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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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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 发展中国家

因经济实力有限且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处于被援助和被

约束的地位。 作为一种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 气候融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 作者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例， 从发

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对气候融资的困境及突破方式进行了回顾

与展望。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面临融资缺口大、 地区分布不均和融资渠道

窄、 类型集中两大问题。 未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应积极参与气候融

资， 尤其要加强南南合作， 从建立各自国家气候变化基金入手， 与国际援助

对接； 同时， 重点发展开发性金融与绿色金融产品， 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

原则， 争取更多的气候适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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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 年， 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定义了采取多边行动的

基本准则和机制框架进行环境治理， 气候成为全球治理的组成内容之一。 联合国

“２０１５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 更加强调在发展议程中采取综合政策手段确保包容性经

济发展、 包容性社会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大量资源和资金的转移， 优化

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 目标的多元化促进了资金组成的多元化， 公共资金供给

不足需要通过私人资本予以补充， 对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尤其如此。 ２０１５
年底涉及全球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联合减排的 《巴黎协定》 正式达成， 开启了

气候变化治理的真正实践。 该协定要求各方将以 “自主贡献” 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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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行动， 发达国家在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支持。
一般来说，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较弱。 对于自然环境多样、 生态承载

能力低、 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脆弱性高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更是如此。 受制于

落后的发展水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应对包括冰川消融、 极端天气等在内的气

候变化问题时遇到诸多困难， 其中以资金不足最为突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因其

经济体量、 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参与度以及资源储量， 在全球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中占有特殊地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３３ 个国家均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ＩＭＦ） 所列的 １５２ 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占到了 ２１ ７％ ， 且其中至少有 １７ 个国家属于上中等或高收入经济体， 收入水平相对

领先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 １５２ 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按地理

区域划分为 ６ 个板块，① 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贸易和投资流量，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均仅排在亚洲之后， 位列第二 （ＩＭＦ， ２０１６）。
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始终是积极参与者。 具体到气

候治理领域， 因受气候变化威胁程度较高， 无论是经济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还是加勒比

地区的小岛屿国家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ＯＳＩＳ） 成员国，② 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Ｇ２０、 金砖国家峰会等多边治理层面， 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均积极发声。 同时， 多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主动践行全球气候治

理协议， 在 《京都议定书》 和 《巴黎协定》 的落实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可以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方面的代表。 目前， 为气候

治理活动进行融资是其最为明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为例， 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分析发展中国家气

候融资的困境与突破口。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是全球公共产品与气候治理的

理论与文献综述； 第二部分总结和梳理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面临的各种气候问题

以及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努力， 剖析了其在气候融资方面的集中诉求； 第三部分以气候

融资为中心展开论述， 对全球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气候融资现状进行了分析，
并论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当前陷入气候融资困境的原因； 第四部分在前文论述

的基础上， 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为例， 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气候融资方面进

行突破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 全球公共产品与气候治理

市场失灵、 外部性和产权理论等理论都可以解释全球气候治理的形成原因。 亚

当·斯密最早区分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由于在消费和生产上， 公共物品既无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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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中东和北非、 前独联体国家、 欧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
小岛屿国家联盟被认为是解决小岛发展中国家问题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 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



性也无竞争性， 在享受和提供之中存在搭便车问题， 因此只能由国家或政府提供。 在

国际社会中， 并不存在世界政府， 这就形成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 世界银行将

全球公共产品定义为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 资源、 服务以及规章制度、 政策

体制。 这类产品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 也只有通过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

集体行动才能实现充分供应 （张士铨， ２０１６）。 根据供给来源、 国际合作方式、 资金

分担方式以及制度约束等因素， 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垄断供给品、 全球供给品、 联

合供给品以及限制供给品四种类型 （见表 １）。 其中， 气候变化是联合供给品， 需要

所有国家参与。 当前， 发达国家是全球公共产品最主要的提供者。 由于气候治理的受

益方是全球所有国家， 因此气候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整体福利的改善， 为全球提

供一种 “全球公共产品”。

表 １　 全球公共产品的分类

类型 供给决定方 国际合作 资金分担 制度约束 案例

垄断供给品 单边或寡头 需要 Ｉ 不需要 条约或国际组织 小行星防御

全球供给品 最弱个体 需要 ＩＩ 需要 共识或决议 传染病根除

联合供给品 所有国家 需要 需要 条约 气候变化

限制供给品 未做出努力的国家 需要 不需要 条约或规范 核不扩散

　 　 注： Ｉ 多数情况下， 决定什么该做， 由哪些国家支付； ＩＩ 用以建立最低标准。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公共物品角度对气候公共品供给问题进行了解释。
Ａｒｒｏｗ （２００７） 认为由于存在异于寻常的外部性，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种特殊的公共

品， 即不是公共物品而是公共损失。 Ｏｓｔｒｏｍ （２０１４） 用公共品供给理论来解释全球气

候治理面临的约束， 认为由于存在 “公地悲剧” 现象， 个人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陷入

“囚徒困境”。 由于气候变化尚未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因气候变化

而受损、 减缓气候变化需要庞大资金以及 “搭便车” 问题难以解决等原因， 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极其困难。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１９９７） 指出， 由于发达国家更少受到气候变

化的影响， 因此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支付成为一项政治问题。 减排的代际边际效用问

题使发达国家内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① Ｏｓｔｒｏｍ （２０１４） 也认为

缺乏信任和透明度导致全球气候治理集体行动因 “搭便车” 问题而无法实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对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行动做出制度性安排的 《巴

黎协定》 通过， 成为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ＵＮＦＣＣＣ） 下， 继 《京都议定书》 后全球应对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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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际边际效用是指减排的受益者可能是第三代或第四代人， 而如果将这些资金投资到教育、 卫生和基

础设施等领域， 受益的就会是当代人。



化又一个新的起点。① 这标志着在控制全球温升的长期目标下， 各国自愿加强合作，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责任和义务得到有效区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

则在减缓、 适应、 资金、 技术、 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各个要素之中均得到体现。 未

来， 全球气候公共产品的提供将进入全新时期。
资金机制的原则、 资金的来源和数量， 以及资金的分配等一直是气候融资方面争

论的焦点。 气候融资不只涉及大量资源的配置， 还包括现有资源的整合及重新分配。
ＵＮＦＣＣＣ 规定， 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应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

术转让。 作为 《巴黎协定》 生效后的首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２０１６ 年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马拉喀什会议确定了以透明、 包容方式推进 《巴黎协定》 的实施细则， 强调

资金和技术支持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关键。
气候融资泛指所有鼓励低碳和抵御气候变化发展的资源， 包括直接投融资、 碳交

易以及金融机构贷款等。 国家财政是气候融资最主要的渠道， 包括中央政府以及各级

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和政府信贷。 国际融资则是解决气候治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手

段， 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和中长期资金， 解决气候治理资

金不足的问题。 多边和双边基金及贷款、 碳市场等是国际融资的主要形式 （韩钰等，
２０１４）。 尽管发达国家有能力给予发展中国家气候资金援助， 但事实上援助十分有

限。 从主观意愿来说， 由于气候的公共产品属性、 投资与收益的不匹配， 发达国家并

非心甘情愿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治理。 从客观条件来说，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

机又使气候融资的主体———发达经济体提供资金的能力受到限制。

二、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面临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积极应对。 减缓和适应是应对

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前者是长期任务， 指向气候变化的原因； 后者则更加

现实， 指向气候变化的结果。 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来说， 由于自身治理能力有

限， 适应气候变化就显得更加重要。 这些国家一直以来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表达

自身诉求并努力实现。
（一）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人类系统适应能力弱， 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脆弱性高。
这一地区沿海国和小岛国众多，② 海平面上升给沿海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 基础设施

以及沿海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 海洋表面温度的升高也会影响洋流运动进而使渔业

活动受损。 气候变暖还将加速干旱地区的沙漠化， 威胁粮食安全。 此外， 气候变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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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将为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 具体包括目标、 减缓、 适应、 损失损害、 资金、
技术、 能力建设、 透明度、 全球盘点等 ２９ 条内容， 其签署展现了各国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和意志。

南美洲除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外均临海。



会破坏生物多样性， 这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来说无疑将

是毁灭性的打击。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ＥＣＬＡＣ） 的数据， 目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每年因气候

变化造成的损失相当于 ＧＤＰ 的 １ ５％ ～ ５％ ， 至 ２０３０ 年， 平均损失将提高到 ＧＤＰ 的

２ ２％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４）。 其中， 生产和消费模式造成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污染

日益严重， 成为最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 一方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许多国家当

前的发展模式以生产加工和出口初级产品和矿产品为主， 对环境的承载能力形成一定

的压力； 另一方面，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 其消费水平提高后，
自然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当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仅占全球的 ９％ ， 但是受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却越来越严重。 ２０１５ 年全球极端气

候风险前 ２０ 位的国家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了 ４ 个， 分别是玻利维亚、 古巴、
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 全球温度将上升 ２ 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将要承担的最高经济成本相当于地区 ＧＤＰ 的 ５％ 。 此外， 诸如安第斯冰山消融以

及热带雨林的退化等问题将严重影响到以自然资源出口为主的经济体， 其潜在的经济

损失将额外增加相当于年度 ＧＤＰ 的 １％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其中， 小岛屿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 据统计， 小岛屿国家联盟的 ４４ 个成员

国和观察员国中， 有 １９ 个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这些国家对海平面上升和极

端气候事件适应能力极弱。 海平面上升可能会造成国土侵蚀、 土地和财产损失、 沿海

生态系统恢复能力降低、 海水倒灌等灾难，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应对。 例如， ２００４
年， 飓风 “伊万” 横扫格林纳达， 该国 ９０％的基础设施和房屋被毁， 经济损失高达

８ 亿美元， 相当于其 ＧＤＰ 的两倍。 再如， ２０１５ 年， 厄尔尼诺现象使海地主要农业种

植区的作物收成减少一半， 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赵重阳， ２０１６）。 无论是格林纳

达还是海地， 都因经济实力有限而难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２０１３ 年， 加勒比地区

１０ 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占 ＧＤＰ 比重在 ７６％ ～ １３０％ 之间， 均超过了可持续发展的债务

水平。 高债务负担以及沉重的利息支付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采取措施应对环境变化的

能力， 使其受到恶劣环境问题的冲击更加严重。 据统计，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自然灾害

使这些国家至少遭受了 ２７０ 亿美元的损失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ｂ）。
（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努力和经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一直坚持相对积极的态度。 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 以巴西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认为发

达国家应该对全球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 反对多边机制介入环境问题。 第三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 巴西提出了建立 “清洁发展基金” 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减

排项目的提议。 在此基础上， 美国和巴西于 １９９７ 年提出 “清洁发展机制”， 该机制

和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被认为是巴西多边环境外交对于 《京都议定书》 签

署所做出的两个重大贡献 （贺双荣，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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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主要有三类诉求： 第一类是谋求

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 包括巴西和墨西哥； 第二类是谋求发展权的 “美洲玻

利瓦尔联盟” 和 “独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联盟”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ＩＬＡＣ），① 前者坚持气候正义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权， 后者要求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一起承担国际责任； 第三类是谋生存权的小

岛屿国家联盟， 持较为激进的立场， 主张全球温度上升不能超过 １ ５℃， 认为发展中

大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谌园庭， ２０１５）。
巴西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排头兵。 《巴黎协定》 达成之前， 巴西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就发布了其自主贡献报告。 在温室气体排放

权的分配方面， 巴西提出了 “累积历史排放权” 分配方法， 即减排指标分配的基础

是对全球温度上升的相对责任。 该方案要求越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需要承担越大的减

排任务。 ２０１６ 年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上， 巴西就落实 《巴黎协定》 提出相关建议，
主要包括： 建立统一、 透明的气候融资统计方法， 避免有关融资被重复计算； 建立全

球碳信用市场； 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替代 《京都议定书》 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 给

各国报送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设立一个标准格式； 进一步明确有关技术转让的规定等。
此外， 巴西还提出了有关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倡议。 被弹劾的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在众议

院弹劾投票后缺席了核安全峰会以及里约奥运火种采集活动， 却出席了 《巴黎气候

变化条约》 的签字仪式， 足以说明该国以及劳工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
作为美洲大陆第一个批准 《京都议定书》 的国家， 墨西哥也积极参与全球气候

治理， 谋求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墨西哥提出 ２０５０ 年将在 ２０００ 年的基础

上减排 ５０％ ， 但前提条件是从发达国家获取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冯
峰， ２０１６）。 此外， 墨西哥在 ２０１２ 年颁布了 《墨西哥气候变化法》， 并于 ２０１４ 年进

行了修订， 成为较早制定气候变化综合性法律的发展中国家。 墨西哥还成为在 《巴
黎协定》 下首个发布国家气候规划的发展中国家， 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

减少 ２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ｕｎｄｓ Ｕｐｄａｔｅ， ２０１６）。
加勒比地区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 气候变化不仅阻碍其经济发

展， 甚至威胁国家和人民的生存。 这些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寻求国际支持， 最

大限度争取主动权， 要求建立独立的气候变化赔偿机制以及优先获得气候资金的援

助。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巴黎气候大会上，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提出了旨

在减轻加勒比岛国外部公共债务的战略， 通过创立区域性的基金为气候变化措施项目

融资， 帮助这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 基金建立之后， 将通过债务互换

等方式， 利用多边金融机构的捐赠和债务免除， 帮助这些国家提升财政能力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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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组织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是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框架》 下成立的正式磋商机制， 成员国包括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巴拿马、 巴拉圭和秘鲁。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 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均积极发

声， 争取发达国家以及全球气候治理多边组织的资金倾斜。 巴西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

其在气候治理上的主张， 要求建立统一、 透明的气候融资制度性安排； 墨西哥以获得

资金支持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前提； 加勒比国家则最大限度争取主动， 要求建立气候

资金援助。 以上诉求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获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并且给其他

欠发达国家积极主动参与气候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 气候融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参与
　 　 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中诉求

　 　 气候融资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现行的全球气候
融资杂乱无序， 对于一些融资缺口大的小国来说， 可获性较低。 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

品， 世界经济不景气使气候治理的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 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焦点的

转移以及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主要国家的经济衰退更使其难以获得与治理规模相

匹配的资金。
（一） 全球气候融资现状

作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而成立的资金操作实体， 气候基金经过 ２０ 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全球气候资金流动最主要的载体。 发达国家是气候基金的主要供给方。 １９９７
年签订的 《京都议定书》 和随后的多次缔约国大会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和决定成为建

立气候融资基金机制的基础。 ２００９ 年， 历经艰苦谈判后， 《哥本哈根协议》 达成， 规

定发达国家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需提供 ３００ 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

理； 此外， 到 ２０２０ 年， 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基金帮助其应对气候变

化。 但是， 该协议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且资金来源和分配等关键问题未能明确。①

在此之后， 公约谈判会议侧重于讨论资金机制设置， 而资金来源和规模等关系到发展

中国家切身利益的议题被弱化。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的波恩会议上， 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

家出资规模应达到其经济总量的 １ ５％ 。 同年 １１ 月的坎昆会议上， 资金议题取得了

形式上的进展， 《哥本哈根协议》 所提及的快速启动资金以及到 ２０２０ 年每年 １０００ 亿

美元的长期资金被写入案文， 绿色气候资金也获得一致共识。 ２０１１ 年， 南非德班气

候峰会决定尽快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国际气候融资体系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但后续进

展却不顺利。 ２０１２ 年多哈气候峰会和 ２０１３ 年华沙气候大会上， 发达国家因未能兑现

气候融资承诺而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批评。 据统计，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发达国家为发展

中国家提供的赠款仅约 １４４ 亿美元， 与发展中国家的期望水平相去甚远 （Ｎａｋｈｏｏｄ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拒绝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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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展中国家认为资金来源与规模仍未明确， 发达国家则认为已经解决， 重点则是资金治理。



持和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的义务，① 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的资金机制造

成极大的负面冲击。
新兴经济体能否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传统工业化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和

技术能力。 国际气候谈判的重点和难点就是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

金和技术支持， 尤其是敦促发达工业化国家提供上述帮助。 据统计， ２０１３ 年， 全球

气候融资承诺额为 ３４４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６ 年增加至 ３９６３ 亿美元， 增幅达 １５％ 。 其中，
已支付的气候融资额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４８９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０２８ 亿美元， 实现了

较大幅度的提升 （见图 １）。 但是， 全球范围内的融资缺口依旧较大。 根据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估计， 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成本投入在

７００ 亿 ～ １０００ 亿美元之间 （ＩＰＣＣ， ２０１１）。 ＵＮＦＣＣＣ 秘书处估计， 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全球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每年需投入 ２０００ 亿 ～ ２１００ 亿美元， 其中发展中国家占 ７６０ 亿 ～
７７０ 亿美元。

图 １　 全球气候融资情况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注： 已通过是指该项融资已获通过， 但尚未进行支付。
资料来源： 气候基金更新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ｕｎｄｓ Ｕｐｄａｔｅ， ＣＦＵ）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ｕｎｄｓｕｐｄａｔｅ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２０１７ －０５ －２１］。

由于中等收入国家往往处于转型中， 需要进行资金投入的领域众多， 气候变化这

样的长期议题往往被忽视。 如果有国际合作资金支持， 无疑将帮助这些国家提升气候

治理投入在众多投入当中的地位。 根据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的报告， 为实现低碳发

展，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０ 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达 ９３ 万亿美元， 其中三分之二的需求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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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９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 绿色气候基金首次被提出， ２０１１ 年的德班气候大会期间， 德国和丹麦

成为首批向该基金注资的发达国家， 分别提供 ４０００ 万和 １５００ 万欧元。



发展中国家 （Ｌｙｎｄａｌ， ２０１６）。
目前， 全球气候融资的参与主体包括多边银行、 多边基金以及双边基金 （见表

２）。 各多边开发银行 （如世界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等） 以及联合国的相关机构 （如
联合国粮农组织） 在非 ＵＮＦＣＣＣ 金融机制下进行气候资金援助。 多边和双边基金则

在 ＵＮＦＣＣＣ 的金融机制下进行气候金融操作。 多边基金主要包括全球环境便利信托

基金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ＧＥＦ） 和气候投资基金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ＣＩＦ）， 参与方主要包括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盟、 法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挪威、
美国和丹麦。 澳大利亚、 德国、 挪威和英国 ４ 个国家还建立了各自的国际气候基金，
用于降低排放以及森林保护等方面的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国承诺额已达 １０７ ８ 亿

美元， 实际拨付额为 ４１ 亿美元。
根据表 ２ 的数据， 气候基金的流入领域存在不平衡问题， 气候适应获得的资金相

对有限。 据统计，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 近 ６５％的气候融资被用来支持减缓气候变化， 气

候适应层面获得的资助相对较少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尤其在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方

面。 ２０１３ 年私人部门在气候适应上的融资提供为零， 公共部门也只提供了 ２７ ５ 亿美

元。 这远远难以满足气候适应的需求。

表 ２　 ２０１６ 年全球五大气候基金存量

单位： 亿美元

基金 类型 领域 承诺额 已支付 已通过

绿色气候基金 多边 多目标 １０２ ６０ ９８ ９６ １１ ７４

英国国际气候基金 双边 多目标 ６０ ０２ １３ １８ １７ ８９

清洁技术基金 多边 减缓 ５４ ７２ ５４ ０３ ４９ ５９

挪威国际气候和森林倡议 双边 ＲＥＤＤ ＋ ３４ ８０ １７ ３ ０５

亚马逊基金 多边 ＋ 国家 ＲＥＤＤ ＋ １７ ４７ １０ ３７ ５ ７６

　 　 注： ＲＥＤＤ ＋ 指减少因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所引起的碳排放及增加碳储量。
资料来源： 气候基金更新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ｕｎｄｓ Ｕｐｄａｔｅ， ＣＦＵ）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ｕｎｄｓｕｐｄａｔｅ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２１］。

（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气候融资的现状与困难

首先， 融资缺口大， 地区分布不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困境限制

了其提供气候资金的能力。 同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吸引气候融资能力上也明

显落后于亚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国家。 对于一些小国来说， 融资困境愈发明显。 据最新

统计数据 （见表 ３）， ２０１３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获得的气候融资总额为 ２４０ 亿美

元， ２０１４ 年增加到 ２７０ 亿美元， 增幅只有 １２ ５％ ， 而东亚地区则提高了 ２１ ５％ 。 相

对量方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获得全球气候融资的比例仅为 ７％ ， 远远低于亚太

及西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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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全球气候融资流向

区域
总额（亿美元） 占比（％ ）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东亚 １３００ １５８０ ３８ ０ ４０ ３
西欧 ９４０ ９８０ ２７ ５ ２５ ０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２４０ ２７０ ７ ０ ６ ９
南亚 １３０ １７０ ３ ８ ４ ３
中亚和东欧 １１０ １２０ ３ ２ ３ １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１３０ １００ ３ ８ ２ ６
其他地区 ５７０ ７００ １６ ７ １７ ９
合计 ３４２０ ３９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Ｍａｚ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具体到地区内部， 国家间分化也较为严重， 资金主要流向地区大国， 而环境脆弱

性较高的小岛屿国家所获资金极为有限。 表 ４ 是 ２０１３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获得

气候融资相关项目的情况。 总量方面， ８ 个国家在 ２０１３ 年的气候融资总额占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８０％ 以上。 其中， 巴西 （４５ ８３％ ） 和哥伦比亚 （２５ １４％ ） 获得

了最多的份额， 但主要来自两国的国家开发银行， 分别占其总筹资额的 ８７％和 ８４％ 。
世界银行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资金支持较为有限， 而其他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

则成为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提供气候融资较多的主体。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３
年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提供的气候融资达 ２３ ７１ 亿美元， 其次是美洲开发银行的

６ ２ 亿美元。 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提供也较为集中， 除了阿根廷、 厄瓜多尔、
巴西和秘鲁之外， 其余国家所获资助较为有限。

表 ４　 ２０１３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获得气候融资的数额及来源

单位： 百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气候基金

开发性银行

ＷＢ
多边和区域性

ＥＩＢ ＩＡＤＢ ＣＡＦ
国家级

其他 总计
占比

（％ ）

巴西 １２０ ９ １５ ０ ４ ０ １１５ ７ ４１３ １ １１３０４ ０ １０４１ ６ １３０１４ ２ ４５ ８３
哥伦比亚 — — — ６７ ４ ０ ５ ５９９７ ０ １０７４ ０ ７１３８ ９ ２５ １４
阿根廷 — — — ３０２ ２ ３９１ ７ — — ６９３ ９ ２ ４４
秘鲁 — — — ３０ ７ ６５３ ８ — — ６８４ ５ ２ ４１
厄瓜多尔 — — — １０３ ７ ３９５ ５ — — ４９９ ２ １ ７６
委内瑞拉 — — — ０ ０ ４１６ ３ — — ４１６ ３ １ ４７
巴拿马 ３ ２ — ２５３ １ ２ ０ １００ ３ — — ３５８ ６ １ ２６
小计 １２４ １ １５ ０ ２５７ ２ ６２１ ７ ２３７１ １ １７３０１ ０ ２１１５ ６ ２２８０５ ６ ８０ ３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１５０ ８ １８６ １ ４６３４ ６ １２４０ ６ ２７７０ ２ １７３０１ ０ ２１１５ ６ ２８３９８ ９ １００ ００

　 　 注： １ 气候基金主要与 ＵＮＦＣＣＣ 和 ＩＰＣＣ 气候融资相关。 ２ ＷＢ 指世界银行， ＥＩＢ 指欧洲投资银行， ＩＡＤＢ
指美洲开发银行， ＣＡＦ 指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资料来源：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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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融资渠道窄， 类型集中。 目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融资主要来源

是多边气候基金。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获得了 ２８ 亿美元的气候融

资额， 被用于 ３５９ 个项目。 其中， １８ 亿美元是直接拨款， １０ 亿美元是条件性贷款；
绝大部分由世界银行气候投资基金提供， 其余部分则由美洲开发银行提供。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只有 ９ 个项目获得了多边气候基金的资助。 其中，
绿色气候基金支持的 ３ 个项目分别为智利的太阳能、 萨尔瓦多的能源效率投资以及厄

瓜多尔的森林保护项目。
由图 ２ 可知， 清洁技术基金 （Ｃｌｅ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ｕｎｄ， ＣＴＦ） 是最主要的资金来

源。 该基金由世界银行管理， 针对墨西哥、 智利、 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的 ２５ 个项目共

提供了 ９ ０５ 亿美元的资金， 大部分是条件性贷款。 其次是亚马逊基金 （Ａｍａｚｏｎ Ｆｕｎｄ，
ＡＦ）， 已经有 ５ ７５ 亿美元用于支持巴西的 ８５ 个环境保护项目。 此外， 双边气候基金也

有一部分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主要来自德国、 英国和挪威。 双边气候基金中，
德国国际气候倡议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ＧＩＣＩ） 规模最大， 已经达

到 ２ ３４ 亿美元， 覆盖了 ５７ 个项目， 大部分在气候减缓领域。 英国国际气候基金 （Ｕ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ｕｎｄ， ＵＫＩＣＦ） 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支持额累计为 ０ ８３ 亿美

元， 涉及 １２ 个项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获得的主要气候融资中， 气候适应基金额

度十分有限， 而这正是环境脆弱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最需要的金融支持。

图 ２　 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气候基金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

注： ＧＥＦ 指全球环境便利信托基金， ＧＥＦ４ 代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ＧＥＦ５ 代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ＦＩＰ 指

森林投资项目； ＰＰＣＲ 指气候韧性实验项目。
资料来源： Ｂａ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融资类型方面，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中， 有 ８４％ 的气候融资基金用于气候减缓。 其中

５０％用于能源、 ３４％用于减少影响植被的气体排放， 只有 １１％ 的资金用于气候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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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３）。 ２０１６ 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只有一个项目完全属于气候适应———总

计 ６７５ 万美元的秘鲁沿海渔业项目， 这一项目将提高沿海渔场的自我恢复能力以及建

立更加现代化的监督和预警系统。

图 ３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获得气候基金的类型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 Ｂａ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三）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陷入气候融资困境的原因

第一， 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 使气候变化资金机制及市场投资信心受挫。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 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① 且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８ 财年联邦政府

预算也提议停止向一些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拨款， 并大幅削减美国环保局的预

算。 特朗普此举使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美国， 气候变化资金机制及市场投

资信心受到影响。 提供全球气候资金供给的各个发达国家都会对其气候政策和资金支

持等问题进行重新评估， 势必会影响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气候资金供给。 发达

国家每年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专属资金为 １０００ 亿美元，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给出的路线图， ２０２０
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公共资金支持应达到 ６６８ 亿美元， 除去来自多边开发性银行的 ２９５
亿美元， 仍有 ３７３ 亿美元需要由发达国家提供。 与现有的 ２０１４ 年资金规模相比， 还

有 １３４ 亿美元的缺口。 美国的退出预计将使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 ２０ ７％ ， 使得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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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朗普曾称气候变化是骗局， 在选举期间威胁要退出 《巴黎协定》。 迄今为止， 在全球的 １９７ 个国家

中， 《巴黎协定》 已经对其中 １４７ 个国家生效。 另有 ４８ 个签约国尚待批准协定， 只有尼加拉瓜与叙利亚两个国

家没有签署协定。 此次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美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明确拒绝加入对抗气候变化阵营的国

家。 详见澎湃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６９８９４６［２０１７ － ６ － ２］。



充裕的气候资金机制雪上加霜 （柴麒敏等， ２０１７）。
第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经济增长困境拖累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支出。

２０１６ 年， 世界经济持续疲弱， 全球贸易和投资继续走低， 大宗商品价格低迷， 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步入连续衰退， 地区整体经济增长连续三年在新兴和发展中地

区处于末位。 ２０１６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为 － １ １％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债务危机以来首次出现持续两年衰退的情况。 ３３ 国中的 ２１ 国经济减速， 有 ７ 国出

现程度不一的衰退。① 经济不景气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财政压力加大， 初级财

政赤字迅速增加。 为了弥补收入水平的下降， 各国不得不紧缩财政， 环境保护部门首

当其冲。 公共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９％提高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７ ９％ ， 限

制了其进行气候拨款的空间。
第三，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不力， 使发达国家资金供给意愿

降低。 以巴西为例， 过去 ９ 年中， 挪威为巴西提供了近 １０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用于

帮助巴西进行其境内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保护。 但是， 巴西在这方面的工作却无法使资

金提供方满意。 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的报告，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巴西

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面积扩大了 ２９％ ， 近 ８０００ 平方公里的森林被毁 （ Ｃｈｒｉ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挪威向巴西提出了削减亚马逊基金支持的警告： 如果巴西在热

带雨林的保护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继续难以有所作为的话， 挪威将减少甚至取消

对巴西在亚马逊地区保护基金的支持 （Ｂｒｉｔｔａｎｙ， ２０１７）。

四、 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突破口

气候融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国家资本、 私人资本、 国际金融机构都可成为资金

供给来源。 当前， 全球气候融资的供给主体主要有三类。 一是国际基金。 由国际组织

管理， 资金具有政府背景， 主要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② 二是国家基金。
主要由有关国家政府成立， 用于推动本国的减排工作， 以及与国际对接。 三是市场基

金。 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 是以企业为主体、 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性基金。 近年来，
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战略投资的新领域， 气候变化概念的市场投资基金不断涌现。

考虑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当前面临的气候融资困境及其努力方向， 发展中国

家应更加团结， 敦促发达国家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下积极践行全球气候

融资， 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通过总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经验， 本文认为在应对

融资规模不足方面， 应通过提高国内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对国际援助的充分利用。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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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７ 国分别为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 伯利兹、 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主要有全球环境基金和世界银行碳基金。 前者为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赠款， 促进

其为取得全球环境效益做出贡献， 通常更关注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大型减缓项目； 后者则主要涉及温室气体排

放和碳融资。



国还需要创造条件， 提升公共储蓄和私人储蓄的利用效率， 使其最大限度地流向生产

活动和公共投资。 各国还须充分认识各自能力， 进行财政改革， 扩充政府财政政策的

空间。 作为全球气候融资的主要需求方， 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为代表， 发展中国

家可以在以下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 敦促发达国家履行义务， 倡导南南合作。 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气

候融资的主体供给和领导者， 其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行动是气候融资稳定进行的保

证。 因此， 在当前全球气候融资的困境下， 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一致， 敦促发达国家

践行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 促使其积极参与， 实现气候融资议题的主流化

和平台化。 同时， 发展中大国应该积极强化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使用工作， 实现

该基金的国际化， 帮助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小国提高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①

第二， 建立国家气候变化基金， 协调自身重点， 与国际援助对接。 例如， 巴西在

２００８ 年建立了亚马逊基金， 由巴西国家开发银行直接管辖和运营。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该基金共收到 １０２０ 万美元的援助， 主要援助方是德国、 挪威以及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 亚马逊基金的规模已达 ５０００ 万美元。 在基金的支持下， 巴西开展了保护

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一系列行动， 包括公共森林和保护区的管理、 环境监测、 建立生态

经济区以及退化植被区的恢复等 （ＥＣＬＡＣ， ２０１５ａ）。
第三， 积极参与气候融资， 争取资金， 尤其是社会营利性资本。 随着新兴经济体

的广泛崛起， 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诉求发生着变化。 在提供全球公共

产品上，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展现出一定的责任担当。 在 ２０１２ 年的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大会上， 中国承诺每年投入约 １０００ 万美元， 帮助非洲、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

岛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在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 中国宣布设立 “南南合作援

助基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中国在 《中美元

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宣布出资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建立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

金”，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的能力。 据

统计，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累计出资 ４ １ 亿元用于支持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南合作

（彭茜， ２０１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应抓住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时机， 积极参与

南南合作， 争取新兴经济体提供的气候资金援助。 此外， 各国还应该积极开拓新渠

道， 吸收社会营利性资本。
第四， 重点发展开发性金融与绿色金融。 区域性、 次区域性以及国家开发性金融

机构应该成为气候融资最主要的提供者。 传统上， 这些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重点是

为生产性部门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２０１６ 年， 随着绿色金融成为 Ｇ２０
重点议题， 推动绿色金融成为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和私人部门完善和推广绿色信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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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 中国已经在积极地向全球展现气候融资问题上的 “中国方案”。 中国提出的建立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基金的设想和承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工作重点。 绿色金融是指通过贷款、 私募投资、 发行债券和股票、 保险、 碳金融等金

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 以此支持环境改

善、 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把环境保护纳入项目决策中， 金融机构

可以提高其资金供给的有效性， 将成本与收益对等化。 根据全球气候政策倡议的数

据， ２０１４ 年全球范围内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３０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５ 年则突破了 １０００ 亿

美元， 增长迅速。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应进一步开放绿色资本市场， 积极吸引外国

资本投资国内绿色债券和绿色股票等产品。
第五， 贡献与补偿相匹配， 争取更多气候适应资金。 当前全球气候融资架构存在

缺陷， 尤其与发展中小国的需求难以匹配。 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中小国

而言， 其沿海区域面积大、 旅游业经济支柱地位显著， 适应性气候融资非常关键。 因

此， 发展融资的逻辑需要升级， 经济效益不应该继续充当唯一原则， 社会和环境效益

也应该参与到融资当中。 各国内部则应构建并理顺气候投资的减缓及适应效益的回馈

机制。 同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许多国家肩负着维护 “世界之肺” 的重任， 气候治

理贡献与补偿挂钩应取得国际认可， 这些国家在森林保护方面的贡献应该得到一定的

融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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