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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14 年 12 月初，以‚应对气候变化 反思发展模式 共建公民伦理‛为主题的第四届中欧社会论坛在法国巴黎

及其他六个欧洲城市召开。12 月 2 日在巴黎举行了开幕大会和三场圆桌讨论会，3 至 4 日，12 个主题讨论组

同时在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里昂、马赛、里尔和鲁昂等城市展开，5 日全体嘉宾返回巴黎参加了闭幕大

会。 

 

来自中欧社会各界包括 NGO、企业、研究中心、

地方政府和媒体的 300 多位参会者出席了会议，

160 位中国嘉宾与欧洲参会代表进行了充分的对

话与交流。中欧双方共同起草的应对气候变化

《共识文本》历经一年的广泛讨论后，此次会

议就《文本》内容做了进一步充实。《共识文

本》将于 2015 年底正式提交给巴黎联合国气候

峰会（COP21）。 

 

 

 

通过本次大会，参会嘉宾阐述了双方合作的共同需求： 

 中欧民间社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行动中加强协调； 

 增进双方的知识分享，推进循环经济系统方法，提倡以产业链为基数，测算生产与生活方式对环

境和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加强对公民、青年、政府决策者和企业领导人的环境和气候变化知识的培训和动员； 

 协调环境保护法，制定气候法； 

 制定调节机制，鼓励企业以负责任方式进行生产，以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 

 发展和共享相关技术，减少和应对气候变化及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  

 协调和共享可持续融资资源。 

中欧双方均意识到：应对气候问题既须全体动员又须改变发展模式。任何单独的行动都不可能成功，国际合作和

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必不可少。我们秉承同样的目标，面对地球有限且日益减少的资源，我们要争取更合理的生

产，使生活更美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欧洲和中国的排放量占据 40%。尽管近期欧盟出台了温室气体排

放减少 40%的目标，北京方面也提出了 2030 年达到温室气体排

放峰值的声明，但是，我们必须走得更远。 

 

本次论坛的与会双方还确定了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障碍。无论

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民间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参

与不足，但原因不尽相同。当务之急是必须承认和推广 NGO

组织在国家政府、地方、企业、研究中心和媒体的多方协同

行动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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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精华回溯 
 

 2014年12月2日开幕大会 

在12月2日上午于巴黎四区市政府大厅召开的开幕大会上，民间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及媒体工作者200

余位中欧嘉宾齐聚一堂。‚系统性革命‛、‚必须终止‛、‚告别过去‛、‚奠基主题‛等语词激荡于参会嘉宾的脑海。

多名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中欧知名人士，就应对气候变暖议题发表了演讲。大会伊始，中欧社会论坛创

始人、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名誉主席皮埃尔·卡兰默(Pierre Calame)在开场致辞中提纲挈领地指出了中欧社会

论坛的特殊性： 

 

‚这一论坛是一个双重的乌托邦。一个是旨在通过聚集双方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而不仅仅是部分人士来探

讨涉及双方社会共同利益的所有主题的乌托邦；另一个是希望通过中欧社会相互对话的新模式来探索构

建世界共同体的乌托邦。‛ 

 

的确，组织横跨两个社会的对话，不乏乌托邦

的色彩。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为将乌托邦转

变为现实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中欧嘉宾的演

讲中，我们可以看到差异的存在，但更多的是

多方面的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气候和环境的威

胁已经刻不容缓；一致认为应对这一威胁全人

类必须提出共同的解决方案；一致认为必须动

员全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民间社会力量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同时，双方也一致

认同必须反思人类发展模式的结论，这一反思

应该既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治理方式、

组织方式，也包括人与科技、人与自然乃至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本次论坛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反思发展模式，共建公民伦理‛。从大会伊始，与会嘉宾就毫不犹豫地呼吁人类

必须做出巨大改变。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提出了文明的转折： 

 

‚我认为，世界气候变化的讨论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

折点，应该是实践的转折点，也应该是理念的转折点，更应该是

行动机制的转折点。‛……‚在世界文明的转折点上，探索气候

变化行动与理念和体制的转折与调整，将具有重大意义。许多人

类的重大行动，往往始于一个简单理念的转变。如果我们的会议

能够产生出一定的有重大影响力的新理念，当然也会促成人类社

会行动的根本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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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表示： 

‚世界可能面对全方位的变革和发展模式转变创新

的阶段。这个阶段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变化。它可能

面临的是整个科技的革命 、产业的革命、管理的革

命、贸易的革命，它是一系列革命所引领的。‛ 

 

 

欧方发言人也都直抒胸臆： 

 

 

‚通过本次论坛，

我们将展示人类经历了数个世纪的破坏之后，生态关怀已成为未来世界

的奠基石。‛－欧洲联合创建者乔治·贝尔图安 (Georges Berthoin) 

 

 

 

‚我坚信我们正处在世界的转换之际；我们既

可以将此视作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我们更应该积极地将此当作一个机遇，

一个走向更为美好社会的机遇。在那个社会里，人类与地球将不再处于敌对状

态。‛－前法国环境部部长科琳·勒帕吉女士(Corinne Lepage)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发声，如果我们没有组织像今

天这样的社会论坛，如果像 NGO 组织这样的民间团体不组织起来发声，那么

就算是最高层做出的积极决议，也将是一纸空谈。‛－巴黎市政府分管国际

关系副市长巴里克·科鲁曼(Patrick Klugman) 

 

‚我们现在面临的共同困境是，我们必须做出改变，必须斩断过去，尽管过

去更加容易、更有吸引力。当美国发现页岩气的时候，人们仍然沿用同样的

方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因为又发现了新的能源储藏。我认为我们有的时候

表现得像瘾君子一样：我们需要能源，但我们不愿意正视，对我们所有人来

说，在地球上共存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对能源的使用。‛—欧盟环境总司司

长卡尔·法肯贝格(Karl Falkenberg) 

 

与会者深知实现上述目标的道路会是十分艰难的。如何才能使改变现状

的强大决心化为克服重重障碍的具体措施？中欧双方演讲嘉宾在开幕大会上就提出了他们的分析和反思。他

们均强调中欧双方应对气候失常必须携手行动的决心和一致探索具体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第一:共同点 

 
1) 双方一致认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和人类自身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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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生态思想是21世纪唯一具有颠覆性的理念。事实

上，当我们审视解决生态问题所需要改变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

和发展模式时，我们会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全球性变革只能以

民主的方式来开展。‛－纪龙德省生态议员、贝格莱市市长诺埃

勒·马麦尔(Noël Mamère) 

 

 

 ‚我们每年从地下开采的矿产

资源已接近1000亿吨。我们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我们想继续维持如今

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维持欧洲享受的生活水准，想在2050年让全球的90亿居

民过上同样水准的生活，我们至少需要两个半地球的自然资源。我们的生活

水准超过了我们的负担能力。我们共同消耗了资源，所以我们也应该能够共

同向后转。‛ － 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卡尔·法肯贝格 (Karl Falkenberg) 

 

 

 ‚全世界都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这会使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

条件受到影响，从长远看，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应对的办法，甚至可能危及人

类的生存本身。‛－ 前法国环境部部长科琳·勒帕吉女士 (Corinne Lepage) 

 

 

 ‚中欧社会双方必须互相适应，因为我们双方合作可以打造世界和平。‛前

欧盟驻世贸组织大使、中欧社会论坛协会主席保罗·张万亭（Paul Tran Van 

Thinh） 

 

2) 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反思全球发展模式 

 

 ‚为了能够在地球上继续良好地生活，我们必须停止对资源无度的索取，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生产

与生活方式等等的改变）。跳出‘生产－废弃’的传统线性思维，发展循环经济，这是欧洲做出的回应之

一。‛－ 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卡尔·法肯贝格 (Karl Falkenberg) 
 

 ‚必须停止为满足跨国公司获得开采资源的利润而降低环境标准的做法。‛ －纪龙德省生态议员、贝格

莱市市长诺埃勒·马麦尔 (Noël Mamère) 
 

 ‚我们应该探索的，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应对手段，更应该是新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前法国环

境部部长科琳·勒帕吉女士 (Corinne Lepage) 
 

 ‚气候变化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已是共识。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危害非常大，而且会对人

类的生存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也是一个共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气

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 

 

  ‚中国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有很多重大改变，但我们高能耗、高污染、高

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国际生态发展联盟执行理事

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欧社会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方主任黄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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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生态足迹对地球的压力仍然过重。这对欧洲而言是个不争的事实，对如今的中国来说，更是如

此。欧洲方面，我们制定了一套环保行动方案，试图在地球资源允许的范围内保持优良的生活品质。我

们希望能够在2050年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卡尔·法肯贝格 (Karl Falkenberg) 

 

3) 为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成功达成协议，民间社会责无旁贷，中欧对话不可或缺 

 

中欧社会论坛的特色之一，是搭建一个公共空间，促进中欧民间社会的交流以及与专家、企业、政治团

体间的对话。通过对气候变暖问题的讨论，以及随着中国 NGO 组织的成长壮大，中欧社会论坛吸纳了越来越

多的新血液。本次论坛合办方阿拉善 SEE 基金会的加入、以及阿拉善 SEE 基金会前会长、万科集团董事会主

席王石的讲话，都极好地展现了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演变。 

 ‚我想强调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应该形成五位一体的社会行动框架。五

位一体，即政府、NGO、公众、媒体和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 

 

 ‚我们需要多元善治的模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

低碳发展，它不是一个政府的事情，不是政府一家就能做

到的，它牵涉到很多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中国在以前主

要靠政府、靠行政力量来完成，包括十二五的节能减排计

划，都是政府主导的。可是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发展，多

元善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政府应该有它的责任，并

且拥有非常主要的责任，但我们作为企业， 作为NGO组

织，作为个人，我们都应该有我们的责任。‛－中山大学地

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

会理事长周永章 

 

 ‚环境问题不再是一个仅限于专家的问题。在巴黎达成一个全球的有约束力的协议是可行的，只要非政

府行动者（NGO、企业和地区政府）能像本次论坛一样发出声音，而不是国家政府独自决策。‛－巴里

克·科鲁曼(Patrick Klugman) 

 

 ‚对气候问题的协商讨论不应该像外交问题一样，只由外交部门经手。本次第四届中欧论坛力求协同中

欧双方社会各个阶层代表，共同参与气候问题的对话。‛－ 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

主席皮埃尔·卡蓝默(Pierre Calame)  

 

 ‚即使在最不相信气候变化的国家，我们也应该向全球民间社会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气候问题是全球

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次论坛为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奠定了良好基础。‛－ 前法国环境部部长

科琳·勒帕吉女士 (Corinne Lepage) 

 

 ‚中国非常重视双边关系，譬如中法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

协议。而像今天这样的大会，非常有利于中欧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寻求解

决方案。‛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蒋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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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中欧社会论坛是中欧公民社会的独特贡献，浮现出明日世界的轮廓。‛ －欧洲联合创建者乔

治·贝尔图安 (Georges Berthoin) 

 

 ‚如果我们的会议能够产出有一定重大影响力的新理念，当然也会促成人类社会行动的根本调整。希望

就是现在，希望就是你们！‛－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第二：差异 

同时，在某些问题的讨论上，双方还存在着分歧：比如中欧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所应扮演的角

色、社会政治问题、2015气候峰会将达成的协议等等此类问题。 

 

1) 在应对气候问题上中欧的角色及双方的互动 

 

欧方发言人坚信，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阵营中，中国的重要性

在持续增强，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战略地位不容小觑。同时，他们也

指出欧洲自身的不足：‚欧洲在地球上留下的生态足迹仍然处于超载

状态‛ (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卡尔·法肯贝格),‚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

对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欠下了生态债务‛ (纪龙德省生态议员、贝格莱

市市长诺埃勒·马麦尔)。 

巴黎市副市长巴里克·科鲁曼如是总结了当前的局面：‚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COP21）会上，中国具有战

略性地位：如果中方愿意签署协议，那么巴黎峰会就将取得成功；如果中方不愿意，那么峰会就将是一个失败。‛ 

对欧洲联合创建者乔治·贝尔图安(Georges Berthoin)来说, 中欧双方的关系和各自扮演的角色是应对当前全

球问题的根本因素。  

‚我们各自能否处理好同老牌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将在人类应对新时代的各类挑战中发挥核心作用。而能

否处理好这种关系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的联系。我们的责任非常明确，

因为解决的办法是我们的能力所及的。” 

从中方的角度，中方发言人一致强调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先行地位及其领跑者的作用，而没有强调

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李俊峰强调了中欧双方合作的重要性，这种合作包括广义的以及具体的在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里的合作。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则谈到了

中欧双方的互补：‚中国和欧洲需要共同携手，共创这种模式，共同推进这种结

构性的转型，来发挥我们各自在各方面的领导地位，来面对未来……在政府层

面、经济层面、管理层面、社会层面，大家来共同推进模式的转型。只有通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只有中欧互补，我们才能寻求共识。‛ 
 

 

 ‚中国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并把环境保护摆在首位。中国从80年

代开始转变，但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遏止。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还很长。‛ － 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政治参赞蒋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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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结这20年气候谈判失败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应该向欧盟学习。欧盟是一个有28个成员国的联

合体。他们可以坐下来商量，因为这里没有国家主席，没有总统，因为他们的‚总统‛其实没有多少

权力，28个成员国坐下来一起商量，能够达成一致的行动。联合国谈判也需要这么一个东西。‛－中国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 
 

2) 巴黎气候峰会期间能否达成协议？  

 

细观会议发言，双方嘉宾对巴黎峰会能否达成协议均持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 

 ‚在过去，我们都希望有一些人来指挥另一些人，在这种

情况下就很难达成协议。所以这次在巴黎，大家想出一个新办法，

叫做‚自主贡献‛，欧盟已经提出他们的自主贡献，到2030年他们

的碳排放将下降40％，可持续能源提高到26％等等。‛ －中国国家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李俊峰 

 

 ‚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走得更远、更快。但我有一

个担忧，那就是，巴黎气候峰会极有可能比哥本哈根会议来得成

功，但这个成功可能已为时过晚、并缺乏雄心。我们都知道，我

们越是观望不前，我们转型的代价就越大。考虑到我们向大气排放的气体，还有我们在城市、在乡村四

处带来的污染：水资源的污染、土地的污染、生态多样性的减少等所有加快环境恶化的因素，再加上地

球资源的极其有限，我们想要掉转方向所要付出的代价只会越来越大。‛ —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卡尔·法

肯贝格 (Karl Falkenberg) 
 

 

3)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中欧双方的核心问题。但由于双方社会的政治背景不同，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  

‚隐藏在气候变化背后的，是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如今气候难民数量比因其他冲突产生的难民多出三倍。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国家的经济水平如何，遭受社会不公待遇的受害者，往往在环境问题中也是首当

其冲。气候变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环境问题也拷问着政治系统，拷问着政治、金融系统之间的关

系，甚至包括建立在贪污腐败上的关系。‛ －纪龙德省生态议员、贝格莱市市长诺埃勒·马麦尔 (Noël 

Mamère) 

 

‚关于气候变化的理念传播是十分重要的，但需要减弱这一理念的政治化而使其更为社会化，应该使气候变化

的有关知识成为一种大众常识而不仅仅是国家之家的谈判与交易。‛－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前民政部社会福

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我们不仅要关注政府层面，还有关注社会层面。社会层面还分为企业、农村，在这几年国际生态发展联盟的过

程中，我们特别关注中国最贫困乡村的发展，因为我认为

气候变化的议题不仅仅涉及经济层面、环境层面，还涉及

社会公平的层面，所以我们很注重农村的公平发展。‛  －

国际生态发展联盟执行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

授、中欧社会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方主任黄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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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会议 

 
 

A) 中欧城市与专家圆桌会议: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城市转型 
 

开幕大会结束之后，与会嘉宾们分赴三个圆桌主题对话分会场(中欧城市与专家对话专场、中欧 NGO 对话专

场和中欧低碳企业对话专场)。 

中欧城市与专家圆桌会议于巴黎四

区市政府大厅举行，分别由亚洲新闻协会

秘书长王亚伦、《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

副主任王雅娟女士、法国国际贸易观察月

刊 记 者 奥 迪 尔 · 科 尔 奈 女 士 (Odile 

Cornet)以及上海同济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陈晋担任主持。该圆桌会议聚集了来自各

方的 100 余位中欧嘉宾，共同讨论和分享

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圆桌会议围绕两个议题展开。议题一：气候、可持续城市及社群关系；议题二：适应气候变化，如何协调

地方政府、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行动？ 

 

可持续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 
 

圆桌会议伊始，欧盟地区委员会前秘书长格哈德·斯塔

尔(Gerhard Stahl)在开场演讲中强调了在日益互赖的世界背

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处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中，同时我们

也处在一个全球化互联的世界，在世界这一端发生的变化会

直接对另一端产生影响。我们彼此认同的一个原则就是：一

个开放的世界是应对很多问题的最好方式，包括失业、贫穷、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改变我们的经

济模式，而是继续这种密集开采资源的方式，我们只会走向

灾难。 如果中国的下一步城镇化发展将使 2 亿农村人口向城

市迁移，如果伴随这一发展的是高能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美式发展模式，那么我认为这对中国和对世界其他国家都

会带来负面影响。‛ 

 

应对气候异常，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里昂市政府九区市长于贝尔·朱利安-拉费里埃(Hubert 

Julien-Laferrière)在他的讲话中指出：‚城市应当对气候变暖

负责，因为城市消耗了 75%的能源产量，且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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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总量的 85%。城市是新生社会问题之源：伴随大气污染而来的是人类健康问题、资源稀缺问题、环境问题、

城市增长失衡问题以及与城市连片发展现象相联系的空间间隔问题。‛ 

 

 从中方角度出发，北京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

资深合伙人、广州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理事长颜俊表示，

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发展，中国正面临着环境的威

胁：‚中国的城市化是史无前例的，在全世界找不到第

二个这样的城市化过程，在短短 35 年时间里，实现了

数亿人口的大规模城市化。中国城市化前 30 年走了一

个非常快速的粗放式、传统的城市化路径，带来了非常

多的问题。众所周知，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前十大城市，

有七个在中国。中国城市化带来的气候变化、低碳问题，

都与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何转换我们的经济模式，使其走向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一主题，法国全国地区行政事务中心（CNFPT）可

持续发展部主任阿里·博达禾 (Ari Brodach)强调‚调节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要反思生产

系统和循环经济的组织机制，充分考虑地方的应变能力、对气候异常带来后果的承担能力、环境污染的峰值、气

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慢性威胁、从现有经济向共享经济的演变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联合所有利益相关方‛。 

 

 巴黎市政府气候与能源部负责人雅恩·弗朗索瓦(Yann Françoise)指出：‚巴黎市政府已制定明确目标，从现

在到 2020 年，逐步减少柴油汽车在巴黎的使用。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市政车辆禁止使用柴油驱动，

一律采用汽油、电动或混合动力车辆。‛ 

 

 长白山管委会副秘书长岩一兵认为： ‚长白山管委会成立之后，首先是保护这块圣洁的土地。我们有一个口

号‘一切为了保护’，所有的开发都是为了保护的开发，让有限的开发促进更有效的保护。‛ 

 

 里昂市九区政府市长于贝尔·朱利安-拉费里埃(Hubert Julien-Laferrière)表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分别

是：经济支柱、社会支柱和环境支柱。这三大支柱构成了牵引我们城市公共发展政策的天然红线。‛ 
 

 

通过城市化来应对气候问题，城市规划则尤

为重要。中欧双方就此达成了一致。于贝尔·朱利

安-拉费里埃 (Hubert Julien-Laferrière)明确表示：

‚我们的城市规划政策和治理必须伴随城市人口扩

张的节奏。这对所有城市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尽

管规模不尽相同，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情况

是一样的。过去，人们总认为技术的进步必然伴随

人类的进步。但如今我们意识到，城市所面临的挑

战告诫我们城市的发展不能违反人的发展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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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地区委员会前秘书长格哈德·斯塔尔(Gerhard Stahl) 认为，‚如果缺乏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城市交通、固废处理、严谨的城市规划或节能减排计划，那么总体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象枢则

指出：‚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局部的小康，但

在生态脆弱区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地质

灾害或沙漠化问题，这都是需要我们致力解

决的。‛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地

方、国家及国际社会各方必须通力合作。针

对这一点，法国生态部全国气候变化观察中

心秘书长尼古拉·贝赫尤(Nicolas Bériot)强调

‚必须构建不同层级的国际网络，包括城市

网络和地区网络，从而快速传递技术、科学、

气候适应方面的知识以及相关经验的反馈。必须拟定研究方案，扶持所有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总而言之，世界范

围内的协同一致意味着，必须成立并注资一个世界基金，以帮助那些落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潘海啸表示：‚我们的发展消耗了比较多的资源，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可持

续的绿色发展模式是值得探讨的。‛ 

 

 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2008-2013)负责人雅克·盛马克(Jacques Saint-Marc)针对中法交通和可持续

发展领域的合作方式谈到：‚这种方式是建立在信任和经验、以及对文化、工作方式和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方

案相互了解的基础之上。‛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项目(FPH)总监于连 沃斯奈(Julien 

Woessner) 提出 : ‚我们需要鼓励不同背景下具有相

似性的创新行动的联手合作，鼓励区域性的互补性行动

的联合，以推动欧洲同其他具有不同经验的国家和地区

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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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欧民间组织圆桌会议: 中欧民间组织各自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扮演的角色  
 

 

来自中欧双方的民间组织代表于巴黎十三区市政府，召开了主题为中欧民间组织各自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扮演

角色的圆桌会议。第一个议题由国际邮报记者郭妮女士(Agnès Gaudu) 和成都河研会行政主管李明玖共同主持，

围绕着‚应对气候变化与民间社会、企业和政府互动‛的主题展开。第二个议题由《89 街道》新闻网站创始人韩

石(Pierre Haski)和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主任白韫雯女士共同主持，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中欧民间社

会应如何合作？‛  

 

处在气候变化对话中心的民间组织 
 

首先，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民间组织无论是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还是面对公众和地方政府，都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社区保护项目协

调员伊西卓玛女士表明：‚我们的组织主旨是推进

政府参与项目，与社区、NGO一起参与环境保护。

我们的领导曾经说过：‘你要看种子和土壤，你

有这个保护意愿、保护目标的时候，把它作为一

个种子，你要看把它撒在什么样的土壤里

面’。‛ 

 

 法国4D协会执行主任瓦伊霞·图乌伊夏女

士(VaiaTuuhia)表示：‚社会各方都应该为变革做

出贡献。这并不意味着责任相同：我们的责任各

不相同，但必须一致行动。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

各个相关方的衔接点，明白各行动方的不同责

任。‛  

 
 

在与政府对话方面，中欧双方的情况不尽相同：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女士提到了她所在的NGO组织在进行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具体涉及如何协

调当地政府、农民及环境保护者之间的利益而遇到的难题。 
 

欧洲公民组织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欧方嘉宾指出欧洲公民组织与政府的对话更为制度化。 
 

 法国自然环境协会(FNE)主席德内·洛斯蒂斯(Denez l’Hostis)在谈到NGO与法国政府对话时提到：‚如今我

们必须使体制化的讨论现代化，而不能局限于各成员间的一次简单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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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绿十字会与国土治理总监尼古拉·恩贝尔(Nicolas Imbert) 相信‚通过加大推动力量，找到更具操

作性的地方共同建设方式是可能的。‛ 

 

 法国4D协会执行主席瓦伊霞·图乌伊夏女士(VaiaTuuhia) 指出: ‚各相关方应该协作讨论共同责任的理

念。‛  

 

 

公众舆论与社会组织的声音 
 

 

中欧公民组织在公众舆论中话语分量的不同，也是本次圆桌会议的讨论中心之一。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生态联盟中国区执行主席罗洪波女士表明：‚和欧洲的NGO相比，中

国NGO的社会声音、民众参与和公平意识都比较薄弱。因此我认为加强中欧NGO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在欧洲NGO组织的声音更容易被公众听到，欧方的代表则表示，对欧洲公民组织而言，要做到这一

点也还是具有挑战。法国自然环境协会(FNE)主席德内·洛斯蒂斯强调：‚非政府组织应该更多地展现自

身的专业能力，虽然这在面对政府或企业时并不容易。NGO的专业能力应该尽可能地体现在决策程序的初

期，而不是等到这些决策进入尾声、进行公众讨论环节才加入。‛ 

 

 

中欧非政府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有何使命？ 

 

中欧双方代表就双方应当扮演的角色意见一致：  

 

1》 动员全体社会参与。法国4D协会执行主席瓦伊霞·图乌伊夏女士表示：‚这是4D协会在气候变化大会上

的立场。我们与大众教育系统通力合作，透过学校和市政活动的组织者尽可能广泛地向大众延伸，尝

试勾勒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让他们了解自己在这其中的作用。‛ 

 

2》 寻求法律解决方案。《绿满江淮》环境法律和政策项目主管马倩儒女士解释，他们向环境项目的所有相

关方（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例如，他们帮助被污染的村庄了解污染的严重性，使

村民懂得用必要的法律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法国自然环境协会主席德内·洛斯蒂斯表示其组织在

环境法律方面所作的努力。法国自然环境协会是在法国提出法律诉讼最多的公民组织，几乎每两天就

提出一起环境诉讼。 

 

3》援助最为脆弱和最易受环境污染影响的民众 

 

- 法国自然环境协会主席德内·洛斯蒂斯认为，‚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一样，应该在环境问题的讨论中

得到充分重视。‛ 

 

- 致力于河流保护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女士强调：‚我们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然问

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到上游下游以及沿线企业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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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绿十字会与国土治理总监尼古拉·恩贝尔强调了‚弹性和脆弱性‛问题的重要。  

 

4》 提升环境意识和加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 小科学家（Petits Débrouillards）协会的姬莲·希尔索女士(Ghislaine Hierso)就非政府组织的作

用表示：‚保持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经常说的，‘影响力’是一种义务。我们为在校的青年学

生提供教育方法，通过课余时间的辅导、构建网络平台、组织讨论或为青少年提供调解服务。‛ 
 

- 绿满江淮环境法律和政策项目主管马倩儒女士回顾了绿满江淮与大学的合作，尤其是搭建教学平台来

引进和共享国外的教学方法。 

 

 

中欧非政府组织应该如何合作？ 

双方嘉宾针对中欧民间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方式进行了讨论：  
 

 法国自然环境协会主席德内·洛斯蒂斯表示，在环境问题面前，‚中国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解决办法。

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整个世界都不会采取行动。如果中国明确表态，我们就可以从欧洲内部促进发展

模式转型。‛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项目总监尼古拉·克罗斯 (Nicolas Krausz) 表示: ‚我们基金会鼓励‘跨地方性’

联系。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全球化的角度把各方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同中国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中欧社会

论坛的活动宗旨。‛ 

 

来自《小科学家》组织的姬莲·希尔索女士谈到4D协会的‚生活方式‛项目：‚4D协会执行主席瓦伊

霞·图乌伊夏女士曾赴中国了解中国家庭，研究他们想像中的2050年生活、居住、沟通方式以及生活方

式的转变问题。‛ 

 

中欧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已有先例，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项目总监尼古拉·克罗斯提到‚中国－欧洲－

拉丁美洲‛的三方对话。三方对话是由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和中欧社会论坛联合发起的。尼古拉·克罗斯

表示国际民间社会交流的意义就在于使不同的相关方的理念 (自然、环境法等等)得以及时更新。 

 

中欧双方协会之间的合作项目有所发展。讨论中提到了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发起建立的中法数字交流

平台。 

 

中欧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另一个挑战则是双方的沟通。一些欧方嘉宾提出了他们对中国社交网络缺乏

了解，以及对中国同行无法与他们使用相同平台来共享资源的困难。 

 

与会的欧方非政府组织代表表示，不能接受部分中方代表所持关于核能也可应对气候变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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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欧低碳企业圆桌会议: 企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主题为《企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场圆桌会议在巴黎三区市政府举行，亚洲新闻协会主席、记者阿尔

诺·若迪埃 (Arnaud Rodier) 主持第一场讨论： ‚如何同时兼顾企业盈利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目标？‛第二场

关于‚社会责任投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由瑞士时代日报(Le Temps)驻巴黎记者理查德·沃尔利 

(Richard Werly)主持。 

        与会的企业代表 (大型企业及中小型企业) 涵盖了建设领域、建筑能源工程、投资、咨询公司、多媒体

集团、测评企业社会责任的软件公司、钢丝铸造和医药企业。 

代表们一致表示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着关键作用，是改变人类发展模式不可或缺的力量，也应该在国

际谈判中起到积极作用。 

前法国发展部长、世界资源研究所(WRI)高级顾问帕斯卡尔·康梵(Pascal Canfin)为中欧低碳企业圆桌会议

作了开场致辞，他重申了中法双方的共同责任，并呼吁在巴黎气候峰会（COP21）上能够达成共同解决方案。 

法国保护环境企业协会代表克莱尔·都德努女士(Claire Tutenuit)强调企业和企业协会必须‚向政府表明他

们对 2015年气候协议的期许‛。 

赛诺菲·巴斯特药业集团(Sanofi-Pasteur)亚洲区工程项目负责人尼古拉·罗格朗(Nicolas Legrand)援引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的话，称气候变化问题是‚21 世纪的决定性问题‛。  

 

企业盈利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够兼容的两大挑战 

对企业至关重要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不影响企业盈利。广东穗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剑

锋表示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节约能源已刻不容缓：‚我们作为一个建筑企业，尤其是承建商，在市场竞争的情

况下要实现企业盈利和气候变化的目标，还是有难度的。我们企业目前能够做到的是：首先在节水、节电和材料

损耗等等方面做出努力。在节水方面，我们做到尽量少用自来水，采用雨水收集，并利用收集雨水来降温、降

尘。‛ 

事实上，对于企业而言，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发展和机遇‛。从中欧双方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很多企业

都已经准备好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投资。从讨论中形成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共识：如今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企业盈利

和应对气候变化是可以兼顾的。 

 SWITCH-Asia项目网络组长乌韦·韦伯（Uwe Weber）博士强调要加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他介绍了

SWITCH-Asia在中国实施的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如何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实现高效节能、降低能耗，

从而获得更多的经营效益。乌韦·韦伯同时还发布了SWITCH-Asia二期项目框架下的新征集倡仪，为中欧

之间合作提供了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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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邮政集团总裁、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帕特里克·韦德罗彻(Patrick Widloecher)表示，法国邮政集团‚越

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内在的社会问题‛，‚但伴随着这些影响也带来了商机。这就是

邮政集团投身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原因。‛  

 中国阿拉善 SEE 基金会体现了中方大型和中小型企业对环境保护的参与。该生态协会目前总共有 370 家

不同行业的会员企业，涵盖了建造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包括投资基金、律师事务所)。阿拉

善 SEE 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利民在发言中表示：‚过去的 10 年，我们会员不仅拿出钱致力环保，我们

已经投入两亿人民币用于环保。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组织和企业家们拿出时间奉献于环保。据不完全统

计，过去 10 年企业家贡献于环保的时间超过 10 万个小时，今年我们已经突破了每年 2 万个小时，这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不仅如此，我们在贡献时间金钱的同时，企业家看到了唯有改变自己的行为，自己的

生产方式，可能这才是我们这个组织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法国保护环境企业协会代表克莱尔·都德努女士针对低碳经济谈到了法国企业的责任：‚保护环境企业

协会的企业成员们认为，发展全球低碳经济的同时不妨碍经济增长，是有办法实现的。‛她同时强调，

保护环境企业协会汇集了来自各行业的法国大型企业。这些企业‚一致认为环境问题也可以带来发展和

机遇‛。在克莱尔·都德努女士看来，这些企业扮演着‚促进温室气体减排解决方案创新‛的角色。 

 法国邮政集团总裁、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帕特里克·韦德罗彻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对企业而言不是一笔

花费，而是一项投资。它能使我们降低成本、获得新的收入来源，推进我们革新、预估风险，成为我们

的竞争优势。‛ 

 

在企业内部推行具体措施，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落到实处 

与会嘉宾相互探讨了可推行的绿色投资模式。创新和适应是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应扮演的核心角色。

部分嘉宾介绍了在他们企业内部推行的具体可持续方案。 

 来自重工业的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总经理俞英志是唯一一位提到建立碳税必要性的与会嘉宾：‚应通过法

律的形式制定能耗和污染排放标准，以遏制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复投资，同时增加土地使用税及房产税甚至

于碳税，以减少部分投资者的圈地行为。‛他还具体说明了利用碳税所得收入进行绿色投资和实施重工业污

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重要性。 

 帕特里克·韦德罗彻所在的法国邮政集团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购买了电动汽车运送邮件。邮政集团还

对外出售关于环保驾驶的培训。他还同时谈到了邮政集团对低碳事业的经费补助(建立行业低碳基金)。 

 巴黎市发展总署(Paris Development) 总监卡琳娜·比达尔女士(Karine Bidart)介绍了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巴黎

市已经实现的几个项目，例如巴黎的制冷系统，也是欧洲第一的制冷系统，以及 Clichy-Batignolles 等生态

小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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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万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惟靖女士介绍了该公司在广东省佛山南海的狮山镇有一个 2000 多亩土地的新

区开放项目，其中 600 亩用作建造人工湖、400 亩用作建公园。当地的环境质量因此得以改善。曾女士同时

谈到了她受到欧洲小镇启发之后萌生出的建造中国生态小镇的梦想：‚中国过去的飞速发展都主要着力于城

市发展，而乡村的发展不够、乡村的建设不够。我希望在中国建设适合中国民情、文化的东方生态小镇。‛ 

 Alterea 环境事务所的环境工程项目总监苏菲·拉皮埃尔女士(Sophie Lapierre)介绍了该公司在中国的首个

项目：与埃顿服务公司 (Aden Services)建立的合资公司，为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提供照明系统升级和节

能改造服务。换代升级后的新照明系统有效节约了该校 32%的能耗。 

 赛诺菲·巴斯特药业集团(Sanofi-Pasteur)亚洲区工程项目负责人尼古拉·罗格朗通过在中国和墨西哥的疫

苗生产工厂建造项目介绍了该集团在降低碳排放方面采取的举措。赛诺菲·巴斯特集团的大部分疫苗生产工

厂都建在欧洲和美国，而在中国和墨西哥的项目则是为了减少交通运输和贴近消费者。 

 企业社会责任评估软件公司 Verteego 的创始人、总经理范吉米表示：‚80 年代企业建立了财政管理评估体

系，90 年代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 毫无疑问，企业也应该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估体系。‛温室气

体排放的管理，涉及到能源、固体废弃物、水资源、交通这些涵盖在内的因素。范吉米同时介绍了该公司推

行的‚云数据‛解决方案，用于控制企业的环境影响。 

 

通力协作回应挑战、应对当务之急 

为了应对当前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企业之间必须共享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并落到实处。这也是法国保护

环境企业协会和中国阿拉善 SEE基金双方的会员企业正在努力的。 

来自中国第一家从事企业可持续发展和透明化的咨询公司商道纵横项目经理费晓静女士提到：‚中

国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包括这些国外先进的企业、国内的政府、

NGO 组织，都应该帮助企业把这种意识落实到行动。‛ 

企业社会责任评估软件公司 Verteego 的范吉米还进一步提出建议：‚中法应该通力合作，在法国

或者中国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巴黎发展总署总监卡琳娜·比达尔女士介绍了名为‚再造巴黎‛的招商项目，旨在促进首都的经济

发展。面向全球企业，巴黎发展总署广泛支持创新科技的发展(包括创新材料的使用，新的融资模式和高

新技术的发展)，并鼓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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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组 

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回顾可持续发展涉及到的重

要主题。我们希望通过小组讨论，促使中欧双方针对 12个主题共

同寻找解决对策。中欧社会论坛 2014 年 12 月 2 日到 5 日在巴黎、

日内瓦、布鲁塞尔、里昂及其它法国城市共同举办的气候变化会

议，以小组讨论为主体，丰富与修订了《共识文本》。300名来自

中欧各行业的参会者，参与了对话讨论，不仅提出了问题，也提

出了建议。 

1、 可持续城市: 可持续城市发展模式有哪些？（布鲁塞尔）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欧

洲是该领域的先行者，积累了很多经验，如英格兰、瑞典和德国的生态城

市和生态住宅建设。中国也启动了一些试点项目。但要确保项目的顺利实

施和成功，我们还需要加强对话和分享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平台建设。 

欧洲和中国都应当在各自地区使用现有技术方面鼓励并加强地方能力

的建设。为加速地方能力建设，政府应通过金融保险的手段，将民间社会

和私营部门整合到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从而消化公共开支的负面影响。 

（1） 对决策者/城市规划者的建议： 

 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各个部门关键绩效的成果; 

 确保管辖区和决策者任期的长期规划; 

 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融合应对气候变化的设计; 

 鼓励基于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环境的循环经济; 

 地方利益相关者和当地的条件是城市发展战略的动力; 

 加强和保护文化遗产并传承后代； 

 社会凝聚力是适应能力的关键，它基于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 

 

（2） 对商界的建议： 

 我们应当考虑就业问题,因为建设一座城市需要足够的就业机会； 

 我们可着眼于公私合作模式，并考虑如何在欧亚间实现公私合作； 

 我们应当关注行业标准和规模经济，这些都是企业必须深入挖掘的； 

 我们需要企业部门的更多参与； 

 我们应该重视市场的作用。 



 

 
 
 

20 
 

(3)  对民间社会的建议 

 全球地方化概念：我们如何使全球技术适应于地方实际能力？我们如何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纳入进来？ 

 我们如何创建多模式空间和多功能住房？ 

 为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们应该当一个好市民； 

 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同时考虑到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我们应接受并尊重这些差异。 

 

2、 可持续住房（里尔） 

住房及其在城区改造中的角色是能源转型的核心。在欧洲，尤其在法国，不少社会团体致力于通过修复城市

的历史建筑或建造高能效住房来实现节能的目标。 

 我们需要进一步并持续探索住宅区能源自给的房屋设计

和建设，同时反思城市的流动性，以推进能源转型，加强应对

气候变化的能力。 

 我们需要加强中欧经验的交流。 

社会关系问题是根本性的。在中国和欧洲，人口老年化在

住房发展和城区改造中是重要的环节。 

我们的共同挑战是如何让人们尽可能长久地居住在自己的

社区和房屋里。在欧洲国家，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老年人集中安置在专门的老年公寓小区。中国则与法国和欧洲

不同，老年人一般由家庭赡养。 

 

3、 循环经济、绿色技术和能源转型（里昂） 

循环经济为中国和欧洲提供了共同反思的空间。其目标是推动一场重要的转型，让我们的行为重新适应环境

保护。这包括多元的、系统性的思考和行动, 以及开展一些具有补救意义和积极作用的工作。这种方法为技术创

新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福祉与相互协作。 

建议： 

 我们需要拥有一个系统和多元的方法，用以评估能源、

原料、废物、水资源、空气、文化与教育等议题。此外，

我们还需要善于创新，分享良好实践与经验回报； 

 具体涉及资源与废物的管理： 

o 市政/建筑/工业的固体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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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废水 

o 排放物（有毒物质与颗粒物）及其对健康、经济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o 废物利用，使其进入资源流程管理 

o 能源 

 通过实际项目，推进本地行动和国际经验分享； 

 政府或公共部门对非盈利或低盈利的废物管理业务给予支持； 

 我们需要在地方层面建立一个空气质量监管的信息分享平台，支持可比数据的收集与成果交流； 

 开发包含农业、工业、交通、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的重要教学资料； 

 对总裁、高管、经理进行经济前景概述的专门培训（包括基于协作数据和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成本效益分

析）； 

 增强循环经济的公共意识； 

 促进绿色创新的发展，包括循环经济议题的各个层面及其文化现象； 

 关注旅游业中的相关活动，促进低碳足迹的旅游解决方案； 

 促进电力市场改革，认同价值、价格与成本无需一致。为推进可持续创新技术的发展，改变化石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管理条例和征税条款，大家要为各自行为的下游影响买单，此外，尤为重要的是降低化石

能源的使用，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组建当地多伙伴合作组织，以促进循环经济在当地的实施。 

 

4、碳管理与碳交易（马赛） 

碳管理：建设低碳社会，需要大家都遵循低碳与可持续消费的生活模式。这意味着个人、企业、公共机构都

应遵循低碳战略（运输、能源等）。 

更好地利用能源和先进科技是我们能否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中国和欧洲参会者都很重视低碳技术。然而，

实施低碳技术需要考虑不同的能源和经济结构，以及工业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和机构的不同作用。 

我们承认，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制度环境。欧洲应多关注由于碳排放限制可能导致的竞争风险。中

国则应当鼓励更稳定、更自由的制度环境。 

在能源方面，中国和欧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高排放与高污染并存。欧洲联

盟正在应对由于能源生产所带来的碳排放。中欧都面临能源的共同挑战，这要求我们实现能源资源的多样化，尤

其是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我们认为，在碳减排技术与管理能力建设方面，中欧处在机遇期。 

我们强调为企业和社会行动提供长期指导的重要性。此外，我们支持地方政府更多地参与进来，使他们更好

地了解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在地方层面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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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社会责任与节能减排（巴黎）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的做法主要针对环境问题。欧洲的做法则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三个支柱，即：

环境、社会、经济。 

建议： 

 企业需要在他们的业务中建立减排评估机制并实施碳减排项目； 

 为维护自身利益，企业应当积极投入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制定； 

 奖惩机制亦可鼓励企业实行碳排放配额。在自然资源与废物处理方面，奖惩机制也可起到重要作用； 

 好的环保实践可增强企业的生产力，提高竞争力，提升企业形象。相反，若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企业

的整体业务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5 个目标： 

 对企业主、员工和所有利益相关方来说，培训与意识是先决条件，尤其在政治权利承诺方面，公民具有

关键的角色作用； 

 增加企业之间最佳实践的交流； 

 制定衡量工具，以鉴定企业业务对环境的影响。需要建立测量数据和程序，以改进工业和农业生产进程，

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在媒体上的宣传； 

 与所有利益相关方一起行动，在 NGO、企业和公共机构之间建立链接机制； 

 为中小企业提供人力、财力和技术支持，使之参与到可持续和负责任经济的集体转型中。 

 

6、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巴黎） 

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是环境恶化（包括气候变化）的首要原

因。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提供了基于实现从不可持续向可持续消费

与生产转型之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由于全球经济价值链，中欧经济更加紧密相连，彼此需要共同寻找

实现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的解决方案。由于中欧发展阶段的不同，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的解决方案也必须适应两大洲的不同情况。绿色供应链管理

是目前欧洲和中国在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方面的主要合作领域。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已实施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因此，现

在的重点是从食品、住房和流动性方面减少不可持续消费模式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这不仅涉及提高市场产

品的环保性，而且要减少过度消费，以确保在地球承受能力之内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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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认为相对于当前发展与生产的实际水平，

人类不应该从事过度和不可持续的消费。中国像许多发展中

国家一样，首先关注足够的商品生产，以减少贫困并满足国

民所需，其次才是考虑其他。中国正面临在许多部门行业实

施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的双重挑战，同时，新兴的城市消费

阶层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 

建议: 

 分享减少商品与服务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影响的经验； 

 专注当地政府和产业之间的自愿协议和中小企业绿色融资解决方案，这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手段是至关重

要的； 

 协调评估工具，比如用生命周期评估（LCA）来衡量商品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 

 鼓励并加强中小企业、跨国公司和消费者之间的供应商合作链； 

 发展绿色供应链并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环境绩效； 

 不仅要减少碳足迹，还要减少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向消费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标签，有助于他们做出可持续消费的选择。 

 
 

7、低碳意识、教育、传播与公民个体行为（巴黎） 

低碳意识是将非理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关键。低碳意识在传播信息和知识中十分重要。

由于不同的历史路径和生活水平，中欧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在加强决策意识

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 

对气候问题的教育和传播需要进行民意调查和研究，包括在学校、行政机构和企业中设立项目。这将有助于

充实我们的计划，并以在学校里传递负责任行为的准则开始。我们还应当组织一些低碳活动，让市民亲历其中。 

 负责任行为的准则不应只是丰富学校的教育计划，而且应该结合气候变化概念和其他类似问题的评估； 

 为唤醒公众意识，我们需要组织一些活动，让公民能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低碳行为； 

 新媒体可以开启互动，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交流模式。他们是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的新型治理模式

的利益相关方； 

 中欧双方都需要组织象征性的大型活动。 

 

8、青年就业和能源转型(鲁昂) 

为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青年就业应处在中欧能源转型的核心。当今青年人居于何种位置？他们在企业能源

转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哪些职业培训策略有益于可持续发展？青年人该如何融入绿色经济？如何参与创造可持

续就业资源？ 

 为推进环保技术、能源产业、生态建筑和电动汽车等技术发展, 建立城镇生态系统是十分必要的。为使

青年更好地加入到生态系统的建设中，我们必须持续在商业、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搭建桥梁，以传播创

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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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企业、高等教育和研究之间的动态合作经验是非常必要的； 

 在城镇发展项目上，我们应在公民协商的方式方面共同合作。与中国相比，欧洲所具备的协商机制非常

系统化，在城市建设方面公民协商的‚共同生产‛模式也十分规范。 

 

9、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巴黎） 

青年人总是走在公民行动的最前沿，也代表着应对气候变化的

未来。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更好地鼓励青年人参与应对气

候变化。首先，公共部门应该鼓励传统媒体和社会网络提高对

年轻人的宣传，以期建立‚环保伦理‛。为改变年轻人的想法，

媒体还应该提供一种类似‚气候记者‛的参与式体验计划，帮

助年轻人进行观察和实地调查，并为气候谈判做出贡献。此外，

正如联合国青年项目的代表所说，让青年人参与政策制定也是

非常重要的。 

建议： 

 寻找新的策略，鼓励青年人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分享和传递各青年组织之间的知识、‚工具箱‛以及其他培训资料； 

 鼓励面向气候变化的社会项目（例如，欧洲组织的青年企业家参与应对气候问题）； 

 组织共同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状况（例如模拟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 

 通过社会网络快速且有效地分享共同活动和良好的实践经验； 

 与大学合作组织环保内容的学生项目，作为一种竞赛活动，由公共资金为获奖者颁奖。 

 

10、法律、环境与气候变化（巴黎）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构建一个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准则。我

们迫切需要给予气候问题国际法的特殊地位，但不被视为一个法定目标。

当今通行的准则保障了自由贸易和投资，却忽视了一些基本价值，包括

环境问题。 

建议： 

 制定一项国际气候法或建立国际气候法庭，这应是国际议题的核心； 

 调整国际法秩序，建立以自主精神为核心、不依赖国家间单边或多变协约的新型责任制； 

 创建应对气候变化基金，为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转让提供资金支持； 

 将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相结合，前提是明确当局在环境规划管理方面所负有的责任； 

 保护环境的一大潜在价值就是确保地球的完整性。传统的国际法应当将环境犯罪纳入刑法之中； 

 将气候变暖控制在 2摄氏度之内写进宪法，并限制本世纪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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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能源转型的融资机制（巴黎） 

能源转型是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关键，那么如何为能源转型进行融资？如何吸引并更好地利用私人和

公共资本？哪些是实施‚非常规‛政策的方法，以期为低碳投资重新筹措资金？ 反思的起点是在更大的范围内

寻找更有效的融资机制。我们的讨论还集中在寻找与互联网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新机制。很多网上参与性融资平台

已经开始为能源领域项目进行融资。 

建议： 

 提高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可通过碳定价来实现这一目标，目前碳定价机制包括了欧盟排放交易计

划和中国限额交易计划； 

 应鼓励金融部门为低碳项目、投资或公司提供优惠的融资工具。其中包括发行绿色债券，为低碳项目增

加低成本融资率； 

 公私伙伴关系也是为低碳项目提供融资的一种可能性； 

 应该对金融领域的从业者进行低碳项目培训，使他们能够掌握有关低碳项目的风险评估，并提供恰当的

服务和低成本融资。为此，需要创建一个培训专业人士的学习平台; 

 其他必要的政策：合理利用公共资金，建立试点工具，从集群角度思考问题； 

 实施和评估碳定价机制； 

 通力合作，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非常规智能货币（SUMO）政策》的实施可行性； 

 创建绿色投资银行，把它作为环境投资工具之一，以实现真正的绿色经济。 

 

12、水和气候变化（日内瓦） 

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与环境，而水则是受这种影响的第一个媒介。水资源不是某个‚产业‛的问题，

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健康、营养、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自然灾害的减少。水是生物多样性提供

的所有‚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组成部分。可持续水资源的善治是成功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关键。 

建议： 

 中欧必须克服各自在公民社会参与问题上的瓶颈； 

 中欧都必须调整城市化进程并优化对现有水资源的利用，包括地区和跨边界水资源安全问题； 

 中欧都应该在环保和气候变化领域对高质量教育进行投资，并确保今后以综合方式应对发展、地方和区

域管理、规避风险等问题； 

 中欧都应当推广集约型的现代城市管理机制，包括水、交通、住房、城市流动性、健康、能源和社会活

动等； 

 中欧都应该促进新型技术发展，这有助于高效应对水资源管理的挑战，包括水利能源的使用。我们必须

承认，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但它并不是万能的。价值观的转变也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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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5日闭幕大会 

 

经过两天分别在日内瓦、马赛、里昂、布鲁塞

尔、里尔、鲁昂等地紧锣密鼓的讨论，与会嘉宾于

12 月 5 日重新汇聚巴黎四区市政府，出席了第四届

中欧社会论坛闭幕大会。闭幕大会议程包括：12 个

主题讨论组的总结汇报，旨在让每个讨论组的小组

成员能够分享其他小组的讨论成果；随后是中欧双

方在经过了四天的密集交流之后的大会总结，中欧

社会论坛创始人、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皮埃

尔·卡蓝默和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章

仁彪对大会做总结发言。  

 

总体回顾 
 

闭幕大会提出并强调了三个重点： 

 

1) 促进各国社会与社会间、尤其是中欧社会之间对话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有

一百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欧洲联盟建设之

后，欧洲的和平看来已十分平常。但是战争真

的离我们十分遥远吗？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

卡尔(Michel Rocard) 的结论发人深省： 

‚中欧社会论坛的出发点来自于这样一个观

察：正在苏醒的中国将参与世界事务的决策；

事实上中国已经充分参与其中，这引起了不

少人的恐慌。在全球范围内甚至也许在中国，

至少据我所知在美国，部分人认为由此造成

的对世界平衡的冲击、实力及国家关系的重

大改变将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且最终必须诉

诸武力。对于这种走向，世界所有爱好和平

的人士都应该立刻从源头进行扼制。‛ 

 

 

2) 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对话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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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卡尔指出： 

‚中欧社会论坛的建立实际上是基于对一个事实的认知和对现实的沉重的发现：13 亿中国人民和 5 亿

欧洲民众的关系是如此重要，不应该仅仅局限于 18 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 28 位欧盟委员或

是某个国家政府成员（包括法国政府）之间的交流。这甚至毫无意义。 

我们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有一个老传统，这一传统使我们知道，在政府的周围或者背后，如果

有公民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协会、个人、大学的支持和推动，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互助合作，

可以协力办大事。‛ 

中欧民间团体齐聚一堂，怀抱着希望，开始磋商环境问题。参会者将通过各自的影响，在他

们所在的高校机构、通过他们当地的媒体推广会议精神，传播中欧社会论坛针对明天人类的行为

规范所达成的共识，而实际上明天已经提前到来。‛ 

 

针对同一个主题，章仁彪教授则用一种哲学的视角进行了

阐述。透过中欧社会论坛的对话，浮现在他脑中的一个词是‚穿

越‛。论坛对话穿越了空间和时间，穿越了不同的民族和社会。

他强调，为促进相互理解、避免文化冲突而保持中欧对话空间的

必要性。对此，他表示： 

 

‚我认为中欧社会论坛创建了一个中欧对话最好的公共空间，

让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对话空间，只有对话才能沟通，传播是

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并不是冲突。‛  

 

 

阿拉善 SEE 基金会的副常务秘书长王利民本次是第一次参加中欧社会论坛的相关活动。他也阐述了他一路

走来的心路历程： 

 

‚好几个月前陈彦就来影响我们，希望我们能参与这一

个盛大的活动。一开始我们很不理解，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慢

慢意识到我们需要这样的舞台一起来交流一起来推动。在全球

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也在悄悄发生变化，阿拉

善 SEE 可能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我们阿拉善 SEE 公益机

构在主办单位上出现可能是很小的，但是它代表我们国家社会

的变化，对我们中欧社会论坛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所以说中

欧社会论坛在这里不是孤独的，你们不是一个人战斗，我们中

国的民间社会和你们一起来推动中欧共同合作，也是用我们的

行动来一起应对气候变化。‛  

 

 

 

本着这样一种精神，皮埃尔·卡蓝默强调了中欧双方对话、尤其是多元对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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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本次论坛所显现的与中欧社会论坛的传统精神是一致的。无论从中国还是欧洲来看，各社会内部不

同角色之间的利益分歧远远大于中欧双方间的利益差异。换句话说，中欧之间的社会对话使欧洲利益与中国利益

对立的说法不攻自破。‛ 

 

3) 大会重申了民间社会在应对气候问题中应扮演的首要角色: 
 

 

 巴黎四区政府市长克利斯朵夫·吉哈尔(Christophe 

Girard) 在闭幕大会的开场讲话中表示：‚在座的各位

都是中法关系的重要行动者。中法关系极其重要，我们

面临着中国的转型。与其对中国持恐惧的态度，不如热

爱中国。我属于热爱中国的一员，热爱其历史，更爱其

明天。‛ 

巴黎气候峰会组委会秘书长皮埃尔-亨利·居纳尔

(Pierre-Henri Guignard) 表示法国政府支持参与型的社

会多边主义： 

 
 

‚我们希望公民社会能够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

化峰会（COP21），希望按照联合国所定义的九大公民

社会支柱 - 儿童和青年、工商界、农民、土著人民、

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科技界、妇女、工人和工会真

正参与此次大会。他们不应该是大会的陪衬、不应该是

大会的看客，而应该是大会的实实在在的参与者。‛ 

他同时还强调了企业应该扮演的角色：  

 

‚面对当前的环境状况，企业有一定责任，我

们所有人都有一定的责任。但企业也是解铃人，因

为少了企业的参与，我们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方案。巴黎气候峰会将给企业留下重要的一席之地，使企业可与其他公民社会群体展开对话。我们会在

靠近峰会会场的地方设置一个专门场地，使生产、消费和政府三方能够保持对话。‛  

 

罗卡尔表示： 

‚民间社会必须督促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出行方式以及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耗

的消费方式。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将会把人类社会带向慢性自杀。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必须要求政府

采取硬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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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月的巴黎气候峰会能否最终达成一个协议？皮埃尔-亨利·居纳尔表示：2015 年 11月 30日至 12

月 11 日的峰会期间，预期会有四万参会者来到巴黎。他重申巴黎气候峰会的目标是‚在还须确定的一定条件下，

达成一个全球的、有约束力的协议。所有国家都应该投身到这项工作中来。法国非常感谢中方传来的信息，随时

准备同北京方面展开磋商。‛ 
 

 

小组讨论总结 

 

卡蓝默在他的总结发言中，盘点了中欧双方交流得出的四个共识和两个分歧： 

 

 

四个共识: 

 

1. 所有讨论组均多次提到多方行动者的合作需求。如果我们继续认为公共

产品是公权力行为的产物，而私营部门只在乎私利的话，那么在气候变

化问题上永远没有行之有效的应对之法。 

 

2. 大规模改变的必要性。为了达到改变的目的，大家提出了三个调节杠

杆：首先是教育，尤其是对领导层的培训；其次是思想体系的转变；然

后是在治理方面的努力。 

 

3. 从关注企业到关注产业链。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一家企业的社会责

任，而是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即囊括了企业和供应商、分包商、客

户之间的关系，从而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4. 城市在转型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城市的重要并不仅仅因为是政府政策的

实施地，而是因为城市是集体创造公共产品的所在。 

 
 

 

两个分歧: 

 

 

 行动目标上的分歧：中国方面为了追赶技术上的差距，民间组织无法进入政治领域，因而在科技创新上

投入很多精力；而欧洲方面不再相信技术创新，而更重视结构调整。 

 

 行动方式上的分歧：中国拥有可观的财政储备，因此国家可以直接大力注资推动转型；而欧洲则必须创

造条件来确保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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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媒体效应 

 

  ‚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组织工作围绕两个主轴进行：第一，为成

功举行此次大会，中欧社会论坛在中欧民间展开一系列动员行动；第二，联

合媒体，组织系列访谈、报道，策划在线展览、公众调查等活动以期提升公

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呼吁国际社会推进全球气候协议的签署。 

  撰写中欧民间社会气候变化《共识文本》是此次大会的目标之一，也是

提升公众意识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自 2013 年末，我们便开始同各

媒体合作伙伴讨论如何发动和推进这一进程。 

整个媒体造势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2015 年 12 月至关重要的巴黎气候峰会

（COP21）。随着活动的逐步推进，我们看到：上述两个向度的活动既相互联

系也相辅相成。 

论坛在中国和巴黎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 

 2014 年 4 月 29 日，由中欧社会论坛与腾讯网联合举办的‚2014 巴

黎气候大会中国媒体启动仪式‛在北京顺利召开。5 月 7 日，由中欧社会论

坛与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另外一场媒体启动仪式也在

广州顺利举办。法国驻华使馆政务参赞贝家宝(Thierry BERTHELOT)出席北京站的活动，并做了热情洋

溢地支持论坛活动的发言。欧盟欧亚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项目 SWITCH-Asia Programme（SCP）专家施龙

（Patrick Schroeder）高度称赞‚2014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对 COP21筹备的重要性。 

http://www.switch-asia.eu/news/-1efb857f59/ 

 7 月 9 日，中欧社会论坛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国筹备会暨新闻发布会。在开幕式上，法国前总理

米歇尔•罗卡尔发来视频致辞。法国驻华大使白林（Sylvie Bermann）亲临活动现场并致辞，对论坛以

COP21 应对全球变暖为目标而举办的活动表示了高度赞扬。 

http://www.ambafrance-cn.org/Des-acteurs-des-societes-civiles-europeennes-et-chinoise-se-

mobilisent-sur-la-lutte-contre-le 

《共识文本》（初稿）在此次活动中成功发布。7 月 10 日，中国主要日报之一的《中国青年报》迅速报

道了《共识文本》（初稿）发布仪式的情况，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挑战。该文章被诸多中国大型门

户网站转载，如搜狐、凤凰网、网易 163、CCTV、新华网等。 

 7 月 16 日，由中欧社会论坛与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场中国筹备会在广州举办。

欧盟创始人之一乔治•贝尔图安（Georges Berthoin）和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白屿淞（Bruno 

Bisson）通过录像与现场嘉宾分享他们对 12 月‚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支持。200 名来自多个领

域的嘉宾，包括官员、企业家、NGO 代表、学者等，参加了活动，并参与了《共识文本》的讨论。此次

新闻发布得到大洋传媒有限公司的资助，与公众和媒体的讨论进程也得到阿拉善 SEE 基金会、广东省节

能协会、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支持。 

中欧社会论坛就像是中国和欧洲媒体间的联系纽带，对 18 个媒体伙伴和社会合作网络资源的动员，使我们

的消息得以向更广大受众传播。在 8 月份启动的《共识文本》网络大讨论中，我们获得近 100 万的访问量。中欧

社会论坛在新浪微博（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上发起的讨论，在一个月内便得到 120,000 的点击。通过媒体推动，

‚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在百度（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上的搜索量达到近 200万。 

http://www.switch-asia.eu/news/-1efb857f59/
http://www.ambafrance-cn.org/Des-acteurs-des-societes-civiles-europeennes-et-chinoise-se-mobilisent-sur-la-lutte-contre-le
http://www.ambafrance-cn.org/Des-acteurs-des-societes-civiles-europeennes-et-chinoise-se-mobilisent-sur-la-lutte-contr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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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中国媒体 

 

 人民网（www.people.com.cn ），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中国日报》的网络媒体 

‚中欧对话‛专页：http://fangtan.people.com.cn/GB/147551/390963/index.html 

人民网与中欧社会论坛共同打造‚中欧对话‛栏目，目标在于精选网友的问题，提供给‚2014 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的支持机构代表或参会嘉宾，形成网络在线互动。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两位主要专家李俊峰和杜祥

琬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持续几个月的网络对话，与网友探讨《气候变化未来与全球应对》和《中国低碳能源战略》。

其他众多气候变化领域的领袖人物也参加了这个栏目：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兼中国气候传播

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探讨《中国气候变化传播》；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探讨《排

放贸易与减排技术》；法国 4D 协会执行主任娃伊霞•图乌意夏（VaiaTuuhia）探讨《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和民间

组织的角色》；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探讨《气候变化下中国灾害性天气和气候

的影响与应对》；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教授居辉探讨《气候变化与我国粮食安全》等。 

在 12 月大会举办现场，我们邀请气候变化领域或环境保护问题的领军人物参加现场实时访谈，如欧洲议会

议员、前法国环境部长科琳•勒帕吉（Corinne Lepage）探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政策透视》；法国自然环境

协会主席德内•洛斯蒂斯（Denez l’Hostis）和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探讨《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如何应对气候

变化下的环境问题》；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兰默（Pierre Calame）探讨《透视中欧社会对话：求

同存异怎样炼成？》；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和欧盟环

境总司司长卡尔•法肯贝格（Karl Falkenberg）探讨《应对气候变化你必须知道的关于中国能源转型的 7 个问

题》；前欧盟驻世贸组织大使、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之一保罗•张万亭（Paul Trân Van Thinh）、中国公益研究院

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和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常务副秘书长王利民探讨《企业，

不可忽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推手‛》等。 

 腾讯网，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 

‚环保与艺术‛专页：http://z.t.qq.com/zt2014/2014ce_forum/index.htm 

腾讯网为‚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搭建的大型专题网页‚环保与艺术‛，完整记录了 2014 年全年中欧社会

论坛在中国举办的多场活动，包括视频、图片、文章等。 

中欧社会论坛与腾讯微博部、腾讯文化频道合作，在网上发起了‚环保与艺术‛在线展览，展出了 15 期中

欧艺术家的环保艺术作品，意在通过多元的艺术形式，更好地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该艺术展获得成千上

万的浏览量，以及数百条评论。 

 南方传媒集团，中国南方媒体巨头 

 南方都市报，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半独立日报之一 

南方都市报是中欧社会论坛的长期媒体伙伴之一，该报主要吸引年轻的、受过教育的读者，基本覆盖了

‚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各个参与方。 

 凯迪网（www.Kdnet.net），南方传媒集团的官方新闻网络窗口 

http://www.people.com.cn/
http://fangtan.people.com.cn/GB/147551/390963/index.html
http://z.t.qq.com/zt2014/2014ce_foru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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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论坛的合作框架下，凯迪网重启了一个新的对话栏目《中欧社会论坛：中国直播室》。第一场对话

邀请了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陈彦和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

主任、《共识文本》起草委员会总指导之一周永章共同探讨《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获得网友

70,000 浏览量和 70个评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211765&boardid=1 

 广州日报传媒集团，中国第一家传媒集团，始创于 1996 年 

广州日报传媒集团不仅资助了 7 月 16 日在广州举办的中国筹备会，还通过它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深入到

媒体报道行动中，如《广州日报》和大洋网。英文网站广东新闻（Newsgd.com）和广州生活（Life of 

Guangzhou）也发布了筹备会英文版的新闻稿。 

http://www.lifeofguangzhou.com/node_981/node_989/node_997/node_1007/2014/07/17/140557322615232

2.shtml)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部下属专业报刊 

中国教育报与中欧社会论坛合作发起《‚美丽中国•美丽地球‛全国中小学生绘画大赛》和《中国环境教育调

查报告》。 

绘画大赛共收到 322 幅中小学生的环保作品，其中 31 幅优秀获奖作品参加了在‚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框架下组织的‚环保艺术展‛。 

中国环境教育调查的问卷在东部、西部的两个省份发放，即山东潍坊市和甘肃兰州市。一共涉及城镇 5 所中

小学，分别为兰州市第八十九中、第五十五中，潍坊市东明学校、广文中学、以及潍坊中学，涵盖 4-11 年级中

小学生。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4-11/21/content_426641.htm?div=-1 

 凤凰博报•凤凰纵议院（www.ifeng.com ），凤凰卫视传媒集团优质电视内容的网络传播渠道，面向所有主流

华人 

特别节目专页网址：http://blog.ifeng.com/zhuanti/special/2014ce_forum/ 

凤凰博报为‚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搭建了特别节目专页，通过凤凰博报的博客和微博客户端发布的《共

识文本》推广新闻获得超过 137,000 次点击量，以及 100 多个评论。多位专家受邀为《共识文本》提供修改建议，

如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陈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兼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中

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联合主席秦大河等。 

特别节目专页还呈现了中欧社会论坛为‚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收集的 44 个案例，包括 28 个校园案例，

9 个 NGO 案例，5 个企业案例，2 个其他案例。其中，28 个校园案例中，大学生关注的议题涵盖了闲置物品、废

旧笔芯回收、蚯蚓垃圾减量法、利乐材料回收、废纸回收、沙漠绿洲、水生态成果展、PM2.5 隔窗设计、环保骑

行、问道‚垃圾围城‛、江豚保护、图书置换、企业环保调研、快递包调研、渔业调研、大气污染调研、滇池水

污染调研、梅山水库调研、高山草甸沙化调研等。如上议题都是中国民众身边亟待解决的环保问题，说明中国大

学生正在踏踏实实地为社会解决问题，他们必定成为中国环保行业的新生力量。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第一个中英文的环境问题专业媒体 

《中外对话》为 ‚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做了几场深度报道，采访了合作机构代表，尤其是专注于环境

问题的专家，如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黄海峰等。 

 《航旅》杂志 

在‚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框架下，中欧社会论坛与《航旅》杂志联合策划推出‚环保人物系列‛专栏，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211765&boardid=1
http://www.lifeofguangzhou.com/node_981/node_989/node_997/node_1007/2014/07/17/1405573226152322.shtml
http://www.lifeofguangzhou.com/node_981/node_989/node_997/node_1007/2014/07/17/1405573226152322.shtml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4-11/21/content_426641.htm?div=-1
http://www.ifeng.com/
http://blog.ifeng.com/zhuanti/special/2014ce_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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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大读者分享奋战于第一线的中国环保行动者的故事。他们都是中国环保领域逐渐涌现的有信念、有担当、职

业化、专业化的民间工作者，如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创始人的梁从诫（《梁从诫：自然之友》），毕生

奉献于中国河流和山脉的地质学家的杨勇（《杨勇：独立民间科考人》），绿家园志愿者创始人的汪永晨（《汪永晨：

‚极端环保份子‛又何妨》），15 年为中国打了 300 多起环境污染官司的王灿发（《王灿发：地球代言人》），毕生

专注于长江源和可可西里生态考察和环境保护的杨欣（《杨欣：长江源头守护人》），坚持堂吉诃德式生态农村探

索的田军（《田军：堂吉诃德独舞》），中国首位联合国艺术大师的袁熙坤。 

专稿汇总网页：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article4278.html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采访了参加‚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青年代表，他们所在小组分别是 ‚讨论组 8：青

年就业与能源转型‛和 ‚讨论组 9：青年应对气候变化‛，他们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新生力量。 

http://zqb.cyol.com/html/2014-12/27/nw.D110000zgqnb_20141227_1-03.htm 

 中国日报(China Daily) 

在 2014年 12月 5日‚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闭幕式上，China Daily 与中欧社会论坛一起发布了‚气候

观察‛（Climate Watch）专刊。China Daily 在 2014 年 11 月 28 日刊和 12 月 5 日刊上分别为大会刊发了专门报

道。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

12/05/content_19030798.htm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

11/28/content_18991000.htm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

11/28/content_18991002.htm 

 

欧洲媒体 

 

 《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 

在两篇关于中国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文章中，《法国解放报》介绍了‚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文中，中

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陈彦、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分

别阐述了中国现状和中国政府的目标。 

 Climat : Pékin très moyen (24 September 2014) 

http://www.liberation.fr/economie/2014/09/24/climat-pekin-tres-moyen_1107742 

 La Chine fait un pas timide vers la réduction de ses émissions de gaz à effets de serre 

(12 November 2014) 

http://www.liberation.fr/terre/2014/11/12/la-chine-fait-un-pas-timide-vers-la-reduction-

de-ses-emissions-de-gaz-a-effet-de-serre_1141613 

 法国《费加罗报》 

《费加罗报》采访了‚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顾问委员会成员李俊峰，他是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的主任。该文刊发在 2014年 12月 12日版中。 

http://www.lefigaro.fr/sciences/2014/12/12/01008-20141212ARTFIG00391-la-chine-devra-limiter-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article4278.html
http://zqb.cyol.com/html/2014-12/27/nw.D110000zgqnb_20141227_1-03.htm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12/05/content_19030798.htm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12/05/content_19030798.htm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12/05/content_19030798.htm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11/28/content_18991002.htm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11/28/content_18991002.htm
http://www.liberation.fr/economie/2014/09/24/climat-pekin-tres-moyen_1107742
http://www.liberation.fr/terre/2014/11/12/la-chine-fait-un-pas-timide-vers-la-reduction-de-ses-emissions-de-gaz-a-effet-de-serre_1141613
http://www.liberation.fr/terre/2014/11/12/la-chine-fait-un-pas-timide-vers-la-reduction-de-ses-emissions-de-gaz-a-effet-de-serre_1141613
http://www.lefigaro.fr/sciences/2014/12/12/01008-20141212ARTFIG00391-la-chine-devra-limiter-sa-consommation-de-charb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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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onsommation-de-charbon.p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不是空谈》（‚C’est pas du vent‛）栏目 

Anne-Cécile Bras 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二档节目《这不是空谈》（‚C’est pas du vent‛）中采访了

‚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嘉宾，主要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如：‚气候问题：中国政府的承诺可信么？中国国

际民间组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兼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

主任郑保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黄海峰、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陈彦等分别发表了观点。 

http://www.rfi.fr/emission/20141206-2-climat-engagements-chine-sont-ils-credibles-pollution/ 

 法国《自然科学》网站 

法国《自然科学》在其网站和社交媒体上为‚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发布了《共识文本》和巴黎筹备会新

闻稿。其中，他们的社交媒体非常活跃。 

http://www.natura-sciences.com/environnement/forum-chine-europe-

conference786.htmlhttp://www.natura-sciences.com/environnement/accord-climati-chine-etats-

unis790.htmlhttp://www.natura-sciences.com/environnement/cop21-forum-chine-europe743.html 

 Sortir du pétole.com 

Sortir du pétole.com（‚走出石油时代‛网站）同样为‚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发布了《共识文本》和

12 月大会的新闻。文中，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陈彦、法国绿十字会与国土治理环保组织执行总监 Nicolas 

Imbert、法国 4D协会执行主任娃伊霞•图乌意夏（VaiaTuuhia）探讨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角色。 

http://www.sortirdupetrole.com/societe/280-pres-de-200-chinois-a-paris-pour-repenser-notre-

modele-de-developpement-global 

 Media Pep’s 

研究员、制片人和活动家 Dominique Martin-Ferrari 在 Media Pep’s 上发表了一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

‚2014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和《共识文本》。 

http://www.mediapeps.org/option-future/forum-chine-europe-le-3-decembre-a-paris-300-chinois-a-

paris/ 

 Normandie-Actu and My76tv 网站 

Normandie-Actu and My76tv 网站刊发的报道，主要关注了参加‚讨论组 8：青年就业和能源转型‛的中国

代表团，该小组于 2014年 12月 3-4日在鲁昂诺曼底城市举行。 

http://www.normandie-actu.fr/changement-climatique-une-delegation-chinoise-a-

rouen_103112/http://www.my76.tv/metropole-rouen-normandie-ville-rouen-accueillent-delegation-

chinoise-cadre-preparation-conference-paris-climat/ 

 Lyon Capitale（《里昂都市》） 

《里昂都市》杂志报道了由中欧社会论坛和中国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共同举办的‚讨论组 3：循环经济、绿色

技术和能源转型‛。 

http://www.lyoncapitale.fr/Journal/Lyon/Actualite/Economie/Le-forum-Chine-Europe-s-invite-a-

Lyon 

 

http://www.rfi.fr/emission/20141206-2-climat-engagements-chine-sont-ils-credibles-pollution/
http://www.natura-sciences.com/environnement/forum-chine-europe-conference786.html
http://www.natura-sciences.com/environnement/forum-chine-europe-conference786.html
http://www.natura-sciences.com/environnement/forum-chine-europe-conference786.html
http://www.natura-sciences.com/environnement/cop21-forum-chine-europe743.html
http://www.sortirdupetrole.com/societe/280-pres-de-200-chinois-a-paris-pour-repenser-notre-modele-de-developpement-global
http://www.sortirdupetrole.com/societe/280-pres-de-200-chinois-a-paris-pour-repenser-notre-modele-de-developpement-global
http://www.mediapeps.org/option-future/forum-chine-europe-le-3-decembre-a-paris-300-chinois-a-paris/
http://www.mediapeps.org/option-future/forum-chine-europe-le-3-decembre-a-paris-300-chinois-a-paris/
http://www.normandie-actu.fr/changement-climatique-une-delegation-chinoise-a-rouen_103112/
http://www.normandie-actu.fr/changement-climatique-une-delegation-chinoise-a-rouen_103112/
http://www.normandie-actu.fr/changement-climatique-une-delegation-chinoise-a-rouen_103112/
http://www.lyoncapitale.fr/Journal/Lyon/Actualite/Economie/Le-forum-Chine-Europe-s-invite-a-Lyon
http://www.lyoncapitale.fr/Journal/Lyon/Actualite/Economie/Le-forum-Chine-Europe-s-invite-a-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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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前景展望 

 

第四届中欧社会论坛以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从参加人数来说，这并非论坛规模最大的活动。

2005 年在南沙举行的首届论坛就有 400 多人与会，那次论坛的主题是欧洲联合。2007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

届论坛和 2010 年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论坛都分别有近 800 人参加。第四届论坛活动动员之广泛远不是四天的会

议和讨论的参与人数所能覆盖的。300 多家在中国注册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中，其中较大的、较有影响力的环保组

织，都在不同阶段参与了这次论坛活动主题的宣传活动，他们或者前来巴黎参加 12 月份的大会，或者参加了

2014 年全年论坛在中国各地组织的不同活动，或者积极参与了《共识文本》的撰写与修改。为数众多的机构和个

体参加了论坛与合作伙伴共同组织的各种造势活动，比如《共识文本》撰写及其开放式的讨论、《中国教育报》

发起的中国中小学生《美丽中国、美丽地球》绘画大赛 、《环保与艺术》在线展览、《凤凰网纵议院》开设的

《绿色案例库》、与《世青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青年论坛之气候变化分论坛》，等等。另外，第四届中

欧社会论坛的创新之处，是许多私营企业家通过阿拉善公益机构和其他组织参加了论坛活动。 

在欧洲，中欧社会论坛活动获得了近 30 家欧洲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或社会与经济团体的支持：比如

《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法国筹委会》、《欧盟环境总司》、《欧盟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布鲁塞尔环境署、

欧盟住房联盟（Housing Europe）；一些地区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如巴黎市政府、罗纳－阿尔俾斯

(Rhone-Alpes)大区、普罗旺斯－阿尔俾斯－蓝色海岸 PACA)大区、鲁昂城市群政府、日内瓦市政府等等。 

这次论坛活动动员之广泛也表现在顾问委员会的组建上，30 名中欧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向我们表示支持，他

们或者参加了大会活动，或者接受了论坛合作媒体的采访。他们中有前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欧洲联盟先驱人物之一贝尔图安、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让－帕斯卡 范伊普塞

勒(Jean-Pascal Van Ypersele)、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

(Edgar Morin)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秦大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主任杜祥琬、大西洋卢瓦尔省参议员罗兰－丹提克(Ronan Dantec) 、前法国环境部长科琳－勒帕吉(Corine 

Lepage)女士、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

王毅、北京市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库斯托协会主席弗朗辛－库斯托(Francine Cousteau)女士，

国际知名的画家和雕塑家袁熙坤生，等等。 

明日世界的轮廓 

第四届中欧社会论坛的一个特别之处表现在集体动员持续的活力及其广泛的参与过程。这一过程又是与全

球行动和国际气候变化议程紧密互动的，是与 2015 年 12 月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相结合的。我们

身处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注视着巴黎。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有人称它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会议的使命异常艰巨，期望能够为拯救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达成

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此次大会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从公民社会的角度，

我们组织这次论坛是为 2015 年的大会（COP21）的成功助力，是为了促进有关气候变暖的国际谈判达成协议。但

是，中欧社会论坛还有着更高、更远、更根本的追求。论坛将大会主题定为‚应对气候变化，反思发展模式，共

建公民伦理‛，正如乔治－贝尔图安所指出的，我们的行动是‚中欧民间社会的独特贡献，是明日世界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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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对气候失常和地球生态遭受毁坏这样一个共同的巨大挑战，人类除了团结起来，共同采取行动以外，难道还

有别的选择么？ 

科琳－勒帕吉提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形势也许与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相似，或许

更为重要，在地球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正走向一个新纪元，也就是如今人们所称之为的人类世。‛ 

人类世描述的是我们如今生活的地质时代，但是，人类必须把握自己的命运去面对这个时代。我们很可能

正处于世界的一个历史性关口，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第一个特别之处在于这个转折不会自动实

现，而是需要人类去把握去促成。随转折而来的可能是一场灾难，也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地球的未来演变

取决于我们的集体智慧。这一次，全人类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或许，处于转

折前夜的人类对新时代诞生的预感并予以积极回应的集体意志正是我们时代的第二个特征。这也许是第四届中欧

社会论坛所传达的最引人注目的信息。 

乔治·贝尔图安指出： 

‚公民社会呼吁和推动制度变革，吸收各个渠道表达的合理诉求，呼唤通向未来的新的治理模式。‛ 

为了不使上述希望成为乌托邦，他呼吁借鉴中国与欧洲这两大古老而又强盛的文明才智： 

‚我们相互之间以及各自同世界强国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成功合作关系将在应对新时代的各类挑战中起

核心作用。这也将取决于我们将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责无旁贷，因为答案

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皮艾尔·卡蓝默则用另一种说法强调，面对挑战必须与过去决裂，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他提出： 

*  设立一个超越主权的国际环境机构 

*  组织共享公共资产，为各方行动者的共同责任提供理论与实践方式。 

*  通过设立超越双边及多边协议的独立的新责任形式，以平衡国际司法机制。 

*  创设绿色投资银行，使其成为环境投资手段之一，发展真正的绿色经济。 

 

展望与行动 

保持乐观，为了更好的明天而行动！这一结论的提出直接关系到中欧社会论坛今后的作用。社会与社会的

对话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能够共同做什么？我们之间有什么要说？ 

中欧气候论坛之后，皮埃尔·卡蓝默提出两个发展路向: 

 第一个是论坛成为各大平台的交流平台。可持续城市讨论组表示我们并不是要设立一个可持续城

市网络，而是要创设一个各方可以分享不同经验的平台。这一想法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论坛

成为一个可持久分享经验、交流思考的平台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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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涉及到我们的问责能力。公民社会之间的对话的目的仅仅是我们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担

责任，还是应该承认我们有义务敦促我们的政府，向国际谈判提出质疑？我们是否应该呼吁并且

重申目前的谈判不仅没有做出甚至也没有讨论必须施行的与过去决裂的决定，因之我们有义务为

此尽力？ 

 

第三个可能的发展路向是论坛的倡导能力。十年来，中欧社会论坛编织了一个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网络。

他们分别来自民间组织、大学、各大政治、经济、科学以及社会机构，尤其是中国以及欧洲的媒体。此次气候大

会进一步加强并扩大了这一网络。我们一方面坚守自己的传统，一方面也加强了主题聚焦：既强调多样性又保持

整体视野。但我们现在必须明确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换句话说，论坛现在已到了行动创新的时刻了。论坛需要有

新的合作形式：更为具体也更加具有倡导性。 

 

在四天的讨论中，与会者提出了诸多的意见与建议。 

 第一类的建议是期望继续并且加强中欧社会论坛这一超越国界与文化的多元对话平台，以便分享各自的

经验； 

 第二类涉及知识的传播与分享； 

 第三类是建立不同层级的公民与思想交流的国际网络。 

 

有鉴于此，中欧社会论坛应该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1) 优化社会多元对话传统，加强并且扩大论坛这一公共空间。 

2) 构建双边网络：论坛可致力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企业之间的网络建构。这一网络当然也可以扩展

至民间组织、技术专家等。目标如下：促进知识的传播，提倡绿色技术，分享经验以及筛选合作项

目等等。 

3) 倡导和组织政治、经济决策者的生态转型培训。中欧之间的互补性为交流与培训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无论是公民社会，区域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应该抓住这一机会。 

4) 促进专家及智库之间的交流，倡导和鼓励各层级的绿色建议和实践，发掘项目试点。 

5) 短期内继续2014年开启的气候变化的工作，紧密配合巴黎峰会（COP21），尤其是继续《共识文本》的讨

论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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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中欧社会论坛气候行动大事记 

（2014 年 4 月至 12 月） 

 

重要时刻： 

 4月29日 :《中欧社会论坛2014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媒体启动仪式（北京站）》在腾讯媒体中心举行 

 

 5月7日：中欧社会论坛与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联合举办2014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媒体启动仪式

（广州站）》。 

 

 7月9日：《中国社会论坛第四届大会筹备会暨新闻发布会》（北京站） 

中欧社会论坛第四届大会筹备会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办，发布第一版《共识文本》 

 

 7月16日：《中欧社会论坛第二次筹备会暨新闻发布会（广州站）》由中欧社会论坛、大洋传媒有限公司、法泽

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联合在广州万达希尔顿酒店举办。 

 

 11月20日: 《中欧社会论坛第四届大会欧洲新闻发布会（巴黎站）》 

中欧社会论坛第四届大会欧洲新闻发布会由中欧社会论坛与法国亚洲新闻协会联合在巴黎举办。新闻发布会由

亚洲新闻协会主席阿尔诺·若迪埃(Arnaud Rodier)主持，由大西洋卢瓦尔省议员罗南·丹提克(Ronan 

Dantec)，法国绿十字会执行主席尼古拉·安贝尔(Nicolas Imbert)及中欧社会论坛执行主席陈彦共同出席。 

 

2014 年 12月 1 日至 5日：中欧社会论坛第四届大会暨巴黎气候大会在欧洲七城市召开 

 12月1日上午  开幕大会 

 

2014 年 12 月 1 日上午，中欧社会论坛第四届大会暨

巴黎气候大会在巴黎四区市政府拉开帷幕。大会安

排《激励时刻》向中欧环保与中欧对话优胜者颁发

了五个奖项： 

 

- 中欧环保组织奖：  阿拉善SEE公益机构 

- 中欧环保卫士奖：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

军女士 

- 中欧低碳企业奖：  万科集团 

- 中欧绿色城镇 奖：长白山 

- 中欧对话贡献奖：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荣誉主席

皮埃尔·卡默蓝先生(Pierre Calame) 和中国公益

研究院院长、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

司长王振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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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下午 ：三场圆桌专场对话分别举行  

 

- 中欧城市与专家对话：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城市转型/巴黎第四区市政府 

- 中欧NGO对话专场：中欧民间组织各自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巴黎第十三区市政府 

- 中欧低碳企业对话：企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巴黎第三区市政府 

 

 12 月 3日及 4 日：12 个讨论组在欧洲七城市同时举行  

 

开幕大会之后，300 位参会的中欧嘉宾分赴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里昂、马赛、里尔和鲁昂等城市参加主题讨论

组，分专题探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并共同修订《共识文本》。 

12 个主题讨论小组： 

讨论组 1（布鲁塞尔）：欧亚可持续城镇: 可持续城市发展模式有哪些？ 

讨论组 2（里尔）：可持续住房 

讨论组 3（里昂）：循环经济、绿色技术和能源转型 

讨论组 4（马赛）：碳管理与碳交易 

讨论组 5（巴黎）：企业社会责任与节能减排 

讨论组 6（巴黎）：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讨论组 7（巴黎）：低碳意识、教育、传播与公民个体行为 

讨论组 8（鲁昂）：青年就业和能源转型 

讨论组 9（巴黎）：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 

讨论组 10（巴黎）：法律、环境与气候变化 

讨论组 11（巴黎）：能源转型的融资机制 

讨论组 12（日内瓦）：水和气候变化  

 

 12 月 5日：闭幕大会 

 

上午：中国艺术家环保艺术作品与中国中小学生《美丽中国·美丽地球》

优胜作品展  

 

在闭幕大会开始之前，由中欧社会论坛发起的《中国艺术家环保艺术作品

与中国中小学生 ‚美丽中国·美丽地球‛ 优胜作品展》在巴黎华天酒店

举行。此次展览一方面通过艺术形式传播环保理念、提高中欧社会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认识。知名艺术家林鸣岗、方索(François Bossière)发表了讲

话。 联合国首任环保艺术大师、现任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知名雕塑家袁熙

坤为环保艺术展创作了题为《大自然》的展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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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此次活动也是中国中小学生‚美丽中国·美丽地球‛绘画大赛优胜作品展。由中国教育报和中欧社会论坛

联合举办的中国中小学生《美丽中国·美丽地球》绘画大赛共从上千参赛作品中选送了 31副优秀中小学生作品参展。

作品展现了中国少年儿童驰骋于现实、创造与乐观之间的丰富想象力。 

 

 

闭幕大会 
 

中欧环保艺术展结束之后，与会嘉宾再返巴黎四区市

政府，参加第四届中欧社会论坛闭幕式。 

闭幕式以中国日报与中欧社会论坛合作发起中国日报

“气候观察”专刊发刊仪式作为句点，圆满落下帷幕。

中国日报欧洲办事处主任纪涛、首席记者付敬出席仪

式。 

 

 从巴黎气候大会到利马联合国气候峰会 :  

 

2014 年 12 月 11 日，中欧社会论坛在 2014 利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0）上的人民峰会会场举行《共识文本》

递交仪式。 

现任安第斯共同体议会（AndeanParliamentarian）议员

Alberto Adrianzen 顾问 José F. Cornejo 代表南美方，中欧社会论

坛执行主席陈彦代表欧洲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郑保卫代表中国方出席并成功举办递交仪式。 

此次活动通过安第斯共同体议会新闻办（Press Office of the 

AndeanParlament）向南美当地媒体进行了发布和宣传： 

  
 
https://storify.com/Ralva/peru-conclusiones-de-la-sociedad-civil-china-europ#publicize 
http://peruinforma.com/actualidad/presentan-conclusiones-del-dialogo-de-la-sociedad-civil-china-europea-para-enfrentar-el-
cambio-climatico/ 

https://storify.com/Ralva/peru-conclusiones-de-la-sociedad-civil-china-europ#publicize
http://peruinforma.com/actualidad/presentan-conclusiones-del-dialogo-de-la-sociedad-civil-china-europea-para-enfrentar-el-cambio-climatico/
http://peruinforma.com/actualidad/presentan-conclusiones-del-dialogo-de-la-sociedad-civil-china-europea-para-enfrentar-el-cambio-climat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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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与机构: 

 

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是中国首家以社会（Society）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Entrepreneur）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

（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公益机构。阿拉善 SEE 公益机构由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简称‚SEE 协会‛）与北京市企业家环保

基金会（简称‚SEE 基金会‛）组成。（www.see.org.cn） 

 

 

巴黎市政府、巴黎第三区政府、巴黎第四区政府、巴黎第十三区政府 

 

 

法国 4D 协会 http://www.association4d.org/ 

 

 

国际绿十字会&法国绿十字会与国土治理 http://gcft.fr/ 

 

 

法国自然环境 http://www.fne.asso.fr/ 

 

http://www.see.org.cn/
http://www.association4d.org/
http://gcft.fr/
http://www.fne.ass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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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闻协会 

 

 

欧洲新城镇平台 

 

 

其他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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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二: 

 
 

中欧社会论坛简介（www.china-europa-forum.net） 

 

 

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于 2005年 10月，由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和欧洲华人学会联合发起，霍英东基金

会与澳门基金会协助创立。论坛秉持‚对话-理解-回应-倡导‛的理念，通过组织可持续、多方位对话，

力求成为中欧社会间的对话平台与共同思想空间。发展至今，已在双方区域政府、学术机构、民间组织、

企业及媒体之间构建了一张广泛的社会网络，一个中欧社会多方位对话机制初步形成。 

 

论坛在巴黎、布鲁塞尔、北京、广州、成都及香港设有办公室，主要围绕小组会、大会和主题会议

开展活动，分别于 2005年（中国，南沙）、2007年（欧洲，布鲁塞尔）、2010 年（中国，香港）召开

了大会。目前重点关注领域包括： 

 

 

 推进公民社会的联系与发展：在里约+20 峰会之际，发起并与合作伙伴创立 ‚中欧南美民间组织三

方对话平台‛，2013 年 5月在北京举办以‚变革中的公民社会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对话会； 

 

 

 围绕治理、环境等特定主题举办高端对话：2013 年首届澳门中欧高端对话探讨澳门与中西交流，欧

洲危机与中国转型，欧洲和平与东亚和平； 

 

 

 推动 21 世纪的中欧城镇化对话：充分利用多年来在中国和欧洲积累的丰富社会资源，积极从民间组

织角度，参与并推动中欧城镇化对话与合作。2013 年 11 月 16-19 日，与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

委员会、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广州论坛（2013）。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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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Paris Office / 巴黎办公室:  
Tel : (+33) 1 71 18 69 63  
Add: 124 rue de Tolbiac, 75013 Paris  
Email: forumchineeurope@gmail.com  
 
 
Brussels Office / 布鲁塞尔办公室:  
Tel: (+32) 475 316 438  
Add: Rue Joseph Coosemans, 57, 1030 Brussels, Belgium  
 
 
Beijing Office / 北京办公室:  
Tel: (+86) 10 562 19322  
Add: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京师大厦1003A  
Room 1003A, Jingshi Building, No.19 Xin Jie Kou Wai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5, China  
Email: beijingteam@126.com  
 
 
Guangzhou Office / 广州办公室:  
Tel: (+86) 20 22020228  
Add: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保利中汇广场A栋1511A 
Room 1511A, Building A, BaoliZhonghui Plaza, No. 157 Linhe West Road, Tianhe District, 510000 Guangzhou, China  
 
China-Europa Centre – The Centre for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心 
Tel: (+852) 3400 8215  
Add: 香港九龙红磡，香港理工大学G座8层GH806室 
Room GH806, 8/F, Core 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Kong  
 
 
Chengdu Office / 成都办公室:  
Tel: (+86) 28 8171 3665; (+86) 28 8171 3667  

Add: 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南路18号成都科技会堂B座405，403室，610091  
Room 403 & 405, Block B, Chengd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ll, No 18, Besson Road, Qingyang District,  
61 0091, China  

 
 
 

www.china-europa-forum.net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