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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安全问题最新进展及对策建议 

 

2019 年 1 月 25 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气候安全问题进行了第四

次公开辩论，会上发达国家普遍支持将气候安全问题列入安理会工作

计划，并将其作为关键议题纳入联合国气候峰会，这一提议也得到了

小岛屿国家、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

就气候安全问题达成共识的愿望更加强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

呼吁，气候变化让人类站在事关存亡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不能有效

应对，人类社会将遭受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失。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与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如何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防范气候

安全风险，需要我们科学预判和有效应对。 

一、全球气候安全问题形势日益严峻 

当前全球气候安全风险日益突出，洪涝干旱、海平面上升等日趋

严重，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更是

加剧了粮食供给、局部武装冲突、资源竞争等问题和矛盾。加上全球

气候灾害类型和地区分布明显不均衡，也加大了各国和各地区应对气

候变化的难度,区域气候安全问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亟需国际社

会尽快采取集体行动。 

一是全球气候安全形势更加严峻，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灾难给世

界各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



 2 / 10 
 

1.5 度特别报告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浓度持续增加，2017 年全球

温室气体浓度平均值达到 405ppm，全球平均气温比前工业化时代上

升近 1 摄氏度，并且保持继续上升的态势。如果温度上升达到 1.5 摄

氏度，低洼地区、人类健康、生态系统、海洋等将面临巨大冲击，造

成人们生计丧失、粮食短缺、流离失所及健康受损，贫困和最脆弱人

群受到的影响最大。因此，为避免这些不利情况的出现，全球必须立

即进行系统变革。2018 年，全球表面温度是自 1880 年以来第四温暖

的年份，全球升温也使冰川稳定性结构失衡，导致频繁发生冰崩和冰

川跃动等灾害。10月，雅鲁藏布江被冰崩引发的冰川泥石流阻断，上

游形成的堰塞湖最大库容量达到了 6亿立方米。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

险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所有地区都受到极端天气的不利

影响，共有 6170 万人受到洪水、干旱、风暴和野火等影响，造成 10373

人死亡。 

二是区域气候安全问题趋于恶化，海平面上升、气候冲突及气候

难民等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受海平面上升与极端天气事件影响，马尔

代夫、瑙鲁、图瓦卢、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国面临的生

存威胁日益凸显。2018 年，太平洋岛屿论坛峰会通过《博埃区域安全

问题宣言》，强调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生计、安全和福祉

所面临的单一最大威胁，呼吁安理会及国际社会加快应对气候安全问

题，该宣言是迄今关于气候安全威胁的关键性文件，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积极支持。由于受到飓风、热带风暴和干旱的影响，危地马拉、尼

加拉瓜等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必须应对因气候灾害而流离失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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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万人，其难度远超过欧洲处置 100 万难民。由于受气候变化引

发的资源冲突对非洲国家及区域稳定产生较大影响，苏丹、科特迪瓦、

阿尔及利亚、赤道几内亚、南非等非洲国家因气候变化而加剧了当地

的武装冲突，已有数百万人面临生存挑战。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

2018 年 1-7 月，索马里境内就新增加 64.2 万名流离失所者，在乍得

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气候冲突表现明显。 

三是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气候灾害风险威胁，美国等发达国

家也难独善其身。2018 年，全球约有 3540 万人受到洪水影响，其中

印度喀拉拉邦最为严重（2300 万人），造成 2859 人死亡；受风暴影响

的人口多达 1280 万人，导致 1593 人死亡，经济损失巨大，例如台风

“燕子”给菲律宾造成 125 亿美元损失，飓风“佛罗伦斯”和“迈克

尔”也给美国造成 300 亿美元损失；全球约 930 万人受到干旱的影

响，包括肯尼亚（300 万）、阿富汗（220 万）和中美洲（250 万）等，

热点移民国家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欧洲和

北美洲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创下历史纪录，希腊野火造成 126 人死

亡，成为欧洲历史上最致命的野火，美国加州野火导致 88 人死亡，

以及 165 亿美元经济损失；低收入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干旱和极端气候

等灾害的影响，2018 年，受自然灾害影响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分别为

印度(2390 万)和菲律宾(64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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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更加聚焦 

针对气候灾害和由此导致的地区冲突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灾

难性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由德国提议召开的安

理会第四次气候安全问题公开辩论（S/PV.8451），与前几次会议相比，

会议更聚焦于安理会应对气候安全需尽快采取的行动措施，各国均提

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政策建议。 

一是随着气候灾害引发的安全问题与人道主义危机日趋严重，各

国普遍支持安理会在气候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联合国主管政治和

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强调，秘书长将预防冲突作为优先事

项，安理会已认识到气候变化对马里、索马里和西非以及萨赫勒、中

非和苏丹稳定的不利影响，联合国将在气候安全方面更加积极作为，

安理会正在积极推动制定综合风险评估框架，支持各国制定气候风险

预防和管理战略，联合国其他机构也将积极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表示：如不迅速采取行动，到 205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丁美洲和南亚将有 1.4 亿人被迫移民。德国、比利时、加拿大、西

班牙等国强调，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全球最大的安全挑战，气候安全

与安理会预防冲突职能密切相关，应将其纳入安理会工作计划，采取

具体措施减少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同时进行系统气候风险分析、预

测与预警，为各国提出行动建议。小岛屿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任命气候

安全问题特别代表及其职能范围，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联合国各机

构应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特别代表应向秘书长和安理会通报气候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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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和跨界合作，监测气候安全问题的潜在“临界点”，酌情参

与预防性外交等。 

   二是通过辩论与交流，协调应对、综合施策解决气候安全问题的

思路更加清晰。总体上，各国普遍认为气候风险与安理会预防冲突职

能密切相关，需要统筹协调、综合施策。菲律宾强调，安理会应将气

候变化作为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关切。哈萨克斯坦、卡塔尔、哥斯

达黎加等国呼吁安理会解决气候冲突问题，并要求联合国大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加强协同配合。厄瓜多尔、墨西哥等国表示，安理会处

理气候安全问题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可推动整

个联合国系统，以跨领域的方式有效应对挑战。印度尼西亚强调，安

理会必须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确保安全与发展之间相互

促进、协同增效。 

三是各方针对全球应对气候安全方面可采取的行动措施提出了

具体建议，部分发达国家作出资金或技术支持承诺。阿联酋表示，气

候变化使一些国家面临流离失所，甚至灭绝性的生存威胁，各国和联

合国系统都需采取行动解决气候安全问题，通过提供生计或教育培训

等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以减轻气候风险。巴基斯坦

表示，气候变化引发的威胁阻碍国家发展，国际社会必须帮助发展中

国家获得所需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呼吁安理

会鼓励碳排放大国进行深度减排，并保护所有人免受气候变化的安全

威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明确表示将帮助遭受气候灾害损失的国家，

并承诺英国 2016-2020 年向国际气候基金提供至少 70 亿美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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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表示《巴黎协定》确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前进的道路，法国将

与牙买加一道，在气候峰会期间为减缓与适应资金筹集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将向面临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开发更好的办法和措施来减轻不利的气候影响。澳大利亚提出将

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发展援助，帮助太平洋国家等建立关键基础设施。

挪威提出将协助气候脆弱国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适应气候变

化的影响，并敦促各国把气候安全问题纳入发展和安全政策。 

三、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安全路径更加清晰 

减缓气候风险重在预防，加强对气候风险的因素分析与综合评估

是制定风险管理战略的关键，而积极推动落实联合国《仙台减轻灾害

风险框架（2015-2030 年）》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于降

低气候脆弱国家面临的风险和弥补适应缺口，努力实现气候安全与防

灾减灾、可持续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加强对气候安全风险的预警、分析与评估。气候安全问题成

因复杂，与安全、发展、人权和人道主义等因素密切相关。国际社会

普遍认为，安理会应增强对气候安全风险的理解，努力识别确定应对

气候安全威胁的最佳做法，积极推动对气候风险采取行动，设立气候

安全问题协调机构，加强联合国系统的协调应对。联合国秘书长减少

灾害风险特别代表玛米·米足特瑞（Mami Mizutori）就表示，将全球

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各国必须改善管理

灾害风险的方式，采取积极行动适应气候变化，以减少灾害风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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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风险的早期预警工具有助于世界各国加强应对，健全的风险评估分

析有助于制定联合风险管理战略。瑞士、希腊、智利、欧盟等国家强

调，安理会应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联合国早期预警和预防冲突工作，

建立气候安全风险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预警机制，并将气候风险

纳入区域或国家局势分析，联合国应帮助各国起草应对计划，采取系

统措施防止、减少和解决现有风险，推动发展中国家建立韧性社会。

他们还呼吁安理会应全面实施 2016 年启动的外勤支助部战略，以减

少环境足迹及大型维和行动对东道国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 

二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积极化解气候安全风险。气候变化对经

济增长、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飓风、干旱和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气候威胁的最主要形式。《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指出，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

响，加强各国应对气候灾害和自然灾害的抗灾能力和适应能力。萨赫

勒和乍得湖流域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风险的

影响,要减少气候灾害对这些脆弱国家的影响，不仅需要各国提升遏

制全球排放的能力，也需要加快实施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加强气候

适应、防灾减灾与应急准备的协同配合,以提升恢复力和加强区域合

作为重点。联合国安理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机构，也要协

调一致，综合施策，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三是在防灾减灾框架下有效降低气候安全风险。《仙台减轻灾害

风险框架（2015-2030 年）》为制定国家恢复计划和降低气候风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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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蓝图。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极易受到飓风、洪水、山体滑坡和地震

影响的国家，减少气候风险需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为脆弱国家

的适应工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其改进预警系统、信息传播以

及加强极端气候事件应对能力等，并尽可能地减少伤亡。对于孟加拉

国、肯尼亚等更容易受到气候冲击的贫穷国家，提供早期预警系统及

高质量的天气信息对降低气候风险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减少

灾害风险办公室的沟通协调作用，不断完善发展中国家灾害应对和管

理体制，加强减少区域气候灾害风险国际合作，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最具破坏性的影响。 

四、我国应对气候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从世界气候安全的最新态势以及安理会辩论主要内容来看，要求

安理会在应对气候安全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成为国际主流，我国

作为常任理事国理应顺势而为。一方面，积极推动建立协同高效的国

际气候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解决全球气候适应

与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要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生态文明思想

指导下，加快推动国内适应型社会建设，为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气候安全保障。 

一要找准角色定位，推动建立协同高效的国际气候安全治理体系。

气候变化问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积极推动发达国家

要在加大自身减排力度的同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安全挑战。

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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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持安理会发挥积极作用，推动联合国系统形成分工明确、协调

统一、团结高效的应对气候安全治理体系。支持设立秘书长气候安全

问题特别代表，推动安理会在气候风险评估、预警、报告及协调应对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加大针对遭受气候灾害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持

续降低气候变化对武装冲突的推动作用，着力提升气候风险形势严峻

国家或地区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二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共同提升主动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与水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加强合作，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将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

黎协定》等相关义务，结合自身国情与能力，继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解决资金、技术和能力

建设等适应缺口。作为联合发起国，中国将积极支持委员会为全球适

应气候变化贡献解决方案,支持各国将气候风险纳入其经济发展战略

和投资计划,优先满足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人群的适应需要，加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针对遭受

气候灾害的国家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针对气候脆弱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灾难风险的

能力，为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水平做出中国贡献。 

三是加快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全面提高防御气候安全风险能力。

气候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认真

落实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主要目标与重点任务，加快构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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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适应型社会，充分发挥应对气候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管

理、防灾减灾等的协同作用。尽快启动针对国内重点生态系统、重点

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的气候风险评估，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

应对方案。持续推动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建设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将降低气候灾难损失与提升脆弱人群的健康水平，作为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为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强有力支撑。 

（刘长松、徐华清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