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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国再次反对航空碳税 欧盟回应或显软化

航企被迫向欧盟缴纳航空碳排放税的日子越来越近。近日，为期

两天的反对欧盟碳排放计划（ETS）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共有来

自 17 个国家的代表参会，讨论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全球协议解决国

际航空碳排放的建设性步骤，这也是继 2月各国在莫斯科召开反碳税

会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集结。据国际民航组织驻中国负责人证实，

发改委与民航局相关负责人均出席了此次会议。

17 国重申，他们将继续强烈反对欧盟侵犯非欧盟国家主权，单

方面将国际航空业纳入其碳排放交易计划。华盛顿会议寻求新的全球

性解决方案以应对欧盟将航空业纳入 ETS。17 个非欧盟国家的政府同

意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2010 年决议所设定的各项目标，其中包括从

2020 年起实现碳中和增长。关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的发展，17 国

政府再次确认，在优先发展措施框架的前提下，将继续探求这一全球

计划的可行性。

此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29国曾联合发表“莫斯科会议宣言”，

强烈抵制航空碳税并提出具体反制措施。联合宣言包含一揽子反制措

施，各国将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采用。这些措施包括：利用法律禁止

本国航空公司参与碳排放交易体系、修改与欧盟国家的“开放天空”

协议、暂停或改变有关扩大商业飞行权利的谈判等。

虽然此次华盛顿会议规模较莫斯科的小，但如果能够出台全球性

解决方案将使各国航企受益。事实上，此前，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汤彦麟也曾表示：“关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这一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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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航组织已经提出了四个备选方案，欧盟方面应真诚地参与到相

关磋商中来。”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德古特的新闻发言人约翰·克兰西对会议做

出了正面回应，克兰西说：“欧盟欢迎就征收航空碳税事宜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讨论，但是欧盟希望各方能够提出应对航空碳排放的替代方

案，以便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令全球民航界感到鼓舞的是，尽管欧盟目前仍在坚持捍卫其遭到

各国反对的碳排放交易计划，欧洲以外的国家政府已认识到航空业的

巨大社会经济效益，正竭力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在国际民航组织的

协调下，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全球解决方案。

韩俊综合编辑

国际能源署发布新能源车技术路线图

近日，国际能源署（IEA）更新了该机构于 2009 年 11 月发布的

面向 2050 年的《电动汽车（EV）与混合动力车（PHEV）技术路线图》，

提出到2020年纯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每年销量达到500万辆的计划。

新计划提出，通过产业界和政府联合努力，到 2020 年实现全球

EV 和 PHEV 销量至少达到每年 500 万辆，到 2050 年占到轻型汽车销

量的一半以上。按照新计划的规定，成员国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本

国电动汽车发展路线图，包括 EV和 PHEV 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基础设

施重点和优先领域、时间表和资金，同时提供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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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设定国家目标，帮助利益相关方更好地设定自身目标、引导市

场导入、理解消费者行为，促进汽车工业发展、开发能源、扩张基础

设施等。

目前，中国尚未加入国际能源署。按照此前业内披露的中国科技

部电动车计划，未来 5 年将主要突破电池、电机、电控系统等关键技

术，实现到 2015 年电池生产成本降至现在的一半，电动车保有量达

到 100 万辆。

胡周颖综合编译

七个国家宣布加入“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约旦和英国宣布加入旨在减

少黑碳、甲烷和氢氟烃排放的“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以减少对气

候有害污染物的排放。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于今年 2 月 16 日由美国、加拿大、墨

西哥、瑞典、加纳、孟加拉国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发起，这是一

个自愿参加、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倡议，旨在遏制全球变暖。联盟

目前共有 21个成员，其目标就是要减少黑碳、甲烷和氢氟烃的排放。

环境署去年 6月曾发布报告指出，黑碳、甲烷和氢氟烃这三种污

染物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一，对全球变暖有着不小的影响，

同时很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这三种污染物在空气中持续存在的时

间比二氧化碳要短很多，因此称为“短期气候驱动物质”，对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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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相对容易，费用也相对较少。环境署表示，减少“短期气候驱动

物质”的快速行动可能对气候变化产生直接影响，预计到 2050 年有

可能降低温度多达 0.5 摄氏度。该行动预计到 2030 年可以防止数百

万人过早死亡，避免每年超过 30 万吨谷物亏损。“气候和清洁空气

联盟”快速行动的重点将放在减少城市垃圾的甲烷排放、减少砖窑的

黑碳气体排放、减少重型柴油车辆和发动机的黑碳排放、推广氢氟烃

替代品和减少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气体排放等几个方面。

黑碳气溶胶颗粒的粒径尺度范围一般在 0.01~1μm(微米)。这些

颗粒物吸收阳光，将热量传递给大气，并能在大气中漂移很远的距离。

此类物质不仅助推温室效应，且容易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甲烷为温室

气体，主要来自天然气生产、废弃物填埋及农业活动。氢氟烃即是温

室气体，也是蒙特利尔议定书所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替代品，主

要来自制冷剂、灭火剂、清洗溶剂等。

钱晶晶编辑，摘自联合国新闻网

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8146

北极海岸线正在突破生态临界点

北冰洋岩石林立的海岸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存的海

藻被喜欢温暖和光线的物种替代。看似问题不大，但海藻是海洋食物

链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整个生态基础正发生着变化。

科学家在斯瓦尔巴群岛西部的两个北极峡湾做了研究，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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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至 2010 年之间，这两个地区的海水表面温度上升，夏季无冰期

每年平均延长 3.3 天。在对孔斯峡湾及斯瓦尔巴群岛西部的研究中，

最初的十五年，藻类组成仍然保持稳定。但在 1995 年至 1996 年间，

包括很多海草和海带在内的棕色海藻的海底覆盖面积从 8%升到了

80%。且自那时起，其覆盖面积稳定在 40%，是之前的 5 倍之多，而

曾经的主要物种海葵则减少了 80%。在鲸脂峡湾，2000 年棕色的海藻

覆盖面积从 3%上升到 26%。该海湾的生态系统原先由藤壶和海鞘主宰，

现在则被无背椎生物代替。

这样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局部的调整，而是一类动植物几乎完全

被另一种动植物代替，生态学家把它们称为“政权更迭”。这些变化

会如何影响食物链仍有待研究，但研究人员推断：依据生活在那里的

所有生物的总量估算，这些新的海岸生态系统可能比以前更多产，更

具有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是否会有进一步弹性的变化，还是未知

数。

金晓芳综合编译

北极海冰将缩至历史最小 且还在继续融化

8 月 20 日，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负责监测北极和其他地区

冰层的科学家特德·斯坎博斯表示，北冰洋的海冰可能会在 8月底的

某个时候缩至有史以来最小的规模，然后会继续融化。

北极海冰的数量非常重要，因为该地区是个强大的全球天气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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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时被称为“世界的空调”。随着北极的部分融化，2012 年北

半球温带尤其是美国大陆的高温和干旱都创了历史纪录。斯坎博斯说，

今年夏天海冰会缩小至 388 万平方公里以下，这是史无前例的。之前

的最小纪录是在 2007 年，当时北极冰的面积缩小到了 430 万平方公

里，比 1979 年到 2000 年的平均数字少了 39%。然而，2007 年的情况

是一场少见的“完美风暴”，当时该地区注定要出现海冰缩小：气温

和光照强度都比往常高，海水极度温暖，风力情况也利于北极的融化。

去年，北极海冰达到了接近史上次小的规模，但国家气候数据中

心当时认为，那是接近“新的正常”水平，而不是像 2007 年的极端

条件。斯坎博斯在电话中说，今年的情况与 2011 年相似。在包括欧

洲北部和西伯利亚在内的一些关键区域，融化时间比往常早了 10 天

到两周。

如果海冰纪录在本月就被打破，说明低点来得过早，因为去年的

最低点出现在 2011 年 9 月 9 日。斯坎博斯说，一般来说，随着北半

球逐渐进入秋季，北极的融化会在 8月份开始慢下来，但今年它却加

快了。“我感觉还没有哪一年 8月份的提早融化会这么快。”

沈娅瑜综合编译

德国新型飞机研究极端天气气候

德国新研制的“高海拔和长距离研究飞机” 20日在德国航天航

空中心位于上普法芬霍芬的分部起飞并执行首次任务。科研人员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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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它对极端天气、气候变化等展开研究。

这架简称为“HALO”的气候研究飞机由一架 19座的湾流 G550 商

用飞机改装而成，一次加油可飞行 8000 公里，可升上距地超过 15千

米的高空。这架总投资约 7400 万欧元的飞机载重量可达 3 吨，能为

更多实验设备提供空间。“HALO”飞机配有为遥感仪器特制的光学窗

口，机身下部可额外安装放置科学仪器的容器。特制的机载传感装置

和数据采集、加工装置可让研究人员在飞行过程中轻松获取大气信息。

德国研究人员计划用这架飞机到极地等偏远地区，让它在地球大

气平流层下部开展大气测量活动，以便对极端天气的形成和各地臭氧

层薄厚不同的原因展开调查。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安妮特·沙范说，

这架飞机能让研究人员收集大气成分数据，更好地了解大气层，为气

候研究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胡周颖综合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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