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
发展动因的认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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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动因是当前海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并

形成了 “经济利益驱动论” “能源安全决定论” “政治利益论” “国际压力

论” 等主要认知和观点。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认知总体上

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 注重经济取向等特点， 但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误认

识。 海外学者的上述认知受到他们对中国气候政策的了解程度、 研究偏好、
中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中国

应多措并举塑造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认知， 从而为提高中国

气候政策的国际认可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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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领域之一。 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政策的认知不仅影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

的国际合作， 而且事关中国的国际形象。 伴随中国采取愈加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努

力， 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政策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但对中国气候政策的批评和要求中

国承担更多责任的论调仍不时出现。 剖析中国气候政策国际认知的影响因素颇有必

要， 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影响因素， 其从根本上决

定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政策的总体认知状况。 鉴于海外学者在中国气候政策国际认知

构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本文主要分析其对中国气候政策动因的认知。 总体而言，
随着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海外学者对驱动中国气

候政策发展和影响中国气候政策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 可以归纳为 “经济利益驱动

论” “能源安全决定论” “政治利益论” “国际压力论” 等四种主要认知和判断。 本

文首先介绍这些认知和判断， 并分析其特点， 进而剖析影响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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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主要因素， 最后提出引导和塑造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认知的举措

和建议。

一、 经济利益驱动论

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下， 追求经济利益是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

和交往中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受此影响， 海外学界首先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原理，
尤其是理性分析来考量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动力。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利益是中国

气候政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并且正在塑造着中国气候政策的未来发展。
一是降低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 经济发展是中

国优先发展的政策议程， 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 降

低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中国气候政策极为重要的考虑之一。 由英国萨塞

克斯大学科学及技术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山姆·吉尔 （Ｓａｍ Ｇｅａｌｌ） 牵头的研究报告

指出，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展现了日益增长的雄心， 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对气候变化

影响的担心 （Ｇｅａｌｌ ａｎｄ Ｈｕｉ， ２０１５）。 挪威南森研究所中国气候政策研究专家何秀珍

（Ｇøｒｉｌｄ Ｈｅｇｇｅｌｕｎｄ） 认为， 由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气候变化风险等负面影响是中国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驱动力之一 （Ｈｅｇｇｅｌｕｎｄ， ２０１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访问学者特里夫·豪斯 （Ｔｒｅｖｏｒ Ｈｏｕｓｅ）、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何凯乐

（Ｋａｒｌ Ｈａｌｌｄｉｎｇ）、 世界资源研究所沈岱波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Ｓｅｌｉｇｓｏｈｎ） 等海外中国气候政策

研究专家也持类似的观点， 认为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及对其他发展的

挑战是中国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关切点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８； Ｈａｌｌ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Ｓｅｌｉｇｓｏ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二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 伴随中国温室气体排

放的不断增长， 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愈来愈突出，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越来越难以为继， 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美国丹佛大学曾倚萃 （Ｙｉ⁃Ｔｓｕｉ Ｔｓｅｎｇ） 博士分析了 １９９２—２０１３ 年中国气候政策的影

响因素， 认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话语权上的变化促使中国将气候问题纳入经济发展议

程， 从而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转变为更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Ｔｓｅｎｇ， ２０１５）。 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艾琳娜·阿福琴科娃 （ Ａｌｉｎａ
Ａｖｅｒｃｈｅｎｋｏｖａ） 等认为， 应对气候变化会带来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 进而促使中国经

济向低碳发展强力转型 （Ａｖｅｒｃｈｅｎｋｏｖ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三是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 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和多面性， 应对气候

变化将会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也有借助应对气候变化提升中

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意图。 美国杜克大学乔内森·维纳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 Ｗｉｅｎｅｒ） 教授

认为， 国际气候机制中的经济激励因素是中国气候政策趋于积极的驱动力之一

（Ｗｉｅｎｅｒ， ２００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气候经济与政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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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约佐 （Ｆｒａｎｋ Ｊｏｔｚｏ） 则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 从

而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进而潜在地确立中国在高新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

（Ｊｏｔｚｏ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３）。 世界顶尖智库美国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马颖 （Ｙｉｎｇ Ｍａ） 认

为，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 中国更关心保护经济发展和提升经济竞争力， 并期望从世界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中获益和推进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Ｍａ， ２０１０）。
总而言之， 从经济视角分析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文献数量明显较多， 凸显海

外学者对经济驱动力的强调。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 降低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

响、 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和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等经济方面的利益是中国气候政策

的首要驱动力。 应该说，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经济驱动力的判断是比较准确

的， 因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无疑是最

为优先的政策议程， 这也是中国气候政策制定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正如伦敦大学亚非

学院曾广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ｓａｎｇ） 教授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安思·科尔克 （Ａｎｓ Ｋｏｌｋ）
教授所言， 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是中国进行气候政策决策时尤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Ｔｓａｎｇ ａｎｄ Ｋｏｌｋ， ２０１０）。

二、 能源安全决定论

能源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 对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和经济新常态阶段的中

国来说， 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

的问题。 基于这一现实， 不少海外学者也从能源安全的角度解释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

演进。 在海外学界看来， 能源安全在中国气候政策的形成、 发展和转变中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 中国希望通过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以下能源安全利益。
一是实现能源消耗和供应的多元化。 在不少海外学者看来， 面对经济快速发展带

来的巨大能源消耗， 如何保证能源的充足供应以保障经济持续增长是中国必须面临和

解决的问题， 而应对气候变化则为中国缓解能源问题， 实现能源供应和消耗多元化提

供了途径。 美国乔治城大学中国能源与气候政策专家乔安娜·路易斯 （Ｊｏａｎｎａ Ｌｅｗｉｓ）
撰文称， 全面经济发展目标驱动的能源发展战略依旧是中国气候战略的核心， 能源使

用与经济增长关系不管是从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还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对中国都意义

非凡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７）。 而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院邓肯·弗里曼 （Ｄｕｎｃａｎ
Ｆｒｅｅｍａｎ） 等也指出， 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的双重叠加促使中国日益考虑能源的消费

方式与生产方式， 加上中国的能源供应要比其他国家更加依赖煤炭， 由此决定能源安

全是中国政策的优先议题， 也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驱动力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ｌｓｌａｇ， ２００９）。 加拿大探索国际 （Ｐｒｏｂ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执行主任帕特里夏·亚当斯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Ａｄａｍｓ） 在梳理巴黎气候大会以来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进程时认为， 在过去

的几年中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迅速增长， 仅对天然气的需求就增加了 １５％ ， 这也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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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将确保能源充足供应作为中国气候政策优先关注和实现的目标 （Ａｄａｍｓ，
２０１８）。 而应对气候变化可以促使中国能源消耗从主要依靠煤炭向石油、 天然气、 可

再生能源和核能转变， 从而实现中国能源消耗和供应的多元化。
二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节约能源。 中国的工业化不仅带来能源消耗的剧增， 而且能

源利用效率不高， 由此带来能源的浪费和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 海外学者认为， 虽然

经济发展仍是中国政府的优先议程和中心目标， 但对可持续性的重视也日益体现。 就

能源领域而言， 中国愈来愈注重提高能源效率， 减少单位 ＧＤＰ 的温室气体排放， 实现

能源和资源保护的新常态。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项目副研究员迈克尔·梅

丹 （Ｍｉｃｈａｌ Ｍｅｉｄａｎ） 研究认为， 提高能效和节能是中国气候政策的重心， 并呈现五

个趋势： （１） 更加强调节能和能源效率， 特别是在工业领域； （２） 将环境优先议程融

入能源政策考虑中； （３） 确保国内一次能源资源作为主要的能源供应渠道； （４） 增加

水电、 可再生能源、 核能和天然气从而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５） 发展替代交通能源

（Ｍｅｉｄａｎ， ２０１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认为，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必须在提高能源效率、 降低化石能源需求和减少排放上发挥核心

作用， 中国能源部门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视为提升能源效率技术和逐步减弱以煤炭为

基础的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０）。
三是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

城镇化带来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 根据

国际能源署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 《世界能源展望》， 到 ２０４０ 年， 预计全球 １ ／ ４ 的天然气需求

增长将来自中国， 达到 ２８００ 亿立方米， 中国也将在 ２０３０ 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

油消费国， 在 ２０４０ 年石油净进口将达到 １３００ 万桶 ／天 （ＩＥＡ， ２０１７）。 国家统计局数据

也显示， 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１ ５％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９ ４％。 其中， 原煤

对外依存度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３ ４％提高到 ６ ８％， 原油由 １９９６ 年的 １ ４％提高到 ６９ １％， 天

然气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２ ０％提高到 ３８ ２％ 。① 澳大利亚罗威国际政策研究所丽萨·威廉姆斯

（Ｌｉｓ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研究称， 对中国决策者来说， 最为重要的问题不是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替代

化石能源， 而是尽可能多地获得包括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在内的各种能源以满足中国不断

增长的能源需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２０１４）。 德国汉堡大学全球化与治理研究中心的安妮塔·恩格

斯 （Ａｎｉｔａ Ｅｎｇｅｌｓ） 在 《自然》 子刊发表评论文章称， 在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诸多驱动因

素中， 能源安全是第一驱动力， 从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到最大进口国的转变促使中国采

取相应政策来减少能源消耗和对外进口能源依赖 （Ｅｎｇｅｌｓ， ２０１８）。
总体来说， 在海外学者看来， 除经济利益外，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中国应对由能源

需求增加、 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和有限能源储备带来的国内能源短缺的绝佳机遇。 从中

国政府发布的多项气候变化政策文件和规划来看， 通过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高能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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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 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替代能源的确是中国气候政策的重要目标。 因此， 海外学

者的上述判断总体来说抓住了影响中国气候政策决策的一个重要变量， 那就是能源安

全考虑是中国气候政策制定和执行中重要的考虑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源安全是压

倒一切的议题。 有观点认为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目标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政

策只是中国能源政策的副产品， 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努力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不仅是中国保障经济安全、 能源安

全、 生态安全、 粮食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①

三、 政治利益论

政治利益考虑也是海外学者解释和分析中国气候政策发展演变的重要视角之一。
挪威南森研究所中国气候政策研究专家唐更克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ａｎｇｅｎ） 等人曾撰文指出，
中国的气候政策立场不仅源于对应对气候变化成本的认知， 而且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

“高级政治” （Ｈｉｇ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来对待 （Ｔａｎｇ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总体来看， 海外学者认为，
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已经无法回避， 并期望实现三个方面的政治利益。

一是维护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在部分海外学者看来， 气候变化问题给中国经

济社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其中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就是气候变化给中国国内政治和

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易明 （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 认为，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 气候变化问题对环境破坏的本身是次要的，
中国领导人更关心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间接影响， 即其对中国保持经济奇迹、 公共健

康和社会稳定的挑战” （Ｗｉｅｎｅｒ， ２００８）。 而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比森

则认为， 中国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就呼吁美国应履行 《巴黎协定》 承诺， 中国

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在于环境问题愈加严重， 也在于气候变化问题有可能成为造成社会

动荡和潜在政治不稳的根源 （Ｂｅｅｓｏｎ， ２０１８）。
二是捍卫国家主权和巩固国家安全。 独立自主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之

一， 因而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主张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以不干涉他国主权和影响国

家安全为前提。 基于此， 很多海外学者认为， 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国家安全也是中国

在国内气候政策制定和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时的重要考虑。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高级技

术顾问张志弘 （Ｚｈｉ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认为， 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三大

目标之一，② 中国的气候政策也服务于这一目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３）。
三是提升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部分海外学者还从维护和提升执政合法性的视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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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 《授权发布：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３０ ／ ｃ＿ １１１５７７４７５９ ｈｔｍ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３） 认为中国外交的三大目标分别为推进国家利益、 维护国家主权和提升国际形象。



析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原因， 认为期望更加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更加广泛的支持也是影

响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德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毕约恩·康拉德

（Ｂｊｏｒｎ Ｃｏｎｒａｄ） 认为， 气候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源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家利益的

变化， 即气候变化脆弱性凸显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包括政治风险在内的负面

影响的关注， 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努力和经济发展转型不仅仅能确保未来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 更能确保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和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Ｃｏｎｒａｄ， ２０１０）。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尤根·德尔曼 （Ｊｏｒｇｅｎ Ｄｅｌｍａｎ） 教授则认为中国

借助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政权合法性的战略目的明显存在， 通过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

大会上有目标的减排和经济的绿色转型， 中国的国内和国际气候话语权以及在国际气

候谈判中的行为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Ｄｅｌｍａｎ， ２０１１）。
部分海外学者将政治利益的考虑视为中国气候政策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因

素， 认为维护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捍卫国家主权和巩固国家安全以及提升政

府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中国国内气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

的重要考虑。 对于这一认知需要区别来看。 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国内稳定、 巩固国

家安全以及政治合法性也是其他国际气候谈判方极力实现的政治目标， 这样的判断我

们能够接受， 但部分海外学者在不了解中国气候政策决策过程的情况下， 就随意得出

中国关注气候变化对中国稳定的影响胜过环境保护责任的错误结论， 这是我们不能认

可和接受的。 中国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便将环境保护视为一项基本国策， 党的十八大

以来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部分

海外学者却总想给中国关注的议程排出一个优先顺序， 这样的做法是明显带有偏见和

不合理的， 也是我们应该批判的。

四、 国际压力论

国际体系结构也是国家行为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国家行为

的直接根源， 中国气候政策也不例外。 因此， 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体

系的视角分析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变化的驱动力和影响因素， 认为国际因素对于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Ｈａｔｃｈ， ２００３）。 总体来看， 海外学界研

究认为中国气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三个方面的国际压力的影响。
一是地缘政治的竞争。 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之际正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转型

过程之中， 世界处于大变化、 大变革和大调整之中。 围绕着国际秩序的转型和新的全

球治理秩序的构建， 各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 由此决定任何影响国家间

竞争和博弈的因素都会成为国家间， 尤其是大国间进行权力博弈的新舞台， 气候变化

就是这样的议题之一。 因此， 在海外学者看来， 这种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是塑造中

国气候政策的重要因素。 德国知名中国气候政策研究学者米拉姆·施罗德 （Ｍｉｒａｍ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认为中国气候政策， 尤其是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受到与美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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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严重影响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２０１２）。 特里夫·豪斯认为， 来自美国的

压力促使中国愿意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８）。 山姆·吉尔认

为，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中展现出日益增长的雄心和决心的原因之一是中

国期望在地缘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 （Ｇｅａｌｌ ａｎｄ Ｈｕｉ， ２０１５）。
二是维护中国国际形象与声誉的压力。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部分西方政客大肆

制造和散播 “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 “中国气候威胁论” 等错误论调， 一方面无端指

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巨大， 增长迅速且不承担减排义务； 另一方面

对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熟视无睹， 试图把相关责任强加给中国。 部分海外学者认

为， 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来自中国以外的国际压力和维护中国国

际声誉的反应。 何凯乐认为， 日益增长的国际担忧增加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

排放体的国际压力， 驱动着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 （Ｈａｌｌ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克雷格·哈特教授等认为， 中国外交的目标在于确保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和全球治

理大国的地位获得国际认可， 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倡议能将中国置于与发达国家同等的

位置上， 从而广泛确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大国地位 （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三是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制定的竞争。 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中， 气候变化问题

已不再仅仅是具有科学和经济内涵的环境问题， 更是各国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规则

的制定， 争夺发展空间、 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话语权的政治博弈。 因而不少

海外学者也从气候变化问题对世界政治经济规则的塑造来理解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变

化。 美国乔治亚大学何立朝教授认为， 中国国家战略的变化是中国气候政策调整的根

本原因， 中国将国际气候谈判视为在全球主要议题上规则制定和机构创立中发挥影响

力的机遇 （Ｈｅ， ２０１０）。 马颖认为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确立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

技术市场主导地位的途径和方式 （Ｍａ， ２０１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中国项目主

任司各特·穆尔等更是从外交和地缘政治影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气候政策的转变， 认

为在特朗普政府退出 《巴黎协定》 后让出的国际气候领导权正是中国气候政策努力

追求的目标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ｌｔｏｎ， ２０１９）。
在全球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 一个国家的政策行为毫无疑问深受国际因素的

影响。 作为国际公共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应对更是影响着各国气候政策的选

择， 中国也不例外。 因而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国际驱动力的判断总体上是可以接

受的， 但部分学者的观点过于消极甚至是错误的。 中国自国际气候谈判启动就积极参

与其中， 希望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和塑造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规则， 进而在国际社会

中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可以说， 这是中国主动适应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形

势的结果， 并非部分海外学者所认为的是在外部国际压力下的被动反应， “国际压力

论” 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反映。

五、 对海外学者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认知的剖析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第 ４５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４５ ／ ２１２ 号决议， 决定成立 “气候变化框

１６

高小升：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认知分析



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以来，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已经走过近三十年的历程。
中国从最初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了解和被动参与， 到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进程

和采取力所能及的国家适当减排行为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ＮＡＭＡｓ）， 再到创造性地塑造 ２０２０ 年后国际气候治理安排和承诺在 ２０３０ 年前尽早实

现排放峰值。 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引起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 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

动因更是他们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一）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认知的特点

一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研究和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紧密相关。 国

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 然而随着中国

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的凸显和中国气候政策框架的逐步形成， 海外学者对中国

气候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 １９９２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签署时， 尚无学者研究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动因， 但是 ２００５ 年 《京都议定书》
生效后相关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 并在 ２００９ 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后达到顶

峰， 此后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 与此同时，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研究

也和中国对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参与密不可分。 海外学者先是从经济理性的视角

考察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原因， 并且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中国气候政策立场从

消极到积极的转变， 这在中国宣布参加京都灵活机制和京都气候谈判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 自后京都气候谈判启动之后， 能源安全、 政治利益以及国际压力等分析视角逐渐

出现。
二是认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由于所处学科的不同和研究视角的差异， 因而海外

学者对驱动中国气候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形成了 “经济利

益驱动论”、 “能源安全决定论”、 “政治利益论” 和 “国际压力论” 等主要认知。 事

实上， 除了这些占主流的认知外， 也有部分海外学者从国际气候规范内化、 国际气候

公平和社会学习等视角分析和阐释中国近三十年来气候政策的发展变化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２００９；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２； Ｓｔｅｎｓｄａｌ， ２０１４）。 在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各种

动因的认知中， “经济利益驱动论” 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 其次是 “能源安全决定

论” 和 “国际压力论”， “政治利益论” 的影响力虽然不及其他三种认知， 但是也不

容忽视。 除了这四种主流认知之外， 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判断还有多种， 但是

文献都比较少， 影响较小。
三是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经济学分析取向明显。 海外学者更多运用经济学的

成本 －收益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气候政策决策， 认为经济利益考虑是中国气候政策发展

的根本动力。 对中国气候政策决策的经济驱动力分析占据了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很大

比例，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是海外学者的片面认识和错误认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

演进是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中国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和立

场也日趋积极， 主动承担的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和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行为也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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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然而仍有部分海外学者认

为， 减少排放不是中国气候政策的首要目标， 强调中国欲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在非

气候问题上的利益。 譬如德国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出， 中国气候政策带来的潜在

减排效果主要是能源和交通政策的副产品， 这些政策意在降低中国的能源成本和提高

中国的能源安全 （Ｒｉｃｈｅｒｚｈａ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ｚ， ２００８）。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的误读

可见一斑。
（二）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认知的影响因素

一是海外学者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海外学者要想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做出客

观准确的分析， 就必须对中国有充分的了解， 否则很难避免误读。 然而受语言等因素

的影响， 海外学者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些海外学者不仅能够阅读第

一手的中文资料， 而且能够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 因而更加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 更

能对中国气候政策的动因做出准确的分析。 而有些海外学者因不懂汉语， 只能阅读二

手文献， 甚至没有到过中国。 不同的了解程度使得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动因认知

的准确性也存在差异， 甚至存在一定的误读和偏见。
二是海外学者的研究偏好。 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具有明显的多学科交叉特征， 因而

研究中国气候政策的海外学者的研究志趣、 知识结构和偏好均有很大的差异， 其中既

有政治学家、 经济学家， 还有历史学、 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 不同学者从各自

学科特点和研究视角研究中国气候政策的驱动力， 因而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认

识和关注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譬如在对中国气候政策研究中， 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海

外学者偏多， 这就导致当前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经济

学取向。
三是中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

判断大多是基于中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 中国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

程之初显得比较被动， 然而此后中国气候政策发生了迅速的转变， 这个快速的转变促

使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做出更加客观的分析， 但是部分海外学者的基本判断还停

留在早期的印象上， 他们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动因做出了带有偏见， 甚至是错误的

判断。
四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 海外学者大都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动因做出了基本

正确的判断， 然而也有部分海外学者无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采取的积极努力，
甚至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中国的优先议程， 中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均不是出

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 这些无视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真正推动力的错误观点和认知的

出现，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海外学者思维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 戴着有色眼镜来考

量中国气候政策发展的动因。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认知虽然受到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 但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中国气候政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 因此， 我们

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提升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进程和努力的认识： 一是利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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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场合， 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进展和成就； 二是通过国外主流

媒体， 以海外易于接受的叙事风格讲好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故事， 宣讲我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上的立场和政策； 三是加强中外学界之间在学术上的对话和交流， 塑造和影响

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认知。

六、 结语

从国际气候谈判启动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达成， 从 《京都议定书》
到 《哥本哈根协议》， 再到 《巴黎协定》 的达成与生效， 中国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

程的地位愈加凸显， 中国气候政策也成为越来越多海外学者的研究关注点， 对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政策发展动因的剖析更是国外中国气候政策研究的起点和热点。 海外学者

对中国气候政策动因的看法， 不仅影响其他国家与中国气候合作的开展， 也是了解和

认识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窗口。 “经济利益驱动论” “能源安全决定论” “政治利益

论” “国际压力论” 代表了海外学者对中国气候政策发展动因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总

体来说， 海外学者的上述认知基本上是准确的，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海外学者对中

国气候政策的不了解和误读。 因此， 多举措引导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国际社会客观公

正认识中国气候政策不仅是中国开展国际气候合作的必要条件， 而且是新时代中国提

升国际形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必须面对

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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