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0 年第 3 期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 3, 2020

我国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开展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策略研究
李媛媛, 姜欢欢, 李丽平, 黄新皓, 刘金淼
(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 摘要】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是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点对象之一。 目前我国已通过应对气候变

化物资赠送、 培训等方式与部分国家开展了气候变化合作, 但总体来看尚处于探索阶段, 对其合作需求了解得尚不
够深入, 且缺乏整体系统性的谋划和战略。 通过调查问卷、 面对面访谈和分析现有合作相结合的方式, 发现南太平
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需求主要集中在资金支持、 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未来, 我国可通
过在现有合作框架下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展开气候合作, 打造气候变化的战略共识; 不断优化和深化目前开
展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 提高合作的针对性; 通过抓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等方式不断加强合作, 提升我
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影响力; 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加强在气候治理经验方面的交流; 开展多方合作; 鼓励私营
部门交流, 增强互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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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在党的十九大报

非洲、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国家

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

时, 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

合作,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

应对气候变化, 并将继续在 “ 南南合作” 框架内为小岛

引领者。 近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以
全球气候治理助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是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

屿国家、 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

能及的支持。 2014 年 8 月 23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

的具体体现。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大部分属于小岛

气候峰会时宣布, 中国将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屿国家, 较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对自然灾害的抵抗

作, 并从次年开始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

能力较弱。 该地区国家数量多而复杂, 虽然目前我国已

番, 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中国还提供了 600 万

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赠送、 培训等方式与部分国家开
展了气候变化合作, 但总体来看尚处于探索阶段, 对其
合作需求了解得尚不够深入, 且缺乏整体系统性的谋划
和战略, 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为我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提供支撑, 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影
响力。

1

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基本情况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 承担国际责任, 力所能及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美元资金, 支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推动应对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发表的题为 《 携手构建合作

共赢、 公平治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 重要讲话指出,
为加大支持力度, 中国宣布设立 20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中国于 2016 年启动了在发展
中国家设立 10 个低碳示范区、 开展 100 个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项目及 1000 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

项目( 即 “ 十百千项目” ) , 继续推进清洁能源、 防灾减
灾、 生态保护、 气候适应型农业、 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

候变化,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帮助这些国家提高绿色融资能力。

化路径,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是发展中国

2011 年以来, 中国持续利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财

家在发展的同时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共赢机制。 2013
年 3 月和 6 月及 2014 年 11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

政资金, 通过赠送应对气候变化物资和设备、 组织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研修班、 开展减缓和适应项目等方式,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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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最不发达国家、 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2

[1]

。

套机制被纳入中拉论坛的框架或开始运转。 2015 年 9
月, 第 27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在巴布亚新几

我国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开展应对气
候变化合作的情况及存在的挑战

2. 1 我国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现有气候变化合
作特点
我国在 21 世纪初就已启动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气候

变化援助, 尤其关注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气候
变化合作。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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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层面高度重视, 气候变化合作等议题多次
纳入高层对话及机制中

2006 年,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在斐济楠迪

举行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首次会议时
强调, 中 国 理 解、 重 视 和 支 持 岛 国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2] 。

2009 年,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 新西
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期间, 就气候变化与三国领导人交

换看法并表示愿意加强合作。 2012 年 6 月, 温家宝总理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安排 2 亿元

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举行, 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
会特使杜起文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并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
化、 渔业、 信息通信技术互联互通等问题上的立场, 提
出中方愿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同岛国加强对话, 并继
续帮助各岛国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继续支持岛国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8 年中拉论坛在智利举
行, 此次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发表联合声明, 提出将气
候变化环境合作领域作为优先合作领域 [7] 。

2. 1. 3 多部委共同参与, 稳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在参与主体上, 我国多部委均参与到南太平洋和加
勒比海国家的气候变化合作工作中。 我国对南太平洋和
加勒比海国家的气候援助支出属于财政部管理的国家财
政支出的一部分。 商务部是对外援助的主要执行机构,
管理和使用大部分的援助资金, 负责起草对外援助政
策、 挑选并实施对外援助项目。 此外, 包括国家发展改
革委在内的约 20 个部委均根据其职责积极参与气候变

化对外援助财政资金的管理。 这些部委通常在各自的外

人民币开展为期三年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支持和帮助

事部门设立负责对外援助项目的管理处。 例如, 随着应

非洲国家、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和 小 岛 屿 国 家 应 对 气 候 变

对气候变化职能转隶到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部气候变

化 [3] 。 此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
丽也在气候变化大会等公开场合表示要大力支持与发展
中国家开展气候变化合作

[4-5]

。

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加深, 气候变化合作也逐步纳
入相关高层对话机制中。 2016 年, 在习近平主席顺利完

化司的国际合作处负责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 科技部
和农业农村部的国际合作司也是负责对外援助的主要
部门。
2. 1. 4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内容广泛, 形式多样

根据我国最新发布的 《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成对拉美三国的访问之际, 新 《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

行动 2019 年度报告》 [8] , 一直以来, 中国积极推动应对

气候变化相关的航天合作、 海洋合作、 经济技术援助

帮助。 截至 2019 年 9 月, 中国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签

策文件》 问世

[6]

。 新的政策文件在经贸领域涉及与应对

等。 在国际协作领域也提到全球治理、 2030 可持续发展
议程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实等。
2. 1. 2

通过各种途径加强高层政策沟通与交流

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加强了与南太平洋和加勒
比海等岛国的沟通与交流, 对岛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立
场表示理解, 同时推动岛国对中国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 的理解与支持。 从 1990 年起, 中国连续派政府代
表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 近年来积极呼应岛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关切, 并提出相关援助措施。 2014
年 7 月,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宣告成
立, 标志着中拉双边、 多边、 整体合作的 “ 多轮转动”

形成良性互动。 2015 年 1 月, 中拉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
署 30 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 合作建设低
碳示范区、 开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举办应对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 目前, 中国共举办了 9 期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 其中包括两期 “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培训班、 两期太平洋岛国培训班。 积极推动第三方

合作, 加强与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粮农组
织、 绿色气候基金、 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等在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领域的交流合作。 中国政府还通过项目实
施、 物资捐助、 技术援助等方式,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
展了气候适应、 清洁能源、 防灾减灾、 生态保护等领域
的合作项目。

议在北京成功举行, 这成为中拉整体合作迈向机制化的

在参与内容上, 涉及的范围较广。 通过整理相关使

开拓之举。 此后, 中拉农业部长论坛、 中拉政党论坛、

馆网站、 研究文献以及新闻报道相关材料发现, 目前我

中拉科技创新论坛、 中拉企业家高峰会、 中拉智库论

国对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相

坛、 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 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等配

关的具体援助项目主要涉及农业、 清洁能源、 水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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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利用、 基础设施建设、 适应气候变化和人道主义援

援助涉及农业、 能源、 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和物资赠送

助、 人力资源培训六个方面。

等诸多方面, 然而各领域之间的资金分布和项目数量分

从援助形式上看, 中国对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
的援助主要有成套项目、 技术合作、 一般物资、 人力资
源开发合作、 援外医疗队、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债务减

布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表现为: “ 减缓” 援助项目多,
“ 适应” 援助项目少; 物资援助较多, 人力资源培训、
技术转移和合作等非物资援助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

免和援外志愿者八种方式。 其中, 以优惠贷款为主的成

较少。 但是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遭受气候变化的影

套项目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 在中国对外援

响大, 面临着生存威胁, 因此对他们而言 “ 适应” 气候

助工作中占首要地位。 此外, 还为大多数小型项目提供
2. 2

变化比 “ 减缓” 更紧迫、 更现实、 更重要。

2. 2. 4

赠款。
我国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面临的挑战

多方援助参与度低, 外部环境面临挑战

国际组织是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科 技 援 外 的 重 要 平 台,
掌握了大量资金、 专家和技术资源, 有较强的国际影

总体来看,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以及对南太

响力。 国际组织的援助项目也更容易被受援助国接受。

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援助活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效

目前我国对外援助主要是直接向受援助国实施援外项

果, 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上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

目, 很少联合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开展对外援助, 因此

步完善之处, 还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我国援助项目也备受国际质疑和地方大国的阻挠。 而

2. 2. 1

缺乏明确的总体气候变化合作战略

目前我国针对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应对气候
变化援助是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框架下进行的, 还没
有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上规定我国针对南太平洋和加勒比
海地区国家的援助原则目的、 方式内容、 援助规模、 重

且我国科学家、 管理人员在国际组织中任职较少, 对
国际组织制定气候变化科技援外政策、 设计和部署项
目影响有限。

3

合作需求

点领域、 执行机构、 援助程序、 资金流程、 统计评估体
系等内容, 也没有从战略性和长期性的角度进行顶层设
计, 开展的项目较为分散。 相比之下, 发达国家在开展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3. 1

合作需求调研与梳理

气候变化对外援助时, 普遍制定了规章, 提出了明确目
的, 进行了顶层设计。 以美国为例, 美国国际发展援助
署( USAID ) 在 《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与 发 展 战 略 ( 2012—
2016) 》 中明确提出三大战略目标, 即通过向清洁能源

和森林可持续项目的投资, 促进全球向低碳发展转型;
通过向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投资, 提高人口、 地区和居
民生活的气候变化耐受力; 通过将气候变化目标与援助
署开展的各项目、 政策对话、 项目执行相结合, 强化可
持续发展的效果 [9] 。

2. 2. 2

缺乏项目论证、 监测和评估体系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主要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合作需求, 在北京举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
训期间,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 开展访谈谈话的方式, 与
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的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获得了这两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需求和合作机制
建议方面的一手资料。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两国开展应
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优先需求主要包括: 资金支持、 基础
设施建设、 能力建设培训、 清洁能源和交通技术、 物资
赠送等类别, 详见图 1。

根据部分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在 UNFCCC( 联

由于我国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距离遥远, 交
通不便, 且受这些国家发展水平的限制, 一些援助项目
缺乏前期调研, 难以开展针对性援助, 导致出现我国援
助的设备当地并不需要或者缺乏配套设备或相关技术人
员等问题。 另外, 由于我国相关人员投入有限, 缺乏对
援助项目的后期维护和管理, 且由于评估制度缺乏, 也
无法对援助项目进行有效评估。 缺乏效果评估和透明度
会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质疑,
不利于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10] 。

2. 2. 3

援助结构不均衡

目前我国的气候变化援助范围较广、 援助项目较为
分散、 特色项目较少、 重点不突出。 我国气候变化对外

图1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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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网站上递交的材料, 我们整理

国家所对应的援助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 主要集中在资

了主要国家所涉及的援助需求。 由表 1 可以看出, 每个

金支持、 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表1
国家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援助需求
援助需求

巴布亚
新几内亚

(1) 希望能源部门实现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 需要人力资源开发、 技术转让和机构组织的支持, 希望在
全国范围内增加水力发电站、 进一步开发地热能和太阳能;
(2) 需要外部资金支持作为提高能源效率的前期成本
(3) 希望通过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展开排放数据收集工作以跟进减缓进展
(4) 希望引入火车和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5) 国家面临沿海和内陆洪水、 干旱、 海平面上升、 霜冻、 疟疾传播、 珊瑚礁受损、 粮食和用水安全等问题; 适
应比减缓更急迫

斐济

(1) 需要五亿美元的外部资助帮助实现 2030 年减排 30%的目标
(2) 发展新能源汽车
(3) 希望将水电、 地热、 生物质能、 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发电量提高到 100%; 大型水电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4) 需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或其他市场机制
(5) 短期适应项目: 改善预警系统、 疏浚河口、 建设内陆水坝和抗风房屋、 种植传统块根作物、 减少土地退化、
改造棚户区; 长期: 搬迁

萨摩亚

汤加

努瓦阿图
图瓦卢
牙买加

多米尼克

3. 2

(1) 修复被台风摧毁的水力发电厂, 增加光伏发电, 开发沼气发电
(2) 需要资金技术援助帮助建设输电、 配电等电力基础设施, 提高电力系统的传输效率
(3) 需要技术支持监管车辆排放, 淘汰低效能灯泡及其他低效能用电器
(1) 保护森林资源
(2) 减少电力传输的线路损失
(3) 促进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的使用
(4) 发展新能源汽车、 提高柴油发电机的效率
(5) 增加沼气系统, 引进改良动物减少甲烷排放

(1) 获得技术和人力支持获取研究数据, 帮助完善信息管理
(2) 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发展光伏发电

(1) 基础设施建设、 住房安全问题
(2) 旅游业、 渔业、 林业面临风险

(1) 地处飓风带,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飓风、 洪水、 滑坡等严重影响了当地渔业、 农业和粮食安全
(2) 拥有巨大的地热潜能, 希望开发地热能
(3) 粮食进口给国家经济带来负担
(4) 水资源污染和淡水资源缺乏
(5) 捕鱼船只和渔业捕捞技术
(6) 固体废物和液体废物管理问题
(7) 设计和建立海平面监测网, 建立海洋资源数据库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主要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胁, 围绕防灾减灾问题, 需要通过有效的资金和技术支

合作需求分析

持帮助其完成气候观测、 预警、 基础设施防护、 防灾减

通过梳理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主要国家在气候变化

灾、 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也可以帮助其进行如海平

领域的合作需求, 目前这些国家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减缓

面升高及影响的定量分析、 气象观测预警等气候变化风

气候变化、 适应气候变化和能力建设方面。

险识别和分析的技术援助, 从而帮助这些国家有效识别

3. 2. 1

减缓气候变化方面

气候变化风险, 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 此外, 通过

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的

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的利用和改善教

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主要包括: 该地区普遍缺乏能源,

育、 医疗条件提高人口素质来缓解气候变化对海洋资源

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开发水力、 风力、 太阳能和沼

等经济支柱的破坏, 还要解决海水侵蚀导致农作物种植

气等可再生能源以及通过提高电力系统传输效率、 改良

恶化以及暴雨等极端天气导致农业生产受损和粮食安

发动机、 更换节能用电器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3. 2. 2

适应气候变化方面

全、 食品保障等问题。

3. 2. 3

能力建设方面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的

在能力建设方面,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希望通

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主要包括: 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威

过人力资源培训提高国内人员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

李媛媛, 等: 我国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策略研究
储备和项目管理水平, 也希望通过分享我国经验, 促进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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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信息交流机制建设, 实现信息共享。 一些国家也提出了

在合作领域方面, 一是深入研究受援助国家的环保

未来可以和我国通过开展联合研究、 联合建设大学等方

理念和政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需求, 结合重点受援助国

式继续开展相关合作。

的国家政策和规划, 制定针对性的援助方案, 调整援助

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区域的不同国家在地理位置、
经济发展和合作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不同国
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 一些国家的

项目结构, 援助项目重点涉及清洁能源( 水力发电) 、 低
碳技术( 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热水器、 高效节能空调) 、
农作物种植技术、 气象水文预警系统、 海岸带管理、 基

需求主要集中在能力建设培训方面, 比如举办培训班、

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源合作等方面, 从而提高我国的援

开展联合研究、 共建大学等; 一些国家的需求主要集中

助质量; 二是提供长期智力支持, 例如向南太平洋岛国

在资金方面, 希望我国可以为当地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大

人员提供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资助政府官员或研究人员

量资金支持; 一些国家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提高能源利用

在中国完成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效率、 改善基础设施、 开发可再生能源等方面。 因此,
未来我国可根据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的援助需求, 在开展援助时要以援助国家需求为导

三是加强两国大学间的交流合作, 发展 “ 兄弟院校” 合
作模式。
4. 4

交流

向, 考虑到不同国家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且已有的合作基
础不同, 结合其他发达国家对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
已开展的合作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合作。

4

和措施, 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二是积极宣传我
国与岛屿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国家开展的合

合作的对策建议

作项目及取得的效果; 三是加强双方的交流与互动。 双

理, 承担国际责任,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分享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
的有益经验和最佳实践的重要举措。 在与南太平洋和加
勒比海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时, 我国应紧密围绕
这些国家的气候变化合作需求, 并结合我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优势, 加强深度合作以利于更加凸显气候变
化合作效应。
在现有合作框架下对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展
开气候合作, 打造气候变化的战略共识
可借助中国—加勒比经贸论坛、 中国—南太平洋经
贸论坛的平台设立气候变化分论坛, 以此平台来整体协
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合作, 推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的联合倡议, 并提出双方的立场、 原则、 目标、 需
求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意见。
4. 2

中国应利用好各种交流平台, 一是宣传我国履行应
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和开展气候变化治理的相关政策

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

4. 1

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加强在气候治理经验方面的

方可在制度建设、 政策规划、 技术开发、 司法实践等方
面继续开展交流与合作。
4. 5

开展多方合作
一是开展三边合作, 包括与双边合作机构和政府间

组织之间的合作, 通过联合国国家办事处等渠道建立沟
通机制, 扩大向发展中国家的专业支援, 促进合作国政
府间的交流。 二是在合作中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应有的
作用, 调动非政府组织和合作中的积极性。
4. 6

鼓励私营部门交流, 增强互信程度
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气候变化科技援助项目。 发达国

家非常重视私营部门在科技援外中的作用, 认为私营部
门的参与能提高援外项目的效益和可持续性。 政府的主
要作用是帮助本国企业开拓市场, 具体实施由企业完
成, 因而项目收益和效果也有保障。 因此, 在下一步工
作中, 我国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创新合作模式, 鼓
励更多私营部门积极参与到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国

不断优化和深化目前开展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 充分发挥私营部门的主动性和

作项目, 提高合作的针对性

积极性, 中方政府部门主要发挥组织与协调的作用。

通过实地调研和考察、 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
式, 了解我国目前开展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的

5

研究小结

成效以及相关国家的实际需求, 做好整理和总结工作。

南太平洋岛国家包括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北马

以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为例, 可进一步根据相关

里亚纳群岛、 法属波利尼西亚、 斐济、 关岛、 赫德岛和

国家需求在培训时长、 培训资金、 培训名额和培训课程

麦克唐纳群岛、 基里巴斯、 科科斯群岛、 库克群岛、 马

等方面进行优化, 具体包括将培训时长从 2 周延长至

1 年 ~ 2 年, 增加培训资金和培训名额。 在培训内容上,
增设减排核算方法学、 太阳能电池板和 LED 灯使用及
维护等方面的课程。

绍尔群岛共和国、 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萨摩亚、 密
克罗尼西亚、 瑙鲁、 纽埃、 诺福克岛、 皮特凯恩群岛、
萨摩亚、 圣 诞 岛、 所 罗 门 群 岛、 汤 加、 图 瓦 卢、 托 克
劳、 瓦利斯和富图纳、 瓦努阿图、 新喀里多尼亚。 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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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海国家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伯

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时, 应紧密围

利兹、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多米尼克、 多米

绕这些国家在资金支持、 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尼加、 萨尔瓦多、 墨西哥、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圭亚

面的合作需求, 并结合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优

那、 海地、 洪都拉斯、 牙买加、 尼加拉瓜、 巴拿马、 圣

势, 加强深度合作以更加凸显气候变化合作效应。 具体

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卢西亚、 苏

建议如下: 未来我国可通过在现有合作框架下与南太平

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委内瑞拉、 法属圭亚那、 瓜

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展开气候合作, 打造气候变化的战略

德罗普和马提尼克、 荷属安的列斯和阿鲁巴等。 以上南

共识; 不断优化和深化目前开展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大部分属于小岛屿国家, 较易受

作项目, 提高合作的针对性; 通过抓重点领域开展深度

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较弱, 是我

合作等方式不断加强合作, 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

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点对象之一。

面的影响力; 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加强在气候治理经验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 承担国际责任,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分享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
的有益经验和最佳实践的重要举措。 我国在 21 世纪初

方面的交流; 开展多方合作; 鼓励私营部门交流, 增强
互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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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hina and South Pacific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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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th Pacific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are the key targets of China’ 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lthough China
has carried out climate change cooperation with some countries through gift of climate change materials, training and other
ways, but it overall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 and its cooperation needs are not yet deep enough and lack of overall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strateg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sending questionnaires, face-to-face interviews and analyzing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it is identified that the cooperation needs of South Pacific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are mainly focused on financial support, capacity - building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China can
build a strateg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by conducting climat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in the South Pacific and the
Caribbean under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framework; continuously optimize and deepen the current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projects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cooperation; focus on key areas and carry out in - depth
cooperation, etc. , so as to enhance China’ s cooperation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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