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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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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前任总统小布什相比，奥巴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较为积极，随着他的上台，美
国的气候立场发生了明显转向。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主要包括国内的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政
策，以及在对外关系上的气候外交政策。其特点可概括为 ：集环境、能源和经济于一体的指导思想，
注重合作的外交理念以及气候外交手段的柔性化。但究其政策本质，仍是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维
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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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k）在其专著《这个遭受威胁的地球》中把处理

一、气候变化问题
在美国的政治化历程

气候变化问题称为“生态政治”，强调其迫切性
和危机性。 [2](P.21)1977年，美国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分析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R.

19世纪20年代，随着法国科学家让·巴

Brown）在《重塑国家安全》报告中首次将气候变

蒂斯特·约瑟夫·傅里叶（Jean Baptiste Joseph

化直接与国家安全相联系。布朗强调，“现在对安

Fourier）首次提出“温室效应”理论，气候变化问

全的威胁或许更少地来自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

题开始受到科学界的日益关注。在美国，这一问

而更多地来自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P.22)1986

题也同样首先成为环境科学家的研究对象。直到

年，诺曼·迈尔斯（Norman Myers）明确提出安全

19世纪70年代，美国才有学者将其与安全、外交

思维应该把环境问题整合进来，因为气候变化等

等问题联系起来。总体而言，美国对气候变化的

环境问题都可能引发冲突。

认识，经历了从单纯认为是环境问题，到认识到其

1988年美国遭遇罕见旱灾，美国政府和民众

根本上是安全问题的过程；在政策领域，气候变化

切身体会到全球变暖的威胁，国会为此专门召开

[1](P.24)

的地位也经历了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

听证会。美国航天局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1970年，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

Hansen）在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作证时

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表示：“可以确信，由于人类推动了温室气体向

地球生态问题，并建议设立国际组织应对环境问

大气中的排放，气候确实在变化，温室效应已经

题。随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将气候变化等环境问

发生。” [2](P.23)汉森的证词促使美国政府开始认真

题与安全、政治议题相联系。1971年，福尔克（R.

考虑气候变化问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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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6月28日-7月30

（Albert Gore）在推动人们认识气候变化对国家安

日，加拿大政府在多伦多举办主题为“变化中的

全的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戈尔在

大气：对全球安全的影响”的国际会议。会议认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我们的全球性盲点：地

为全球变暖造成的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核战争，

球的命运是第一位的国家安全问题》一文，指出

并呼吁各国政府紧急行动起来，制定大气层保护

“气候变化这一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问题是未来全

行动计划。同年9月，气候变化问题首次成为联合

球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呼吁美国政府树立长期

国大会议题。大会根据马耳他政府“气候是人类

目标，将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当作涉及国家

共同财富一部分”的提案，通过了题为“为了当

安全的重要议题加以处理，并通过寻求国际合作

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43/53号决议，

改变全球政治。 [2](P.27)在马修斯和戈尔之后，越来

强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决定在全

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支持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美

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必要的和及时的行

国的国家安全规划，最终推动了气候变化作为一

动。

[3](P.32)

1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世

界气象组织（WMO）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个单独议题在冷战结束后进入了美国政府的政治
决策领域。

门委员会（IPCC）”。此后，IPCC组织专家撰写

冷战后，虽然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气候

了一系列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这些报

变化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但由于老布什、克林

告成为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情况最权威的科

顿、小布什三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不一，随

学认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政治决策产

着政权的更迭，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也出现起伏

生了一定影响。在这些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气

波动，大体上经历了从老布什时期的犹疑，到克

候变化开始被作为安全和外交问题在美国国内引

林顿时期的复苏，再到小布什时期的消极。

起关注。

老布什执掌白宫后曾一度希望改变前任里

冷战后期，随着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解决，

根政府在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上的消极政策，于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

是积极开展相关科学研究，采取了一些应对气候

注的重点。1989年的“七国集团”峰会集中讨论

变化的具体行动。例如，老布什政府签署了《联

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这是世界上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

一个集团的各国首脑首次将环境问题作为核心议

称《公约》），并为履行《公约》制定了“全球

题进行讨论。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研究也从最初的学术讨论阶

Global Climate Change）”。但是，由于当时美国

段，发展到影响政府外交和防务政策阶段。在

国内外科学界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

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是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存在争议，加之减排的高成本将影响已经陷入危

Mathews）。1989年，马修斯在《外交》杂志上发

机的美国经济，老布什政府内部对是否应该以及

表《重新界定安全》一文，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环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诸多意见分歧。因

境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并指出单个国

此，老布什政府虽然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亟待关

家或国家团体没有能力应对这一问题。值得注意

注，但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受石油和

的是，马修斯将该文发表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

煤炭工业利益集团的影响，这届政府确定了在气

学术期刊上，目的是希望影响白宫、国务院的安

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不承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全和外交决策，提高气候变化问题在美国政府政

量化目标”的基本立场，导致美国在缓解全球变

策议程中的优先性。

暖趋势上行动迟缓，成为国际气候合作的主要障

在政界，时为美国国会参议员的阿尔·戈尔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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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执政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表

气体增加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2007

现转为积极。克林顿政府认为气候变化与美国的

年1月，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承认气候变化对

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并宣布在国内实施“气候变

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5月，小布什提出美

化行动计划（The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国、中国等全球15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共同努

该计划明确指出美国将迎接全球变暖和复苏经

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6月，小布什在德国海利

济的双重挑战，提出到2000年要将美国的温室气

根达姆“八国集团”峰会上同意考虑欧洲提出的

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水平。同时，克林顿政府

“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减

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特别是

少50%”的建议。但是，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

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

小布什政府仍坚守“不承诺量化减排”的立场。

12月，克林顿政府在《公约》第3次缔约方会议

2007年《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COP13，即

（COP3）上承诺将承担温室气体量化减排义务，

“巴厘岛会议”）上，小布什政府迫于国际压力

并与欧盟、日本共同促使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

在会议的最后一刻签署了“巴厘岛路线图”，但

书》，使全球气候合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就

却坚决反对在路线图中设定具体的减排目标。

在此次会议前夕，美国参议院却一致通过了“伯
德—哈格尔（S. Res. 98）”决议案，声明不会同
意一项限制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除非发展

二、奥巴马政府
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内容

中国家也同意承担限排责任，并特别指出任何一
项此类条约不得严重损害美国经济。 [4](P.141) 1994

竞选期间，奥巴马就宣称自己上台后要改变

年，克林顿政府在《公约》第4次缔约方会议

小布什政府多年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保守立场

（COP4）上签署《京都议定书》后，美国参议院

和无为状态，并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新时期美国

又再次重申了上述立场。由于国会的强烈反对，

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当选总统后，奥巴马进一

克林顿没有将议定书递交参议院表决，美国最终

步确认了竞选时提出的政策主张。

也没有履行在议定书中的减排承诺。

1．温室气体减排政策。（1）确定温室气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体减排的中长期目标，即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

的立场发生根本性转变。在第一任期内，由于关

放量降低到1990年水平，到2050年再减少80%；

注反恐战争，小布什对气候变化问题基本采取了

（2）在国内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总量管制与排

漠视态度和自由放任的政策。2001年，小布什政

放交易”机制，以拍卖方式分配全部二氧化碳排

府置人类安全与国际道义于不顾，以“落实《京

放份额。① [5](P.48)

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对美国经济带来负面

2．新能源政策。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用

影响”、“气候变化的科学不确定性”以及“中

于清洁能源产业，到2012年使美国10%的电力消

国、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未承诺量化减排对

耗来自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到

其他国家而言不公平”为由，断然宣布退出议定

2025年使这一比例提高到25%。[5](P.47,49)

书，使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遭受重大打

3．节能增效政策。（1）设立国家低碳燃料

击。到第二任期，在国内外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

标准（LCFS），加快引进低碳非石油燃料，要

大环境和舆论压力下，小布什政府的气候变化政

求燃料供应商至2020年减少10%的碳燃料排放；

策出现了微调。2005年7月，小布什首次承认温室

（2）发展节能环保的混合动力或电动汽车，投

① 美国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 《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将可拍卖份额减少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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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先进汽车技术并重点研发先进电池技术，实

府在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立场：其一，“气候变

现2015年道路上行使100万辆充电式电动车的目

化危机存在于外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相互联结

标；（3）努力确保先进生物燃料（包括纤维素

之中。它是一个环境问题，一个健康问题，一个

乙醇）的研发并尽早实现国家供应，到2013年

经济问题，一个能源问题及安全问题。它是一种

系统内部实现生产20亿加仑纤维素乙醇的目标；

全球性的威胁，但在影响上却又具有地方性与国

（4）制定国家建筑效益目标，提高建筑物效

家性。”所有国家都应致力于应对这一挑战；其

能，实现未来10年将现有建筑的能效提高25%，

二，解决气候危机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堪比G20国家

到2030年提高50%，同时使所有新建筑物达到碳

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美国期望通过主要经济

中性或零排放。

[5](P.45-50)

体论坛来为联合国哥本哈根会议进行充分准备；

4．对外政策。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对外政

其三，美国希望在其协调下，各国在气候外交方

策的核心是“重塑美国领导力，与世界一道遏制

面展现出创造性，以实现革命性的技术转变以及

全球变暖”。具体包括：（1）在《公约》框架下

创造性的市场转变，结束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

运用外交手段重启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

因，即消除全世界对以碳为基础燃料的依赖局

要国际论坛；（2）在能源部管辖范围内创立技术

面，同时就可再生技术展开尽可能广泛的讨论，

转让方案，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气候友好

争取让各国达成某种共识，协调发展能够减少污染

型”技术，帮助抵御气候变化；（3）利用北约

并提高可持续性的“改变格局的技术”。[1](P.25-26)由

等现有国际组织使能源安全变成全球共同目标；

此可见，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的气候

（4）为国外的农民和农场主提供奖励，以保护森

变化政策有着明显区别，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林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的管理。

[5](P.51)

第一，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小布

2009年2月26日, 奥巴马签署并发表了《美国

什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相对立形成鲜明对比的

中期财政预测》 和《2009会计年度预算基本方

是，奥巴马并未孤立地、消极地看待气候变化问

针》，进一步明确了美国气候战略的三大支柱：

题，而是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与发展清洁能源、振

一是到2020年实现减排14%的中期目标（美国众

兴美国经济密切相关。因此，奥巴马政府制定气

议院2009年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将这一

候变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统筹考虑美国经济安

目标提高至17%）以及到2050年减排83%的长期

全、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

目标；二是强调“以2005年为基准年”，而非欧

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目标。以气候外

盟规定的“以1990年为基准年”；三是设定美国

交政策为例，奥巴马一方面希望通过参与《公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限，规定减排时间表，决定

约》框架下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来占有未来能源

2012年正式引进“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机制，

市场，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主导《公约》框架内

通过拍卖排放额度筹措财源，奖勤罚懒，促进低

外的各种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制建设，逐步实现

碳技术的开发与运用。

[6](P.101)

对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创新力的控制，从而在改
变国际能源和资源分配体制、引领绿色产业国际

三、奥巴马政府
气候变化政策特点及实质

潮流的同时，促进国内就业，拉动美国经济再次
崛起，并推动美国从消费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型。
第二，对外政策方面趋于合作。奥巴马多次

2009年4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

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传递在气候变化问题

顿（Hillary Clinton）在“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

上的合作意愿。2008年11月18日，胜选不久的奥

论坛”开幕式发言中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奥巴马政

巴马即通过录像向在洛杉矶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

45

化会议发表演讲，称“我的总统任期将标志着美
[7](P.10)

术上，奥巴马政府有所变化，即通过弱化、模糊

1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能力”差

月9日，奥巴马同前副总统戈尔及同样刚刚胜选

别，极力拉拢和诱使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与美国共

的竞选搭档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会面时

同减排。

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担当领导的新篇章。”

说：“美国将重新积极参与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

尽管奥巴马上任后提出了有别于小布什的气

协定的谈判，并帮助领导世界走向一个在气候变

候变化政策，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提升美国

[7](P.10)

奥巴马强

的国家竞争力，保持美国在未来国际政治和经济

调，美国不仅会减少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

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始终是其政策基石，这一点无

将努力推动国际社会签订后京都气候合作协议。

异于包括小布什在内的美国历届政府。因此，奥

12月1-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14次缔约方

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实质，也可以说其终极

会议（COP14）在波兰波兹南举行，还未上任的奥

目标是：通过将气候与能源、贸易、投资、技术

巴马又派出个人代表与会。这种开放的合作态度

等领域联系起来，降低竞争对手，特别是发展中

与小布什相比无疑是一个明显进步。

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达到维护美国全球

化问题上进行全球合作的时代”。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上，奥巴马政

利益的目的。正如奥巴马在施政演说中强调的，

府与小布什政府的立场基本一脉相承，即意欲淡

“美国绝不会因为危机而放弃汽车产业。唯一的

化、回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公平性原则以

希望在于率先开发不使用汽油的汽车，主导非碳

及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汽车时代。因此，必须在太阳能电池开发及产业

原则，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较高

化道路上领先于世界。”[6](P.104)

的、明确的、可验证的减排任务。 [8] 但在具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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