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试论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实践
及影响
———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分析

叶　 江

　 　 内容提要:本文在梳理全球治理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ꎬ考察

欧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对全球治理理念的理解ꎬ分析欧盟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ꎬ并以欧

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例讨论欧盟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ꎮ 文章认为ꎬ冷战终

结之后形成的全球治理理念既是对当前全球化客观进程的理性反映ꎬ也是对全球化世界

中人们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理性指导ꎬ而欧洲一体化则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有着很高

的契合度ꎮ 因此ꎬ欧盟从其自身利益出发ꎬ依据自身的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ꎬ以期在当

前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增强影响力ꎬ并在全球化世界中扮演领导者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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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肇始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冷战终结之际ꎬ目前已成为国

际体系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处理国际事务的新方式和建构和平稳定世界秩序的新

途径ꎮ 自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兴起ꎬ欧盟就积极地参与其中ꎮ 可以说ꎬ全球治理与

后冷战时期欧盟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ꎮ 本文在梳理全球治理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

及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ꎬ考察欧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对全球治理理念的理解ꎬ探究欧

盟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ꎬ并以欧盟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为例ꎬ深入讨论欧盟在全球

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ꎬ以深化对全球治理的理念以及欧盟立场的认识ꎮ

一　 全球治理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全球治理的理念最先由社会民主党国际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Ｗｉｌｌｙ Ｂｒａｎｄｔ)在冷战即将全面终结之际ꎬ即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初提出并倡导ꎻ几乎同时ꎬ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学者詹姆斯罗西瑙( Ｊａｍｅｓ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等在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专著«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中根

据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ꎬ认为国际政治权威

的位置发生了重大的迁移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管理也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统治转向

多层次的治理ꎬ由此从学理的层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理念ꎮ 以上可见ꎬ“全球治理”理

念如同“可持续发展”理念①一样源于西方ꎮ

然而ꎬ经过 ２０ 余年的发展和演变ꎬ全球治理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理

念ꎮ② 尽管其本身的发展始终面临一系列的挑战ꎬ全球治理的兴起通常被认为是巨大

的全球性变革的结果ꎬ是对诸如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深化等事件的一种反应ꎮ③而

产生于西方的全球治理理念之所以在短时期内成为全球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理念ꎬ归

结起来ꎬ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ꎮ

第一ꎬ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推动ꎮ 缘起于二战结束、冷战终结后不断深入发展的经

济全球化催生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市场ꎬ而这样的全球性市场需要世界性的管

理和协调ꎮ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ꎬ当国家的领土疆界与全球性市场产生矛盾、

跨国私人资本与跨国公民社会形成冲突时ꎬ全球性市场的推动者———跨国公司ꎬ国家

利益的守护者———国家ꎬ以及这两者利益的协调者或挑战者———政府间国际组织、国

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需要通过一种新型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来协调

各方的利益、寻求某种无序中的有序ꎮ 于是ꎬ全球治理的理念经由西方产生之后不久ꎬ

就为全球国际社会所接受ꎮ

第二ꎬ冷战终结的影响ꎮ 在冷战高峰时期ꎬ国际政治经典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理

论(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盛极一时ꎬ它有力地解释了东西方两极之间激烈对抗的国家

利益根源ꎮ 之后ꎬ新自由制度主义(ｎｅ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试图从国家间的不对称

相互依存的角度解释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ꎬ而新现实主义(ｎｅｏ ｒｅａｌｉｓｍ)则通过

对国际体系结构的理论分析ꎬ把国家和以大国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及国际格局诸概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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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雏形最早形成于 １９７２ 年西方的罗马俱乐部在其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
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ꎮ １９８７ 年ꎬ布伦特兰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ꎬ完整地提出和解释了“可持续
发展”理念ꎮ 可见ꎬ“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源于西方ꎮ 作者注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第 ６６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全球治理中的联合国»决议(“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ｎ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Ａ / ＲＥＳ / ６６ / ２５６)ꎬ积极推
进全球治理并强调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ꎮ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ｗ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ꎬ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ｗ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ｍｏ￣
ｔｈｙ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ｅｄｓ.ꎬ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Ａｌｂａｎｙꎬ 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３－２３.



遍化ꎮ 冷战的终结导致两极格局的瓦解后ꎬ后冷战时期新的国际秩序需要新的理念予

以诠释并指导新的国际政治的实践ꎮ 由此ꎬ先是西方ꎬ接着是世界其他各国的国际关

系学者试图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而建构新的全球主义理论ꎬ全球治理理念自

此开始形成ꎮ 在操作层面ꎬ为应对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ꎬ形成了诸如全球治理委员会

这样的跨国机构将全球治理的理念付诸实践ꎮ

第三ꎬ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ꎮ 冷战终结之后ꎬ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战争与和平、生态

失衡、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资源短缺、南北关系、传染性疾病、人权、移民、难民、毒品、

乃至民族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都成为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全球性问题ꎮ 全球性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解决需要的不是单边ꎬ也不仅仅

是双边ꎬ而是多边的联合行动ꎬ并且只有通过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公共政策、规划

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ꎮ 于是全球治理的理念便“应运而生”

且很快被广泛接受ꎮ

第四ꎬ非国家行为体兴起的促进ꎮ 长期以来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ꎬ国家并且主要是

大国是主导性的行为体ꎮ 甚至被视为唯一的现代国际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ꎮ

但二战以后ꎬ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跨国公司影响力的不断增强ꎬ各种

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ꎬ以及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兴起ꎬ现代国际体系中具有

影响力的行为体迅速增多ꎬ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各种跨国社会运动等日益扮演

着令人关注的角色ꎮ 冷战终结之后ꎬ上述发展趋势日益加速ꎬ以致国家(大国)虽然还

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ꎬ但已不能完全主导国际体系的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处理ꎬ

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不能被忽视的建构现代国际体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单元ꎮ 从地方

(ｌｏｃａｌ)、国家(ｓｔａｔｅ)、区域(ｒｅｇｉｏｎꎬ也译为“地区”)到全球(ｇｌｏｂａｌ)层面的公共事务管

理也因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而发生重大的变化ꎮ 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

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增强做出阐释ꎮ

目前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是:为应对当前全球化世界

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ꎬ以及指导由此而需要进行的国际制度变革ꎬ人们应当用一种新

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ꎬ并形成一种能联合所有不同文化、政治、宗教和哲学背景的人

们的全球核心价值ꎬ包括尊重生命、自由、正义、平等、人道、正直等ꎬ并在此基础上对全

球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治理ꎮ “治理是一项将人类行为引向集体行动的社会功能ꎬ这

样的集体行动能导致对社会有利无害的结局ꎮ 人类建立治理体系是为了解决一系列

的社会需求ꎮ 这些需求包括公共产品的生产(比如维持健康人口发展所需的资源)、

避免公害物品(例如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或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外部效应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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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比如防止跨边界污染物的扩散、避免石油泄漏对环境的影响)、人权保护(例如加

强土著人民的自决权)ꎮ”①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看法ꎬ全球治理就是世界各国和各

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世界中ꎬ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保障生命安全ꎻ实现平等对待ꎻ拥有

获得美好生活和给自己提供福利的机会ꎻ通过和平的方式保存差异ꎻ参与各个层面的

治理ꎻ能对重大的不公正进行自由和公平的请愿ꎻ有平等使用信息的权利ꎻ能平等使用

全球公有物等ꎮ”②这也意味着ꎬ全球治理要求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和非国家

行为体ꎬ乃至单个的个人共同承担下述的责任:“为共同的利益作贡献ꎻ考虑自己的行

为对他人的安全与福利所造成的影响ꎻ促进平等ꎬ包括性别平等ꎻ通过追求可持续发展

和维护全球公有物ꎬ保护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利益ꎻ保护人类文化和知识遗产ꎻ在治理

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以及为消除腐败而努力ꎮ”③

在具体界定全球治理的涵义方面ꎬ不同的学者们给出了诸多定义ꎮ 比如罗西瑙强

调ꎬ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

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ꎮ④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

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则认为ꎬ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ꎬ当代国际

体系中“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ꎮ⑤劳伦斯芬

克尔斯坦(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认为:“全球治理是对超越国家边界的关系进行治理

的无主权权威活动ꎮ”⑥这些不同的定义或是强调全球治理是一套跨国规则体系ꎬ或是

突出全球治理是集体行动程序和机制ꎬ或是认定全球治理是一种跨国治理的活动ꎮ 而

其中的共性是ꎬ肯定全球治理是当前国际体系中多元行为体共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

全球性问题的集体行动ꎬ并且参与全球治理的诸行为体既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

象ꎮ

总体而言ꎬ由全球治理委员会在 １９９５ 年的报告«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

报告»中所提出的相关定义ꎬ迄今依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ꎮ 全球治理委员会是从治理

推演出全球治理的定义:“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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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和ꎮ 它是使彼此冲突的或各不相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使各方联合采取行动的一

个持续的过程ꎮ 它包括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正式机构和机制ꎬ以及得到人民或机构同意

或者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安排ꎮ”而“从全球角度来说ꎬ治理过去一直被视为政

府间的关系ꎬ而现在必须看到它还与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运动、跨国公司以及全球资

本市场有关ꎮ 凡此种种均与具有广泛影响的全球大众媒体相互作用”ꎮ① 全球治理委

员会的定义ꎬ相当明确而具有代表性ꎮ 因为这个定义概括出了全球治理下述特征:

(１)全球治理的主体同时包涵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行为体ꎬ也即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体都是全球治理的主体ꎻ(２)全球治理不是通过建立世界政府来统治或管理世界事

务ꎬ而是通过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来争取全球事务的良治ꎻ(３)全球治理

既是一个实现良治的活动过程ꎬ也是一套由规则和规范所构成的机制或制度ꎬ并且全

球治理的机制和制度本身对参与治理的主体具有指导和限制作用ꎻ(４)全球治理并不

能一蹴而就ꎬ而是依赖于各行为体从地方、国家、区域(地区)直至全球层面持续不断

的合作与协调的互动ꎬ因此全球治理是一个过程ꎬ并且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ꎮ

总之ꎬ从全球治理理念丰富的内涵可见ꎬ全球治理理念所强调的是:第一ꎬ全球治

理是以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方式ꎬ来应对当前全球化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

全球性挑战的过程ꎻ第二ꎬ全球治理是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形成的一种管理世

界事务的结构ꎬ尽管国家尤其是大国依然还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全球公

共产品主要提供者ꎻ第三ꎬ全球治理是通过当代国际体系中多元行为体的跨国集体行

动ꎬ来实现全球事务的良治和导致产生对国际社会有利无害的结局ꎻ第四ꎬ全球治理是

一种新型多边主义的实践ꎬ即一方面全球治理需要由规则和规范所构成的国际机制或

制度作为载体ꎬ来推进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ꎬ而另一方面ꎬ全球治理也需要通过国家与

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多边协调来全面展开ꎻ第五ꎬ全球治理的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均

是多元的ꎬ并且在作为全球治理载体的国际机制和制度的作用下ꎬ参与全球治理的治

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往往会相互转换ꎻ第六ꎬ全球治理理念形成至今才 ２０ 余年ꎬ其内涵

本身还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之中ꎬ而全球治理的实践则始终在起伏中前行ꎮ

二　 欧盟知识与政治精英对全球治理理念的认识与探讨

在全球治理的理念形成乃至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中ꎬ欧盟内部的知识精英围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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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的定义、内涵ꎬ以及导致全球治理形成的因素和为何需要全球治理展开了积极

的讨论ꎮ 尽管欧盟内部学术界普遍认为ꎬ全球治理是一个很难进行定义的术语ꎮ 但

是ꎬ许多欧洲学者认为ꎬ全球治理理念是对当代国际体系客观发展的一种反映ꎬ同时也

是一种处理当代国际事务的指导性理念ꎮ 比如ꎬ英国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著名学者戴维

赫尔德(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指出ꎬ为了在世界政治中实现更多的责任、民主和社会公正ꎬ应

该提倡一种世界主义的全球治理形式:“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

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ꎬ而

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

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ꎮ”①ꎮ 欧洲大学学院

教授 ＭＰ马杜罗教授(Ｍｉｇｕｅｌ Ｐｏｉａｒｅｓ Ｍａｄｕｒｏ)认为ꎬ全球治理理念的形成是因为人

们日益认识到ꎬ越来越多的问题再也不能在国家一级进行管理ꎬ从而导致了跨国治理

形式的出现ꎬ全球治理理念便应运而生ꎮ 欧盟的全球治理研究者认为ꎬ全球治理的需

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ꎬ全球化促使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加ꎬ并

且这种相互依存增加了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ꎮ 这对国家层面上的政府管理提出了挑

战并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层面的治理模式ꎻ第二ꎬ全球化还导致一些跨越国界权力的形

成ꎬ这些权力不受国家的控制而与诸如私人机构和某些行为体的经济权力相关ꎬ并且

只有在超越国家的层面上才能有效规范这些权力ꎻ第三ꎬ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存在着全

球性的公共产品ꎬ如和平的维护、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等ꎮ

为确保全球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国际制度ꎬ而国际制度就是全球治

理的重要载体ꎮ②

２０１１ 年ꎬ欧洲大学学院和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共同推出«欧盟的全球治理

议程»报告(Ａｎ ＥＵ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ꎮ③ 该报告作者除了在欧洲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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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报告为上述两个欧盟著名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所承担的全球治理研究项目的最终报告ꎮ 其作
者除了在欧洲大学学院任教的欧美学者外ꎬ还有来自欧盟各国的著名学者ꎬ如英国剑桥大学的欧洲问题专家克里
斯托弗希尔教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ｉｌｌ)、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瓦恩教授(Ｄａｖｉｄ Ｖｉｎｅｓ)、科隆大学让莫内讲
席教授沃夫冈维塞尔教授(Ｗｏｆｇａｎｇ Ｗｅｓｓｅｌｓ)、日内瓦大学政治系创建者和荣誉教授杜散希德延斯克(Ｄｕｓａｎ
Ｓｉｄｊａｎｓｋｉ)ꎬ以及巴塞罗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雅尼斯卡拉吉尼斯(Ｙａｎｎｉｓ Ｋａｒａｇｉａｎｎｉｓ)、佛罗伦萨欧洲－地中海移
民与发展学校合作创建者菲利普法格斯(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Ｆａｒｇｕｅｓ)等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ｕ￣
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Ａｎ ＥＵ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ＲＳＣ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１ / ０１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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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的欧美学者外ꎬ还有来自欧盟各国的著名学者ꎮ 在«欧盟的全球治理议程»中ꎬ欧

盟学者提出ꎬ总体而言ꎬ全球治理就是国际体系中各个不同行为体通过建立全球层面

上的运行规则ꎬ确立全球层面上有目的的秩序ꎬ从而限制并塑造各个行为体的预期ꎬ在

全球层面对全球性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ꎬ以便能控制冲突、促进合作、减少不确定性、

获得资源以及提供治理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等ꎮ 但是ꎬ全球治理并没有单一或占支配地

位的形式ꎮ 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治理的方式与对国际安全进行治理的方式有着巨大

的差异ꎮ 国际安全治理有不同的地区势力范围ꎬ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安全集团ꎬ以及

占主导地位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它们能够决定什么是当前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威胁)ꎬ而全球金融治理则是通过 ８ 国集团(现为 ７ 国集团)、２０ 国集团以及

国际金融机构和巴塞尔协议等来付诸实施ꎮ 另一方面ꎬ全球环境与全球健康问题方面

的治理则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政府行为体、政府间和非政府行为体(包括一些重要的私

人部门参与者)的互动来进行治理ꎬ而互联网上域名的治理主要由私人、非政府行为

体提供ꎮ 因此ꎬ在今天的世界上ꎬ不同的问题领域存在着多元的、重叠的、有时甚至是

相互冲突的治理体系ꎮ 当代的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是ꎬ治理安排的密度是促进还

是妨碍了不同治理安排目标的实现ꎮ 不同的全球治理的领域常常是相对“小”的世

界ꎬ由专业人士跨政府运行ꎬ在某些情况下由具有奉献精神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分子和

高度专业化并参与政策制定的学者组成跨国政策网络ꎮ①

撰写«欧盟的全球治理议程»的学者们分析认为ꎬ全球治理的成效可以根据一些

不同的规范、标准进行评估ꎮ 其中ꎬ全球治理的不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程度是第一条

标准ꎮ 比如联合国因有 １９２ 个成员国的参与而成为包容性最大的治理体系ꎮ 在全球

经济治理领域ꎬ２０ 国集团的出现对于 ７ 国集团或 ８ 国集团来说是一个重要进步ꎬ因为

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ꎬ虽然包容性比联合国要小得多ꎮ 在某一领域中运作的全球治理

体系的代表性是第二条标准ꎮ 代表性对于治理体系更为广泛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ꎮ

联合国在安全领域的治理与其在其他领域的治理相比ꎬ其代表性更小ꎬ因为联合国安

理会是由五个常任理事国统治ꎬ而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ꎮ 对治理体系进行评估

的第三个标准是其适应性ꎮ 也就是说ꎬ它能否容纳权力分配的变化或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进行改变ꎮ 在适应规范变化方面ꎬ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联合国的适应性表现突出ꎬ

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认识来适应冷战后的变化ꎮ 更为普遍的

是ꎬ联合国体系还是表达关切的重要场所ꎬ例如ꎬ从妇女与儿童的权利到全球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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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联合国重要的议题ꎮ 不同领域的全球治理的效率高下是第四条标准ꎮ 一般而

言ꎬ全球治理的效率可以通过特定领域内的公共产品提供是否充分来做评价ꎮ 一项治

理安排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公平性是评估治理的第五条标准ꎮ①

不仅绝大部分欧盟知识精英认为ꎬ全球治理是冷战终结后国际体系发展的必然趋

势ꎬ欧盟应当积极地参与其中ꎬ而且欧盟的政治精英也持同样的看法ꎮ 欧盟委员会主

席巴罗佐对欧盟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态度可谓是其中的主要代表ꎮ 巴罗佐认为:“２１

世纪世界的多极化与过去的多极权力平衡有着根本的不同ꎮ 当权力在向几个极集中

的同时也产生了碎片化的现象ꎬ产生了多元的权力中心ꎬ诸如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

私营公司、全球网络(包括金融网络)等ꎮ 全球化加强了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ꎬ在这个

过程中ꎬ它削弱了主要国家的权力ꎮ 与先前的几个世纪相反ꎬ至少在那些受到跨境流

动更多影响的领域ꎬ２１ 世纪的多极世界似乎更倾向于权力的稀释而不是垄断ꎮ 有一

个越来越大的全球政治领域发生在大国关系之外ꎮ 让我们来看看ꎬ当前的全球金融危

机如何赫然显示了民主国家或国家的相对力量ꎮ 事实上ꎬ这反映了一些观察家所说的

‘无极领域’ꎮ”②巴罗佐还指出:新兴大国的崛起、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增强、电脑和网

络的普及ꎬ以及非国家关系的兴起ꎬ都对各国政府的统治和管理形成了挑战ꎬ有时也对

民主规则形成了挑战与威胁ꎮ 因此ꎬ国家与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与非政府间的国际组

织必须加强合作以避免全球混乱ꎬ这就意味着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最佳途

径ꎬ并且欧盟应当积极地参与其中ꎮ

欧盟的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之所以如此正面地看待全球治理并且积极地支持和

推动欧盟参与全球治理ꎬ其主要原因在于下述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与全球治理理念有着很大程度的契合ꎮ 首先ꎬ欧洲一体

化是避免强权政治的成功尝试ꎮ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欧洲一体化缘起直至今日ꎬ融入

欧洲一体化的欧盟各成员国始终坚持通过区域一体化机制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ꎬ共同

应对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ꎬ以致“多极强权政治在欧洲已经失去

了合法性”ꎬ③这显然与全球治理强调超越强权政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念相吻合ꎻ其

次ꎬ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项复杂、多层次治理的实验ꎬ这也与全球治理的

多元性、相互渗透和相互重叠性基本一致ꎻ再次ꎬ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维护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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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上在欧洲实现良治ꎬ这也和全球治理力图在全球层面实现良治

并产生对国际社会有利影响的目标相同ꎻ最后ꎬ欧洲一体化本身就是以区域国际机制

和国际制度为载体实践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ꎬ同时欧盟自始至终强调推进有效的

多边主义ꎬ无疑这也与全球治理所实践的新型多边主义和以国际机制或制度作为载体

来推进多元行为体的多边合作几无二致ꎮ

第二ꎬ欧盟参与全球治理有着自身明显的优势ꎮ 欧洲一体化迄今已经发展了 ５０

余年ꎬ在区域治理方面欧盟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经历了一定的挫折ꎮ 欧盟能根据自身

的区域治理经验ꎬ将全球治理的领域分类ꎬ并“采用不同的方式参与不同领域的全球

治理ꎻ加强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协调ꎻ加强与国际多边机制组织的

协调(联合国、２０ 国集团)ꎻ加强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协调ꎻ通过发展

援助手段引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ꎻ试图运用欧盟层面的超国家权力在诸如贸

易、气候变化等领域承担全球治理的领导”等ꎮ①

第三ꎬ欧盟参与全球治理能促使其经济能力转化为政治权力与影响力ꎬ使之成为

正在转型的全球体系中有影响力和领导能力的行为体ꎮ “基于欧盟所拥有的资源ꎬ它

对法治的承诺ꎬ以及它在地区治理机构的创建中所拥有的经验ꎬ欧洲在许多重要的全

球性治理安排的设计中有潜力发挥主导作用ꎮ”②事实也正是如此ꎮ 冷战终结后ꎬ通过

数次成功的扩大ꎬ以及通过签订和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和

«里斯本条约»ꎬ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不断加强ꎮ 迄今欧盟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出

口方、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来源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力量ꎮ 欧盟还在一些重要

的问题领域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从加强法制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到促进世

界和平建设ꎬ促进地区安全ꎬ赞助全球性机构改革和支持全球发展目标等等ꎬ不一而

足ꎮ③因此ꎬ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ꎬ欧盟享有许多战略优势ꎬ并在推动全球治理深

入发展的同时促使自己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积极的领导者角色ꎬ在全球层面推进欧

盟价值理念ꎮ

第四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还能加强欧盟自身的多边治理体系和加深欧洲一体化ꎮ

要实现在不同领域内全球治理成效的包容性、代表性、适应性、高效与公平性ꎬ需要当

前国际体系中所有行为体的共同努力ꎬ仅凭欧盟一己之力无法达到ꎮ 因此ꎬ在参与全

球治理的过程中ꎬ欧盟不仅需要有统一的目标ꎬ而且还要有能力抵制狭隘的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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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ꎬ以开放灵活的思维“聆听”ꎬ并创造性地与不同的行为体协调ꎬ以对不同领域全

球治理的需要与关切进行回应ꎮ 此外ꎬ欧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还能促使欧盟内部更多

更强地“用一个声音说话”ꎬ并且通过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给欧盟成员国本身带来最

大的利益ꎮ①

三　 欧盟积极参与和促进全球治理的途径

欧盟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全球治理理念的推崇和对全球治理实践的推动ꎬ对

欧盟机构的“身体力行”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早在 ２００１ 年ꎬ欧盟委员会就在一份有关改

进欧盟内部治理的白皮书中明确提出ꎬ欧盟内部治理的完善与欧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是相辅相成的ꎮ②该白皮书指出ꎬ欧洲治理就是对在欧洲层面实施权力的方式产生影

响的规则、流程和行为ꎬ其中包括开放性、参与性、问责制、有效性和连贯性ꎮ 这五项善

治或良治的原则能加强那些辅助性和相称性的原则ꎮ “欧盟应该将善治原则运用到

它的全球责任上ꎮ 欧盟应该促进国际制度更为有效和更有强制力ꎮ”并且ꎬ欧盟委员

会将“在国际维度下推出政策建议时ꎬ改善与第三国的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的对话ꎮ

并建议对欧盟的国际代表性做评估ꎬ从而使之能更多地用一个声音说话”ꎮ③

这意味着ꎬ欧盟为了应对国际体系的变化ꎬ一方面在内部改革治理体系ꎬ另一方面

“用一个声音在国际上说话”ꎬ从而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将欧盟内部所追求的和平、增

长、就业、社会正义等目标在全球层面上落实ꎮ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成功的国际行动能加

深欧洲认同和提升欧盟内部共同价值的重要性ꎮ 通过将善治的原则应用到欧盟的全

球责任ꎬ使欧盟更好地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与非政府的利益相关者交流ꎮ 这必须成

为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ꎬ但是这样的行为应与利益相关者的承诺齐头并进ꎬ

并且这些利益相关者们将承担起它们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责任ꎮ④

由于治理的结构与质量是社会凝聚与社会冲突、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自然环

境的保护与损害ꎬ以及维护和违反人权的关键决定性因素ꎮ 因此ꎬ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对全球治理的作用与影响ꎮ 欧盟在评估自己政策的影响、为使用

专门知识制定指导方针时ꎬ在通过更积极主动的方法建立国际网络的过程中ꎬ总是考

８７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ｕ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Ａｎ ＥＵ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ꎬ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５.７.２００１ꎬＣＯＭ
(２００１) ４２８ ｆｉｎａｌ.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虑全球层面的影响ꎮ 由于清楚地认识到在国际层面扮演角色的重要性ꎬ欧盟坚持在全

球性的多边谈判中增强自己的声音ꎬ以改善全球规则制定的效果和合法性为目标ꎬ致

力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在中长期中的现代化和改革ꎮ 欧盟根据自身的一体化经验ꎬ
始终坚持推进多边制度的有效性和强制力ꎬ将致力于推进多边主义作为欧盟参与全球

治理的一种主要的手段甚至是主要的目标ꎮ 多边主义是欧盟立法的灵魂ꎬ“国际法制

与多边机构的积极影响是欧盟基因的一部分ꎮ 这可以被视为欧洲对全球秩序的一个

附加值ꎮ”①这意味着欧盟十分强调自己是全球多边主义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ꎮ 欧盟

所提倡推动的多边主义也是欧盟参与全球治理至关重要的一环ꎮ

近年来ꎬ多边主义已经成为欧盟对外关系的核心理念ꎬ以至于可以将之视为一种

欧盟参与全球治理的“教义”ꎬ它在战略层次上影响着欧盟的对外政策ꎮ 因此ꎬ欧盟在

这一概念的界定与阐述方面起着主导作用ꎮ 事实上ꎬ多边主义比任何其他概念都更能

表达欧盟在世界政治中的立场ꎮ 这一理念常常用来为欧盟的行动提供合法性ꎮ 在

“９１１ 事件”后ꎬ欧盟在这一术语前加上了“有效”一词ꎬ暗示欧盟希望多边主义不仅

是一种理想ꎬ而且可以成功地付诸实践ꎮ 在实践中ꎬ欧盟认为ꎬ多边主义既是目的也是

手段ꎬ并且把它放在宣言、建议和演讲中ꎮ ２００３ 年欧盟出台的«欧洲安全战略»(ＥＳＳ)
及其 ２００８ 年的修订版都使用了“有效多边主义”的表述ꎮ

在欧盟层次上ꎬ多边主义的承诺可以被视为国际合作愿望的一种表示ꎬ以及与广

泛的不同利益攸关者对话中大多数问题都需要协商与谈判这样一个事实ꎮ 正因为如

此ꎬ欧盟力图有效地将欧盟的内部多边主义、整个欧洲地区包括欧盟的周边地带的多

边主义ꎬ以及在全球层次上的多边主义有机地连接起来ꎬ从而使欧盟在全球治理的多

边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ꎮ 但是ꎬ另一方面ꎬ欧盟认为在对多边主义原则做出承诺的

同时ꎬ也要在实践中更弹性地动员相关的群体进行有效的参与ꎮ 这意味着ꎬ尽管多边

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民主ꎬ但是欧盟认识到不应该由此而对那些不遵照欧洲

标准的行为施加压力ꎬ而是需要尽可能多地让不同的行为体参与到多边主义的全球治

理之中ꎬ因为多边主义是处理多样性的最佳方式ꎮ
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在安全方面ꎬ或是在环境与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全球治理

中ꎬ欧盟多边主义的做法是以持久、稳定和长期和平的想法为基础ꎮ 欧盟认为ꎬ仲裁、

和平解决争端与合作是最为重要的ꎬ因为冲突被视为不稳定和对国际社会造成威胁的

根源ꎮ 在全球贸易和集体安全方面ꎬ欧盟已经形成相对长期存在的“多边化”政策ꎬ而

在其他领域ꎬ如在环境、气候变化和移民等方面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多边化和制度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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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ꎬ欧盟借助于在成员国之间实现的高水平多边主义ꎬ大

力提倡在全球层面实施有效的多边主义ꎬ并且认为多边主义的制度化合作会在国际层

次上促进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ꎮ 于是ꎬ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都出现在欧盟参与全球

治理的议程上ꎮ 与此同时ꎬ一方面ꎬ欧盟致力于加强“有效多边主义”ꎬ另一方面ꎬ则努

力与各种大国建立双边伙伴关系ꎬ并且将双边伙伴关系尽可能地置于全球治理的多边

机制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欧盟通过推进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并由此彰显欧盟领导地位

的最佳范例是欧盟在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ꎮ

四　 案例研究:欧盟在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众所周知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ꎮ 这也意味着解决气候变化

这样的全球性问题ꎬ须以全球治理的理念为指导ꎬ从全球及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ꎬ通过

国际体系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集体行动ꎬ将“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

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为载体ꎬ①建构诸如全球性节能减排的国际机制ꎬ充分提供

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产品ꎬ有效地减少向大气层大量释放二氧化碳这样的公害物品ꎮ
欧盟基本遵循了上述全球治理的理念ꎬ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ꎮ 早在

１９９０ 年ꎬ欧盟(欧共体)就通过了«能源与环境»文件ꎬ首次将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统

一起来ꎬ直接服务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ꎮ 为了更好地贯彻和实施

欧盟气候变化政策ꎬ欧盟在其内部的跨国层面采取集体行动ꎬ综合运用法律、市场、财
政以及科技等减排工具ꎬ在能源、服务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地制定

一体化的减排机制ꎬ并且以单一行为体的身份ꎬ以欧盟的气候变化治理原则ꎬ推动全球

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和建立有效的全球性国际机制ꎮ 毫无疑问ꎬ欧盟在内部

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为欧盟全面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动力支持ꎬ并且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成为一支独特的力量ꎬ引领了国际气候变化治理规则的

制定ꎮ 应当承认ꎬ欧盟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最为积极的行为体ꎮ 因为欧盟是国

际气候谈判的最初发起者ꎬ也是事实上的“京都进程”以及“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

判领导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ꎮ 当然ꎬ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所采取的一

系列行动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ꎮ 也就是说ꎬ其十

分重要的动因是推动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ꎬ传播欧盟有效多边主义的治理

理念ꎬ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ꎬ从而提高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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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 (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全球气

候变化治理的关系十分密切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欧盟正是通过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

的生效、努力执行«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所做的减排规定ꎬ以及妥善解决«京都议

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等来彰显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ꎬ从

而体现出欧盟对全球治理过程的积极影响ꎬ进而致力于实现欧盟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成

为领导者的目标ꎮ 笔者将以此为案例ꎬ分析和探讨欧盟在当前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影

响ꎮ

根据 １９９７ 年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在第三次会议上签订的«京都

议定书»ꎬ发达国家将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制进行温室气体减排:３８ 个

发达国家及欧盟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应将 ６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至比 １９９０ 年

的排放水平还少 ５.２％ꎬ其中欧盟必须削减 ８％ꎬ排在减排国家的首位ꎮ 同时ꎬ«京都议

定书»需要获得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５５％以上国家中至少 ５５ 国批准ꎬ且批准国家

中的“附件一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的 １９９０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占全体“附件一

国家”当年排放总量之 ５５％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ꎮ① 显然ꎬ发达国家

的批准对«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至关重要ꎬ而欧盟作为主要由发达国家构成的区域一

体化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ꎬ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

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ꎬ宣布拒绝批准

«京都议定书»ꎮ② 欧盟面对这样的挑战ꎬ积极推进有效的多边主义ꎬ极力采取各种方

式游说美国之外的各发达国家ꎬ促使«京都议定书»在美国不予批准的情况下依然能

够生效ꎮ 首先ꎬ欧盟委员会为了显示对达成«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温室气体 ８％

目标的承诺ꎬ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提出第一阶段«欧洲气候变化计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ＥＣＣＰ)的最终报告ꎬ强调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准备批准«京都议定

书»的决心ꎮ③其次ꎬ欧盟积极游说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ꎬ争取通过多边行动促使

这些发达国家批准«京都议定书»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欧盟及其成员国正式批准了

«京都议定书»ꎬ并且强调以后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也必须批准«京都议定书»ꎮ 之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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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相继批准«京都议定书»ꎬ使«京都议定书»自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生效ꎮ 由此可见ꎬ在«京都议定书»的批准过程中ꎬ欧盟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ꎬ不仅显示出它作为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的地位ꎬ

而且也彰显出欧盟通过多边主义推进环境与气候变化方面全球治理的能力与作用ꎮ

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ꎬ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建立起欧

盟排放交易体系(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ＥＵ ＥＴＳ)ꎬ于 ２００３ 年发布

了欧盟“排放交易指令”(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８７ / ＥＣ)ꎬ并在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修正排放权交易指令而形成所谓的“联结指令”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 ２００４ / １０１ / ＥＣ)ꎬ①

协调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京都议定书之间的关系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欧盟 ２５ 国通

过内部的多边协调ꎬ开始执行内部市场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制度ꎮ 这是世界上最早实

施的多国间多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具体制度ꎬ具有全球示范性ꎮ 正是在这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欧盟内部多边减排措施之下ꎬ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明显下降ꎬ在«京都议

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于 ２０１２ 年底到期之前ꎬ欧盟整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大下

降ꎬ仅在 ２０１２ 年就减少了 １.３％的温室气体排放ꎬ使之排放总量低于 １９９０ 年水平的

１９.２％ꎬ为欧盟在 ２０２０ 年最后期限达到减排 ２０％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② 毫无疑

问ꎬ欧盟通过区域内部多边协调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减排目标ꎬ在当前国

际体系中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良好形象ꎬ扩大了自身的软实

力ꎬ体现出其有效多边主义对全球治理发展进程的影响力ꎮ

«京都议定书»是唯一规定发达国家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机制ꎬ其第一承诺

期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底到期ꎮ 就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之时ꎬ第二承诺期是

否需要继续实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ꎮ 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

和俄罗斯等国在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前的 ２０１１ 年ꎬ也就是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１７ 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 ７ 次缔约方会议(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ꎬＣＯＰ１７ / ＣＭＰ７)召开之前明确表示不会签署«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

期的协议ꎬ世界舆论不再看好京都减排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ꎮ 就在此时ꎬ欧盟委员

２８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①

②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８７ / 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ｕｅｔｓ.ｃｏｍ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３８７ｅｃ－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１３－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ｏｗ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ｉｎｇꎻ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４ / １０１ / ＥＣ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ｍｅｎ￣
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８７ / ＥＣ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ｅｍａｔｅａ.ｏｒｇ / ? ｑ ＝ｎｏｄｅ / ５５６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７ꎬ ２０１４.

“ＥＵ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Ｌｏｗｅｓｔ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ａｕｔ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０３ / １１１０６０－ｅｕ－ｒｅｐｏｒｔｓ－ｌｏｗｅｓｔ－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ｃｏｒｄ.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７ꎬ ２０１４.



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布了欧盟温室气体减排年度进展报告ꎬ指出ꎬ欧盟 １５ 个发

达成员国顺利实现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 ８％的目标ꎮ 接着ꎬ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欧盟领导人秋季峰会上ꎬ欧盟各成员国就 １２ 月底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达成欧盟内部统一的谈判立场ꎬ用同一个声音说话ꎬ表示在一定条件下ꎬ欧盟

愿意认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ꎮ①

应当承认ꎬ在很大的程度上ꎬ正是欧盟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在南非德班会议上最终同

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ꎬ才使得«京都议定书» “起死回生”ꎬ同时也有助于

国际气候谈判的“双轨”机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继续得以维持ꎮ 然而ꎬ更

为重要的是ꎬ欧盟恰恰通过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ꎬ从而运用其有效多边

主义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ꎬ并促使德班会议最终通过了以“欧盟路线图”(ＥＵ Ｒｏａｄ￣

ｍａｐ)为基础的强调多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 (Ｄ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文件ꎮ 虽然由于印度的一再坚持ꎬ文件中某些法律约束方面的文

字最终修改成比较模糊的表述ꎬ但是该文件第一次将所有国家(全球性的多边行动)

纳入一个共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降低碳排放的框架ꎮ

毫无疑问ꎬ«德班增强行动平台»文件的出台显示出欧盟强调的有效多边主义对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进程的影响力ꎮ 因为该文件的内容完全符合欧盟的愿望和欧盟的

利益ꎬ同时文件获得通过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领导作

用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在德班会议以«德班增强行动平台»获得通过而宣告结束之后ꎬ欧

盟首先明确表态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ꎮ 欧盟指出ꎬ这是第一次全球三个最

大的碳排放国家ꎬ即美国、中国和印度共同签署降低碳排放的法律条约ꎮ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１２ 月 ８ 日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１８ 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

书»第 ８ 次缔约方会议在卡塔尔多哈举行ꎮ 在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不再参

加第二承诺期的情况下ꎬ欧盟决定保持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承诺ꎬ从而使多

哈大会能够做出决定ꎬ将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作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ꎮ 显然ꎬ正

是欧盟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ꎬ才保证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

最为关键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能继续维持ꎮ 同时ꎬ欧盟对«京都议定书»第

二承诺期的承诺也明显地有助于推进在实施«德班增强行动平台»计划方面的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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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多边协调ꎬ以有效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ꎮ

综上所述ꎬ可得出如下简单结论:第一ꎬ冷战终结之后首先在西方形成、继而成为

国际社会认可的全球治理理念ꎬ既是对当前全球化客观进程的理性反映ꎬ也是对全球

化世界中人们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理性指导ꎻ第二ꎬ当前全球治理的理念已经成为一种

客观的实践ꎬ而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则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有着很高的

契合度ꎻ第三ꎬ在欧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的积极推动下ꎬ欧盟从其自身利益出发ꎬ依据

欧洲一体化的区域多边主义机制和制度建设的成就与经验ꎬ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ꎬ以

期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增强其影响力ꎬ并在全球化世界中扮演领导者角色ꎻ

第四ꎬ从欧盟与«京都议定书»相互间关系这一欧盟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案例可

见ꎬ首先ꎬ欧盟从理论到实践都积极支持全球治理ꎮ 其次ꎬ欧盟主要通过积极主动推进

有效多边主义和建构国际机制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ꎮ 再次ꎬ欧盟至少较为成功地推进

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进程ꎬ从而对全球治理形成明显的正面影响ꎻ最后ꎬ欧盟通过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增强了自身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ꎬ并且在某些方面ꎬ如在环境、

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方面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领导力ꎮ 当然ꎬ如前文所述ꎬ全球治理理

念的内涵本身还在发展完善之中ꎬ而全球治理的实践也是一个处于起伏中的过程ꎬ因

此ꎬ欧盟参与全球治理并非一帆风顺ꎮ 然而ꎬ至少从欧盟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案

例可见ꎬ通过积极主动推进有效多边主义和建构国际机制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ꎬ欧盟

较为成功地对全球治理的进程产生了正面的作用与影响ꎮ 这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及

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ꎮ①

(作者简介:叶江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教授ꎻ责任编

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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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发布的«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ꎬ中国
政府提出:“中国愿与欧盟一道ꎬ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与欧盟自我变革和调整之路更紧密结合起来ꎬ借鉴彼
此改革经验ꎬ分享彼此改革红利ꎬ共同提高改革与治理水平ꎬ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与改革”ꎬ人民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１.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４０２ / ｃ１５７２７８－２４７９８６５１－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７ 日访问ꎮ 由此可见ꎬ全球治
理与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