nature/

journal/v458/n7242/abs/nature08019.html。

参见徐玉高 、郭元 、吴宗鑫:《碳权分配:全球碳排放权交易

及参与激励 》,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1997年第 3期 ,第 72～

77页;徐嵩龄:《试论国际环境条法中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兼评全球

CO2减排规则 》 , 载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 1999年第 4期, 第

10～ 14页;徐玉高 、何建坤:《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平等权利准则 》 ,载

《世界环境 》 , 2000年第 2期 , 第 17 ～ 21页;何建坤 、刘滨 、陈文颖:

《有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公平性分析 》 ,载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 2004年第 6期 ,第 12～ 15页;高广生:《气候变化与碳排放权分

配 》,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 2006年第 6期 ,第 301～ 305页。



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 , ①国外学者也提出了温室气

体排放权(GDR)方案 , ②使得这一概念逐渐浮出水

面 ,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在 2008年底于波兰波兹南

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中国政府的谈判代表首

次公开提出应从 “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 ”的角度

来看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 , ③在国际社会取得

了一定的反响。

本文旨在以经济学的视角对人均排放与人均累

积排放这两个指标进行概念界定和量化分析 ,以推

动相关概念从学者的概念创新发展为较完善的理论

工具 ,从学术研究通向谈判策略 。

二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碳排放分析

一些国家发展进程的经验数据表明 ,人均排放

经过了一个低收入 、低碳排放 ,继而随着收入提高而

碳排放需求增加 ,再到高收入且低碳排放的过程 。

这也就意味着 ,一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其温室气体

排放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倒 “U”型的碳排放库兹涅

茨曲线 。这种关联对国际气候谈判及减排义务分

担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一)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Kuznetz

Curve,简称 EKC)假设被广泛用来检验环境污染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效应 。气候变化是以化石能源

燃烧产生温室气体效应导致的全球环境问题 。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 ,二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也开

始被作为一种环境污染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

究领域 ,也就是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CarbonEmis-

sionsEnvironmentalKuznetzCurve,简称 CKC),即人

均排放可能随着人均收入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倒 U型变动趋势 。研究表明 ,一国人均碳排放水平

主要受到以下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的影响:(1)人均

收入增加提高了一国对环境产品的支付能力及支付

意愿;(2)技术进步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3)人口

变化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4)能源结构转换提

升了清洁能源比重 ,降低了碳排放强度;(5)产业结

构变化在全球的梯度转移及贸易 、投资活动导致的

污染与排放的转移;(6)环境政策 ,如污染物控制法

令使得某些污染物转移到境外;(7)国际环境的影

响 ,如 《京都议定书》及低碳发展理念的推动等 。

稳定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的目标在未来全球排放

总量上施加了一个量的约束 ,在这一阈值下 ,人文发

展和碳排放需求的扩张都受到了限制。一般而言 ,

更高的收入水平意味着更多的排放 。在工业化完成

之前 ,由于对基础设施等物质存量资本的需求 ,各国

的能源消费及排放水平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在技术

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 ,人均碳排放需求会随着人文

发展潜力的实现而趋向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研究发

现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其人均二氧化

碳距各国平均值的差距都在逐渐缩小 ,即呈现出一

种趋同态势 ,这证明了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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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

①

②

③

潘家华 、陈迎等学者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14

次缔约方会议(COP14)的边会上提出了 “碳预算 ”方案(Carbon

BudgetProposal),测算了在有限的全球碳排放空间下各国可获得的
累积排放份额。他们指出:全球碳排放要达到 2050年减排 50%的

目标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主要是由于美国 、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
的历史累积排放已经严重透支了全球未来的碳预算 ,甚至已侵占到

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排放空间。目前 ,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约为全球

人均碳预算额度的 3倍以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持续
快速提升阶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均排放量还将进一步提

高 ,未来的碳预算也将出现赤字。参见潘家华 、陈迎:《碳预算方案:
一个公平 、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 》 ,载 《中国社会科学 》, 2009

年第 5期 ,第 83～ 97页。此外,基于人均累积排放概念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国家排放账户的理论设想 ,中国科学院学者提

出了 2050年之前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 470ppmv(百万分之一

体积单位 ,指同温同压下其体积占空气体积的比例为百万分之一)
的方案设计 ,指出西方八国集团(G8)国家大多已经用完了排放配

额 ,累积形成的赤字超过 5.5亿美元;中国尽管在 2006 ～ 2050年间

拥有全球 30%的排放配额 ,但是必须降低排放增速 ,避免出现排放

赤字。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理论
框架和解决方案 》 ,载《经济研究 》, 2009年第 3期 ,第 4～ 13页;丁仲

礼 、段晓男 、葛全胜 、张志强:《 2050年大气 CO2 浓度控制:各国排放

权计算 》,载《中国科学 》D辑:地球科学 ,第 1009 ～ 1027页。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权

(GDR)方案 ,基于人均收入差异赋予富人和穷人以不同的碳排放权,
保障低于发展阈值的穷人的发展需求 ,设计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

和累积历史排放为核心指标的 “责任 -能力指数(responsibility-ca-
pacityindex)” ,建议以此建立国际基金,用于推动各国减排 ,同时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发展。但是 ,该方法只考虑各国排放的历史责
任,不考虑未来排放需求 ,而且 ,发展阈值的假设、累积历史排放的计

算以及所需统计数据的来源等问题也存在争议。参见 SivanKartha,

TomAthanasiou, PaulBaer, “AfairSharingofEffort:Operationalizing
theGreenhouseDevelopmentRightsframework, ” SideEvent, UNFCCC

Meeting, Bonn, June6, 2008, www.ecoequity.org/GDRs/。

2008年 7月 9日 ,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经济大国能源
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时最

早提到 “中国人均排放较低 ,人均累积排放更低 ”的观点。 2008年

12月 2日 ,在波兰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第 14次

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 首次明确提出应从 “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

放 ”来看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 、清华大
学学者何建坤指出 ,发达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量是中国人均累积碳

排放量的 7倍 ,这一概念比人均排放概念能够体现对发展中国家的
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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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可能性 ,也为 “紧缩与趋同 ”的减排方案提

供了经验支持。① 但是 , 《斯特恩报告 》也指出 ,一国

碳排放的拐点不会自动出现 ,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

干预 ,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可

能长期持续。② 因此 ,必须从影响碳排放的各种因

子出发制定气候政策 ,尽可能地提前并降低碳排放

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出现的峰值 ,从而在进入较高发

展水平之后较早地实现减排目标。

(二)主要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

比较分析

为了验证各国发展水平与人均碳排放的关系 ,

我们采用世界银行 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WDI)数

据库 , ③选择了 23个附件 1国家④和 15个非附件 1

国家进行了历史人均排放(1960 ～ 2005年)的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对这 38个 《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缔约方进行的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CKC)的实证分析发现 ,部分国家的碳排放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的确表现出显著的倒 U型趋势 ,部分国

家还处于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初期阶段 ,此

外 ,一些国家则没有表现出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的变化趋势。具体表现如下:

(1)附件 1国家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分为三

类:

第一类:已经越过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

点并开始明显下降的国家 ,主要是西欧和北欧国家 ,

人均收入 25 000 ～ 35 000美元左右 ,如比利时 、丹

麦 、法国 、德国 、英国 、瑞士 、瑞典等。

第二类:在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处于

平稳或徘徊趋势的国家 ,如奥地利 、匈牙利 、芬兰 、荷

兰 、挪威等。

第三类:尚未达到或可能正在接近碳排放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顶点 ,人均排放仍呈现上升趋势 ,人均

收入多在 10 000 ～ 40 000美元 ,如澳大利亚 、加拿

大 、美国 、俄罗斯 、希腊 、意大利 、日本 、新西兰 、葡萄

牙 、西班牙 、土耳其等 。

(2)非附件 1国家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分为

两类:

第一类: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高级阶段 ,趋于接

近或已达到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这些

国家的人均收入多在 5 000美元以上 ,如韩国 、新加

坡 、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化国家。

第二类: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初期或中期阶段 ,

还处于曲线的爬升阶段 ,人均收入多在 5 000美元

以下 ,如中国 、古巴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阿

根廷 、智利 、秘鲁 、菲律宾 、南非 、泰国 、越南等发展中

国家 。

上述结果说明 ,不但附件 1国家和非附件 1国

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两个群体内部的分化也

较为显著 。研究发现 ,在人均收入 8 000 ～ 30 000美

元这一区间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

强度开始出现下降。这一区间范围较大 ,可能意味

着各国在技术水平 、人口增长 、消费方式 、能源结构

和政策导向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

在上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员国中 ,

选择 16个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国家 ,比较其人均碳排

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可以发现 ,当前国际

气候变化谈判中 ,存在着三大主要的利益集团(见图

1):(1)以欧盟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人均排放 6 ～ 10

吨左右);(2)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国家集团(人均排

放 15 ～ 20吨左右);(3)以 77国集团加中国为代表的

发展中国家集团(人均排放平均为 4.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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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WesterlundandS.A.Basher, “TestingforConvergencein

CarbonDioxideEmissionsUsingaCenturyofPanelData, ” Environmen-

tal＆ResourceEconomics, Vol.40, No.1, 2008, pp.109 -120.

2005年 ,英国政府联合国际学术界 , 由英国经济学家尼古

拉斯·斯特恩爵士牵头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成本进行经济学

评估 ,于 2006年 10月发表了长达 700多页的 《气候变化经济学 》评

估报告 ,又称为《斯特恩报告 》。该评估是迄今为止在国际范围内所

开展的最为综合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工作 ,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

泛关注。该报告指出 ,全球气候变化将是 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严

重挑战之一 ,如果不采取行动 ,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成本可能相当于

每年失去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5%,呼吁全球各国立即采取联合行

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008年 4月 ,斯特恩在此报告的基础上 ,又

发布了一份新报告 ,旨在为全球实施共同减排策略提供政策建议和

行动方案。参见 NicholasStern, 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The

SternReview, 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06;Nicholas

Stern, “KeyElementsofAGlobalDealonClimateChange, ” TheLondon

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 2008, London:UK, http://

www.lse.ac.uk。

“ 2008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OnlineWorldBank.De-

velopmentDataGroup, ” Washington, D.C.:TheWorldBank, http://

go.worldbank.org/.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附件 I列入了已经完成工业化

的缔约方 ,包括 38个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economiesintransition)

国家(指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未列入附件 I的缔约方则为非附件 I

缔约方 ,全部为发展中国家(其中也包括已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如墨西哥 、韩国 、新加坡)。



图 1 16个主要经济体人均碳排放与人均 GDP的对比(1960 ～ 2005年)

　　其中 ,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如澳大利亚 、

加拿大都是资源丰富 ,地广人稀的国家 ,作为移民国

家 ,人口与经济都保持持续增长 ,维持着较高的人均

排放水平。日本虽然也同为伞形集团 ,但是由于人口

与资源条件的限制 ,加之积极推进工业部门的能效技

术 ,人均排放明显低于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 ,

与欧盟国家较为接近。此外 ,俄罗斯的情况也较为特

殊 ,作为附件 1中的转轨国家 ,减排目标相对宽松 ,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近些年的人

均排放增长较快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 ,地位相对重要

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印度 、巴西等快速发展中的

大国以及韩国 、南非 、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化国家 ,其中

一些国家的人均排放正在接近发达国家集团。

整体上 ,发展中国家在图中所处的位置还远远

落后 ,需要在国际谈判中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需

要关注的是 ,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也存在着日益明

显的分化趋势。中国因为排放总量居于世界前列备

受争议 ,印度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中国为参照 ,

坚持强调其低人均排放优势 ,而韩国 、墨西哥 、新加

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排放和人均收入水平上承上

启下 ,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群体的中间

地带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具有日益特殊的位置 。实

际上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已开始提议韩国等新兴工

业化国家的减排问题 ,墨西哥 、南非为了提升其国际

形象和地位 ,更是积极向发达国家阵营靠拢 ,已分别

于 2008年底和 2009年初提出了自己的国家减排方

案。这对于中国履行减排义务会具有一定的压力 。

从人均排放的现状及趋势来看 ,未来人均排放

增长较快的是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韩国 、墨西哥等

国。如果各国不采取积极有效的减排措施 ,未来全

球基本排放格局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总体来看 ,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较快 ,基本需求仍未满足 ,

未来人均排放必然要继续增长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

署(EIA)对各国未来人均排放的预测 , 2030年 ,中国

排放总量将占到全球的 28%左右 ,相当于附件 1国

家总排放的 1/3,非附件 1国家的近 1/2;从人均排

放看 , 2030年中国将达到 8 ～ 10吨左右 ,全球人均

排放水平将达到 6 ～ 7吨左右 。未来中国经济还将

处于持续扩张状态 ,预计到 2050年之后 ,中国温室

气体排放才可能开始下降 。① 作为发展中大国 ,中

国在承担全球减排的义务时 ,需要考虑到自身发展

的实际情况 ,选择减排的政策目标和途径 ,不接受强

制性减排或限排措施 ,否则会限制自身的合理发展

空间 。

—12—

　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

① 《中国官员:2050年后中国碳排放将不再上升 》 , 载 [英 ]

《金融时报 》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 storyid=

00102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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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 16个国家历史累积碳排放指标比较

国别

国家累积排放

(1850 ～ 2005年)

排放总量

(亿吨二氧化碳)
排名

占全球比重

(%)

人均累积排放

(1850 ～ 2005年)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排名

占全球比重①

(%)

英国 677.77 5 6.04 1 125.4 2 15.52

美国 3 282.64 1 29.25 1 107.1 3 15.26

德国 790.33 4 7.04 958.3 6 13.21

加拿大 245.62 9 2.19 760.1 8 10.48

俄罗斯 903.27 3 8.05 631.0 12 8.70

澳大利亚 122.51 14 1.09 600.6 15 8.28

法国 320.32 7 2.85 526.2 21 7.25

日本 427.42 6 3.81 334.5 36 4.61

意大利 184.09 12 1.64 314.1 37 4.33

南非 124.44 13 1.11 265.4 45 3.66

韩国 92.54 20 0.82 191.6 57 2.64

墨西哥 113.20 15 1.01 109.8 76 1.51

中国 929.50 2 8.28 71.3 88 0.98

巴西 91.12 21 0.81 48.8 99 0.67

印度尼西亚 62.57 25 0.56 28.4 118 0.39

印度 260.08 8 2.32 23.8 122 0.33

资料来源:ClimateAnalysisIndicatorsTool(CAIT)Version6.0, Washington, D.C.:WorldResourcesInstitute, 2009, http://

cait.wri.org;http://cait.wri.org。

三 人均累积碳排放的国别分析

气候变化主要是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排放在大气

中导致的累积效应所造成的。人均碳排放反映的是

某一时点上一国的排放水平 ,未能反映一国在工业

化发展的整个阶段对全球排放的责任和义务。因

此 ,有必要从人均累积排放的角度来看待排放与发

展问题 。

(一)人均累积碳排放的理论含义

如前所述 ,人均累积碳排放是将居住在不同国

家的地球村民在工业化时期的碳排放逐年累加起来

得到的 。这一概念体现了一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社

会财富和存量资本的累积特征 。假设每个国家在整

个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都可以用一个

“标准国民”①的尺度来抽象地衡量 ,那么基于各国

资源禀赋 、经济结构 、技术水平 、社会制度 、气候和地

理特征 、文化习俗及发展的历史背景等差异 ,不同国

家的标准国民会表现出不同的碳排放曲线。②

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及环境容量的限制 ,基

于伦理学(人际公平)和生态学(资源稀缺性)的视

角 ,每个个体都应当努力约束其在整个生命周期内

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占用。 “碳预算”为全球二氧化

碳排放与生态容量之间的平衡设置了一个阈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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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每个国家均在地球上生存 , 因而其居民必然是 “地球村

民 ”。这里 ,国家的政治属性变得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对地球村民的

理论抽象。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 ,则是将一个国家的存续与一个自

然人的生命周期相比拟 ,假设每个国家及每个自然人对于全球资源

环境的可持续都负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主张尽可能地减小每个自

然人或标准国民在生命周期内对地球资源的消耗。

各国人均累积碳排放占全球的比重 ,即各国人均累积碳排

放率。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 CAIT数据库中的人均累积碳排放数据

推算得到。相当于假设全球有 17个标准国民 ,除了 16国之外 , “其

他国家和地区”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国家集合 ,其人均累积排放值等

于除 16国之外的 169个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值的平均值。



表 2　世界主要国家未来累积碳排放的指标比较

国别 /年份

国家累积排放(亿吨二氧化碳)
(2005 ～ 2030年)

EIA低排放情景 EIA高排放情景

人均累积排放(吨二氧化碳)
(2005 ～ 2030年)

EIA低排放情景 EIA高排放情景

全球 8 690.61 9 677.11 142.61 149.76

中国 2 011.23 2 252.73 160.77 172.69

印度 398.54 444.97 38.38 40.65

墨西哥 137.61 153.67 140.95 149.06

巴西 115.30 131.75 65.20 70.52

韩国 143.87 164.34 318.06 340.32

澳大利亚 /新西兰 126.08 137.11 548.65 559.63

美国 1 688.38 1 861.22 608.95 627.71

俄罗斯 480.33 540.05 358.51 377.26

日本 320.22 350.46 270.24 274.29

加拿大 168.15 185.28 556.73 573.44

　　资料来源:ClimateAnalysisIndicatorsTool(CAIT)Version6.0., Washington, D.C.:WorldResourcesInstitute, 2009, http://

cait.wri.org;http://cait.wri.org;“ 2008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OnlineWorldBankDevelopmentDataGroup, ” Washington,

D.C.:TheWorldBank, http://go.worldbank.org/。

注:在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预测情景中 ,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被作为一个地区整体进行测算 , 欧盟国家因为缺少国别数

据 , 未包括在表 2之中。此外 ,该预测情景是国家碳排放总量数据 ,我们以 2005年为基年 , 假定以不变人口计算各国未来的年

人均排放 , 加总得到各国未来累积碳排放。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积排放概念的理论含义在于:在实现人文发展需求

的前提下 ,任何一个标准的地球村民(国家)都应当

努力使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累积碳排放量最小化 ,

避免因奢侈排放挤占他国的发展空间 。理论上 ,按

照人均碳排放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 ,只有在社会

财富和基础设施积累达到一定程度 ,基本需求得到

满足之后 ,一国人均累积排放的增长趋势才会逐渐

趋于平缓。

(二)主要国家历史累积排放与人均历史累积

排放的比较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ResourcesInstitu-

te)的气候分析指标工具(CAIT)数据库 ,可以测算

各国人均累积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不同贡献 ,即

人均累积排放率(见表 1)。

由表 1可见 , 1850 ～ 2005年间 ,历史总量累积 、

历史人均累积和人均累积排放率居前位者均为发达

国家。分析表明:(1)历史总量累积:16个国家的总

量累积排放占到全球总量累积排放的 76.9%,其

中 , 7个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只占全球的 14.9%,而 9

个发达国家占到全球的 62.0%,国家累积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居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

(2)历史人均累积:中国人均历史累积排放为 71.3

吨 ,居全球第 89位 ,人均累积排放最高的三个国家

分别为卢森堡 、英国和美国;(3)人均累积排放率:

在 16个国家中 ,中国的人均累积排放率不到 1%,

英国 、美国和德国的人均累积排放率分别为

15.5%、15.3%和 13.2%, 在 16国中名列前三位 。

此外 ,分别以 1850 ～ 2005年 、1900 ～ 2005年 、 1960

～ 2005年 、1990 ～ 2005年为累积期 , ①测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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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50年是工业革命早期;1900年是一个世纪前 ,与二氧化

碳衰减周期接近;1960年之后的世界统计数据来源比较权威可靠 ,

而且也是各国排放相对较高的时期 ,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

上工业化;1990年是国际气候制度中 《京都议定书 》的减排起始年 ,

之前由于人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威胁认识不够 ,以 1990年为起

始点考虑了 “不知者不为罪 ”的适当免责原则。现状基年选择 2005

年。预测目标年份选择 2030年 ,主要是基于数据可得性 ,此外 ,各国

也多将 2030年作为减排政策的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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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累积碳排放率约在 0.9% ～ 2.0%之间。

(三)主要国家未来累积排放与未来人均累积

排放由于发展阶段相差较大 ,中国 、印度 、巴西等发

展中大国在未来将保持较快的排放增速 ,对此 ,需要

了解这些国家未来的人均累积排放情况 ,以便分析

其未来可能的排放空间。笔者选择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对全球未来排放的预测情景(包括高排放情

景与低排放情景),计算了几个主要国家的未来累

积排放(见表 2)及人均累积排放率 。①

分析表明:(1)全球未来排放形势:2005 ～ 2030

年 ,全球排放年均增长率有可能达到 1.3% ～ 2.1%

之间 ,全球总排放将在 2005年基础上增长 36.9%

～ 66.3%,其中附件 1国家将增长 25.2%,非附件 1

国家将增长 114%,增长最快的将是中国 、印度和巴

西等发展中大国;(2)未来总量累积排放:中国将占

全球的 23%左右 ,美国约为 19%;(3)未来人均累

积排放: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将名列前三位 ,中国

届时也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人均累积排放率:

中国将占到全球的 5%左右 ,美国约为 19%。

比较中美两国的未来排放 ,由于中国的排放总

量正在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 , 因此中国

在全球总量累积排放中的比重也将日益增加 ,到

2030年 ,将占到全球的近 1/4,而美国约为 1/5。从

人均累积排放来看 ,中国虽然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

但是仍远低于美国当前及未来的水平 。

(四)国家累积排放率与人均累积排放率的比

较

由于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多样化 ,各国在总量累

积和人均累积水平上占全球排放的比重是不同的 。

基于全球碳预算约束 ,一国过度使用碳排放权会导

致对其他国家排放空间的挤出效应 ,因此可将累积

排放视为一个国家(或标准国民)在某一时期对全

球变暖的贡献。基于国际公平原则 ,将国家累积排

放率界定为各国总量累积排放占全球累积排放的比

重 ,以衡量各国在国家总量尺度上对全球排放空间

的消耗和占用;基于人际公平原则 ,将人均累积排放

率作为各国在人均尺度上对全球排放空间的占用程

度 ,则可以比较不同国家在国家总量累积与人均累

积排放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同影响(见图 2)。

图 2　各国总量累积排放率与人均

累积排放率的比较(1850 ～ 2005)②

首先 ,根据上述对历史及未来的累积排放分析 ,

以不同时期作为起始年 ,计算各国的人均累积排放

与总量累积排放 ,得到的排放贡献率的相对比重差

异较小 ,这说明累积的起始年份选择并不重要 ,重要

的是基于何种公平原则计算减排责任。不过 ,对于

中国而言 ,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 ,测算的起始年份越

晚 ,则累积排放(总量或人均)占全球的比重也会随

之增加。

其次 ,对比两种基于不同公平原则测算的各国

排放贡献 ,可以发现 ,发达国家尽管总量累积排放占

全球的比值并不高 ,但是其人均累积排放却普遍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由

于人口众多 ,人均累积排放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很

大。以美国和中国为例 , 1960 ～ 2005年 ,美国的国

家累积排放占到全球的 25.7%,人均累积排放率在

16国中占 15.6%(占全球的 15.2%);而中国同时

期的国家累积排放率和人均累积排放率分别只有

9.8%和 1.3%。这表明 ,采用不同的公平原则进行

全球碳排放权的分配 ,对于不同的国家承担减排责

任会有不同的影响 。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

各国由于人口 、发展阶段 、收入水平等各种差异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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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同样选取了 1850年 、 1900年 、 1960年 、 1990年 、 2005

年几个年度作为累积排放的起始点 ,计算了主要国家到 2030年的总

量累积排放与人均累积排放。表 2中的全球人均累积排放是用全球

排放总量除以全球人口得到的全球平均值 ,不同于表 1中采用标准

国民假设计算出的平均人均累积值。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数据测算。数据来源:ClimateAnalysis

IndicatorsTool(CAIT)Version6.0 , http://cait.wri.org。



的排放差异 ,有利于在参与国际谈判时从差异中寻

找合作 ,在合作中看到分化 ,以便制定有利的谈判策

略 。

四 结论与政策含义

气候变化问题有着科学 、政治与经济上的复杂

性和特殊性 。原则上 ,任何国家和任何个人都对气

候变化问题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及相应的减排义务 。

目前的国际气候协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历史责任 ,体现了国家层面的

公平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由于不同国家发展阶

段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采用国家排放总量的减

排方式 ,实际上是以国际公平掩盖了人际公平 。分

析表明 ,从个体的角度探讨碳排放的公平问题更有

意义 ,人均排放概念基于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个体的

生存与发展需求 ,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实现基本的

人文发展需求 ,从而在国家层面上确保人际公平和

国际公平的实现 。

通过对各国人均排放及人均累积碳排放的分析

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在国际气候制度构建过程中 ,必须基于不

同国家的现实情况及发展阶段特征来探讨减排义务

的承担问题。对各国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分析发

现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过 10 000美元之后 ,一

些发达国家(如法国 、德国 、英国)的人均碳排放的

增长开始趋缓甚至有所下降 ,一些发达国家 (如美

国 、加拿大等)则保持了持续上升态势。绝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由于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因

此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还处于持续提升阶段 。

上述分析结论契合中国处理气候变化事务的基本原

则 ,即始终坚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

化 ,坚持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

第二 ,影响各国碳排放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 、

技术水平 、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 、消费方式 、环境政策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 ,由于资源禀赋 、消费模式

等方面的差异 ,美国与一些欧盟国家同处于较高的

人均收入水平 ,但人均碳排放水平相差较大。对美

国而言 ,需要改变其建立在高能耗 、高排放基础上的

消费模式 。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相比 ,中国人

口控制政策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贡

献;同时 ,给定各国的碳预算 ,合理而适度的人口控

制能够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带来更多的排

放空间。

第三 ,按照碳排放总量计算 , 2005年中国温室

气体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17.5%, 2030年中国的

排放总量将占到全球的 25%;按照历史总量累积排

放衡量 ,中国目前占全球的 10%左右;按照人均历

史累积排放衡量 ,则中国只占全球的 1%左右 ,即使

考虑到未来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需求 ,到 2030年中国

的人均累积排放率也只有 5%。因此 ,以人均排放

和人均累积碳排放作为参与气候谈判的理论工具 ,

有利于中国合理地谋求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 ,鉴于减排问题已经与各国发展空间

相关联 ,考虑到未来发展中国家满足基本需求的排

放将是全球排放增长的主要部分 ,国际气候制度构

建需要基于以下前提:承认 、保护和支持基本需要的

满足 ,区分国际公平与人际公平 ,在此基础上推动减

排。在全球层面 ,国际社会需要考虑各国的历史责

任 、现实排放和未来需求 ,确定科学合理的减排分担

方案 ,以努力实现在 2050年全球减排 50%的目标 。

在国家层面 ,发达国家需要履行其国际气候公约规

定的减排义务 ,降低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 ,补偿由于

其历史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发

展成本;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依据实际国情实施减排

的政策与行动 ,体现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共同而

有区别的责任 ”。在个人层面 ,必须让社会公众充

分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倡导并实践低碳生活方

式 ,借助碳税 、消费税等手段限制个人的过度消费和

奢侈 、浪费性消费 ,为保护全球环境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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