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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 去气候化” 行动
背景下欧盟的气候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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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特朗普当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 去气候化” 行动ꎬ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ꎬ
废除« 清洁电力计划» ꎬ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ꎮ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不满ꎮ 作为长期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发挥“ 领导” 作用的
欧盟进行了坚决回应ꎬ强调« 巴黎协定» 不容重新谈判ꎮ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专门就
此发表声明ꎬ表示欧盟会继续全面落实其承诺并发挥领导作用ꎬ继续实施其减排措施以
及在金融、能源、交通与工业等领域采取的气候政策ꎮ 欧盟在美国退约背景下高调积极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ꎬ其主要的战略考量仍然是立足于全球低碳转型潮流ꎬ试图确保欧盟
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战略优势ꎬ主导和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进程ꎬ并积极回应欧洲民
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ꎬ在欧洲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下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
发展ꎮ 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无疑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ꎬ但从欧盟的坚决回应及
其行动来看ꎬ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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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正式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ꎮ 自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以来一直悬在国际社会头上的“ 另一只靴子” 终于落地ꎮ 与此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还推行了其他一些如恢复传统煤炭产业、取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清洁电

力计划» 等“ 去气候化” ①政策ꎮ 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以及一系列“ 去气候化” 政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战
略研究” ( 项目编号:１８ＢＧＪ０８１) 的阶段性成果ꎮ 特别感谢« 欧洲研究» 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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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 去气候化” ꎬ即把原先奥巴马政府或更早前美国政府采取的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予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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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ꎬ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ꎬ给全球气候治
理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ꎮ 全球气候治理再次处于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ꎮ 在美国特
朗普政府采取“ 去气候化” 政策行动的背景下ꎬ作为长期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声
称发挥“ 领导” 作用的欧盟将会做出何种回应? 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气候政策和应对策
略?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欧盟的气候政策及其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的影响? 本文尝试
回答上述问题ꎬ并通过分析欧盟采取的内部气候政策及国际气候行动来研判后巴黎时
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趋势ꎮ

一

特朗普政府的“ 去气候化” 政策行动及影响

( 一) 特朗普政府的“ 去气候化” 政策行动

自全球气候变化进入国际政治议程以来ꎬ美国联邦政府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态度和

政策就表现出周期性的摇摆ꎬ 民主党政府相对积极ꎬ 共和党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ꎮ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质疑气候变化ꎬ称全球变暖是中国试图削弱美国工

业竞争力而制造的骗局ꎮ 在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的声明中ꎬ特朗普声称该协定是“ 一
个窃取美国财富的计划” ꎬ认为美国一些“ 经济陷入困境的城市没有钱来雇用足够的
警察ꎬ或者修复重要基础设施” ꎬ“ 成千上万的公民失去工作” ꎬ但« 协定» “ 却要求拿出

本应投入美国的数百亿美元投入到其他国家ꎬ而这些国家却把工厂和工作从我们这儿
拿走” ꎮ “ 美国将停止落实不具有约束力的« 协定» ꎮ « 协定» 让美国处于不利位置ꎬ而
让其他国家受益ꎮ 美国将重新开启谈判ꎬ寻求达成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ꎮ” ①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普鲁伊特签署文件ꎬ正式宣布将废除奥

巴马政府推出的气候政策« 清洁电力计划» ꎮ 美国环保局在对« 清洁电力计划» 进行评

估后ꎬ认为这项政策“ 超出了美国环保局的法定权限” ꎬ“ 废除« 清洁电力计划» 将促进

美国能源发展ꎬ减少不必要的相关监管负担” ꎮ « 清洁电力计划» 于 ２０１５ 年由时任美

国环保局局长吉娜麦卡锡推出ꎬ是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的核心ꎬ要求美国发电厂至

２０３０ 年在 ２００５ 年的基础上减排 ３２％ꎮ 麦卡锡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ꎬ废除« 清洁电力
计划» ꎬ同时没有任何时间表或承诺提出新规定减少碳排放ꎬ是气候政策的“ 全面倒

退” ꎮ② 与此同时ꎬ特朗普还解除暂停美国煤炭开采租赁的规定ꎬ部分恢复煤炭生产ꎻ
①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ꎬ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ｃｏｒｄ”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１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ｐａｒｉ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ｃｏｒｄ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② 林小春:“ 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废除« 清洁电力计划» ” ꎬ新华网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１１ / ｃ＿１１２１７８６２６３.ｈｔｍ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访问ꎮ

特朗普政府“ 去气候化” 行动背景下欧盟的气候政策分析

４５

大幅削减清洁能源及技术开发等领域的经费ꎬ停止兑现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注资等ꎮ 这
些政策行动在短期内对美国内部的气候政策和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ꎬ并决定废除奥巴马政府推出的« 清洁电力计

划» 等行为ꎬ标志着美国气候政策出现重大退步ꎬ２００１ 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退出« 京
都议定书» 的剧情再次在美国上演ꎬ对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较
大的负面影响ꎮ
( 二) 特朗普政府的“ 去气候化” 政策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 去气候化” 政策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ꎬ特别是对« 巴黎协定» 的履
约前景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此ꎬ国内外学术界已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分析ꎬ① 概括而言ꎬ
主要有以下五方面:一是冲击« 巴黎协定» 缔约方的履约意愿ꎬ给« 巴黎协定» 的后续履
约谈判带来消极影响ꎻ二是引发不良示范效应ꎬ降低缔约方国际合作的信心ꎻ三是美国
的国家自主贡献将无法保障ꎬ完成全球平均气温升幅 ２℃ 目标的减排差距更趋扩大ꎬ

实现« 巴黎协定» 目标的希望更加渺茫ꎻ四是美国的退出使气候资金和技术转让的缺

口更大ꎬ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履约能力和政治意愿ꎻ五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赤字更加
显著ꎬ对未来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ꎮ 但是ꎬ正如有学者所指
出:“ 即使美国宣布不再承担« 巴黎协定» 下的义务ꎬ全球广泛开展的应对气候变化的
合作进程已是不可逆转ꎬ全球推动能源体系低碳化变革的潮流也不可逆转ꎬ世界范围
内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ꎬ走上气候适宜型低碳发展路径的趋势也不可逆转ꎮ” ②主要
原因如下ꎮ
一方面ꎬ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表达了坚决实施« 巴黎协定» 的决心和意志ꎮ
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不满ꎬ德国、法国、加拿大
和英国领导人当天均对此表示“ 失望” 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表示“ 极其失望” 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ꎬ中国将继续加强国际合作ꎬ共同推动« 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

的后续谈判和有效落实ꎬ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ꎮ 国际社会普遍表达了继续
推动« 巴黎协定» 实施的坚定决心ꎬ认为« 巴黎协定» 不容重新谈判ꎮ 通过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召开的七国集团( Ｇ７) 峰会、７ 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① 柴麒敏、傅莎、祁悦、樊星、徐华清:“ 特朗普‘ 去气候化’ 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ꎬ第 １ － ８ 页ꎻ张海
滨、戴瀚程、赖华夏、王文涛:“ 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 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ꎬ«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第 ４３９－４４７ 页ꎻ潘家华:“ 负面冲击 正向效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的影响分析” ꎬ« 中国
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ꎬ第 １０１４－１０２１ 页ꎻ张永香、巢清尘、郑秋红、黄磊:“ 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 对全球气候
治理的影响” ꎬ«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第 ４０７－４１４ 页ꎻＲｏｂｅｒｔ Ｆａｌｋｎｅｒꎬ “ Ｔｒｕｍｐ’ 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ｌ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ｈａｔ Ｎｅｘ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ｎｅｗｓ / ｔｒｕｍｐｓ－ｗｉｔｈ￣
ｄｒａｗａ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ｈａｔ－ｎｅｘ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ꎮ
② 何建坤:“ 全球气候治理形势与我国低碳发展对策” ꎬ«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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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２０) 峰会、１１ 月在德国波恩召开( 斐济主办) 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以下简
称« 公约» ) 缔约方会议( ＣＯＰ２３) ꎬ以及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加拿大魁北克沙勒瓦召开的七

国集团峰会ꎬ我们看到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以外的六国加上欧盟重申实施« 巴黎
协定» 的坚定承诺ꎬ而美国只强调可持续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ꎮ 国际社会并没有因美

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而产生动摇ꎬ最后发布的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
在谈到气候变化问题时都采取了单列美国的“ ６ ＋ １” 和“ １９ ＋ １” 的方式ꎬ美国明显受到

孤立ꎮ①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强调:“ 我们注意到美国从« 巴黎协定» 退出的决定” ꎬ

但“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其他领导人声明« 巴黎协定» 是不可逆转的” ꎬ“ 重申对« 巴黎

协定» 的坚定承诺” 并通过了“ 为了增长的气候和能源行动规划” ꎮ② 而波恩气候变化

会议是美国宣布退约后的第一次« 公约» 缔约方大会ꎬ最终通过了名为“ 斐济实施动

力” ( Ｆｉｊｉ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的一系列积极成果ꎬ就« 巴黎协定» 实施涉及的

各方面问题形成了谈判文案ꎬ为 ２０１８ 年完成实施细则谈判奠定了基础ꎮ③ 这充分表
明了美国以外国家积极落实« 巴黎协定» 的决心和意志ꎮ 另一方面ꎬ美国自身在国际

气候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也在下降ꎬ已经不再具备单方面否决和破坏全球气候治理进
程的能力ꎮ 首先ꎬ美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比例大大下降ꎬ在京都时代美国温
室气体排放占附件一国家总额的 ３６％ꎬ２０１４ 年其排放只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１５％ꎻ其

次ꎬ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在下降ꎬ 京都时代美国 ＧＤＰ 占 世 界 经 济 总 量 的

３１％ꎬ而当前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２３％ꎻ再次ꎬ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大幅下降ꎬ随
着新兴经济体的兴起ꎬ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大不如前ꎮ④

二

欧盟对特朗普政府“ 去气候化” 政策的回应及其气候行动

长期以来ꎬ欧盟一直是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ꎬ在京都时代和后京都
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中ꎬ欧盟一直试图并实际上在许多关键节点发挥了 “ 领导” 作

① Ｇ７ꎬ “ Ｇ７ Ｔａｏｒｍｉｎ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ꎬ Ｔａｏｒｍｉｎａꎬ ２５ / 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７ｉｔａｌｙ. ｉ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
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７％２０Ｔａｏｒｍｉｎａ％２０Ｌｅａｄｅｒｓ％ ２７％ ２０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２７０５２０１７ ＿ ０.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ꎻ Ｇ７ꎬ “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ｌｅｖｏｉｘ Ｇ７ Ｓｕｍｍ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ꎬ Ｊｕｎｅ ９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７.ｇｃ.ｃａ / ｅ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ｒｌｅ￣
ｖｏｉｘ－ｇ７－ｓｕｍｍｉ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② Ｇ２０ꎬ “ Ｇ２０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 ꎬ Ｈａｍｂｕｒｇꎬ ７ / ８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２０.ｕ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７－Ｇ２０－ｌｅａｄｅ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③ 冯雪珺、强薇:“ 应对气候变化ꎬ中国展现引导力” ꎬ«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第 ０３ 版ꎮ
④ 赵行姝:“ « 巴黎协定» 与特朗普政府的履约前景” ꎬ«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第 ４４８－４５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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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① 虽然在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ꎬ欧盟因各种原因在最后的谈判中被“ 边缘

化” ꎬ欧盟的领导力受到削弱ꎬ②但从 ２０１１ 年南非德班气候会议开始到 ２０１５ 年的巴黎
气候大会ꎬ欧盟通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ꎬ构建谈判联盟ꎬ最终达成了« 巴黎协定» ꎬ使欧

盟的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ꎮ③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 去气候化” 行动ꎬ欧盟
进行了坚决回应ꎬ同时在其内部和国际方面都采取了积极应对之策ꎬ继续推动« 巴黎
协定» 的执行与落实ꎮ
( 一)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欧美关系及美国气候政策对欧盟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ꎬ欧美关系是一对特殊而复杂的关系ꎮ 鉴于欧美跨大西洋特殊

关系ꎬ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生态环境等领域都保持着密切的互动ꎬ而且在全球环
境治理领域ꎬ欧美同属发达国家阵营ꎬ在许多议题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ꎬ与南方阵
营进行博弈ꎮ 但在许多环境与能源议题上双方也存在严重的分歧ꎮ④ 在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上ꎬ无论是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ꎬ还是气候制度的建构ꎬ欧美都具有很多相
同点ꎮ 但与此同时ꎬ无论是在减排方式ꎬ还是减排量ꎬ抑或是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方
面ꎬ双方都存在严重的分歧ꎮ 作为有着相同责任的北方发达国家ꎬ欧盟的许多政策立
场需要美国的支持与合作ꎬ美国也希望得到欧盟的理解与配合ꎮ 在京都时代的气候治
理中ꎬ欧盟一直持比较积极的政策立场ꎬ也提出了力度相对较大的减排目标ꎬ而且主张
采取自上而下具有明确时间表的量化减排方式ꎮ 作为当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
大温室气体排放国ꎬ美国由于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ꎬ无论是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
态度ꎬ还是在减排力度上ꎬ都比较消极ꎮ 正是由于美国的反对和抵制ꎬ在« 公约» 的谈
判中没有规定发达国家明确的减排数量和时间表ꎮ 在« 京都议定书» 的谈判中ꎬ也正
是由于美国的坚持才列入了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目标的“ 京都机制” ꎻ同样由于美国的

退出ꎬ使议定书历时近 ８ 年才正式生效ꎮ 在后京都时代ꎬ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提升ꎬ欧美在向新兴经济体施压方面拥有相同的立场ꎬ但欧美

在减排力度和减排方式上仍然存在分歧ꎬ最终导致在 ２００９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
① 薄燕:“ ‘ 京都进程’ 的领导者:为什么是欧盟不是美国?” ꎬ« 国际论坛»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 ７ 页ꎻＳｅｂａｓ￣
ｔｉａｎ Ｏｂｅｒｔｈü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ｉｒｅ Ｒｏｃｈｅ Ｋｅｌｌｚꎬ “ ＥＵ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Ｖｏｌ.４３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３５－５０ꎻ 李慧明:« 生态现代化与气候治理———欧盟国际气候谈
判立场研究» 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② 薄燕、陈志敏:“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领导能力的弱化” ꎬ«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第 ３７－ ４４
页ꎻ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Ｏｂｅｒｔｈüｒꎬ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ｇｉｍｅ”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６６７－６８２ꎮ
③ 董亮:“ 欧盟在巴黎气候进程中的领导力:局限性与不确定性”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第 ７４－９２ 页ꎮ
④ Ｎｏｒｍａｎ Ｊ. Ｖｉ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ａｅｌ Ｇ. Ｆａｕｒｅ ｅｄｓ.ꎬ Ｇｒｅｅｎ Ｇｉａ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ꎻ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Ａ. Ｓｃｈｒｅｕｒｓꎬ Ｈｅｎｒｉｋ Ｓｅ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ｃｙ Ｄ. Ｖａｎｄｅｖｅｅｒ ｅｄｓ.ꎬ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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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被边缘化ꎮ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ꎬ欧美关系一直比较微妙ꎮ 一
方面ꎬ欧盟的诸多主张受到美国的掣肘而无法实施ꎬ美国的消极政策甚至后退直接影
响了欧盟的积极性ꎬ也影响了欧盟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国际信誉和威信ꎮ 但另一方面ꎬ
正如京都时代欧盟的表现所示ꎬ美国的退却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欧盟发挥领导作用打开
了“ 机会之窗” ꎬ①为欧盟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创造了机会ꎮ 另外ꎬ从经济视角来看ꎬ欧

美之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额都比较高ꎬ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ꎬ但相对而言ꎬ欧盟的脆
弱性和敏感性都高于美国ꎬ美国单方面退出任何气候协议ꎬ实质上会影响欧盟的经济
竞争力ꎬ加大欧盟在能源和其他生产方面的成本ꎮ 但与此同时ꎬ美国的退却也使欧盟
在气候减缓技术( 低碳技术) 、清洁能源和生态产业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
位ꎬ从长远来看ꎬ有利于欧盟在低碳经济时代提升竞争力ꎮ②
( 二) 欧盟对特朗普“ 去气候化” 政策的回应

１.欧盟委员会及主要成员国对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的回应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 －克劳德容克( Ｊｅａｎ －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的当

天发表声明ꎬ称特朗普想退出« 巴黎协定» 没那么容易ꎮ « 巴黎协定» 不仅关乎欧洲人

的未来ꎬ也关乎其他国家人民的未来ꎮ 如果我们不坚决遏制气候变化ꎬ那么 ８３ 个国家

就会面临从地球上消失的危险ꎮ 欧盟气候行动及能源事务委员卡尼特( Ｍｉｇｕｅｌ Ａｒｉａｓ
Ｃａñｅｔｅ) 当天发表声明ꎬ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行动表示深深的遗憾ꎬ强调« 巴黎协定» 仍

会持续ꎬ世界将会继续依赖欧盟的领导去应对气候变化ꎮ③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
元首及政府首脑在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的当天晚间发表联合声明ꎬ对此表示

遗憾ꎬ并表示将继续努力履行根据« 巴黎协定» 承诺的相关义务ꎮ 三国领导人特别强
调ꎬ« 巴黎协定» 不容重新谈判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
会就特朗普退出« 巴黎协定» 事件发表演讲ꎬ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失望和遗憾ꎬ强调美

国对« 巴黎协定» 的放弃并不意味着协定的终结ꎬ世界其他国家将会更加团结ꎬ更致力
于协定的完全落实ꎬ欧盟不会重新谈判ꎮ⑤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① Ｊｏｎ Ｈｏｖｉꎬ Ｔｏｒａ Ｓｋｏｄｖ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ａｒ Ａｎｄｒｅｓｅｎꎬ “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Ｗｈｙ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ｎｅｘ Ｉ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ｏｖｅ 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１－２３.
② 李慧明:« 生态现代化与气候治理———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研究» ꎮ
③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Ｍｉｇｕｅｌ Ａｒｉａｓ Ｃａñｅ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ꎬ 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ｕ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ｃｌｉ￣
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ｍｉｇｕｅｌ－ａｒｉａｓ－ｃａｎｅｔｅ－ｕｓ－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ｐａｒ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９ 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 ２０１７.
④ 陈小方:“ 多国发声 坚定履行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ꎬ« 法制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第 ００４ 版ꎮ
⑤ “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ｕｎｃｋ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Ｗｉｔｈ￣
ｄｒａｗ ｔｈｅ Ｕ.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Ｐ ２１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ꎬ 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ꎬ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ｕ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ｐｅｅｃｈ－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ｊｕｎｃｋ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ｕｍｐ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 ｕ － ｓ－ ｃｏｐ － ２１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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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演讲中ꎬ法国总统马克龙坚决支持« 巴黎协定» ꎬ表示将在 ２０２０ 年前投入 ５０ 亿欧

元以应对气候变化ꎬ并强调只有“ 多极主义” 才能保证长久和平ꎬ对特朗普政府重新谈
判的要求予以拒绝ꎮ①

２.欧洲( 欧盟) 理事会对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的回应

作为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ꎬ欧洲理事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和欧盟理事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均对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做出回应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欧盟理事会专门就此事件发表声明ꎬ对美国政府退出« 巴黎协定» 的单边决定深表
遗憾ꎬ强调« 巴黎协定» 适合全球气候治理的目的ꎬ不能重新谈判ꎻ同时指出ꎬ联合国是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的核心ꎬ欧盟理事会重申对联合国坚定不移的支持ꎮ 欧盟及
其成员国将保持团结ꎬ绝对承诺全面、快速实施« 巴黎协定» ꎬ国际社会可以继续依赖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战斗中发挥领导作用ꎬ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
前水平以上低于 ２° Ｃ 之内ꎬ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１. ５° Ｃ 之

内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欧洲理事会重申: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快速、全面实施« 巴黎协
定» ꎬ对气候金融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ꎬ继续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战斗ꎮ « 巴黎协定»
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努力的基石ꎬ不能重新谈判ꎮ③

( 三) 特朗普“ 去气候化” 行动背景下欧盟的内部气候政策及国际气候外交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 退出” ꎬ欧盟有关机构除了积极发声表明自己坚定立场的同

时ꎬ在其内部和国际层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行动: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欧盟在« 巴
黎协定» 中的承诺ꎻ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国际社会顶住美国退约的冲击ꎬ推动« 巴黎协
定» 继续向前发展ꎮ
１.欧盟的内部气候政策行动

早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ꎬ欧盟除了提出具有约束性的 ２０２０ 年减排和能源目标

之外ꎬ还提出一个 ２０５０ 年在 １９９０ 年的基础上减排 ８０ － ９５％ 的长期目标ꎮ ２０１１ 年ꎬ欧
盟委员会先后发布了«２０５０ 年转向充满竞争力的低碳经济路线图» (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Ｍｏｖ￣

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２０５０) 、«２０５０ 年能源路线图» (２０５０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 和« 交通白皮书» (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ꎬ提出了实现减排目标的具体政
策行动ꎮ 基于上述政策ꎬ２０１４ 年欧盟又提出 ２０３０ 年气候和能源政策与目标: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在 １９９０ 年的基础上减排 ４０％、可再生能源占最后能源消费的 ２７％和能源效率

① 张永恒、安琪:“ 美法就« 巴黎协定» 针锋相对” ꎬ«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第 ０１０ 版ꎮ
②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ꎬ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 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３５８ / １７ꎬ １９ / ０６ / ２０１７.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４０４ / １７ꎬ ２２ / ０６ /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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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２７％ 的目标ꎮ 欧盟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落实这些目标ꎬ包括欧盟的排

放交易体系( ＥＵ ＥＴＳ) 以及在能源、交通、工业和建筑等领域采取的举措ꎮ « 巴黎协

定» 正式通过之后ꎬ欧盟对其进行了一系列评估ꎬ①更加坚信« 巴黎协定» 和“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给全球低碳转型和循环经济注入了新动力ꎬ欧盟必须维持并继续开发
其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其他低碳技术方面的先行者优势ꎬ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转
型ꎮ 特朗普政府的“ 去气候化” 政策并没有动摇欧盟“ 低碳转型” 的预期和信心ꎮ 相
反ꎬ欧盟在各个领域继续强化其内部气候和能源行动ꎮ
(１) 加强欧盟的气候融资和投资ꎬ为欧盟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 强化欧盟的地区创新:灵活、包容、可持续
增长战略»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ꎬ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的文件ꎬ②加强欧盟一些地区的“ 智能专业化” ꎬ应对全球

化的挑战ꎬ推动欧盟的低碳转型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欧盟就利用其地区协调政策ꎬ通过

地区发展基金发起了 １２０ 多个智能专业化战略项目ꎬ注入 ４００ 多亿欧元( 还有 ６５０ 亿

欧元的成员国联合资金) ꎮ 根据新出台的增强地区创新战略ꎬ欧盟委员会又启动了两
个试验性项目(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一是支持工业转型地区应对挑战ꎻ二是支持地区间创新

伙伴关系ꎮ 同时ꎬ欧盟委员会为了让煤炭及碳密集地区更好地应对气候和新型工业化
挑战ꎬ发起了结构性支持行动ꎬ专门支持严重依赖煤炭和碳排放较高的地区实现低碳
创新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为纪念« 巴黎协定» 通过两周年于巴黎

召开的“ 一个星球峰会” ( Ｏｎｅ Ｐｌａｎｅｔ Ｓｕｍｍｉｔ) 上ꎬ欧盟委员会提出一个新的星球行动计

划ꎬ包括“ 为了现代清洁经济的 １０ 个倡议” ꎬ宣布欧盟的对外投资计划将贡献 ９０ 亿欧
元投资于与气候相关的领域ꎬ推动欧盟和全球经济的低碳转型ꎮ③ 按照欧盟的气候和

能源战略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间ꎬ欧盟计划将其预算的 ２０％分配给气候相关的支出ꎬ相当于

大约 ２０００ 亿欧元ꎬ具体实施情况如表 １ 所示ꎬ充分反映了欧盟对气候和低碳技术开发
的重视ꎮ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ꎬ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６) ６２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３.２０１６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ｉ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
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ꎬ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
ｄｏｐ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１１０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 ３.
２０１６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６) ５００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０.７.２０１６.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ꎬ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７) ３７６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８.７.２０１７.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ｎｖｅｉｌ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 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
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７－５１６３＿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政策

ＥＦＳＩ ２.０ꎬ尤其聚焦于落实欧盟气候政策目标的创新型

金资助提升能源效率投资ꎬ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能效投资

融基金( ＮＣＦＦ) ꎬ还有 ６ 个地方银行创建了创新型借贷基

在实施:促进能源效率私人金融( ＰＦ４ＥＥ) 和自然资本金

治理和信息方面的项目ꎮ 还有 ２ 个 ＬＩＦＥ 试验金融工具

２０１６ 年 ５４５０ 万欧元奖励了 ２９ 个欧盟有助于减缓、适应、

和低碳型项目

与气候相关的研发和创新行动ꎮ “ 打造一

项目预期将动员总额 ５０００ 亿欧元的投资

至 ７５ 亿欧元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ＥＦＳＩ ２. 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欧盟的保证资金将增加至
２６０ 亿欧元ꎬ欧洲投资银行的补充资金增

２０２０ 年预算投入 ３０ 亿欧元

个低碳、气候弹性的未来” 行动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预算 ７９０ 亿欧元ꎬ３５％ 支持

资金与气候政策相关

占欧盟预算的 ３９％ꎬ２０１６ 年有 １８７ 亿欧元

持气候行动ꎬ大约相当于全部基金的 ２５％

占欧盟预算的 ４３％ꎬ超过 １１５０ 亿欧元支

资金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ꎬ ＣＯＭ(２０１７) ６４６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７.１１.２０１７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文件内容整理而得ꎬ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ａｒｉ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 ｓ

候行动的金融子项目)

有助于气候政策和相关法律落实的气

ＬＩＦＥ( 通过行动准予和金融工具支持

为补充

能源储存项目ꎬ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准备实施基金的延伸项目

洲投资银行 ( ＥＩＢ) 投入的 ５０ 亿 欧 元

算的 １６０ 亿欧元的保证资金和来自欧

为多个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进行融资ꎬ包括交通、工业和

来” ꎬ具体资助« 巴黎协定» 的实施

化” ꎬ一个新的焦点领域“ 打造一个低碳、气候弹性的未

的通过ꎬ将 更 加 集 中 于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与 经 济 的 “ 去 碳

业过程、清洁交通和可持续生物经济ꎬ随着« 巴黎协定»

前三年已经投资 ４０ 亿欧元用于气候变化、低碳能源和工

地管理ꎬ支持造林、森林保护和可持续森林管理

现代化ꎬ减少能源消费、生产可再生能源、改善家畜和土

直接资助农民有利于气候和环境的农业实践ꎬ支持农业

２８ 个伙伴关系协议和 ５３０ 多个具体基金项目资助气候

实施项目

欧盟的气候融资和投资项目

欧盟战略投资基金( ＥＦＳＩ) ꎬ有欧盟预

的研究和创新基金项目

地平线 ２０２０(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 :欧盟主要

金

保证基金和欧盟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基

共同农业政策( ＣＡＰ ) ꎬ涵盖欧盟农业

盟海洋和渔业基金

基金、欧盟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基金、欧

盟地区发展基金、凝聚基金、欧盟社会

五个欧盟结构和投资基金( ＥＳＩＦｓ) :欧

类别

表１

特朗普政府“ 去气候化” 行动背景下欧盟的气候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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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强化气候减缓政策ꎬ落实欧盟 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ꎮ 在落实欧盟 ２０２０

年减排 ２０％目标的基础上ꎬ 欧盟将对其已实施的排放交易体系 ( ＥＴＳ) 和努力共享
( Ｅｆｆｏｒ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政策进行调整ꎬ形成以排放交易体系、努力共享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变化与林业( ＬＵＬＵＣＦ) 为三个主要支柱的减排政策( 如图 １) ꎬ以如期实现其提出的

２０３０ 年自主贡献目标ꎮ
图１

为实施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政策框架而建议的三个法令的基础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ａｒｉ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 ｓ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ꎮ

第一ꎬ欧盟 排 放 交 易 体 系 的 修 正———第 四 阶 段 (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的 实 施ꎮ 早 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欧盟就提出修正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实施第四阶段排放交易体系的建
议ꎬ主要是减少来自能源生产企业和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ꎬ到 ２０３０ 年在 ２００５ 年的基
础上减排 ４３％ꎬ而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已进行了三方对话谈判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通过
对排放交易指令的修正ꎮ 第二ꎬ对努力共享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的修正(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欧盟委员会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之外的部门ꎬ每个成员国都应有约束性年度排放限制ꎬ主要以

２０１３ 年的人均 ＧＤＰ 为基础ꎬ不同的成员国到 ２０３０ 年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减排 ０％到 ４０％ꎻ
二是要求成员国必须在“ 无借记规则” 之下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变化与林业所产生的碳移除之间的平衡ꎬ也就是因土地利用而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必
须由通过该部门的其他行动或努力共享部门的行动减少完全相同数量的 ＣＯ ２ 来进行

补偿ꎮ 另外ꎬ成员国也可以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所产生的份额进行交易ꎬ
这将有助于成员国激励农民和林业工人进行“ 气候友好型” 的农业和林业管理ꎮ 第
三ꎬ低排放移动部门战略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个促进低排放移动部门
的欧盟战略ꎬ主要基于三个支柱:交通系统的更高效率、交通低排放替代能源、低排放
和零排放交通工具ꎮ 欧盟委员会旨在建立一个相互合作、相互联结和自动化的交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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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减少排放与交通拥堵ꎬ驱动技术创新ꎬ提高能源效率ꎮ 第四ꎬ能源效率政策ꎮ 欧盟
委员会已提出一个“ 能源效率指令” 的修正案ꎬ并对“ 欧盟建筑指令的效用” 进行审核ꎬ
促进节约能源ꎬ进一步增加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ꎮ 第五ꎬ可再生能源
政策ꎮ 欧盟委员会提出一个“ 可再生能源指令” 的全面修正建议ꎬ到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
源必须达到最终总能源消费的 ２７％ꎮ 第六ꎬ空间战略、碳捕获与封存和氟化气体政
策ꎮ 通过世界最大的单体地球观察项目“ 哥白尼计划” 提供的服务ꎬ欧盟追踪观察土
地及土地利用变化、监督毁林行为、对监督和核查全球人为 ＣＯ ２ 排放情况提供数据支
持ꎮ 欧盟也正在推动碳捕获与封存( ＣＣＳ) 及商业性碳捕获与利用( ＣＣＵ) 的研究ꎮ 在
控制氟化气体排放方面ꎬ欧盟新的条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生效ꎬ目标是到 ２０３０ 年在 ２０１４
年的基础上减排氟化气体三分之二ꎬ« 巴黎协定» 之后继续强化执行这一条例ꎮ

通过上述分析ꎬ我们清楚地看到ꎬ随着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ꎬ废除« 清洁电力

计划» ꎬ欧盟并没有减弱其已经采取的气候政策行动ꎬ而是在已有政策举措的基础上
采取了诸多强化政策ꎮ 欧盟用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其坚定落实« 巴黎协定» 的决
心和意志ꎮ 当然ꎬ其中大部分行动是在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前原有项目的延
续ꎬ但鉴于欧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ꎬ欧盟并没有随着美国而采取一些类似行动( 如恢
复煤炭生产、削减清洁能源技术的支持经费及停止支付气候资金等) ꎬ而是继续坚持
实施这些项目并加大了对气候减缓技术( 低碳技术) 及其市场开发的支持ꎬ并在政策
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继续强化其已经采取的一些气候政策( 如碳排放交易体系) ꎬ这
充分说明欧盟对其气候政策行动的坚守ꎬ对« 巴黎协定» 承诺的坚持ꎮ
２.欧盟的国际气候外交行动

在认真落实其 ２０３０ 年气候和能源目标的同时ꎬ面对美国的退约ꎬ欧盟也开展了积

极的国际气候外交行动ꎬ积极推动« 巴黎协定» 的落实和全球气候行动的具体化ꎮ

(１) 利用联合国平台加强« 巴黎协定» 的后续谈判与落实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 Ｆｅｄｅｒｉｃａ 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 在布鲁
塞尔会见联合国城市与气候变化特别代表布隆伯格(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ꎬ强调欧盟不

仅完全履行其承诺ꎬ而且会继续建立全球联盟以确保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进一步强化
对« 巴黎协定» 的承诺ꎬ欧盟会继续领导走向一个更绿色、更安全星球的道路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通过一个“ 欧盟在联合国及第 ７２ 届联大的优先事
项” 的文件ꎬ特别强调欧盟对多边主义的支持ꎬ呼吁加强全球治理ꎬ完善以规则为基础
① “ ＨＰ / ＶＰ 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 Ｍｅ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ｎｖｏｙ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ｕ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ｈｒｖｐ－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ｍｅｅｔ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ｎｖｏｙ－ｃｉｔｉ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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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秩序ꎬ并专门分析了气候变化问题ꎬ强调« 巴黎协定» 的实施是塑造全球秩序的
关键ꎬ欧盟将致力于其普遍批准和全面落实ꎬ同时也将继续展示欧盟的领导力ꎬ以鼓励
所有缔约方维持其更高水平的承诺ꎮ① 以上行动充分表明ꎬ面对美国的退约ꎬ欧盟不
会退缩ꎬ而是加大力度推动« 巴黎协定» 的实施ꎮ
(２) 利用« 公约» 缔约方会议( ＣＯＰ) 开展外交活动ꎬ维持与一些国家的气候联盟关

系ꎬ推动« 巴黎协定» 的后续谈判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在« 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 ２３ 届
会议( ＣＯＰ２３) 期间ꎬ欧盟和 ７９ 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集团( ＡＣＰ) 国家共同呼吁推
动« 巴黎协定» 的实施取得切实进步ꎮ 就在这次会议的高级别阶段ꎬ欧盟委员会发起
了一个实施« 巴黎协定» 的新战略伙伴关系ꎬ由欧盟伙伴关系机制(２０００ 万欧元) 和德

国国际气候倡议(５００ 万欧元) 联合资助ꎬ加大欧盟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气候政策协
作ꎮ
(３) 利用双边或多边外交平台ꎬ强化« 巴黎协定» ꎬ弱化美国的冲击ꎮ 特朗普宣布

退出« 巴黎协定» 的第二天ꎬ欧盟和 ７９ 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集团( ＡＣＰ ) 国家重申
完全实施« 巴黎协定» 的承诺并呼吁国际社会维持积极行动的动力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的
二十国集 团 汉 堡 峰 会 上ꎬ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容 克 和 欧 洲 理 事 会 主 席 图 斯 克 (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ｕｓｋ) 代表欧盟会见了其他国家领导人ꎮ 正是在欧盟和东道国德国等国的努力下ꎬ峰

会最后通过了有利于维持« 巴黎协定» 的宣言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 １６ 日ꎬ在加拿大蒙特
利尔ꎬ欧盟与加拿大、中国联合组织召开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ꎬ来自部分 Ｇ２０ 成员国
和其他共 ３４ 个国家的部长和高级代表出席会议ꎬ寻求进一步激发实施« 巴黎协定» 的
全球动力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６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欧盟与印度峰会上ꎬ发表« 欧盟 － 印度
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ꎬ强调欧盟与印度要加强实施« 巴黎协定» 的伙伴关系

并共同促进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欧盟气候行动及能源事务委
员卡尼特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 Ｊｅｒｒｙ Ｂｒｏｗｎ) 在布鲁塞尔会谈ꎬ双方强调加强在排

①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 ＥＵ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７２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 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ｕ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ｕ－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７２ｎｄ－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ｄ ｏｎ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② “ ＥＵ ａｎｄ ７９ Ａｆｒｉｃａｎꎬ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ａｈｅａｄ ｏｎ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Ｃａｌｌ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ｎｅｗｓ / ｅｕ － ａｎｄ － ７９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ａｈｅａｄ－ｐａｒｉ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ｌ－ｇｌｏｂａｌ＿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③ “ ＥＵ Ｃｏ － ｈｏｓ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ｎｅｗｓ / ｅｕ－ｃｏ－ｈｏｓｔｓ－ｍａｊ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ａｎａｄ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ｅｎ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④ “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ＥＵ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ｎｅｗｓ / 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ｅｕ－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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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交易和零碳交通等方面的合作ꎬ推动气候治理的发展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第 ２０

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 双方重申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双方致力于积极推动在卡托维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２４ 次缔约方大会上
为完成« 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做出积极贡献ꎬ以确保充分有效落实« 巴黎协定» ” ꎮ② 同
时ꎬ欧盟与中国签署« 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和欧盟委员会关于加强碳排放交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ꎬ双方强调:“ « 巴

黎协定» 是一项历史性成就ꎬ将进一步加速全球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这
一不可逆转的进程” ꎮ③ 这充分表明欧盟加强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
国际合作以及坚定维持« 巴黎协定» 的政治意愿和战略行动ꎮ

三

特朗普“ 去气候化” 行动背景下欧盟气候政策的战略考量与影响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欧洲议会发表的“ 国情咨文” 中特别强

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斗中让欧盟成为“ 领导者” ꎬ并借用特朗普竞选总统时“ 使美
国再次强大” 的口号ꎬ强调“ 面对美国积极性的溃退ꎬ欧洲必须确保我们的星球再次强
大起来” ꎮ④ 通过上述对欧盟气候行动的分析以及基于欧盟长期以来的气候战略ꎬ我

们认为ꎬ欧盟在美国退约情况下高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ꎬ其主要的战略考量仍然是立
足于全球低碳转型的潮流ꎬ试图确保欧盟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战略优势ꎬ同时主导和塑
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进程ꎬ并积极回应欧洲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ꎬ在欧
洲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下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ꎮ
( 一) 保持欧盟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先行者优势

保持欧盟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先行者优势一直是欧盟气候行动战略的核心考
虑ꎮ⑤ 美国的“ 去气候化” 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使欧盟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低碳技术
和碳排放交易体系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更加凸显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通过的对实施« 巴黎
① “ ＥＵ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ｕｓｈꎬ Ｂｏｏ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ｎｅｗｓ / ｅｕ － ａｎｄ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ｊｏｉｎ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ｕｓｈ－ｂｏｏｓ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② « 第 二 十 次 中 欧 领 导 人 会 晤 联 合 声 明» ꎬ 新 华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６ / ｃ ＿
１１２３１３３７７８.ｈｔｍ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访问ꎮ
③ “ ＥＵ－Ｃｈｉｎ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
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ｓｉｔｅｓ / ｃｌｉｍａ / ｆｉｌｅ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０７１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ｅｎ.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ｅａｎ － 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 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ꎬ Ｓｐｅｅｃｈ / １７ /
３１６５.
⑤ 李慧明:« 生态现代化与气候治理———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研究» ꎻ李慧明:“ 气候变化、综合安全保障
与欧盟的生态现代化战略”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８－３４ 页ꎮ

５６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协定» 的评估及建议欧盟理事会签署« 巴黎协定» 的文件中ꎬ欧盟委员会就强调指出ꎬ
« 巴黎协定» 将驱动世界的清洁能源转型ꎬ这种转型将要求商业和投资行为的变革ꎬ恰
好为欧盟的就业和增长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ꎬ刺激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和创新ꎬ从
而有助于欧盟成为可再生能源的世界领导者ꎬ并促进欧盟在这些领域市场份额的增加
( 如在能源效率方面) 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加速欧洲向低碳经济转
型” 的文件指出ꎬ向低碳和循环经济的全球转型已经开始ꎬ如果欧盟不能维持和开发
其在促进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在其他低碳技术市场全球化竞争中的先行者优势ꎬ
那么其他地区就会取而代之ꎮ 欧盟具有把气候变化挑战转变为机遇的所有潜力ꎮ 在
此背景下ꎬ欧盟是开发创新型低碳技术和服务领域的领导者ꎬ不仅在能源部门ꎬ而且在
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领导地位ꎮ② 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通过的文件
中ꎬ欧盟理事会强调在实施« 巴黎协定» 以及向低排放与气候弹性经济转型的进程中
保持其领导地位ꎬ并呼吁欧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世界领导者ꎬ包括研究、创新和技
术方面ꎮ③ 这些文件都是对« 巴黎协定» 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评估
和预判ꎮ 欧盟坚信基于« 巴黎协定» 所确立的气候治理体系ꎬ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
和方向将发生深刻变化ꎬ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性潮流ꎮ 上文述及ꎬ特朗普的“ 去气
候化” 行动并没有动摇欧盟的信念ꎬ保持低碳转型中的先行者优势依然是欧盟坚持其
气候行动的核心考量ꎮ 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等回应特朗普退出« 巴
黎协定» 发表的有关政策声明都明确提到了这一点ꎬ欧盟深信« 巴黎协定» 是促使欧盟
工业和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关键要素ꎮ④ 通过上述文件ꎬ我们看到ꎬ面对世界金融危机
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双重冲击ꎬ欧盟力图凭借其在清洁能源和其他低碳技术
方面的优势ꎬ推动欧盟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ꎬ保持其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引领者地位ꎮ
特朗普的退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的战略ꎬ但不会从根本上逆转ꎮ 欧盟相信ꎬ坚
持为落实« 巴黎协定» 而采取的气候政策行动将进一步促进和巩固欧洲经济社会的低
碳转型ꎬ帮助其成员国为低碳经济的未来做好准备并保持欧洲的竞争力ꎮ
( 二) 主导和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进程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ｉ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ａ￣
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ꎬ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ｄｏｐｔ￣
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６) １１０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３.２０１６.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ꎬ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５００ ｆｉ￣
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０.７.２０１６.
③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７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４０４ / １７ꎬ ２２ / ０６ /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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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２００１ 年美国退出« 京都议定书» 给欧盟发挥领导作用打开了一扇“ 机会之

窗” ꎬ对欧盟而言ꎬ面对全球性低碳转型的潮流ꎬ美国的退出无疑给其带来了较大的冲
击和负面影响ꎬ但同时也为其发挥一直声称的“ 领导” 作用再次打开“ 机会之窗” ꎮ 凭

借长期对全球气候治理议程和规则的主导地位ꎬ欧盟在没有美国的影响下无疑更具有
影响力ꎮ 欧盟对« 巴黎协定» 的达成发挥了关键作用ꎬ一些重要而关键的条款也明确
体现了欧盟的意志( 如气温升幅 ２℃ 目标和五年盘点机制) ꎮ 上文指出ꎬ欧盟理事会发
表的回应美国退约的声明特别强调指出ꎬ« 巴黎协定» 不容重新谈判ꎮ 为实现« 巴黎协
定» 的目标ꎬ欧盟正在加强其现有的全球伙伴关系ꎬ并将继续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
最脆弱的小岛国ꎬ寻求新的联盟ꎮ 欧盟的伙伴将包括那些世界范围内以及在美国已经
声明支持« 巴黎协定» 并正在采取积极气候行动的许多企业、地区、城市、民众和社
区ꎮ① 欧洲理事会的声明也特别强调ꎬ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在« 巴黎协定» 框架下与世界
其他伙伴加强合作ꎬ尤其是那些最脆弱的国家ꎬ由此来展示团结ꎮ② 由此可见ꎬ欧盟坚
持« 巴黎协定» ꎬ意在凭借其政治、经济及外交资源巩固并建立新的联盟ꎬ主导和塑造

巴黎进程ꎮ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与全球低碳转型、国际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乃至最终国
际秩序的重构与塑造相互交织ꎬ欧盟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和气候外交ꎬ推动气候治理
的巴黎进程ꎬ在后续谈判中贯彻欧盟的意志ꎬ主导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规则、
国际金融规则、国际低碳技术规则ꎬ无疑可大大增强欧盟重构和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
和实际影响力ꎬ为欧盟赢得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 三) 积极回应欧洲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

欧洲人对环境问题一贯高度关切ꎬ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持续高度关注ꎮ 欧盟委
员会在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对气候变化问题专门进
行了多次特别民意调查ꎮ 历次气候变化民意调查结果显示ꎬ尽管由于欧盟内部和国际
社会局势风云变幻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并非一成不变地占据欧盟民众舆论关注的
最高点ꎬ尤其是近几年欧盟遭遇恐怖主义袭击、难民危机和金融危机等严重挑战ꎬ使欧
盟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有所下降ꎬ但气候变化问题仍然是民众高度关注的问题
之一ꎮ 如图 ２ 所示ꎬ当受访对象被问及世界面对的严重问题时ꎬ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的调查中都有超过 ５０％的人选择气候变化ꎬ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是 ４３％ꎮ 如图 ３ 所示ꎬ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ꎬ高达 ７４％的欧洲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ꎬ比 ２０１５
①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ꎬ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３５８ / １７ꎬ １９ / ０６ / ２０１７.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４０４ / １７ꎬ ２２ / ０６ /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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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民意调查结果增加 ５ 个百分点ꎻ１８％的人认为ꎬ气候变化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ꎮ
也就是说ꎬ总体上有 ９２％的人认为ꎬ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需要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应对
的严重问题ꎮ
图２

您认为下列哪个问题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
您认为哪些其他问题也是严重问题? ( 最多 ４ 项) ( 欧盟 ２８ 国ꎬ ％)

资料来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４５９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ꎮ

上述分析可见ꎬ欧盟在美国退约之后依然采取坚决的应对行动ꎬ除了掌握未来低
碳经济主导权的战略考量之外ꎬ回应欧洲民众如此高的关切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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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遭遇金融危机( 债务危机) 、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袭击等多重困境之下ꎬ加之英

国的脱欧ꎬ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通过积极回应气候变化问题ꎬ
一方面可以体现欧盟层面宏观协调的重要性ꎬ提升欧盟的国际谈判影响力ꎻ另一方面ꎬ
也有助于加强欧盟内部能源和其他与气候相关政策的一体化程度ꎬ推动欧洲一体化的
深化ꎬ提升欧盟层面协调机构( 如欧盟委员会) 存在的必要性ꎮ
图３

您认为此时气候变化问题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 欧盟 ２８ 国ꎬ％)

资料来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４５９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ꎮ １ 表示“ 根本不是一个严重问题” ꎬ１０ 表示“ 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ꎮ

四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ꎬ我们看到ꎬ在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 去气候化” 政策的冲击下ꎬ
欧盟立场坚定ꎬ并延续了已经实施的诸多能源和气候政策ꎮ 与 ２００１ 年美国宣布退出
« 京都议定书» 相比ꎬ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此次回应显然更加强烈和主动ꎬ也更加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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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与自信ꎮ ２００１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宣布退出« 京都议定书» 之后ꎬ欧盟及其主
要成员国( 如德国) 也进行了积极劝说和斡旋ꎬ但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并没有为
此发表专门的声明ꎮ 而此次在特朗普宣布退约的当天ꎬ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气候行动和
能源委员就发表声明进行回应ꎬ紧接着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和 ２２ 日ꎬ欧盟委员会主
席、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都专门为美国的退约行动发表声明或谈话ꎬ进行了针锋
相对的回应ꎮ 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ꎬ尤其是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治理紧迫性的全球共识已经基本形成ꎬ全球气候治

理早已不是要不要采取行动而是如何采取的问题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欧盟自身经过近

３０ 年的气候行动ꎬ尤其是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气候和能源政策ꎬ对全球气候
治理给未来世界经济转型带来的深刻影响及其发展趋势有深刻认知和把握ꎮ 同时ꎬ这
也反映了美国在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中影响力的下降ꎬ美国已经不再具备单方面否决和
破坏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能力ꎮ 经过美国退约后一年多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演变以
及美国内部政治剧情的展开ꎬ我们似乎更加清楚地看到ꎬ特朗普的退约行动并非孤立
的事件ꎬ而是特朗普对美国整体外交战略调整的一个小插曲ꎬ也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
“ 退出” 事件的一部分ꎬ是特朗普奉行“ 美国优先” 和“ 经贸利益第一” 战略的一个具体
体现ꎮ 由此看来ꎬ特朗普的“ 去气候化” 政策和欧盟的坚决回应都应该是更加宏观维

度上和更加深刻的国际秩序转型的表象ꎬ其背后折射出更加深层次的国际政治因素ꎮ
特朗普“ 退约” 一年多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的行动表明ꎬ美国的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
影响和逆转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加拿大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 Ｇ７
Ｓｕｍｍｉｔ) 最后通过的文件中再次强调了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ꎬ但仍然采取了“６ ＋ １”

的方式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六方再加上欧盟重申了通过力度更大
的气候行动实施« 巴黎协定» 的强烈意愿ꎬ并强调将继续通过协作伙伴关系应对气候
变化ꎬ而美国一方只强调了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的重要性ꎬ没有提到气候变
化问题ꎬ但仍然特别强调清洁能源技术的重要性ꎮ① 这充分反映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
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坚守ꎬ也充分表明其他缔约方对维持全球气候治理巴黎进程的坚定
信心和政治意愿ꎮ
( 作者简介:李慧明ꎬ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ꎻ责任编辑:莫伟)

①

Ｇ７ꎬ “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ｌｅｖｏｉｘ Ｇ７ Ｓｕｍｍ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