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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为严
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
题，主动承担相应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努力推动全球
气候谈判。

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
案的发展中国家。200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面阐述了中国
在201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这不仅是中
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政策性文件，也
是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国家方案。

2008年10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成为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纲领性文件。

2009年11月，中国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至45％的行动目标，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3年11月，中国发布第一部专门针对
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战略》。

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
贡献文件，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等目
标。这不仅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方的规定动
作，也是为实现公约目标所能作出的最大努
力。世界自然基金会等18个非政府组织发布
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已超过
其“公平份额”。

中国还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
易体系，并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
五”发展规划。

此外，在气候治理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南
南合作，向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2011年至2014年，中国
政府累计安排2.7亿元人民币用于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2014年9月，中国宣布从2015年开始将

在原有基础上把每年的“南南合作”资金支持翻
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并将提供
6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2015年9月，中国宣布出资200
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
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多年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已分别下降
29.9％和33.8％。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
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机装机容量占全球24％，中国可
再生能源领域已产生260万个就业岗位，占全
球该领域就业岗位总数的40％。

记者 王雪梅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举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
“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即巴黎气候
变化大会）30日召开。中国气候谈判首席
代表苏伟接受记者采访，详细解读了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的议程安排、可能达成的
协议意义以及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上的立场。

议程安排满满
存在延期可能

据苏伟介绍，虽然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是 11月 30日召开，但大会的核心工作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的谈
判和制定实际上29日就已开始。29日下
午，负责巴黎协议案文谈判的德班平台工
作组开始召开会议，近200个缔约方随后
进入密集磋商。

11月30日，约150名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将出席大会开幕式活动。各国领

导人将采取大会发言的形式，为大会取得
积极成果注入政治推动力。在巴黎气候
变化大会的第一周，各方将就巴黎协议的
条款案文全面展开谈判。

大会初步的设想是，12月5日上午，
德班平台工作组将形成巴黎协议的主要
草案。12月5日下午，《公约》缔约方大会
将审议谈判结果，并决定第二周如何围绕
各国谈判代表达成的结果，再展开部长级
的谈判和磋商，最终预计于12月11日形
成最后文件。

苏伟说：“时间非常紧张，可能一场会

接一场会，时间计算到每一分每一秒。”
从历次气候变化大会的经验看，延期形
成最终结果已屡见不鲜。由此看来，巴
黎气候变化大会也不能排除延期达成协
议的可能。

强化落实公约
并非另起炉灶

苏伟说，巴黎协议的授权非常明确，
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制度，而是要谈判磋商如何在《公约》框

架下，在2020年后进一步强化应对气候
变化的相关行动。

他强调，巴黎协议的性质是在减缓、
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支持等问
题上，进一步落实和执行《公约》。这样一
个法律文件应当和《公约》的原则、规定、
目标、框架一脉相承。

从这一角度讲，巴黎协议“应当具有
法律约束力”。巴黎协议除了提出2020
年后如何进一步强化落实《公约》，也会就
巴黎协议达成后到2020年之间的5年内，
如何落实巴黎协议提出安排和要求。

坚持一贯原则
共同面对挑战

苏伟说，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贯
持积极认真的态度。中国意识到，气候变
化对人类和地球来讲，是一个紧迫的威
胁，各国应通过国际合作来共同面对。

他强调，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问题是
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的工业化期间，大
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这是发达国家的
历史责任，《公约》也正是因此确定了“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坚持这一
原则的立场是不变的。

苏伟说，减少碳排放应该考虑到各国
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发达国家已经
实现工业化，碳排放已经到达了峰值，自
然有逐步减少排放的趋势，因此在减排问
题上，不能简单地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相对比。

苏伟说，虽然中国目前的碳排放总量
较大，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
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和发达国家工业化
的高峰时期相比差距甚至更大。这些都
说明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合
理性。

他还指出，中国同时也重视“共同的
责任”，认为发展中国家也要根据自己的
国情、能力和发展阶段，尽可能地为应对
气候变化作贡献。

记者 韩冰 唐志强
（新华社巴黎11月29日电）

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议谈判已开始

近200个缔约方进入密集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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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新华社巴黎11月30日电（记者应强 霍小光 王丰丰）国家
主席习近平30日在巴黎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关系发展
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推
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习近平指出，今年9月，我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推
动中美关系取得新进展，双方在经贸、两军、人文等领域以及重大
国际地区问题上保持了有效协调和合作。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要牢牢把握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原则，从双边、地区、全球各个层面推进两国务实交流合作，同
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确保两国关系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
荣。双方要保持高层和各级别交往，规划好两国机制性对话
磋商并确保取得更多积极和务实成果。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情况下，各国应该重视稳增长，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
开放、透明、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和国际金融框架内的协调和合作，争取早日完成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为两国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当
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面临一系列紧迫问题和挑战，中美应
该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为推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妥善解
决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通
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维护台
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关于网络问题，习近平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展
示诚意，共同推动相关对话取得积极成果。我们也愿同包括美方
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
平、安全、透明的网络空间。

奥巴马表示，习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
我们在不久前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期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当前形势下，美中两国共同利
益不断增多，双方在更广泛领域保持协调合作十分必要。美方愿
同中方一道，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军磋商等机制，就双边合
作、国际安全、宏观经济、气候变化及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这
符合美中两国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美中进一步加强全球性问
题上合作，将使整个世界受益。美方愿同中方一道，以建设性方
式妥善处理好两国之间的问题。美乐见台海两岸关系保持稳定
发展。美方认为，美中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美方对两国合作关
系深入发展充满信心。我期待着明年9月赴杭州出席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为强化行动、应对气
候变化这一重大挑战提供了重要机遇。两国元首重申双方2014
年11月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2015年9月发表的气候变化
元首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对巴黎协议的共同愿景。双方强调将加
强合作，并同其他各方一道努力，使巴黎大会达成有雄心、成功的
成果。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巴黎11月29日电（记者应强 张正富）国家主席习近
平29日在巴黎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

习近平指出，奥朗德总统本月初对中国成功进行第二次国事
访问，我们共同发表了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推动两国
关系更好更快发展达成许多新共识。展望未来，双方要保持高水
平政治对话，抓紧实施商定的重大合作项目和重要合作协议，打
造新的合作亮点。双方要调动两国地方政府合作的积极性，在经
贸、文化、科技、教育、旅游等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夯实
两国关系民意基础。中方将主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愿同法方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推动峰会成功，并加强在全球经

济治理问题上的战略性协调和合作。
奥朗德表示，我本月初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双

方要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入推动投资、经贸、核
能等领域合作，鼓励两国人民密切往来。法方支持中方明年主办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愿同中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
密切协作。

习近平赞赏法国政府为筹备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所作努力。
习近平强调，我这次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是希望向国际社会
表明，中国坚定支持法国办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坚定支持大会
达成一项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希望会议成果体现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构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会议进程体现公开公正，凝聚共识。

奥朗德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来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
黎大会，这展现了中方推动大会如期达成协议的坚定决心。我
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会议成果的主张。我本月访华期间，
两国元首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大会取得成功奠定了重要
基础。法方愿继续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大会取得圆
满成功。

习近平再次就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
法方表示慰问。奥朗德表示感谢。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看法。
新华社巴黎11月30日电（记者李忠发 张正富）国家主席习

近平30日在巴黎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深入向前
发展。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密切交流沟通很有必要。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推动中
俄各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国际反恐形势正发生重要变化。中
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维护国际社会
共同利益。

普京表示，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俄中关系的评价。当前国际形
势正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俄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反恐等领域合
作，同时继续坚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新华社巴黎11月30日电（记者王丰丰 徐剑梅）国家主席习
近平30日在巴黎会见巴西总统罗塞夫。

习近平指出，中巴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发展伙伴。中方高
度重视中巴关系，愿同巴方一道，不断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
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
发展。双方要扩大能源资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
领域产业投资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增长，提高金融合
作水平，用好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拉一揽子融资安排，为
促进中巴贸易和投资提供金融支撑。双方还要加强在重大全
球性事务上协作。

习近平强调，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基础四国”重要成员，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要密切协调和配合，
发挥各自优势和影响力，推动各方相向而行，促成气候变化巴黎
大会取得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成果，并维护好发展中
国家团结和利益。

罗塞夫表示，我赞同习主席对巴中关系的评价，很高兴两国
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重要合作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双方还
可以扩大农业、物流方面合作。近年来，巴中两国在重要多边机
制框架内和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巴方全力支持
中方主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罗塞夫表示，巴中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拥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利益。巴方愿同中方在气候变化巴
黎大会期间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各方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
原则，相向而行，争取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符合国际社会共同
利益的目标，并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分别会见四国领导人
■会见奥巴马时强调，中美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
■会见奥朗德时指出，中国坚定支持法国办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会见普京时指出，不断推动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
■会见罗塞夫时强调，中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11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会见巴西总统罗塞夫。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