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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历史意义的 2014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顺利闭幕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4 年 9 月 23 日消息：为期一天的 2014 年联合

国气候峰会 23 日晚（北京时间 24 日 7时左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闭幕式上呼吁国际社会务必落实在气候峰会上

所作的承诺，奋起应对气候挑战。 

潘基文在闭幕辞中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

领导人聚集在一起来承诺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有 120 多位国家或政府

以及商界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议。潘基文说，他在会前曾邀请政府、企业、

金融界和民间团体代表在峰会上作出大胆的宣言，代表们确实做到了这

一点，他向代表们表示感谢。 

潘基文介绍了他为此次峰会所作的“主席总结及成果文件”

（ Chair’s Summary and Outcome Document）中的 5 个要点：1）各国

领导人为在 2015 年 12 月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届缔约国会议（COP21）上达成富有意义和具有普遍性的气候协议作出

了强有力的承诺（以及在 2014 年 12 月利马 COP20 上达成协议的草案初

稿）；2）公共和私营部门明确了气候融资途径；3）政府和企业领导人

支持通过多种手段实施碳定价机制并取消化石燃料补贴；4）证明了增

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是一项明智而必要的投资；5）将动员建立新联

盟以应对各种气候挑战，成果之一是发起了首个“全球农业联盟”，由

16 个国家和 37 个组织组成，将使全球 5亿农民在 2030 年能够开展气候

智能型农业。 

潘基文还特别提到，一个由各国政府、商界、金融界以及多边开发

银行以及社会团体组成的新的联盟宣布，到 2015 年底为发展中国家的

低碳项目筹资 2 000 亿美元。 

潘基文说，他将尽快把“主席总结及成果文件”发放给联合国会员

国，并强调国际社会务必落实并扩大在峰会上所作的承诺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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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将于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举行 COP21 的东道国元首，法国总统

奥朗德 9 月 23 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指出，世界有责任在 2015 年

巴黎会议上取得成功，达成一项全球性的雄心勃勃的协议。  

奥朗德指出，2013 年，全球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达到了历史最

高水平，全球变暖已是现实。它不仅对国家和区域构成威胁，同时危及

世界和平与安全，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所人数比战争还要多。必须采

取行动，尽一切可能将气温上升控制在 2 ℃之内。 

奥朗德同时表示，法国国会目前正在讨论一项能源转型立法，力争

到 2015 年将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 40%，使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

消耗的 30%。与此同时，法国将在未来几年中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建立的“绿色气候基金”提供 10 亿美元，以帮助其他国家为实

现经济的绿色转型进行投资。 

此次峰会有 2 个目：1）调动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以便

最终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一项有意义的、普遍性的气候变化

协议；2）促进各国采取更具魄力的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强应

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此次峰会不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谈

判的一部分，因此峰会期间也没有举行任何谈判。         （张建华）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保护太平洋岛国 

  

2014 年 9 月 12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消息：世界上 2 个最

大的保护组织，IUCN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已经达成正式合作协议，

共同帮助太平洋岛屿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管理。9月 12 日，IUCN

的大洋洲区域办事处和 WWF 太平洋办事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正

式确定这两个组织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合作事宜。合作领域包括促进该

地区可持续的“蓝绿色” 经济（ sustainable ‘green-blue’ economy）

发展、让私营部门参与可持续发展、改进沿海水产业可持续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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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为保护活动建立长期的融资机制。IUCN 大洋洲区域办事处和 WWF 在

许多方面一直进行着合作，包括在可持续的运输和沿海地区管理方面。 

IUCN 大洋洲区域总监 Taholo Kami 先生说，IUCN 和 WWF 在全球范

围和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渊源很深。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

要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环境，这也是这两个组织的中心任务，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WWF 太平洋区域代表 Kesaia Tabunakawai 女士说，WWF 和 IUCN 在

全球和区域水平上的关系十分密切，本谅解备忘录将确保这种关系进一

步得到巩固，发挥每个组织独特的技能和特殊的影响，为太平洋地区自

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共同努力和奋斗。                   （张建华） 

 

萨摩亚率领 5 国签署太平洋红树林宪章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4 年 9 月 4 日消息：5个太平洋岛屿

国家的环境部长在第三届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国际会议的

边会上共同签署了致力于加大力度保护红树林的太平洋红树林宪章

（the Pacific Mangroves Charter）。这 5个国家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马绍尔群岛、帕劳共和国、萨摩亚独立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 

9 月 1-4 日，由联合国主办的第三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在

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首都阿皮亚（Apia）召开，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约 4 500 名代表共同探讨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大会由萨摩亚总理兼外交部长图伊拉埃帕•萨伊莱莱•马利埃莱额

奥伊（Tuilaepa Lupesoliai Sailele Malielegaoi）主持。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强调，小岛屿问题最终将影响到全球每

一个人。他号召全世界仔细倾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帮助小岛屿

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世界 70%以上的红树林树种分布在太平洋岛屿，尽管这里红树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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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只占全球红树林面积的 3.8%。由于遗传隔离使特有的红树林物种得

以进化，每组岛屿都有一个独特的红树林群落结构。 

红树林生态系统一直在为太平洋岛屿社区提供重要的社会、经济和

文化利益，但发展压力使红树林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和退化。全球的情况

都一样，红树林是世界上受到最严重威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过去的 20

年中，一些国家 50%~80%的红树林已经被破坏。 

太平洋红树林宪章是该地区第一个此类协议，旨在使太平洋群岛地

区的各国共同努力来保护红树林。该宪章的牵头人、萨摩亚自然资源和

环境部长图马利伊（Fa’ale Tumaalii）说，太平洋红树林宪章是拥有红

树林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承认红树林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集体

宣言。图马利伊补充说，宪章呼吁保护和维护对太平洋岛屿社区的福址

和生计具有重要作用的红树林生态系统。 

太平洋红树林宪章是由太平洋红树林倡议发展而来，而太平洋红树

林倡议是一个由 IUCN 和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共同倡议的一个基

于伙伴关系的倡议，参与方还包括 WWF、南太平洋大学、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UNDP）和 6 个太平洋岛屿国家。太平洋红树林倡议的主要捐资者

是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育及核安全部（BMUB）与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BMUB 议会国务秘书 Rita Schwarzeleuhrt-Sutter 女士表示，德国

政府很高兴通过太平洋红树林倡议支持太平洋红树林宪章。 

IUCN 大洋洲区域负责人 Taholo Kami 赞扬萨摩亚政府在这项新举措

中的领导作用，他认为这是在保护太平洋岛国根深蒂固的文化资源。他

说，“红树林对太平洋岛国水产业非常重要，是抵御风暴潮的保护屏障，

为人们提供了硬木木材、薪炭材和 TAPA 染料，而且还是高效的碳贮存

地，因此红树林已经扎根在太平洋岛国文化中。太平洋岛国对红树林的

保护将成为全球 SIDS 伙伴国保护红树林的领路人。现在已经有 10 个拥

有红树林的太平洋国家签署了该宪章，因此第二阶段的任务当然就是要

使其他国家签署太平洋红树林宪章”。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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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区管控森林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英国卫报网 7 月 25 日消息：有关人士指出，政府没能抓住机会通

过加强土地使用权管理和相关法律来应对气候变化。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权利与资源倡议（RRI）的调研发现，在

地方社区正式监管的地区，森林破坏率只相当于政府或私人监管地区的

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 

他们的分析报告指出，用这种方法缓解气候变化的效果一直受到低

估。政府、捐助人和其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人士往往忽视扩大和加强社

区的林权对缓解气候变化所能做出的巨大贡献或将其边缘化。 

研究人员现在能够通过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将 14 个森林资源丰富的

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林权管理方式与森林破坏率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在林

权属于社区的这些地区，减少森林皆伐、抑制垦殖和矿业开发公司侵入

的效果要好得多。 

在危地马拉和巴西，与地方土地所有权未得到正式承认的社区森林

相比，具有强有力的地方土地所有权的森林的破坏率要低 11 到 20 倍。

研究发现，墨西哥尤卡坦（Yucatan）部分地区的毁林率甚至更低，低

350 倍。 

RRI 的协调员怀特（Andy White）说：“发展中国家至少有 5 亿 hm
2

的森林已经掌握在当地社区手中，这些森林所储存的碳量接近 400 亿 t，

相当于全世界旅行车排放总量的 30 倍。但是保护这些森林的权利大多

得不到落实，所以我们面临着失去这些森林的现实危险。” 

怀特说，尽管全世界在承认土著居民和其他社区的权利方面曾经有

过一些进展，但是在近 5年中出现了巨大的退步。然而怀特认为决策者

和捐助团体都懂得土地使用权与气候变化势头是有关联的。他说：“在

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可以看到，政府砍伐森林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农业，

一方面是为了修路、垦殖和开矿。同时，政府现在又开始谈论气候变化，

说他们关心减排的问题。这是相互矛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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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内将有 2 个气候问题的峰会。9 月份，联合国秘书长在

纽约主持会议与各国领导讨论气候问题。12 月份，下一轮全球气候谈判

将在秘鲁举行，也许 2015 年将会达成一个有关的协议。 

利马会谈被认为是林业圆桌会议。一些观察员提出林业可以为全球

减排发挥最大作用，但是很少有人将其与地方林权直接联系起来。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来自 WRI 的专家史蒂文斯（Caleb Stevens）

说：“国际社会一直没有将这二者联系起来考虑。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

其中的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发达国家政府可以向发展援助机构承诺

将加强林权管理的内容列入双边协议。他们还可以承诺通过类似于新绿

色气候基金的财政机制来强化林权管理。” 

在减少毁林方面最著名的国际机制就是联合国的 REDD+。自 2008 年

以来，REDD+已经组织了近 2 亿美元用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森林。但是

有批评人士指出，REDD+一直没有充分认可社区森林管理的潜在作用。 

菲律宾的森林与气候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拉维纳（Tony LaVina）说：

“众所周知，毁林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才出现了

REDD+。但是很多人不了解森林社区在保护森林免于破坏和增进森林健

康方面有多么大的作用。这就是 REDD+必须与社区保障相结合的理由。” 

史蒂文斯说，地方林权优先化在各国有很大不同。利比里亚和肯尼

亚对法律进行了修改以进一步承认社区的权利。在玻利维亚和尼泊尔，

40%的森林依法由社区管理控制。根据去年法院的一个裁决，印尼也走

上了社区管理森林的道路。 

很多政府至今还很不愿意停止对矿产和其他资源的管控，但一些政

府已经意识到其能力的局限性。政府拥有和管理森林的模式往往不奏

效，只能导致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而为的局面。 

地方社区不仅在管理这些资源方面比政府或私人部门更有效，而且

地方社区还能够成为这些森林资源的更大的经济受益者，最终甚至会通

过税收增加国家的收入。 

地方管控森林还大有发展的余地。据 RRI 估计，地方社区管控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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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hm
2
林地只占全世界地方社区应管控林地面积的 1/3。 

怀特指出，即使仅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

人、水资源、妇女和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全世界也要更快地更多地承认

地方的林权。加强地方林权的策略非常重要。毫无疑问，这样的策略既

有利于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也有利于解决减贫的问题。     （周吉仲） 

 

加拿大和中国宣布低碳生态区示范项目 

 

2014 年 9 月 3 日加拿大自然资源部(NRCan)消息：加拿大自然资源

部部长兼安大略省北部联邦经济发展促进事务部部长格雷•雷克福德

（Greg Rickford）9 月 3 日宣布签署《关于中国天津中加低碳生态城区

示范项目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MOU)，开发和实施中加低碳生态区

示范项目。该备忘录由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的天津滨海新区签署。 

该谅解备忘录反映了世界各地对加拿大木材和林产品方面专业知

识越来越多的关注。加拿大方面，将由加拿大木业协会中国办事处提供

技术、施工和监督的相关专业知识。加拿大木业协会是由加拿大自然资

源部出资，为加拿大木材行业创造市场机遇的组织。中国市场对加拿大

木材市场的需求急剧增长，从 2004 年的 1.04 亿加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19 亿加元，使加拿大超越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针叶材供应国。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拿大就将使其从中国不断增长的对于安全、

节能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住房需求中获益的地位处于前列，同时也为加

拿大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和机遇。 

在过去几年中，加拿大已经建成了几个示范项目，其中包括在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建设的两个 4 层高建筑物。通过提供节能和清洁

能源技术的地方级示范，并通过展示加拿大木材产品的多样性和其他诸

多所需属性，加拿大期望为其各产业打开大门，获取未来的商机。加拿

大森林和清洁能源产业抓住机会，为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展示绿色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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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提高加拿大木材产业和绿色建材的机遇。 

罗克福德部长还特别强调了首次制定的《加拿大高层木建筑设计与

施工技术指南》充分体现了加拿大在这方面的专业性。加拿大在木建筑

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为世界各地的建筑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获益机会。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针叶材以及其它合作主要数据： 

·加拿大木材对中国的出口从 2004 年的 1.04 亿加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19 亿加元，使加拿大超越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针叶材供应国。 

·预计现在 BC 省约 25%的针叶材出口中国，有助于维持加拿大锯木

产业的发展。在 2013 年，对中国的出口额可支持 BC 省大约 20 个一般

规模锯木厂的经营。 

·世界上 40%的通过认证的森林生长在加拿大，加拿大约 1.53 亿

hm
2
的森林已经通过了全球公认的 3 个认证体系中一个或多个体系的认

证，被认证为可持续经营的森林。 

·加拿大每年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生产木材产品而采伐的森林不足

0.5%。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已超过 20

年，如为燃煤锅炉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其他排放物的排放量、小水电、

碳捕获和储存，太阳能及超级电子节能住宅等。 

·2001 -2012 年，中国从加拿大清洁技术的进口翻了 3倍，在名义

金额上从 2 000 万加元上升到 6 300 万加元。             （张建华） 

 

津巴布韦政府将加强湿地保护 

 

非洲媒体 Allafrica 2014 年 8 月 10 日消息：由津巴布韦环境、水

利和气候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主办的湿地可持续利用国家

利益相关者研讨会于 8月 6 日在首都哈拉雷召开，来自政府、企业、民

间团体和农业科研部门代表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上，津巴布韦环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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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气候部部长萨维尔•卡苏库维雷（Saviour Kasukuwere）表示，政

府将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在脆弱生境上愈演愈烈的建设活动对湿地造成

的破坏，并呼吁议会停止批准生态敏感地区的开发建设项目。 

在津巴布韦，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政府由于允许开发建设占用湿地

而备受指责，因为这些湿地能够提供许多有用的服务，包括调节洪水、

过滤和净化水质、防止土壤侵蚀、蓄水并在干旱期逐渐释放到河流和湖

泊以确保水资源的常年供应。 

津巴布韦共有 1 117 处湿地，总面积为 79.334 8 万 hm
2
，约占国土

面积的 1.5%，其中 60％的湿地位于社区土地和移民区。然而，由于部

门利益的竞争和对土地需求剧增，许多湿地已经消失。同时，河堤种植、

垃圾倾倒、草原火灾、林木采伐、移民和手工采矿也加速了湿地的退化。

在首都哈拉雷，湿地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社区土地上，湿地遭受破

坏的程度更加严重，因为这些地方缺少环保人士的监督。湿地减少和退

化将导致水资源短缺。Chivero 湖是哈拉雷的主要饮用水源，但周边湿

地的丧失已导致湖内水量大大减少。 

津巴布韦也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到湿地保护，如环境管理法、区域

城乡及国家规划法、城市议会法及传统领导人法（Traditional Leaders 

Act）。特别是环境管理法第 113 条明确规定，“环境部有权将任何湿地

划为生态敏感区，并限制该地区及周边区域的开发”。但是，尽管制定

了保护湿地的明确法规，法规的执行仍面临现实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各

部门间政策不一致、法规执行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2013 年 5 月 3日，津巴布韦正式加入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但目前加

入国际公约尚未转变为更好地管理湿地的行动。目前，津巴布韦有 7处

湿地被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Monavale vlei 湿地、维多利亚瀑布国家

公园（Victoria Falls National Park）、马纳潭国家公园(Mana Pools 

National Park)、克利夫兰大坝（Cleveland Dam）、奇诺伊洞（Chinhoyi 

Caves）、Driefontein 草原和 Chivero 湖。 

萨维尔•卡苏库维雷部长呼吁各利益相关方为湿地管理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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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议各方共同推动建立环境法庭，以惩处环境犯罪者。   （李玉敏） 

 

第 1 000 个世界自然遗产：奥卡万戈三角洲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2014 年 6 月 22 日消息：当日在卡塔尔首

都多哈召开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奥卡万戈三角洲

(Okavango Delta)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为第 1 000 个世界遗产。 

奥卡万戈三角洲地处南部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otswana)的西北部，亦称“奥卡万戈沼泽”，是一块草木

茂盛的热带沼泽地，四周环绕着卡拉哈里沙漠草原，由奥卡万戈河注入

卡拉哈里沙漠而形成。奥卡万戈三角洲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三角洲，也

是非洲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绿洲，面积约 1.5 万 km
2
，在泄洪高峰期，

三角洲的面积将增大到 2.2 万 km
2
，是卡塔尔面积的 2 倍。 

奥卡万戈河起源于安哥拉高原的奥卡万戈河，每年一、二月的丰水

期，洪水就在博茨瓦纳境内到处泛滥，形成沼泽三角洲，所以，奥卡万

戈河成为博茨瓦纳的生命之河。奥卡万戈河被人们描述为“永远找不到

海洋的河”，来自安哥拉高地的雨水汇集形成汹涌的洪流，由奥卡万戈

河流经卡哈拉里沙漠后，横穿纳米比亚，最终倾入三角洲。它们四处流

散，在 2 万多 km
2
的土地上形成数以万计的水道和泻湖。 

奥卡万戈三角洲为丰富的动植物种类提供了一个栖息的绿洲。莫雷

米（Moremi）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占奥卡万戈三角

洲的 20%左右。保护区内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大象众多，野牛、长

颈鹿、狮子、美洲豹、猎豹、野狗、鬣狗、胡狼，还有各种羚羊和赤列

羚，随处可见。鸟类丰富，包括各种水鸟。莫雷米有开满百合的沼泽地，

绿草茵茵的草原和郁郁苍苍的森林。 

奥卡万戈三角洲使世界上最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得以生存下来，如

印度豹（Cheetah）、白犀牛和黑犀牛，野狗和狮子等。这里是 24 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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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濒危鸟类的避风港，是 13 万头大象的生存天堂。 

IUCN 世界遗产项目负责人 Tim Badman 说，奥卡万戈三角洲受到优

先保护已经 30 多年，因此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至名归。 

奥卡万戈三角洲为成千上万的人们提供淡水、食物、建筑材料、药

用植物，而且通过观光旅游业为人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奥卡万戈三角洲是非常独特的最具有标志性的地区之一，良好的管

理和保护使它成为自然与文化紧密结合的典型范例。但这个地区目前已

经受到包括采掘业在内的威胁，因此，奥卡万戈三角洲被列为世界遗产

将会有助于它得到更好的保护。                          （张建华） 

 

美洲森林生产者组织召开第一届国际大会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4 年 9 月 19 日消息：9月 17-20 日，在

墨西哥的蒙特雷，美洲森林生产者组织第一届国际大会召开，旨在共享

美洲各国森林生产组织的知识和观点。 

本次大会由墨西哥林业生产者国家联盟（CONOSIL）组织，有超过

150 名来自墨西哥、巴拿马、美国、玻利维亚、古巴、洪都拉斯、秘鲁、

巴拉圭、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智利等国的代表参加。

参加开幕式的有 CONOSIL 负责人、墨西哥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森林和

农场基金会（FFF）等机构的负责人。在会议的第一天，危地马拉、洪

都拉斯、秘鲁、巴拿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和厄

瓜多尔交流了经验。                                   （张建华）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