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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步伐缓慢” 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气候变化程度虽然依旧保持在相当危

险的范围内，但全球变暖在过去 10年中“步伐暂缓”，似乎表明下个

50年到 100年间不会出现剧烈的气候变化。 

这份由一个国际气候小组在《自然·地球科学》（ Nature 

Geo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从 2000年到 2009年，全球

变暖减缓的趋势有所增加，表明气温变化将处于“较低的幅度内”，

这是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的。 

过去的 10年是自 1880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最热的。虽然大气中导

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水平一直在上升，但其增长率却比较稳定。对

这种增长曲线的平缓，科学家将其解释为海洋热量吸收、太阳活动性

下降以及火山喷发等，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能反射阳光。 

报告合著者——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的亚历山大·奥托

（Alexander Otto）表示，由于这一间歇期，下一个 50 年至 100 年

的全球变暖情况“可能在目前的气候模型变化幅度内，但不会处在较

高的幅度区间”。奥托和研究小组利用最新的气温数据和大气中温室

气体捕获的太阳辐射水平，对气候变暖进行了新的预测。 

联合国的目标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最多比前工业化时代高出

2℃，科学家认为这样的气候变化将是可控的。2007年，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曾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如果按最

坏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来算的话，气温上升将达 6.4℃。 



 2013年第 11期（总第 35期）     第 3 页 

研究报告合著者——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的雷托·克努

特（Reto Knutti）认为，研究数据排除了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这

对近期的全球变暖状况无疑是个好消息。他说：“即使目前气候反应

处于不确定范围的低幅度区间，我们仍然要坚持全球变暖不超过 2℃

的目标，许多国家也已经认同了这一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

正在限制由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温室气体排放。 

 

韩俊编译，摘自物理学家组织网 

http://phys.org/news/2013-05-dire-outlook-global.html 

 

 

 

 

 

 

韩酝酿碳交易计划或致全球最高碳价 

 

     韩国将于 2015年启动一项纳入全国约 70%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碳

交易体系。彭博新能源财经在日前发布与安永合作撰写的白皮书中

称，这很可能导致韩国碳排放价格达到 90美元/吨的水平，将超过全

球任何其他碳交易体系的价格水平。 

  彭博新能源财经首席碳市场分析师理查德·查特顿（Richard 

Chatterton）表示，如果政府不作任何调整直接实施该计划，将会对

韩国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碳价会导致电价上涨，让工业企业的成本增

加。政府正在通过发放大量的免费配额来缓解碳交易体系内各实体受

到的冲击，但企业成本仍可能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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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计划于 2015年开始实施时，全球将有另外两个碳市场存在：

欧洲与澳大利亚对接交易机制以及加利福尼亚与魁北克对接机制。欧

洲碳交易体系的碳价格于 2008年达到 40美元/吨的高点，但目前的

价格仅为该水平的约十分之一，且预计在临近 2020年之前不会有显

著回升。加利福尼亚-魁北克市场目前已开始交易，根据彭博新能源

财经的分析，2020年交易价格可能达到约 50美元/吨。 

  韩国碳交易体系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韩国政府正在与业界

进行对话。安永高级主管 Yoon Joo-Hoon表示，继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10年创下最高增幅后，政府要求相关方面修改原有计划，但新规

则尚无明确日程表。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各责任实体仍需做好准备迎

接碳交易体系,主要关注减排措施的评估、碳资产估值以及碳交易体

系的决策进展。 

 

冯春华综合编辑 

 

 

 

 

 

 

英国提出欧盟在 2030 年前应减排 50%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在近日发表的一份公报中表示，欧盟应将

2030 年的减排目标定为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50％，为 2015 年各

方最终达成一份有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做出贡献。 

  今年年初，欧盟委员会发布 2030 年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框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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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就如何确定欧盟 2030 年气候变化和能源目标等一系列问题征

求意见，以期在年底前出台相关框架文件。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在公报中说，英国支持欧盟所作的减排努

力，并认为应尽快改革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保证能有效刺激低碳经

济投资。公报说，实现经济的低碳化发展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

举措，同时应保证各种能源均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爱德华·戴维说，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技术。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在这一领域加

强投资和支持力度，争取在全球“绿色竞争”中占得先机。 

根据早前路透社的消息，欧盟正在敦促各国以 2014 年为期限制

定温室气体长期排放计划，从而达成 2020 年之后的全球减排协议，

并同时指出欧盟计划在 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年基础上减

排 40％，可再生能源利用提高到 30%。 

 

钱晶晶编译，摘自华尔街日报网站 

http://online.wsj.com/article/BT-CO-20130525-701022.html 

 

 

 

 

 

 

2011 欧洲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3.3% 

 

欧洲环境署（EEA）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2011年欧洲温室气体

排放量减少了 3.3%，这是 1990年以来最低的排放水平。报告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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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测量，从 2010 年起，欧盟温室气体排放

降幅量高于预期，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55亿吨。 

但是欧洲似乎并不能因此而暗自庆幸，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较为温暖的冬季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取暖的需求。欧洲环境署

（EEA）执行主任杰奎琳·麦克格雷德（Jacqueline McGlade）在一

份声明中表示：“2011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主

要应归功于暖冬。”同时，她还表示欧盟在温室气体减排这方面正在

努力开展工作，目标是要在 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年的

基础上削减 20%。 

报告还提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煤炭等碳密集型能源的消耗量正

在上升，而“更为绿色”的水力发电、天然气的消费以及核电的使用

则减少了。麦克格雷德说：“如果欧洲要想实现向低碳社会转型，就

需要在技术和创新方面持续投资。” 

报告中提到，欧盟统计机构欧盟统计局（Eurostat）也在早前预

测，2012年欧洲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 2.1%。综合 2011年的数据，

欧盟已经在 1990 年这一国际社会共同选择的参考年份的基础上，削

减了 18.4%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相当于 1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欧洲环境署的报告也提到了一些重要数据，例如：2011 年欧盟

化石能源消耗减少了 5%，但诸如硬煤和褐煤之类的燃料碳排放强度

增加了将近 2%。液体燃料以及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下降 4%和 11%，而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在过去的 21 年间遭遇了第二大跌幅。虽然风能

和太阳能的使用量有所上升，但德国核电站的关闭导致了核能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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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少。公路运输造成的排放量正连续四年持续下降，但国际航空

和海运的排放量在 2011年却上升了。 

 

韩俊编译，摘自物理学家组织网 

http://phys.org/news/2013-05-eu-emitted-greenhouse-gas.html 

 

 

 

 

 

 

珠峰冰雪正在加速消融 

 

据英国《卫报》报道，由意大利米兰大学一位尼泊尔科学家主导

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 50 年里，珠峰及其周围的冰川萎缩了

13％，雪线升高了 180米，且冰川消融的速度在逐年加快。 

研究人员对珠峰顶峰和附近 1846 平方公里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

的卫星图像以及长期的气象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珠峰顶峰周围冰

川的边界自 1962 年以来已经回退了 400 米，而一些较小的冰川规模

缩小了将近一半。不到 1平方公里的小冰川消失得最快，记录在册的

小冰川表面积自 1960 年以来缩减了 43％。自 60 年前人类首次登顶

珠峰以来，珠峰周围的景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的登山者

报告说，很多线路冰雪少了山石多了。 

加德满都的专家说，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冰川变化速度是有差异

的。虽然在山脉的东端，如尼泊尔，回退迹象很明显；但在巴基斯坦

及往西的地区，有冰川在萎缩，却也有一部分冰川在推进。还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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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从珠峰蔓延下来的昆布冰川的冰层不如以前厚了。 

关于喜马拉雅冰川的未来是极具争议的。联合国 2007 年的一份

报告中曾称，喜马拉雅冰川将在 2035 年消失，但后来证明这一结论

有误。虽然都认为发生了变化，且冰雪量的减少是由人类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但尚未在二者之间建立明确的关

联，也有科学家表示目前的数据还不够。 

喜马拉雅冰川和冰盖被认为是亚洲的水塔，下游人口的农业、饮

水和电力生产都要依靠冰川融水。诸如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等

河流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季节性的冰川融化。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

山的影响将给整个南亚及更广阔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钱晶晶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may/23/mount-everest-glaciers-shrinking-global-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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