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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行动的中国新力量
——走进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王彬彬 马海晶 曾卓

清华气候院应运而生

发展作出贡献。

气候变化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2015

气候变化这项事业需要各方同舟共济、合作共赢，

年 12 月，190 多个国家达成《巴黎协定》，将全球气

需要更多智慧、更多行动、更多人才。基于以上背景，

候治理进程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该协定为 2020

清华大学于 2017 年 12 月成立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
排，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
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
度限制在 1 . 5 摄氏度以内。协定达
成后，全球形成自下而上推动气候
变化行动进程的浪潮，民间外交和
民间推动在加速进程、推进合作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们：
很高兴收到来信。同学们来自不同国家，对气
候变化这个关乎人类未来的问题有着共同关切，我
对此很欣赏。
40 多年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

2017 年 10 月， 曾 连 续 11 年 担

小村庄劳动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

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

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

团长，并最终促成《巴黎协定》签

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署的解振华荣获“吕志和 - 可持续

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我提出绿水青

发展奖”。“吕志和奖”分三个类

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希望中国既加强自身生态文

别，包括“促使世界资源可持续发

明建设，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又同

展”“促进世人福祉”和“倡导积

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呵护好全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极正面人生观及提升正能量”，奖
金是诺贝尔奖的一倍多。解振华将
全部奖金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在人

同学们都是世界知名高校的博士生，期待你们
在这方面积极作为，也欢迎你们继续关注中国发展，
给我们多提一些好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类面临的气候变化这类重大的挑战

2020 年 1 月 6 日

面前，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
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清华愿与
国际社会携手，为推动人类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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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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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简称“清华
气 候 院 ” 或“ 气 候
院”）。
生态环境部特别
顾问，曾任中国气候
变化事务特别代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原国家环保总局
局长的解振华担任首
任院长；清华大学校
长邱勇任理事长。
清华气候院以
“成为开展跨学科战
略研究、政策交流和

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合影

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
平台，成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一流高端

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委也派

智库”为目标，致力于开展战略政策研究，加强国际

代表参会，为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及 2020 年后落实

对话交流和培养优秀领军人才。三年时间，气候院成

《巴黎协定》实施提供建议。会议的讨论成果已转交

长为领域内知名的独立智库，持续为国家应对气候变

联合国秘书长。参会各方一致同意将“巴黎协定之友”

化提供与可持续发展协同的目标、战略、路径和政策

高级别对话固定为一种民间外交机制，每年举行一次，

建议的研究支持，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实现可持

持续为推进气候进程贡献力量。第二届对话于今年 11

续发展提供应对智慧和实施方案。

月底在巴黎举行。
气候院还打造了在气候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对

搭建高端国际合作平台

促进对话与交流

《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里程碑，中国为

话与交流旗舰项目“气候变化大讲堂”，邀请世界各
国气候领袖围绕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贡献、

《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作出了重要贡

环境可持续性与政策制定、全球气候变化与青年参与

献。解振华院长曾表示：“《巴黎协定》是在我们共同

等主题发表演讲、展开对话，分享他们对于本国及全

努力下孕育出的一个婴儿，我们要让这个婴儿持续健康

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洞见，交流推进全球气候变化

成长。” 为此，气候院策划组织了“巴黎协定之友”

治理的行动和倡议。

高级别对话，邀请为《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达成做

气候变化大讲堂搭建了政治精英、专家学者、企

出重要贡献的人员重聚，旨在推动《巴黎协定》的全面、

业领袖与青年学生交流的桥梁。开讲期间面向全球同

有效和持续实施。

步直播，单场讲座观看人次最多时超过 150 万。讲堂

首届对话于 2019 年 3 月在清华大学举行，邀请了

的内容也得到清华大学的认可，已经成为面向清华全

来自亚、美、欧等地区的现任及前任环境部长或谈判

校学生开设的专门课程，在推进对话与交流的同时，

代表及 2019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特使与副特使。生态

为培养后备人才作出了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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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之友高级别对话

锁定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关键问题 开展战略

市减排平台”等，并有系统地推进气候外交策略等研究，

研究

依托清华大学的学科优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可

气候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在品牌影响、资源整

持续发展事业作贡献。

合和专业实力三方面的优势，基于这些优势，清华气
候院针对重大气候政策议题开展了众多跨学科的前沿
性研究。
中国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协调组织了 20

开发教育与培训项目 培养未来气候领袖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紧
迫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气候院的建议和推动下，

多家国内顶尖机构和智库，开展面向 2030 与 2050 的

清华大学倡议发起了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GAUC）。

中国中长期能源经济低碳转型的基础性、前瞻性的政

联盟成员有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

策分析研究，为《巴黎协定》下中国提出长期温室气

东京大学等 14 所大学，遍布六大洲，来自中、法、美、

体低排放发展战略提供支持。该项目共设 18 个子课

英等九个国家。

题，于 2018 年 10 月启动。项目形成的报告为国家制
定“十四五”规划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GAUC 是推动世界大学合作建设全球生态文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行

面对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

动的创新举措，得到联盟成员大学领导、师生的全方

气候院组织清华大学校内研究力量，同时与联合国环

位响应，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其首届秘书

境署、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合作开展全球案例研究，

处设在清华气候院，由常务副院长李政教授担任首任

构建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协同治理综合政策体系。环

秘书长。

境与气候协同治理报告在 2019 年 9 月的联合国气候行

2020 年 1 月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世界大学气

动峰会期间正式发布，得到与会 30 多个国家环境部长

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对大家就关乎人类未来

的积极反馈和支持。

的问题给予的共同关切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特别提

气候院还打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于自然解决

到，希望中国既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主动承担应

方案合作平台（C+NbS）”
“中国甲烷减排合作平台”
“城

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又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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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好全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处于各国政府复苏举措的中心位置。

2019 年 9 月，气候院还承办了由生态环境部和联

当日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致信解振华院长，呼

合国绿色基金主办的“一带一路”气候融资培训班，

吁其支持联合国“携手实现更高质量复苏”的倡议，

这是和国际机构合作推出的第一个气候融资领域的南

将应对气候变化置于各国政府复苏举措的中心位置。

南合作培训项目。来自近 30 个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

联合国高层致信解振华院长，是出于对中国在全

沿线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

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尊重及对清华气候院在

来到清华接受培训，以提升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能力。

其中贡献的肯定。气候征程，携手共进。清华气候院

未来，气候院还将组织更多气候领域的培训。

从无到有、从清华园走向国际舞台。中国已经从气候

今年 4 月 22 日第 50 个世界地球日，联合国秘书

治理的被动跟随者成为主动引领者，赢得了国际社会

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演讲，强调从新冠疫情中更好地

的广泛肯定，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熠熠生辉的新

复苏和应对气候紧急情况之间不是零和游戏，要确保

力量。

院长 解振华
生态环境部特别顾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副主任

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可持续发展事业仍任重道远，

气候变化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关乎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

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关乎我们子孙后代的福

程、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祉。《巴黎协定》彰显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势，

力量！

这需要国际社会各方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项事业需要更多智慧、更多行动、
更多人才。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期待与您
携手，共同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在人类面临的诸如气候变化这类重大的挑战面

理事长 邱勇

前，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使

清华大学校长

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术委员会主任 何建坤

命。清华大学愿与国际社会携手，为推动人类可持续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致力于开

清华大学教授

展战略政策研究，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培养优秀领军

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流高端智库，为推动中国低碳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进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人才，努力成为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一

程贡献智慧。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