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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16）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0 在墨
西哥坎昆举行，会议包括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第六次《京
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CMP）、执行附属机构（SBI）及科
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第三十三次会议，以及《京都议定
书》附件一继续减排承诺特别工作组第十五次会议（AWG-KP）
和长期合作行动特别工作组第十三次会议 (AWG-LCA)。
为了根据《京都议定书》探讨发达国家承诺未来减排事宜，《京
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CMP）于 2005 年 12 月成立了名为“《京
都议定书》下附件一继续减排承诺特别工作组（AWG-KP）”
的工作小组。在哥本哈根第五次会议上，《京都议定书》缔约
方会议（CMP）要求继续减排承诺特别工作组（AWG-KP）
提交工作成果，以便在坎昆第六次《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CMP6）上予以采纳。

关于坎昆 COP16

巴厘岛第十三次会议中，缔约方大会发起了通过长期合作行动，
从现在直到 2010 年以后，能够实现全面、有效、可持续履行
公约的综合机制。该机制根据公约由长期合作行动特别工作组
（AWG-LCA）实施。在哥本哈根，缔约方会议（COP）决定
延长长期合作行动特别工作组（AWG-LCA）期限，使其能够
继续发挥作用，以便展示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16）的成
果，并将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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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信息
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16）/ 第六次《京都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CMP6）将在位于坎昆切图马尔路月亮宫大酒店
/ 坎昆展览馆举行。班车服务将确保会议场所及到坎昆市内
外各个主要酒店之间的人员交通。
会议室、媒体区和服务区位于月亮宫大酒店，而边会和展览
将在坎昆展览馆举行，馆内还设有文化演讲区。

着装要求
根据东道国意见及各位与会人员的建议，气候变化大会秘书
长建议各位，由于坎昆天气温暖潮湿，请各位与会人员根据
气候自行调整着装。12 月份坎昆气温在 18° C 至 27° C 之间，
湿度大于 85%。
总统代表帕特里西亚 • 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女士
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 • 菲格蕾丝
（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不要求办公人员穿夹克、打领带。
秘书长与总统代表请各位与会人员入乡随俗。
男宾请穿墨西哥东南部传统民族服装“瓜亚贝拉”。该服装
在坎昆各处均可买到。女宾请穿传统轻质棉裙。

参加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16）/ 第六次《京
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CMP6）会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会议不对公众开放。参
加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16）/ 第六次《京都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 (CMP 6) 的人仅限于各缔约方法定提名代表、观察
员国、联合国组织、公认观察员组织和获准新闻机构 / 媒体。
缔约方：各国政府指派各自代表参加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
都议定书》相关大会及并参与磋商。这些成员包括：各国部长、
磋商人员及各国政府认为在会议期间为达成目的而有必要参与
大会的人员。缔约方通知将于 2010 年 9 月发布，其中包含提
交与会名单的截止日期和其他与会详情。
联合国方面：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如：世界气
象组织（WM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公约秘书处）可以旁观会
议进程。每个组织可以提名一定数量的代表自行参加会议。联
合国组织通知将于 2010 年 9 月发布，其中包含提交与会名单
的截止日期和其他与会详情。
观察员组织：公约允许法定公认的政府间组织和民间团体组织
旁观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
所有会议都使用网上注册系统。一旦发布大会通知，公认观察
员组织的指定联络点（DCP）会有大约四周时间通过在线登记
系统指定与会人员。提名人员名单逾期不候（期限见通知）。
点击该网址可以查看在线登记系统：https://onlinereg.unfccc.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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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6 会场场地

一、Moon Palace:
• Sunrise Lobby Building: 全体大会 I（Plenary I）
• Expo Centre Building（博览会展中心大楼 ): 全体大会 II
• （Plenary II) 及新闻发布会议室 1、2
• Nizuc Lobby Building: 医疗中心及国际广播中心 (IBC)
二、Cancunmesse:
• 媒体注册登记处
• 安检及入口
• 新闻发布会议室 3
• 所有的展览及边会场地
三、气候变化村：
推广注册及非注册 NGO 和民间组织的对话与交流，包括会
议室、论坛、艺术文化活动、展览、商业及科学机构展台等。
会场交通
在所有的大会指定酒店和 Cancunmesse 之间有不间断的免费
交通车。要到达 Moon Palace 必须要通过位于 Cancunmesse
的安检。不间断的穿梭巴士将搭载与会者从 Cancunmesse 到
Moon Palace。任何人不可能不经过 Cancunmesse 直接到达
Moon Palace。在 Moon Palace 里，穿梭巴士每隔 12 分钟往
返于 Nizuc Lobby Building ( 媒体中心 /IBC)，博览会展中心
和 Sunrise Lobby Building。

8

名记谈坎昆 COP16

名记谈坎昆 COP16
辛本健
《人民日报》国际部主编

针对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会议
- 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谈判立场与目标
2010 年底引人注目的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谈判越来越近，各
国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这次谈判中得到
解决。此前，联合国分别在今年 4、6、8、10 月份展开了四轮
气候谈判。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义务、资金与
技术提供等方面的严重分歧，坎昆气候变化谈判前景堪忧。全
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谈判立场与目标如下：
欧盟：承诺到 202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
减少 20%，并表示视其他国家承诺情况可能将减排量增至
30%；发达国家应确立新的减排目标。到 2020 年，发达国
家总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应降低 30%，到 2050 年降低
80% 至 95%；遏制发展中国家排放增加。中、印、南非、巴
西等国应重新确定 2020 年前的减排目标，除最不发达国家外，
所有发展中国家均应在 2011 年年底前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力
争将国际航空业、海运业和氟化气体的减排目标纳入国际协议。
欧盟是气候变化谈判的发起者，也是最积极的推动者和领跑者。
为实现减排目标，欧盟各成员国达成一个约束性指标，即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在欧盟终端能源消费中比例增加到 20%，
在燃料消费中生物燃料至少占 10%，并且在 2020 年前将能效
提高 20%。

在国别层面，英、法等发挥着重要的带头作用。英国在立法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08 年年底《气候变化法》的正式生效，
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引入长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框架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2009 年英国公布了详尽的《英
国低碳转型》国家战略方案，并宣布从 2009 财年起设定“碳
预算”。法国于 2009 年 7 月高调宣布最早从 2010 年起征收
碳税，但在 2010 年 3 月被判违宪而未能实施。
美国：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 2020 年仅比 1990 年减排
3%-4%；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参议院在今年 7 月
暂停气候立法；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内自主的减缓排放
行动，也应遵循“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简称 MRV，
即“三可”）的要求，并且拿出了一套相当细致的流程；在
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美国还
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
在退出《京都议定书》后，美国虽一直坚持以发展中大国参
与作为自身行动的先决条件，但并没有放弃在气候变化问题
上的话语权。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外，美国
分别发起“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亚太
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变化伙伴计划”等论坛及活动，成为《公
约》外机制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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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承 诺 到 2020 年， 将 日 本 的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减 少 到
1990 年时 25% 的水平，但前提条件是所有主要排放国应就
积极的减排目标达成协议；反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的减排义务。
俄罗斯：承诺到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1990 年减少 10%
至 15%；新的气候变化协议要想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必须满
足两个前提条件：其他主要工业国家都要做出相应的承诺，
并且提出各自量化的减排目标，要把俄罗斯境内森林对二氧
化碳的巨大吸收能力考虑在内。由于俄罗斯目前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仍远低于 1990 年 , 仅相当于 1990 年水平的 70％左右，
俄罗斯即便不采取任何新的减排措施，也可轻轻松松地完成
《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任务。因此，俄罗斯对气候变化谈判
并不积极。
澳 大 利 亚： 承 诺 到 2020 年 在 2000 年 基 础 上 减 排 5% 至
25%，其中 5% 是无条件减排，另外 20% 的减排目标要视其
他国家的行动而定；反对
《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
加拿大：到 2020 年在 1990 年基础上减排约 2%；反对《京
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

中国：承诺到 2020 年，单位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二氧化
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40%-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但不接受“三可”和
强制性减排目标；在减排指标上，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
诺期（2013 至 2020 年），要求发达国家进一步提高减排承诺，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达国家必须减排 40% 以上的要
求；发达国家应尽快落实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的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 300 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的承诺；在资金和技术问
题上，中国明确表示，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争取发达国
家多出钱，多出技术；但在如何分配资金和技术的问题上，
中国不会与发展中国家争，尽管中国是对气候变化脆弱的国
家，对技术需求也很大。
印度：承诺到 2020 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 2005 年减少
20％至 25%，但不不接受“三可”和强制性减排目标；强调
发达国家对现今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
应率先减排，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主
张世界人均排放趋同，呼吁建立满足公约下资金义务的融资
机制，反对纳入未来的官方发展援助或依靠市场渠道作为融
资的主要来源，反对欧美对发展中国家采取边界调节税等贸
易保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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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承 诺 到 2020 年 将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在 2005 年 的 基
础 上 减 少 20%， 但 不 接 受“ 三 可” 和 强 制 性 减 排 目 标；
其 中 20% 的 减 排 量 依 赖 于 REDD（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减少发展中国家砍伐森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项目实现；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率先大幅减排。
南非：承诺到 2020 年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削减 34% 的排放量，
但前提条件是在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定以及国际社会在技术、
资金等方面给予南非支持；不接受“三可”和强制性减排目标。
墨西哥：承诺到 2020 年在 2000 年基础上减排 50%；坎昆气
候变化谈判应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
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
强制性减排，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转让
技术，发展中国家则在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情况下，根据自
身发展和国情自愿采取适应和适当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国
际社会不需要制定新条约来规定上述已经明确的内容。

名记谈坎昆 COP16
喻捷
气候谈判资深独立咨询，自 2004
年起跟踪 COP 气候谈判大会

气候谈判基本信息获取小指南
很多年度的谈判都是漫长的、新闻点不多的马拉松。了解本
届谈判的特色，是行前首要功课，可以帮助记者决定选题。
例如哥本哈根，谈判进程本身是大多数记者报道的重点，而
前一年度的波兹南则是平静甚至枯燥的一届。好在谈判本身
不仅容纳政治过程，也是科学、文化、社会运动呈现及交锋
之地，因此当谈判不甚精彩时，形形色色的边会、以及场外
活动也大可以作为了解气候界前沿话题的机会，合适的便可
以作为报道题材。
边会及活动的信息，可以从 www.unfccc.int 的网站上去寻找。
一般谈判前，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官方网
站都会有会议专题，在上面可以找到会议日程以及边会信息。
事先下载，可以从中找到感兴趣的线索，并在行前初步确定
目标并且规划采访对象。
对采访谈判本身感兴趣的记者，第一次进入谈判恐怕有深
入黑帮之感，因为谈判本身或资深人士的谈话常常包含了
很多缩写，没有准备，很难理解。例如 LULUCF(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 REDD(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LCA(Long-term
cooperation action)，SBSTA 等。作为秘笈，有必备找到一本
带有相关缩写的专用指南，例如我在网上找到的一本 <Post2012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Handbook>(《后京都气候
变化谈判手册》), 尽管是土耳其政府环境部组织撰写的，却
适合一般入门者使用。

14

名记谈坎昆 COP16

这样一本手册，介绍了谈判的一般程序、科学基础、历史，
谈判的结构、目前进展和各个政治利益集团。有几本基本的
文件需要阅读并常带身边：
• IPCC 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京都议定书
文本都可以从网上下载，有可能的话可以打印中英文两个版
本，对照着看，以了解气候变化特定名词的官方专用术语。
此外，在谈判会场，也可以拿到联合国免费发放的公约和议
定书的各种联合国官方语言版本。IPCC 的报告较理想的是可
以将综合报告浏览一遍，因此可对气候变化的形成、影响和
减排应对的最新科学发现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如果时间不够，
也可以阅读更精简的《决策者摘要》。
初次前去谈判的朋友，可以事先或者到达现场不久，识别一
个有经验的同伴，有问题时，可尽快找到解答。如果没有事
先的准备以及这种场内指导，一般，需要经历三四次谈判才
会积累起对谈判脉络、去向的基本了解。
每日清晨，谈判会场有免费的 Daily Program（今日议程）发放，
这个是秘书处根据谈判进程为大会拟定并印发的。大家可以
据此确定一日所要跟踪的活动和对象。谈判的开始，议程往
往和之前网上公布的没有差别。越到后来，越会根据谈判的
实际进展，尤其是期间非正式磋商的进展，确定公开或半公
开的接触小组（Contact Group）的开会时间、地点。而最后
阶段的全会更可能是让大家彻夜等待开会的通知。

跟踪每日的谈判，记者有几个获得信息的基本路径。除了例行
的记者招待会，首先，获得前一日信息最好的办法是看几份
公民组织准备的出版物，一份是气候行动网络（CAN, Climate
Action Network）的印刷品 ECO，这是自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
展大会之后，公民组织作为三大环境公约观察员组织之后，于
三大国际环境公约谈判现场即时印发的评论性刊物。因为 CAN
涵盖了全球 600 余家公民组织，因此其舆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和影响力，它通常以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刊发。如果将 ECO 看
作报纸评论版，那么新闻头版和内页就是由加拿大的公民组
织可持续发展国际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刊发的 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地球
谈判公报），这份由全球相关学术研究人员跟踪谈判并由此撰
写的日报，除了对各个议题的进展和争议焦点有所概括外，还
有一个栏目叫《在走廊上》，将听到的一些小道消息和谣传登
出来，引起读者关注。这些消息往往是非正式磋商的进展等。
这样的出版物增强了谈判的透明度。该刊的报道人员往往和一
些代表团的成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或者他们本人就是某国代
表团的团员。
这些资料都是免费发放，位置就在 Daily Program 发放点旁边。
不过，数量有限，去迟了可能拿不到。至于后来者，可以从
相关机构的网站上下载电子版阅读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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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桌上近年又出现了第三世界网络（The Third World
Network, TWN）的出版物。它是由 TWN 出版的不定期小刊，
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看谈判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他们
常常刊发 77 国加中国集团的立场声明，并常常附有发展中国
家的相关提案。
此外，最直接的获得信息的办法就是和谈判代表聊天，包括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各代表团往往设有对外联络官
一职，可以通过他（她）联系到代表团任何一位跟踪某议题
的代表。如果是紧急的采访，也可根据此代表所跟踪的议题，
在他（她）所负责的议题的接触小组门外守候。（按规定，
记者不能旁听接触小组的会议。）如果想采访其他代表团，
也可以直接拜访其驻会办公室，联系到相关负责官员，进行
安排。
近 年，NGO 也 日 益 成 为 记 者 的 消 息 来 源。 会 场 中 活 跃 的
NGO 往往掌握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正在关门谈判的文本。
通过这些机构，记者可以获得官方渠道以外的更新、更快
的一些信息。其中，既包括环境 NGO(ENGO)，也有研究
NGO(RINGO), 还有商业 NGO(BINGO)，他们每日都有例会，
并从自己的角度掌握谈判进展，并有着自己的立场。
尽管在全会上有同声传译，但是接触小组和新闻发布会基本
上以英语进行，出版物也是英语通用。因此，参加谈判中，
记者获得信息的渠道、深度和广度除了知道这些门道外，还
是和语言能力有莫大的关系。以此为前提，方能在一次次谈
判中积累背景知识，及时掌握敏感的和重要的话题，做出客
观的和有深度的报道。

名记谈坎昆 COP16
袁越
《三联生活周刊》生命八卦撰稿人

关于 COP 16 的 10 个小贴士
今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COP 16）将移师墨西哥的坎昆。
我去过前面 3 届谈判大会，总结了 10 个小贴士和大家分享。
1. 坎昆，是一个派对城市，气候炎热，海滩众多，俊男美女
随处可见。要想在这个城市混，一定要有副好身材。建议大
家赶紧锻炼身体，该减肥的减肥，该练快儿的练块儿。另外，
锻炼身体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因为这种会议日程非常紧张，
你要做好在坎昆的两周时间里天天加班熬夜的准备。（补充
小贴士：记得带几件厚衣服，会场温度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
要冷。）
2. 记者都知道采访前一定要做功课，气候谈判大会更是必须
如此，因为气候变化议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几乎涉及到人
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头绪非常之多。我能想到的报道方向就有：
气候变化的科学进展；新能源的科学进展和政策；国际政治
角力；议定书谈判；金融领域的方针政策；技术转让、针对
第三世界国家的适应基金以及公民的环保教育等等，每一个
方面都可以做出很多文章。一个记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
事先定下 1-2 个主攻方向，然后定向准备，否则你就会淹没
在信息的海洋里无法自拔。（补充小贴士：强烈建议随身携
带一本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编写的《如何报道气候变化：
知识、视角和方法》。这是一本由国内资深科学记者和编辑
撰写的小册子，实用性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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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国的官方语言虽然包括中文，但这种谈判大会的默认
语言是英语，大会提供的中文翻译非常不靠谱，而且速度慢，
很难跟得上代表们发言的节奏。现场采访更是只能使用英
语，如果记者英语不好，就只能采访到中国代表团成员，他
们在国内也可以找到，何必浪费在坎昆的宝贵时间呢？英语
好的记者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熟练掌握各种专业词汇。另
外，常用的缩写和简称也要牢记在心，这可不光是指 IPCC、
UNFCCC 或者 CDM 这些常用缩写，还包括各种专业缩写，
比如 REDD、EB 和 CFCs 等，以及一些只在气候谈判大会上
才会使用的缩写，比如 AWG-LCA 和 AWG-KP 等等。会场往
往会提供一本常用缩写的小册子，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本随身
携带。（补充小贴士：最好学几个西班牙文词汇，在餐馆点
菜时用得上。）
4. 气候谈判耗时两个星期，在此期间记者几乎每天都要花至
少 4 个小时听会和采访，光靠一支笔很难记全。建议大家准
备一台高质量的录音机，而且必须能连续录音 10 小时无须充
电。另外一定要记着带足名片，这不光是为了让别人记住你，
更重要的目的是用自己的名片来换别人的名片。这种大会能
遇到很多平时只在电视、杂志或者网络上才能见到的名人，
拿到一张他们的名片很重要，以后可以更方便地找到他们。
（补
充小贴士：坎昆的时差和中国大约为 15 小时左右，倒时差将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国内记者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适应
时差，必须去了立刻就能工作，所以建议大家走前一星期开
始预先倒时差，否则你会发现自己早上很早就醒，下午很早
就困，工作效率大受影响。）

5. 大部分旅馆都会提供自助式早餐，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因
为谈判大会一旦开始就是连轴转，你很难保证按时吃上午餐。
如果早餐想着减肥，中午就会饿得头晕眼花，无心工作。相
比之下，晚餐往往容易解决，甚至时常会有惊喜，因为这类
大会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有一些边会提供晚餐和酒水，运气好
的话可以不花一分钱大快朵颐。（补充小贴士：南美洲是辣
椒的原产地，千万别以为你喜欢吃川菜就不把墨西哥小辣椒
放在心上，你会后悔的！）
6. 每天早上一到会场，第一件事一定是去拿一份 Daily Program。
气候谈判大会每天的日程都是前一天晚上临时决定的，所以
这份日程表就是你当天的行动指南，你必须迅速学会怎样使
用这份指南。简单说，气候谈判大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是正式谈判，所有成员国代表都要出席。第二部分是边会，
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型讲座。如果你的任务是报道谈判，那么
第一部分就是你应该参加的。如果你的任务是去报道气候领
域新的研究进展，那么第二部分就是你最应该关心的。（补
充小贴士：文件区往往会有各种 NGO 出版物供人取阅，这
些刊物会对前一天的谈判做总结，非常有价值。）
7. 即使你的兴趣主要在边会，主会场也还是应该去听一次，
至少可以感受一下国际谈判的气氛。主会场的谈判往往时间
很长，你很可能会觉得无聊，甚至摸不着头脑。但如果你真
的对谈判历史熟悉的话，你会发现主会场的谈判充满了戏剧
性，以及各种有趣的细节，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才能捕捉得到。
（补充小贴士：谈判会场都有闭路电视，重要的讲话往往会
有直播，如果你有稿子要写，也可以一边在新闻中心工作一
边观看电视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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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谈判大会的边会是获取新知的最佳场所，也是近距离接触
科学家和谈判代表的好地方，绝对不可忽视。问题在于气候
谈判大会的边会数量很多，时间上经常会有冲突。如果内容
上实在难以取舍，应该根据发言人的单位来选择。比如，如
果你的兴趣是科学研究领域的新进展，那么应该首先选择来
自 IPCC、英美国家气象局、NASA、东安吉利亚大学气候研
究中心（就是“气候门”的发生地），以及欧美顶级大学和
研究所的边会。小国和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边会往往质量不
高，错过了问题不大。
（补充小贴士：主讲人的英文水平很关键，
如果两个边会实在是难以取舍，建议选择英语为母语的主讲
人。）
9. 一般级别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必要参加，因为谈判代表在公
开场合面对记者时都会打官腔，这一点中外是一样的。最好
的办法是私下里截住他们问问题，他们往往会回答得比公开
场合更大胆。（补充小贴士：记者招待会是认识外国记者的
好地方，从他们那里经常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八卦消息。）
10. 今年的坎昆会议预计 12 月 10 日结束，但千万不要订 11
号的飞机，因为这类大会往往会拖到第二天才结束，走早了
就看不到大结局了。即使大会按时结束，这多出来的一天也
可以用来逛逛坎昆。（补充小贴士：一些 NGO 会组织记者外
出参观访问，尽可能去参加，因为这很可能是你唯一一次走
出会场的机会。）

名记谈坎昆 COP16
李虎军
财新传媒环境科技新闻部主任

COP16 记者攻略
坎昆看点
大家都知道，坎昆会议是一个过渡性会议，恐怕很难有激动
人心的成果或场面出现，初次报道气候变化大会的同仁可能
有些失望。但换个角度讲，其实也是好事。一来，尽管大家
仍然会忙忙碌碌，但大可不必像巴厘岛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
那般拼命，不妨顺便欣赏一下坎昆的美丽风景；二来，对媒
体记者而言，报道坎昆会议的压力肯定没有巴厘岛会议和哥
本哈根会议那么大，反而可以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观察。
站在媒体记者的角度，坎昆会议的看点在哪里？我想，每个
人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想跟踪和解读谈判进程本身。很不幸，这是一块硬骨头，
也是一份费力不讨好的活。
在巴厘岛会议上，美国被拉入《公约》之下的减排谈判战车，
一味说“不”的发展中国家首次表态愿意采取国内自主的减
缓排放行动，“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和减排
透明度的游戏拉开序幕，这些都是新闻点。《公约》秘书处
负责人德波尔的眼泪、谈判最后时刻各国代表针对美国的“脱
口秀”式批评，更是增添了戏剧性色彩。
至于哥本哈根会议，据称热度堪与奥运会相比，奥巴马、温
家宝、以及个性领导人卢拉和查韦斯等人的言行，东道国丹
麦秘密谈判文本的泄露，谈判最后时候的混乱和分崩离析，
都是极好的新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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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昆会议？乏善可陈。先来看最核心的东西——减排目标，
大概是停滞不前；然后看硬通货——资金，发达国家承诺的
2012 年之前的 300 亿快速启动资金有无着落？就算有一点着
落，和中国也没多大关系呀，因为这些钱不会落到中国老百
姓的口袋里。至于气候谈判的其他要素，与减排目标和资金
相比，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坎昆贴士
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在异国他乡，连续战斗两周，容易使人身
心疲惫。所以呀，不要每天都那么拼命，尤其要在谈判最后两天
保持充沛的体力和清醒的头脑。那些对媒体记者开放的谈判会议，
新闻发布会，以及林林总总的变化，NGO 搞的各种活动，东道国
组织的场外参观—你可能分身乏术。那么，一定要有所取舍哟。

因此，除非你确实很有兴趣，或者是领到了跟踪谈判进程本
身的任务，建议你搞迂回作战。换句话说，不要去正面战场
上去拼杀，而是从其他角度切入，从侧面观察气候谈判，搞
点游击战争什么的。

混吃混喝：气候变化大会的边会有很多，一些边会还会提供食
物。当你在会场上穿梭，有时候可能顾不上吃饭。这个时候请
记住，如果某个边会注明会后有食物提供，与钱直接打交道的
商业界（比如国际排放贸易协会），或者是一些有钱的 NGO（如
气候组织），或者是一些富裕的国家（比如美国）主办的边会，
食物估计会比较丰富。

如果正面战场无法回避，其实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新闻点的。
比如：气候法案未获通过的美国在坎昆还能打出什么牌？中
国在减排行动透明度方面还会遭遇怎样的压力？在哥本哈根
多少有一点被抛弃的欧盟有什么表现？委内瑞拉等鄙视《哥
本哈根协议》的几个南美国家态度有何转变？但凡东道国都
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墨西哥曾经提出过“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基金”的建议（墨西哥方案），在坎昆会有何演变？航空业
在减排上会不会先行一步，中国是否做好准备？记住，正面
战场投入很大哟，你要搞清楚那些谈判术语和谈判背景，别
写得枯燥晦涩，更别像有的同行那样闹笑话。
如果搞游击战争，更是大有可为，而且 visibility 可能还不错，
你的报道被关注和转载的几率或许更高。至于游击战的类型，
这里随意举两个例子：1. 国际政治观察——如果气候谈判本
身没什么好写的，围绕气候谈判写国际政治演变呢？ 2. 个性
人物素描——谈判会场内外总有一些让中国读者感兴趣的人
物，就算你专访不到他，也可以近距离观察和侧面解读。随
便举个例子，你在坎昆会发现，有些在谈判桌上厮杀多年的
谈判老手，已经金盆洗手，投身于商界什么的。

交换信息、互惠互利：坎昆也是媒体记者的竞技台。但同行
之间除了竞争，还有合作。你完全可以在不损害媒体自身利
益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的媒体同行互通有无。
比如，中国与印度、巴西、南非同在基础四国阵营，但另外
三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都比中国要高，关于基础四国的一些
内幕消息，你说不定可以从印度、巴西或南非同行那里获得。
未经证实的消息还说，英国《卫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率先
披露的丹麦秘密文本，其实就来自其他国家的媒体同行。
如何“逮”住谈判代表：你可能想采访某位谈判代表，但你发
现他要么没时间，要么不愿对你敞开心扉。有的谈判代表也会
抽身去参加某个边会，你或许可以“逮”住其聊一小会儿。另外，
你要记住那些大人物的面孔，因为你在会场穿梭时可能偶遇，
在餐厅吃饭时可能发现身边都是 VIP，这都是“逮”人的好时机。
不妨陪谈判代表挑灯夜战一次：如果是第一次采访气候变化大
会，不妨陪谈判代表熬一次夜，也给自己留下一次直击谈判会
场的体验。谈判会议绝大部分是不对记者开放的，但也有少数
场次开放。咨询一下其中那几场至关重要，而且可能打加时赛，
挑灯夜战。选择其中一场，在会场里好好观察吧。这是最真实
的气候变化谈判体验，而且，在中间休息的当口，你上前与同
样疲惫不堪的谈判代表们聊天，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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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登科
《广州民营经济报》记者

坎昆会议（COP16）的五个关键词

在采访大型国际会议时，记者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选题的确
立和采访机会的取舍。用通俗的话说，叫做容易“抓瞎”，
被热闹的场面牵着鼻子走，看起来似乎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
乎，结果坐到电脑前却无从下手，到了截稿时间只能东拼西凑，
稿件支离破碎，惨不忍睹。去年从哥本哈根发回来的报道中，
不少这样作品，让人觉得非常可惜，浪费了宝贵的资源。

TOP1：IPCC
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后，IPCC 因涉及气候门、冰川门、亚马
逊门等事件，持续成为新闻的主角。不仅如此，后续新闻也
持续不断。在联合国总秘书长潘基文和 IPCC 主席拉金德拉 •
帕乔里的要求下，联合国——国际科学院委员会（IAC）于 5
月份正式启动“对 IPCC 工作过程和程序”的审核。8 月 30 日，
IAC 公布了长达 101 页的审核报告。10 月 14 日，在韩国釜山
召开的 IPCC 全体会议上，IPCC 对 IAC 审核报告作出正式书
面回应，几乎逐条对 IAC 的意见和建议给出正反馈。
表面看来，这一事件似乎告一段落。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一来
二回复杂得多，后续的故事也远远没有结束。
所以，我拟订的坎昆会议的第一个选题就是：IPCC 的 2010。
如果好好准备，加上现场采访，把 IPCC 发生在 2010 年的故
事说完整，一定非常精彩，坎昆之旅将会不虚此行。

我建议有机会前往坎昆会议采访的记者树立“以我为主”的
心态，在出发前做足功课，拟订选题，到现场及时捕捉关键
人物和关键活动，围绕选题展开采访，不要让大而空的场面
扰乱了思路和主线。这样的话，即便是有所遗漏，但也决不
至于后悔。

相关新闻资源：
IAC 网 站：http://www.interacademycouncil.net/（ 有 完 整 的 审 核 报
告下载，北京大学方精云院士是 12 人审核委员会成员之一）；
IPCC 网站：http://www.ipcc.ch（有完整的审核报告反馈文件下
载）。

在坎昆会议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有机会到现场采访的记
者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首先，不能因为会议前景黯淡而稍
有懈怠，要准备充分，积极主动，争取在乏味的会议现场挖
掘有价值的新闻；其次，在对会议结果不抱过高期望值的同时，
要紧扣关键议题，悉心观察，深入采访，争取多发回一些能
够客观反应现场事实的鲜活的动态报道，让无缘到现场的读
者和观众能够通过报道感受到现场气氛。

以我对气候变化谈判的认识，我选择了与坎昆会议相关的五
个关键词，提供给各位有机会达到现场的记者作为参考。同
时我会简略阐述我选择的理由和围绕这个关键词可能形成的
备选选题以及完成选题所需要进行的相关采访和新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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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2：REDD+
尽管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在
部分专业领域和特殊语境下，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尚
能达成比较高度的一致，REDD+（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
砍伐森林和减缓森林退化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的含义是增加碳汇）
是其中一个典型的实例，值得关注。
从 2005 年 蒙 特 利 尔 会 议（COP11） 首 次 提 出 到 现 在，
REDD+ 进展尚算顺利，接近 60 个相关国家签署了伙伴协议，
其中居然同时包括中国、美国及大部分欧盟国家。
相信坎昆会议能够将 REDD+ 向前推进实质性的一步。
如果采访现场能够获得关于 REDD+ 最新进展以及主要障碍等
一手新闻，
同时能够采访到可以预测 REDD+ 在后
《京都议定书》
时期的作用的权威人士，那坎昆的采访可以算得上锦上添花。
相关新闻资源：
联合国 REDD 信息网：www.un-redd.org
亚马逊国际研究院网站：www.inpa.gov.br
独立网站：www.littleREDDbook.org（有 REDD+ 手册下载）
国际林冠组织网站：www.globalcanopy.org
UNFCCC 网站：http://unfccc.int

TOP3：CCS
尽管政、企、学各界对碳捕获及储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简称 CCS）的争议很大，并且在哥本哈
根 COP15 上，CCS 也并未进入主要议题，但我个人认为，
CCS 作为一个有潜力的气候变化减缓措施，将有可能在后《京
都议定书》时期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对 CCS 的乐观判断基于三点理由：首先，有多个 CCS 示范项
目已经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其次，在目前看来，CCS 没有
任何危险因素和技术障碍；第三，大规模运行和适当的补偿机
制能够降低应用成本，费用高昂是 CCS 目前最致命的缺点。
预期在坎昆会议上，CCS 能够作为一项主要减缓议题被正式
讨论。即便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用心去采访与这个领域相关
的人士如值得信赖的能源专家和政府能源主管官员，一定会
有收获。
我的体会是，在切入 CCS 主题后，会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
个哲学问题来思考，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新闻资源：
有一个非常好的 CCS 中文网站：http://captureready.com/cn
中英近零排放煤项目网站：http://www.nzec.info
国际能源署网站：http://www.i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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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4：MRV
被简称为“三可”（可衡量、可报告、可验证，Measurable，
Reportable，Verifiable，通常缩写为 MRV）是另一个耐人寻味
的关键词。由于其深刻内涵在政治上被上升到主权高度，所
以轻易不能获得其概念性描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由于这个概念的分歧而导致谈判出现僵持的情况屡屡出
现，让谈判进程大大延缓。
但作为记者，能够通过采访获得大量关于 MRV 的归纳性、
穷举性、概括性等多种描述方式，尤其是通过不同语境的对
比而获得这一概念的深度认知，再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传播
给大众，一定能够为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公共觉悟（PUBLIC
AWARENESS）”做出贡献。
由于 MRV 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属性，甚至可以将其作为气候
变化问题政治化的典型加以分析。到达现场的记者如果感兴
趣的话，不妨下多一些功夫采访不同国度（尤其是来自不同
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代表，倾听不同语境下的 MRV。
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差异，关于 MRV 还没有一个国际
化的网络或舆论平台，但我相信并不会妨碍对这一议题的广
泛深入探讨。

TOP5：Cancún
相信大多数记者是第一次到坎昆，因此千万不要错过利用这
次机会深入了解这个小岛的一切，包括民众对待气候变化的
态度。
无论过程和结果如何，坎昆会议都将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此，忠实记录在会议期间发生在这
里的点点滴滴，就是在记录历史。所以，如果对高谈阔论感
觉乏味的话，还不如转过身来，找当地的居民聊聊他们对眼
前发生的闹剧的看法。甚至可以考虑偷闲半日，乘船出海，
去瞻仰一下玛雅文化的遗址，探幽寻微，在祖先身上感悟人
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闻资源：
这次会议的官方网站：http://cc2010.mx
零零碎碎的写了这些，希望对前往坎昆采访的记者朋友们有
所帮助。
我的采访原则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
与各位记者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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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克 • 辛格 • 阿卢瓦利亚
(Montek Singh Ahluwalia）
印度规划委员会副主席
(Deputy Chairman, Planning Commission,
Republic of India）

埃内斯托 • 科尔德罗 • 阿罗约
( Ernesto Cordero Arroyo)
墨西哥财政部长
(Minister of Finance,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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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文 (Steven Chu)
美国能源部长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Energy)

伊沃 • 德波尔（Yvo De Boer）
原 UNFCCC 执行秘书长，现任毕马
威 (KPMG) 咨询公司气候变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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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 • 德温特 (Henry Derwent)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 (IETA) CEO

康妮 • 赫泽高 (Connie Hedegaard)
丹麦气候与能源部长
(EU commissioner for climate
Change)

克里斯 • 休恩（Chris Huhne）
英国能源及气候变化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United Kingdom）

因德拉瓦蒂 (Sri Mulyani Indrawati)
世界银行执行董事
(Managing Director, World Bank)

巴拉特 贾格迪奥 ( Bharrat Jagdeo)
圭亚那总统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Guyana）

唐纳德 • 卡贝鲁卡
(Donald Kaberuka )
非洲开发银行总裁
(President,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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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 • 拉嘉德
(Christine Lagarde)
法国经济工业与就业部部长
(Minister of the Economy,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France )

李高 (Li Gao)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
变化司国际政策和谈判处处长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 (COP15) 的中国
政府谈判代表团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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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Trevor Manuel）
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Minister in the Presidency for National
Planning,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潘家华（Pan jiahua）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鲍 勃 • 麦 克 穆 兰 (Bob McMullan) 澳
大利亚国会议员、国际发展与协助
驻议会秘书长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ustralia )

素帕猜 • 巴尼巴滴
(Supachai Panitchpakdi),
曾担任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泰国
副总理兼商业部长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奥尔登 • 梅尔（Alden Meyer）
美国忧思科学联盟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苏思樵 (Steve Sawyer)
全球风能协会（GWEC）秘书长

西村善 Mutsuyoshi Nishimura,
日本内阁气候变化特别顾问
Special Advisor to the Cabinet Office, Japan

乔治 • 索罗斯（George Soros）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
(Chairman, Soros Fu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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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 • 斯特恩 (Nicholas Stern)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 曾担任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尚达曼
(Tharman Shanmugaratnam）
新加坡财政部长
(Minister for Finance, Republic of
Singapore ）

Caio Koch-Weser,
德意志银行副董事长
Vice-Chairman, Deutsche Bank Group

解振华 (Xie Zhenhua)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COP15）的中国
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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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伟 (Su Wei)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
(UNFCCC） 第 15 次 缔 约 方 会 议
(COP15）的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副
团长。

劳伦斯 • 萨默斯
(Lawrence H. Summers)
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and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Economic
Polic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杨富强 (Yang Fuqiang)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可持续能源战略和政
策研究 , 在推进建筑、工业和交通部门
节能、低碳生态城市、电力和可再生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杨宏伟（Yang Hongwei）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CDM 项目管
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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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莱斯 (Meles Zenawi)
埃塞俄比亚总理（Prime Minister of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Co-Chair)

朱光耀 (Zhu Guangyao) 财政部副部长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主会场贝拉
中心的中国新闻与传播中心举行了
“中
国财政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专题会
议”，代表中国财政部介绍了中国财政
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各个层次和领
域的有关措施。

邹骥（Zou Ji）
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
从 2000 年至今一直担任联合国气候
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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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墨西哥坎昆
坎昆位于墨西哥东南 Quintana Roo 州的东北海岸，
是墨西哥头号旅游胜地，也是全球著名的度假首选地。
更多信息请点击：
http://www.visitmexico.com/wb/Visitmexico/cancun

关于墨西哥坎昆

天气
总体上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 27°C，全年晴朗天数居多。
12 月的平均温度为 24°C，早晚较凉。实时温度查询：
http://smn.cna.gob.mx/smmpt/estadosrm/ciudades/cancun.html

电源
墨西哥的交流电只有 110 伏、60 赫兹，插座形状为平行的两
片扁平插孔。在某些地方也使用三向圆形插座。需要提前买
好电源转换插座。

语言
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是英语也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度假
胜地。

时区
坎昆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慢 6 小时，与北京有 14 小时时差。

饮食
不管事在坎昆饭店区还是在市中心，你都可以找到各式各样
的美式，包括墨西哥餐、国际餐饮和快餐。
坎昆餐饮查询（中文）：http://www.mexico.com.mx/cancun/
restaurantes_en_cancun_7.html 和 http://www.mexico.com.
mx/cancun/comer_en_cancun_7.html
货币
墨 西 哥 比 索 ($ 或 MXN)。 汇 率 查 询 请 点 击：http://www.
visitmexico.com/wb/Visitmexico/Visi_cambio_de_moneda
墨 西 哥 发 行 以 下 面 值 的 纸 币：$20.00, $50.00, $100.00,
$200.00, $500.00 和 $1,000.00。硬币面值为：5¢, 10¢, 20¢,
and 50¢, $1 MXN, $2 MXN, $5 MXN 和 $10 MXN.
在坎昆，大多数商店接受美元。机场、银行或货币兑换点接
受欧元。全国接受国际信用卡。在 COP16/CMP6 会场也有银
行服务。为减少麻烦，各位出发前请先兑换好货币。
小费
在餐厅人们习惯支付 10% 到 15% 的小费。人们也习惯向酒
店服务员支付小费，但没有习惯比例。

电话
墨西哥国家区号是 0052，坎昆区号是 998。
卫生
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或用来刷牙。如果酒店没有过滤水系统，
酒店在卫生间通常会放置瓶装纯净水。不要在廉价餐厅或路
边小食摊就餐。最好不要食用沙拉，哪怕在比较好的餐厅。
安全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有严重的武装抢劫，访客应保持警惕。
如需搭乘出租车，请只从正规的出租车乘车点（sitios）搭乘，
永远不要在路边招停出租车，否则被攻击或抢劫的风险会大
大增大。你可以通过酒店前台预订出租车。
墨西哥对大多数游客来说是安全的，但街头犯罪和绑架有上
升趋势。在旅游胜地要特别注意（特别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与自称的警察打交道）， 取钱或在货币兑换点兑换货币的时
候也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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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领事部
职能、办公地点、时间和联系方式
主要职责
★行使对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
★为中国公民办理护照、旅行证、公证认证等证件工作、为
港澳居民办理相关证件
办公地点
Av. Río del la Magdalena 172, Colonia Tizapán - San Angel
Delegación Alvaro Obregón, C.P. 01090
办公时间
对外接待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 至 13:00，节假日除外。
电话咨询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16:00 至 18:00，节假日除外。
办公电话 :(0052-55)56164324
传真 :(0052-55)56165849
24 小时值班电话：04455-54073017（在墨西哥境内拔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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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关于中英气候变化报道推介活动

气候变化报道媒体推介活动是英国驻华使领馆文化教育处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气候酷
派大型系列活动之一，是面对广大记者、编辑等媒体从业者
和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的研究生的专业竞赛，旨在鼓励媒体
关注气候变化，积极报道气候变化，并通过参加活动进一步
提升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报道水平。
自 2007 年起，中英气候变化报道推介活动已经成功地举办了
四届，吸引了全国近 500 名记者、编辑和媒体专业研究生参加，
产生了共 32 名最佳作品奖，32 名优秀作品奖，有力地推动
了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同时，通过奖励获奖者参与更
多的国际会议，考察和采访相关项目，进一步促进了媒体间
就气候变化报道的国际沟通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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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中英气候变化报道作品推介活动获奖名单
在媒体及其他各界朋友、专家的热切关注和大力支持下，
2010 中英气候变化报道作品推介活动圆满结束。专家评委经
过近一个月的辛勤工作，在 150 余篇作品中评出了 8 名最佳
作品奖，获奖者将由英国使领馆文化教育处资助参加、报道
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他们是（排名不分先后）：
赖妍，广州新快报：自救，在地球毁灭前
任荃，文汇报：气候变化研究，请还公众清朗视野
储信艳，新京报：“环保城市在哪里”专题策划
袁越，《三联生活周刊》杂志：气候变化—科学和媒体的新
战场
王妍，中国新闻周刊：Solar Energy，Dirty Silicon
辛本健，人民日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再思考
王珂，中国网：新能源汽车——通向低碳之路
朱林，《艺术与设计》杂志：气候广告：用创意主张正义

评委们还评出了 8 名优秀作品奖，获奖者将由英国使领馆文
化教育处资助参加媒体绿色之旅，他们是（排名不分先后）：
张恺，上海唯众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
《波士堂》之“哥本哈根归来”
蒋林，广州日报：未来，世界命悬于碳？
徐婉玲，成都商报：去看海吧，它正在死去
王大骐，南方人物周刊：马悠的遗产
梁晨，环球时报：Drought victims prepare for famine
朱焱，中央电视台：Change with the Climate( 与气候一起变化 )
肖欣，中国新闻社：延安吴起，从“红色革命”到“绿色革命”
佟大伟，中科院研究生院：低碳中国 : 新能源产业的困惑
集体参与特别奖：
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说气候
2011 年，我们还将举办第五届中英气候变化报道作品推介活动，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具体信息请关注我们的网站），我们也
诚挚的邀请您踊跃参加，继续关爱我们共有的家园——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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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关于中英气候变化报道推介活动

2007 – 2010 年中英气候变化报道推及活动获奖名单
2007-2008 年：
电视广播网络类“最佳作品”2 名：
余文，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渐行渐远的冰川
史少晨，搜狐网绿色频道：全球变暖的帐迟早要还

2008-2009 年：
报纸刊物类“最佳作品”3 名：
朱焱，中央电视台，《气候变迁中的发展鸿沟》（发表于《南
风窗》杂志）；
王莉萍，科学时报，《变暖的西藏带来洪患隐忧》
邱登科，民营经济报，《珠三角吹响低碳经济号角》

报纸刊物类“最佳作品”3 名：
刘恕，科技日报记者：今天，你减排二氧化碳了吗
秦晴，新华通讯社云南分社记者：全球变暖——青藏高原还
会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吗？
周凯，中国青年报驻上海记者：时尚青年冲动消费带来多少
能源消耗

策划编辑类“最佳作品”2 名：
刘世昕，中国青年报，《高油价下的减排生活》
夏建宏，自然与科技杂志，《气候酷派，设计未来》

科技传播类“最佳作品”1 名：
闫莹莹，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全球变暖与我们

学生类“最佳作品”1 名：
高文欢，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筑节能出路》

学生类“最佳作品”1 名：
康雯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当气候成为政治

摄影类“最佳作品”1 名：
秦晴，新华通讯社云南分社，《西双版纳：哭泣的热带雨林》

电视广播网络类“最佳作品”1 名：
遇蕾 / 赵怀艳，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艾比湖的变迁》

2009 -2010 年 :
辛本健，人民日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新进展
李元，春城晚报： 2010 昆明春天绿营体验行动
朱国平，钱江晚报：《全球变暖大骗局》是个骗局
孙晓华，中国日报：Tibet moving on climate change threat
张瑞丹，《财经》杂志：“第三极”消融
李颖，广州日报：去年中国减排卖了 280 亿美元
谢来，新京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报道策划方案
孙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能小先锋
仲伟宁，中央电视台：面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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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搜狐绿色“气候变化行动路线图”

搜狐绿色“气候变化行动路线图”
搜狐网绿色频道是国内商业门户网站中，最早设立的绿色环
保独立频道，也是中国重要的绿色传播力量之一。在过去数
年间，凭借广泛的政府、产业和众多合作伙伴资源，搜狐绿
色倾力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记录并大力推动了中国气候
变化报道的进程，关注并引领了中国网络媒体气候变化报道
的发展方向，培育了一大批关心气候变化话题的忠实读者。
搜狐绿色发展的每一步都能看到“绿色”的足迹，将这些足
迹串起来，就是一幅清晰的气候变化行动路线图。

行动一：
百名“搜狐记者”直击哥本哈根气候谈判
背景及目标：
2009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于 12 月 7 日至 18 日举行。搜
狐绿色频道充分利用搜狐门户矩阵优势，发挥自身专业资源
优势，联合哥本哈根中国谈判团专家代表、三十余家报纸、
杂志、电视、广播电台媒体记者、十余家国际国内 NGO 代表，
组建了百名“搜狐记者”团，
现场直击联合国气候谈判！同
时我们制作了大型策划专题：
百名“搜狐记者”现场直击哥
本 哈 根 气 候 谈 判（http://green.
sohu.com/s2009/copenhagen/ ）。
专题内容：
除全程跟踪报道新闻时事外，
百名搜狐特派记者的现场直击
和博客评论也是报道的一大亮
点。该专题通过每日即时播报、
现场速递、互动活动等多种形
式，全方位立体呈现给网友更
多的大会内容，充分显示搜狐
绿色强大资源优势。
特色策划：
百名“搜狐记者”现场直击、
中国代表团齐聚搜狐举行哥本
哈根出征仪式，此外还有我为
哥本哈根减斤碳、2009 气候中国行专题、搜狗气候变化地图、
明星寄语气候大会、搜狗输入法绿色皮肤、中国 NGO 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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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搜狐绿色搜狐绿色“气候变化行动路线图”

百名“搜狐记者”直击哥本哈根气候谈判

行动二：中国代表团齐聚搜狐 举行哥本哈根出征仪式

亮点：
内容丰富：充分应用新闻报道、互动活动、专家访谈、博客
社区联动等网络媒体报道形式
资源聚合：联合 30 家 NGO、5 家政府机构、50 家媒体
专业优势：首开百名记者直击报道先河，随后其他网站纷纷
效仿
媒体视野：中国代表团成员首次在国内媒体中集体亮相，前
期与媒体记者、专家沟通，以媒体视角深度剖析，并形成原
创观点
互动活动：结合线上、线下活动，调动网友参与积极性
传播面广：搜狐全频道及绿色频道各合作方网站全方位推广

行动三：联合国天津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

介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有关工作组会议
10 月 4 日 至 9 日 在 天
津 举 行， 此 次 会 议 将
直接影响坎昆会议进
展。 搜 狐 绿 色 特 别 策
划 了“ 寄 望 坎 昆” 系
列专题。

亮点：凡客体展现人物和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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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搜狐绿色“气候变化行动路线图”

行动四：气候变化 10 问 50 人

行动五：长期关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会议和论坛

“气候变化 10 问 50 人”活动由搜狐绿色频道和英国大使馆文
化教育处共同主办，我们将采访媒体、政界、商界、NGO 等社
会不同领域的 50 个人，每人回答 10 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
从不同人口中得到的回答将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让我们从
社会各个角度关注这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全球气候变
化。

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

2010 气候变化全球媒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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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搜狐绿色
搜狐绿色频道（green.sohu.com）是搜狐网下独立一级频道，
于 2008 年 6 月 5 日成立上线，是中国首家主流绿色网络媒
体平台、国内门户网站首家环保专业频道。频道倡导并引领
中国企业和大众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方向，致力于
推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是搜狐网体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媒体
价值的重要网络平台。
搜狐绿色频道现有“绿色竞争力营销讲堂”、
“绿色生活攻略”、
“至 IN 公益”、“绿色高端对话”、“中国绿金奖评选”等
多档品牌栏目和活动，内容涵盖了从产业到大众各个方面。

附录四：
COP16 名词解释
气候情景
在气候逻辑关系内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对未来气候的一种近
乎合理的、通常简化的表述。
《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京都议定书》
于 1997 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 UNFCCC 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达成。它包含了除 UNFCCC 之外法律上所需承担的义务。
议定书附件 B 中包括的各国（多数国家属于经济合作和发展
组织及经济转轨国家）同意减少人为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甲烷、氧化亚氮（请核）、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
硫）的排放量，在 2008 至 2012 年的承诺期内排放量至少比
1990 年水平低 5%。
《蒙特利尔议定书》
1987 年 在 蒙 特 利 尔 达 成 的 关 于 消 耗 臭 氧 层 的 物 质 的《 蒙
特利尔议定书》，以后又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和修订（伦敦
1990，哥本哈根 1992，维也纳 1995，蒙特利尔 1997，北京
1999）。该议定书控制破坏平流层臭氧的含氯和溴的化学物
质的消费量和产量，如氯氟碳化物（CFCs）、甲基氯仿、四
氯化碳及许多其他物质。
CO2（二氧化碳）当量
对于给定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混合气体，相当于多
少能够引起同样的辐射强迫的二氧化碳的浓度。
净二氧化碳排放
二氧化碳在特定时期和具体地区或区域的源和汇之间的差额。
汇
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它们前体的任何过程、活
动或机制。

气溶胶
空气中固态或液态颗粒的聚集体，通常大小在 0.01mm 至
10mm 之间，能在大气中驻留至少几个小时。气溶胶有自然
的和人为的两种来源。气溶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气候产生
影响：通过散射和吸收辐射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在云形成过
程中扮演凝结核或改变云的光学性质和生存时间而产生间接
影响。见间接气溶胶效应。
全球表面温度
全球表面温度是指对以下两种气温进行面积加权后的全球平
均温度 ;(1) 海洋表面温度（也即海洋表层几米内的次表层容
积温度 );(2) 陆地表面 1.5 米处的表面气温。
北大西洋涛动 (NAO)
北大西洋涛动由靠近冰岛和靠近亚速尔群岛的相位变化相反
的气压场组成。一般来说，冰岛低压与亚述尔高压之间的偏
西气流为欧洲带去气旋以及与其相伴的锋面系统。但是，冰
岛和亚速尔群岛之间的气压差异存在从日到年代际时间尺度
的震动，有时气压差也会反过来。它在从北美中部到欧洲的
北大西洋地区的冬季气候变异中起主导作用。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ENSO) 与拉尼娜
厄尔尼诺最初的意义是指一股周期性地沿厄瓜多尔和秘鲁海
岸流动的暖水流，它对当地的渔业有极大的破坏。这种海洋
事件与热带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表面气压型和环流的振荡（被
称为南方涛动）有密切关系。这一海气耦合现象被统称为厄
尔尼诺南方涛动（或称 ENSO)。在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期间，
盛行的信风减弱，赤道逆流增强，导致印度尼西亚地区表面
的暖水向东流，覆盖在秘鲁的冷水之上。这一事件对赤道太
平洋上的风场、海平面温度和降水模式有巨大影响，并且通
过太平洋对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产生气候影响。与厄尔尼诺
相反的事件叫拉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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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COP16 名词解释
温盐环流
海洋中密度驱动的大尺度环流，是由温度和盐度的差异而产
生的。在北大西洋，温盐环流包括表层的朝北暖流，和深层
的朝南冷流，从而导致净的向极地的热能净的输送。表面水
在位于高纬度极有限的下沉区域下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上，各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简
称《公约》)。截至 2007 年 12 月，《公约》共有 187 个缔约方。
国家信息通报
根据《公约》，每个缔约方都有义务提供国家信息通报。其
核心内容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源和吸收源的国家清单，以及履
行公约所采取措施的总体描述等。中国于 2004 年 10 月向《公
约》秘书处提交了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目前正在准备第二次
国家信息通报。
技术转让
根据《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
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的技术和专有技术，并
支持开发和增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自生能力和技术，以使
它们能够履行《公约》的各项规定。但过去十多年中，关于
技术转让谈判的进展非常缓慢。
《京都议定书》三机制
根据 1997 年 12 月通过、2005 年 2 月生效的《京都议定书》，
发达国家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时可以采取三种在“境外减排”
的灵活机制。其一是联合履行 (JI)，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级的
合作，转让其实现的“减排单位”(ERU)；其二是清洁发展机
制 (CDM)，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
级的合作，实现“经核证的减排量”(CER)，大幅度降低其在
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其三是排放贸易 (ET)，发达国
家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义务指标，以贸易的方式 ( 而不是项目
合作的方式 ) 直接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
家。这三个机制中，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从中获益的是 CDM。

气候变化适应基金
在 2007 年 12 月的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方同
意设立气候变化适应基金。其经费将首先来自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收益 2% 的提成。适应基金理事会暂时委托全球
环境基金 (GEF) 秘书处提供理事会秘书处服务，并暂时委托
世界银行提供基金托管服务。该基金预计于 2008 年正式启动。
届时，包括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
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向理事会申报项目，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
力。
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排放（REDD）
所谓毁林是指由农业、牧业、水利和建筑等直接人为活动导
致林地转化为非林业用地的情况。巴西、印尼等发展中国家
一直希望把减少毁林而“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列入清洁发
展机制 (CDM) 项目。相关谈判仍将继续。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目的是协助未列
入附件一（为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有益于《公约》的最终目标，并协助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实现
遵守《京都议定书》第三条规定的其量化限制和减少排放的
承诺。它是基于项目的机制，由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
之间进行合作。减排成本高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
在低减排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发展中国家不承
担减排义务。
排放贸易（Emissions Trading，ET）
也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附件一国家
为履行其依《京都议定书》第三条规定的承诺的目的，附件
B 所列缔约方可以参与排放贸易，任何此种贸易应是对为实
现该条规定的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之目的而采取的
本国行动的补充。也就是用市场方法达到环境目的，即允许
那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低于规定限度的国家，在国内或国外
使用或交易剩余部分弥补其他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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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COP16 名词解释

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
能源系统或其中某个过程中能源产出与其投入的比率。
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可连续再生、永续利用的一次能源。这类能源大部分直接或间
接来自太阳，包括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风能、波浪能等等。
化石能源（fossil fuels）
已经或可以从天然矿物源开采的含有能量的含碳原材料，如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等，它们是由地质时代生物埋入地层
中经过长期变化后生成的。
标（准）煤（coal equivalent）
又称煤当量，是用其热当量值来计算各种能源量时所用的一种综合
换算指标。中国采用的标（准）煤的热当量值为29.3MJ（7000kcal）。
碳税（carbon tax）
对每单位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征收的税目。
碳吸收汇 (carbon sink )
是指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
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

生物燃料
由干燥的有机物生成的燃料或植物生成的燃油。生物燃料
的例子包括：酒精（由糖发酵而来 ), 由造纸产生的黑液、
木材和豆油。
替代能源
非化石燃料能源。
终端能源
可供消费者转化成有用能源（如墙壁插座中的电能）的
能源。
化石 CO2（二氧化碳）排放
因碳沉积化石燃料（如石油、天然气和媒）的燃烧而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化石燃料
由碳化石沉积形成的碳基燃料，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气。
能源转换
从一种能源形式，如化石燃料所具有的能量，变为另一
种能量，如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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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