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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政府的全球气愤

治理政策探析

一在中等国家理论框架下

唐小松 万 飞◎

【内容提要】 作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参与气侯治

理有其利益诉求,即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寻求发展机

遇等。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有多种不同的路径,但面临同样的困

境,例如,政治体制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限制、不同民意的左右等。本文

基于中等国家的外交理论,以特鲁多政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例,在回顾

其第一任期以及第二任期初期的气侯治理政策基础上,分析其主要诉求及

困境,探析作为一个主要的中等国家,在考虑国际合作、国内政局以及经

济、民意问题的情况下,特鲁多政府的气候治理政策的走向。本文认为特

鲁多政府的气候治理政策如同中等国家外交一般,诉求强烈,但灵活性不

高,并且受制于国内政局、经济和民意等不稳定因素。由于第二任期纽建

的是少数党政府,其将在气候治理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关键词】 中等国家 全球治理 特鲁多政府 气候政策 能源

【作者简介】 唐小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万 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随着全球化的深人发展,全球治理成为热议话题。中等国家是参与全

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其中,气候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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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食多政府的全球气候治理政策探析

是中等国家参与的主要领域○近年来,随着申等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魏

光启在《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中提出,合作是中等国家参与全球

治理的基本方式,但申等国家很容易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①丁工在《中

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申介绍了中等国家助推全球治理

体系的创设情况,并且其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实现了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

推动者的身份转换。②他还在《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

意义与前景》一文中介绍了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形成背景和发展厉程,并

分析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困境°③钱睹和谨园庭则分别以加拿大和

拉美国家为案例研究中等国家如何参与国际事务,指出中等国家参与全

球事务的路径灵活,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相关政策,但同时也

面临一些现实的困境。④这些研究成果都基于中等国家的这一特殊身份,

因此,本文也将构建在这一重要的理论框架之上,以加拿大为例'探析

特鲁多政府的全球气候治理政策,通过分析国内政治与全球气候治理之

间的互动来探析中等国家的内政与外交互动情况o气候治理是加拿大参

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议题之一。加拿大作为主要的中等国家,长期以来是

气候治理的领导者,发挥引领和凋停的作用,为气候治理做出了一定贡

献。在第一任期中,特鲁多政府为表达相关利益诉求,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但是实施的气候政策的效果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和社会

民意等因素。由于第二任期组建的是少数党政府,气候治理将面临更加

严峻的挑战。

①魏光启: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太平洋学报》 2010年第12期,第36-44页。

②丁工: 《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14年第3期,

第45-sO页。

③丁工: 《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 《太平洋学报》 2016年第3

期,第39-47页。

④钱皑: 《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一以加拿大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

年第6期.第47-54页゜谨园庭: 《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捍与现实困境:以拉

美国家为例》, 《拉丁美洲研究》 2018年第6期,第33-45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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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框架

(一)中等国家

中等国家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

关于中等国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申等国家的内涵随着国际形势的发

展在不断演变和丰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国家体量和实力为考量标

准界定的中等国家是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国家,其需要具备一些硬性条

件,诸如人日、领土、合法政权、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等°这些硬性条件

是中等国家具备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基础°中等国家在国际社会有能力和

意愿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①加拿大ヽ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优先在联合国确立了中等国家的角色和权力°冷战期间,加拿

大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发挥调停作用,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助推

了申等国家概念的普及。冷战之后,中等国家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其

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如人权外交、环境保护和冲突防御等。从地缘政

治角度来看,申等国家在特定地区具有地缘战略地位°正如布热津斯基在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申强凋: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拥

有仅次于大国的地区影响力°②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南非等都具备

地区战略影响力,它们与大国结盟,在大国和地区周边国家中扮演中间人

的角色,发挥调解和桥梁的作用゜在国际体系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等国

家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经常加以审视以与时俱进。③近年来,更

多的学者基于国际行为来定义中等国家,主耍研究中等国家在特殊领域采

① Andrew F. Coope一, Ric山.d A. Higgon, Kim Richard Nossa上Rehach晤%diife Poowers: Aus一

响抗and Ca阴de in a Changing Wbr,d O厂der (Van∞uVer: UBC Press’1993). p. 25.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

③慧崇卡嚣篙呈崇荒盖∴篙需_。_。。__⋯可 I

Vo1.44, No.4, 1989. pp.825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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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粤多政府的垒球气侯治理政策探析

取国际行为的动因、方式、影响和困境。

(二)中等国家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全球化

的发展在给国际社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

经济危机、环境恶化、难民间题、恐怖主义等。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虽然

大国向来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中等国家在参与议题讨论、推动治理机制建

设、提供解决方案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全球治理不只是关乎某一个国家

的利益,而是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旨在将整个世界规范地

组织起来,以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①全球治理的普适性和广泛性袁

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问题需要依靠多边组织和合作来解决。中等国家也

无法置身事外,但由于实力有限,其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解决全球间题,必

然会寻求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合作,或者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共

创治理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等国家的身份和不同的世界格局共同决

定了其参与的路径。由于缺乏大国的实力和行动的魄力,中等国家很少采

取单边行劫。中等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是多元化的,主要表现为以多

边制约单边。②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之一,无论大国还是小国

都难以独善其身。加拿大是典型的中等国家,特鲁多政府主要通过加强国

际合作、开展多边论坛讨论气候议题、推动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和提供国

际人道主义援助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三)中等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利益诉求

中等国家的对外政策以“人遭的国际主义”理念为指导,它们在国

际社会中愿意承担道德责任。中等国家拥有国际好公民的形象,为推动国

际组织的成立、国际法规和秩序的建立做出积极贡献,如加拿大曾派遣大

① 魏光启: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太平津学报》 2010年第12期,第38页。

② 钱陷: 《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一以加拿大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

年第6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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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员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瑞士为国际援助做出积极贡献。①中等国家是

发起外交倡议的催化剂,是议程制定和联盟建立的促进者,还是监管机构

建立的协助者。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等多边机构是中等国家发挥作用的有效

平台。中等国家拥有的软实力,如利用信息、通信和多边机制进行调解、

说服的能力,在相互依存和跨国合作频繁的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中等

国家具备建立联盟和管理机制的能力,在主要行为体不主动参与时发挥领

导作用。②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和社会问题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和

意愿逐渐减弱,中等国家有机会在该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特朗普政府上台

以来做出的一系列“退群”举动,表明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能力和意

愿有所下降∴这给中等国家提供了领导机会。

但是国际好公民的形象并不意味着中等国家会放弃对本国利益的追

求。③中等国家的国际行为有其利益诉求:树立和巩固良好的国际形象ヽ

提升国际地位、寻求经贸合作机遇等。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前部长加雷

斯●埃文斯(1988-1996年)将中等国家的外交定位于“利基外交”

(niche dipIomacy) ,即将资源集中在回报率高的特殊领域o④随着国际形

势的发展和自身外交的失利,中等国家逐渐明确国际定位和自身角色,以

调停和斡旋的方式参与低政治领域的国际事务,如经贸、安全、环境、卫

生等领域。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中等国家逐渐据弃早期的“无私利”外交

实践方式,采取灵活务实的方式,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原则。⑤特鲁

① Hayes, Geoffrey, “Canada as a Middle Power: The Case of Peacekeeping,” in A. F.Cooper ,

ed. , rviehe Dgivomcley: A“拙Poowers qfier ife Co/d W7a厂(New York: S‘. Martinis Press, 1997) ,

pp.73 - 89. E面-6m, Ole, Fo′egiv Ajd / ego励‘oms‥ Tbe S抄cafrofr7bnzczwi卯Aid Diefogne

(Alde-Shol, UK: Avebury, 1992).

② Coope-. Andrew F. , Hlggott’Richard A. ' Nos9al, Kim Richard’Rchca鹏mu抛Poowers:

A“sfrofrO ooJ Cb删de in o Changjng Wbrid O′de′ (Vancouver: UBC Press. 1993) , P. 27.

③ Ganh Evans, “Middle Powe- DipIomacy,” th炮ngural E拓anrdo Boeinge′脆mo厂inJ hatw℃' C砒

仇c卿凡帅加加乃, S删加go. 29 June 20¨.

④ Coope一, Andrew F. rNiche DipIomacy: A Concepfual overview,” in A.F.Cooper’ed. ,

鹏e Dgivomacy: Mj犹Poavcrs q如r ‘he Coid Wa′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士1997) '

pp.1-24.

⑤ 钱腊‥ 《国际政治申的中等国家:加拿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第24-2s页。

26

多玫府参与全肆气1

考瞳,获取外交戍

巩固加拿大在国际

(四)中等匿

中等国家虽然

困境。国际美系菲

宪.中等国家权力

治理方向。此外,

展。作为主要的中

参加维和行动.关

安全的政策空间要

盟的依赖。其次.

会等因素的影响=

受限于松散的联卉

致受社会民众的监

本文之所以主

是因为加拿大在;

僵得关注的研究￣

的态度有一定差:

窒连任.并且面

国外因素的互动

加拿大作为

美二不过.虽然



特笛多政府的全稼气惯抬理政策探析

多辅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不仅在践行国际主义的恩想,还出于国家利益的

亨奏.获取外交成栗,为争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积累声誉,

二固加拿大在国际体系申的地位°

制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中等国家虽然活跃在全球治理领域,但在实际操作申也面临一些现实

璃。国际美系和国内因素共同制约申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效。首

三.中等国家权力有限,国际话语权不足,在大国的制约下难以引导全球

理方向。此外,中等国家并不都是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合作空间有

霞二作为主要的中等国家,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现积极,主动

参加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安全贡献力量°但是澳大利亚参与联合国集体

安全的政策空间受制于自身有限的军备力量、国内政党的纷争和对美澳同

翌的依赖。其次,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受国内政治、经济、社

会等因素的影响°以加拿大为例,特鲁多政府的全球气候治理政策的实施

受限于松散的联邦制,治理空间受制于国内能源经济的发展情况,治理成

效受社会民众的监督。

二 特鲁多政府的气候治理政策及评值

本文之所以选择加拿大作为中等国家参与气候治理的案例迸行研究,

是因为加拿大在这一领域既有丰富的参与经验,也有不断变化的过程,是

值得美注的研究对象。并且,特鲁多上台之后,与前任政府对于气候治理

的态度有一定差别,而且面临不少国内外影响因素。目前,特鲁多政府已

经连任,并且面临更为复杂的国内政局,因此,其未来的气候治理政策与

国外因素的互动更加值得关注。

加拿大作为一个北极国家,一直认为气候变暖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

关。不过,虽然加拿大历史上多次成为推劫气候治理的主力军,但哈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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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时期的加拿大一度被垢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拖后腿者。①这令加拿大

参与气候治理的积极形象受损。为了恢复加拿大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

权, 2015年特鲁多政府上台伊始就表示, “你们很多人担心的过丢十年中

在国际舞台上失去怜悯心和建设性作用的加拿大又回来了。”②特鲁多政

府承诺将重新恢复加拿大的国际声誉,尤其在应对气侯变化方面,加拿大

将带头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在第一任期内,自由党联邦政府拐弃了前

任政府的消极态度,十分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一)重视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

第二气候外交是加拿大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合作是特鲁多开

展气候外交的主要方式。特鲁多参与和推动气侯治理的路径主要有两个。

第一,国际多边气候合作o近年来,特鲁多频频在重要的国际气侯多边谈

判场合发表演讲或声明,向全世界推广加拿大先进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政

策,充分表达了加拿大希望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意愿0 2015年¨

月30曰,特鲁多参加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声

明:加拿大作为国际社会的好朋友又回来了,期望在本次会议中发挥建设

性作用。加拿大可以傲而且将做更多的工作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

战,积极参加合作创新计划,从北美合作伙伴开始,寻求更多双边和多边

合作机会。③

一方面,加拿大积极参加并组织国际气候会议以及多边论坛,是全球

气候治理的重要推手0 2017年9月,加拿大与欧盟和中国在蒙特利尔共同

①
Omer Aziz’“Can8da an Internafronal hagga-d on Climate Change∵ http: //www. theslar. com/0-

Pinion/∞mmen‘ay/2015/04/20/Canada - an - intemational - 1aggard - On - Climate - Change.

hml,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10月24日。

②
Bronskill J. ’“We' 'e back'" http: /布ews. nndomalposL ∞m/new/canadian - POlies/we' reback -

jusrfu -trudeau -SayS-in - meSsoge一'o - Canadas - allies - al)-Ond.最后访同时闸: 2019年

10月24日。

③ “Canndds Nedonal Statemen⋯ COP21 1 Pine Ministe- Of Canada’" https: //pm. gc. c8/eng/

news/2015/¨/30/cannda9 -nahonal -Smement -∞P21.最后访问时闸: 2019年10月25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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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笛多攻府的全球气愤治理政策掠析

茎行部长级会议,另有34个国家代表参会,旨在推动《巴黎协定》目标

事执行。①加拿大于2017年11月批准了《基加利修正案》 (砒K话揣在

孵油珊呐),并且其于2019年1月1日生效,该修正案旨在逐步淘汰氢氟

费化合物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② 2018年6月8日, G7领导人峰会在加

拿大魁北克省夏洛瓦举行,会议主题包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海洋资

潦和发展清洁能源,致力于为气候变化提供解决方案,推动《巴黎协定》

生效。③另一方面,特鲁多政府加强与周边美洲国家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合

作,就气候变化议题签订协议,以助推《巴黎协定》生效。早在2015年

7月,美加墨三国环境合作委员会举行会议并宣布了“2015 -2020年战

略计划”,将械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确定为北美合作的第一要务。④此外,

美加墨还通过举行年度理事会不断完善《北美环境合作协定》,促进绿色

创新增长和增强合作伙伴关系。⑤加拿大签订《巴黎协定》并制定减排目

标,将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推动《巴黎协定》实施0 2017年6月,

加拿大和其他G7国家承诺到2025年取消对无效化石燃料的补贴,旨在

普及新能源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⑥ 2017年12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和五

个省政府与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美国政府一起发表了

① “Canadais Second Biemial Repori on Clima‘e Change, " https‥ //www. ca帕da. ca/en/environ-

menl - Climale - Change布ervices/clima‘e - Change/greenhouse - gas - emis§ions/second - bien-

niaLrepo九hml,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10月27日゜

② “ Canndds Third Biermial Reper‘ on αimate Change’" https: //www. cannda. ca/en/environment -

climate - change/services/climate - Change/greenh゜use - ga9 - emissions/seventh - national - COm-

munioation -thi.d -biermial -rePOrt. 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0月27日゜

③ “The officit山Websi‘e of the Govemmeut of Canada∵ https: //www. in‘emational gc. ca/world -

monde/assets/pdf8‘年utemationaL relatione一-elatious- intema‘i - Onales/g7/2018 - 06 - 09 -

summit-COmmunique-SOmmet-en.Pdf,最后访问时问: 2019年10月27目゜

④ “Strategic Plan of由e Commis9ion for Environmenul Cooperation 2015 - 2020,” hwp: //www.

cec. 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trategic-Plans布ategic -Plan-20 1 5 - 2020. pdf’最后访

间时间: 2019年10月25曰。

⑤ .. North American Agreemeut Environmental Coopemtion ’” h“ps: //www. cunada. ca/∞nteut/dam/

eccc/documents/pdf/in‘emational - arfuirs/compendinm/2018/ba‘ch一¨ /north - american - a-

greemen卜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0月25曰゜

⑥ “G7 1se -Shima Lende-S’Declaration∵ http: //www. mofa. go. jp仙es/0∞160266. pdf’最后

访闸时间‥ 2019年10月2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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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碳市场宣言》 (肋D加r加仰Cα加胁胁毗A″咖毒,旨

在加强美洲大陆的碳定价体系合作,并促进整个碳市场发展。①

第二,气候治理的双边合作。除了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场合的努力

外,特鲁多还十分重视将双边气候合作作为实现多边合作的手段゜与多边

气候合作相比,在双边气候合作中,可以选择与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国家就

气候变化的某一具体议题迸行合作,所以更加具有针对性°例如,在欧洲

地区,特鲁多政府在与欧盟进行整体气候治理合作的同时重视与欧盟成员

国开展双边合作0 2017年11月,加拿大和英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幅d肌咖肌肋删o砌C仍砌仰仰佛肌响C九啊)第23次缔

约方大会(COP23)上共同创立并启动了“助力淘汰煤炭联盟” (Powe-

ring Past Coal Alliance) o该联盟旨在用清洁能源代替高排放的煤炭,优化

能源使用结构,减少碳排放以兑现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即把全球平

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之内(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并努力将气温升幅

控制在1.s℃之内(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② 2017年,加拿大与法国共

同制订了联合行动计划(France - Canada Climate Partnership) ,旨在响应

全球气候行动,推动《巴黎协定》生效。③在亚太地区,加拿大与中国开

展了大量的气候治理合作0 2017年12月4目,申加签署了《中国一加拿

大气候变化和清洁增长联合声明》,申加双方一致同意在气候变化和清洁

增长合作方面建立部长级对话机制,以促迸化石能源向清洁燃料转型,还

更新了双边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7年6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和加拿

①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Biennial Repor‘’” httry //unfoac∴nt^rmcess/transpareney - and -

reporiing/一ePOning -d - reView - unde山he一∞nVenhon/natioml utommunications - and id-

enninl - rePOrts -- anneX ri - Parties/sul)mind - nationa1 - ∞mmunicatione - frO - anneX ri -

pa山es,最后访问时闸: 2019年10月28日°

② “Powering Post Coal Alliance ( PPCA ) ’” https: //www. canada. carfeonte’it/dan/eccc/docu-

ments/pdf“utematienal - affalrs/compendium/20'8/batch - 4/powering - Past - COal - ahance -

2018.pd‘,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0月28日゜

③ “France - Canada αimate Par‘nership, Paris' France’" https: //www"anada. cafen/services/

environment/weather/climatechange/carlada - in‘emfrona1 - aC‘ion/internationa1 - COllaboration/

france -Camada-Clirnale -Parthe-Ship. hml’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10月28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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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锥多政府的全球气惯治理政筑拣析

t鲁然资源部续签了《关于能源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加能源二轨

哼斋将为促进清洁能源发展提供解决方案。①加拿大和印度针对气候变化

亏垂,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旨在用高新技术改善气候环境,以便在全球

≒虞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②

第三,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人道主义援

三违是特鲁多政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重要路径,例如,增加气候融

≡.帮助脆弱国家优化能源结构、完善基础设施以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

奄力。③在召开巴黎气候大会前夕,特鲁多在马耳他参加英联邦政府首脑

圭议时表示,在未来5年,加拿大将拨款26.5亿美元,用于帮助脆弱国

紊向低碳经济体过渡。④加拿大还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⑤ (The Least De一

`uloped Countries Fund)拨款3000万加元用于帮助脆弱国家满足适应气候

妻化的需要,并拨款1000万加元用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气象灾害预警系

统。⑥这些不仅兑现了加拿大根据2009年《哥本哈根协定》 (椭c C即扔一

地g钠A“o妇)傲出的承诺,即与其他国家合作,联合调动气候融资(到

① 《中国一加拿大气候变化和清洁增长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同ps‥ //

www. frop'C. goV. Cn/web/ziliao_674904/l 179_674909∧1516435. shtml,最后访间时间: 2019

年10月28日。

⑧ “Center for InIematiounl Govemmenl lrmovahon,” ht中: //www. cigionlin - e. Org/; “ Making

Terresinal Geo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Viable-An oppo而nly for India - Canada Climate Leade'一

ship,W canαde一/拟Zjα 7Jac启/. 5 Didngue Pape′, No. 3 , https: //www. cigionline. org/publica-

tione/makin 一.erreStria1 - geoengineering riechnologies - Viable - OPPOrtunity - india - Canada一

捎mle,最后访问时问: 2019年10月28日。

③ 脆弱国家在这里是擂排放量大且治理不善的发展中国豪。

④ “Prime Minister Armounces Invesment in GIobal Climate Change,” hwps: //pm. gc. ca/en -/

news/news - releases/2015/l l /27/prime - minister - announCeS - investmen'一globa1 - Climate -

chmge-ac市懈,最后访问时闸: 2019年10月30日。

⑤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是一个多边融资机制,为最不发达国家适应行动计划及确定适应需求的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参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http: //unfecc. iut/cooperation_

and_SuPPOn/financiaLmechanism/leasLdeveloped_COuntry」⋯d/items/4723. php ,最后访间时

间: 2019年10月30日。

⑥ “Canada Second Blermial Reporl on Cllmate Change,” The Govemment of Canada, hwps: //www.

canada. ca/en/errvironmenl - Climate - Change/services/climate - Change/greenhouse - gaS - emis-

sions/se∞nd-biennia1. report. html,最后访间时问: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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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而且也兑现了根据2015年《巴黎协定》

傲出的承诺,即继续增加备种来源和渠道的融资(到2025年前更新集体

筹资目标)。特鲁多政府还做出其他气候融资承诺:为G7气候保险倡议

(G7 National Climate Insunnce Initiative)拨款5000万加元,旨在帮助发

展中国家保护人民免受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为G7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

拨款1.5亿加元,用于加快在非洲普及可再生能源的进程;向气候和清清

空气联盟(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融资1000万美元。①

仁)特鲁多政府的气候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中等国家通过多双边合作推动气候治理机制建立和完善,为全球治理

贡献力量゜事实上,中等国家在参与气候治理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现实困

境.诸如世界大国权力的制约、自身实力的限制、国内政治形势和经济发

展情况的变化等。

首先,中等国家多与世界超级大国结盟,它们通常会选择依附或迎合

大国的政策,以获得大国的庇护和提升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加拿大常被

比作美国的“跟随者”,对美国的政策亦步亦超o虽然就目前来看,加拿

大的对外政策具备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很难说美国相继退出《京

都议定书》 (批砂咖P咖∞‘)和《巴黎协定》对加拿大参与气候治理

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美国的单边利已主义挫伤了申等国家参与全球治

理的积极性和自信心o其次,申等国家有限的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束缚了它

们参与气候治理的手脚o气候治理需耍资金的技人,中等国家经济发展压

力大,失业率高,财政赤字严重,难以支付气候治理的成本。在大国政治

博奔的背景下,中等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显得无足轻重,使备国就气候治理

议题很难达成一致的治理方案,久而久之就会重创中等国家参与气候治理

的热情。在参与国际气候事务中,加拿大同样面临上述问题,但更加突出

① ℃anada Second Biennid Report on αimate ChaIIge,” The Govemmeut of Canada, https: //

WW. Canrfu ca/en/environmenir ctimate - Change/services/clinate - Change佃enhoue - gaS - e-

mis如鹏/酮Ond-biem证一-ep吐山山,最后访问时间:狐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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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锥多政府的全球气侯治理政筑探析

姜矛盾是:一方面,加拿大凭借多边主义思想引导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

琶‥另一方面,实际上,加拿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取得的成就有限。

从宏观上说,特鲁多政府参与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全球利益

与国家利益难以平衡。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是中等国家参与气候事

条难以摆脱的困境。①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申,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中等国家在多边组织和机制中有所付出。如果

中等国家难以割舍本国的利益,那么合作治理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特鲁

多政府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气候治理合作是维护全球公共利益的作为,但

言与此同时,其难以舍弃本国的发展利益,即未能平衡好全球利益与国家

刊益。从微观上说,特鲁多政府的气候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发展能源经

济与推行气候政策难以平衡。特鲁多在制定一系列气侯政策的同时,还提

出扩建跨山油管(Trans Mountain Pipeline)项目,以促进油砂、石油的开

秉和出日,这让气候治理陷人困境。为了打破现有南北走向管线的局限,

持鲁多着力推动金德摩根跨山油管扩建0 2016年11月,特鲁多和他的内

阉成员批准了这一重大的油管项目,花费45亿加元(33.7亿美元)买下

管道项目,并投人86亿美元进行修建,预计建成后'阿尔伯塔省的曰输

油量将高达89万桶,而这些石油将通过管道运输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

海岸,然后酮国际石油消费市场o②经加拿大环境评估署(The Canadi_

an Envirormental Assessment Agency)的估算,金德摩根跨山油管的扩建每

年会排放1350万一1700万吨温室气体,待项目正常运营后,每年会排放

2000万一26∞万吨温室气体°③但特鲁多政府称该油管项目可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促进阿尔伯塔省经济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人。

①魏光启: 《中等国豪与全球多边冶理》. 《太平津学报》 2010年第12期,第43页。

② David Carmen‘, “2017 Trudean Report card: Rhetorie VS Reality∵ http: //irfuirscanada.

com/wp - COnlent^IPIoads/2018/07/2017TrudeanReporlCrd 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 1

③ David CarmenL ‘. 2017 Trudeau Repon card: Rhetorie VS Reality." htap: //iarfuirsearla-

da. com/wp - COmentfupkrd/2018/07/2017TrudeouReporfuRTd. pdf.最后访问时问‥ 2019年
!l月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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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促进能源经济发展,特鲁多表示会支持特朗普给基石

(KeystoneXL)管道项目“开绿灯”的决定o该管遵将阿尔伯塔省的沥青

和石油运输到美国的炼油厂,其中,油砂申的重油需要和其他不同类型的

石油迸行精炼,这一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污染气体,沥青经管道运输到美国

也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但是如果基石管道项目建成,其曰运油量就将

达到80万桶,这样,基石管道系统的日运油量将达到110万桶○这会降

低石油运输成本,增加石油出日利润,为加拿大能源出口提供安全保障○

早在2017年3月,特鲁多在得克萨斯州的能源会议上宣称:没有哪个国

家会对1730亿桶的石油无动于衷゜①这表明特鲁多会加大对战略能源开

采的支持力度,促进石油出口°由此可见,在气候治理方面,特鲁多政府

与哈瑰政府具有相同之处,即始终以保持经济竟争力为前提,以复苏国内

经济为目标,坚持国家利益和能源政策优先原则,对气候与能源政策很难

甘国内气候政策实施不力'减排目棕难以落实

2015年11月,特鲁多在第21届联合国气侯变化大会上发表国家声

明并签署了《巴黎协定》,承诺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将排放量减

少邯,到2030年将排放量减少3响。②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和恢复在全

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特鲁多政府在国内实施了配套的气候政策,先

后颁布了一系列气候治理法案° 2016年12月9日,特鲁多政府颁布了

《泛加拿大清洁增长和气候变化橇架》 (肋一Cα删枷凡删卿0山

∵hlSwh Trudeau," Cited in Jeremy Berke’“ ‘ No Country Would Find 173 Blll'On9 BaFTels of oil

n the Ground and Jus怔ve Them’: Justiin Tnldou Ge面Standing ovatinn at an Energr Con一. .`__ __._/小_.1‘.目Il _ gels
- a

￣

①

ference in Texas’" Business frO切http: //www. busmes9inside一. COm仙ean - gets - a _

8tonding-OVaton一⋯ergy rindustry - con‘erence - Oil - gas -2017 -3’最后访问晌

⑧制c可盼响腑市2019 Trudeou Repor“ardr Cαnedinro Ford即Poifey Joumo"arch 14 ’

2019 , http : //iafhirsoannda- COrn/wp - coutent^lPIoads/2019/03/2019 - Trudeou - Report -

card-Web.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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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笛多政府的全球气惯泡理政策探析

一邮Gr砌仍dα咖舵C鹏),该框架旨在实现减排目标和增强加拿

二印气候变化的韧性,以促迸经济清洁增长○它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污染定价;联合电力、交通和工业等部门采取辅助措施以促进减排;加

蒲洁投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① 2018年6

≡二1日, 《温室气体污染定价法》 (胁C咖o鹏C佛肌咖助呐

早已获批准,该法通过一系列温室气体排放源适用定价机制来减缓气

乓靴进程。②联邦碳定价系统有两个影响要素:一是化石燃料(例如,

谰、柴油、丙烷、天然气)的费用,由燃料生产商或分销商支付,即

二018年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征收10美元,目标是到2020年征收50美

三伟二是基于产出的高排放工业设施定价系统(The output-Based

魄ng System) ,即企业需耍对超过年度排放限额的排放量承担相应责

桂,例如,向联邦政府付费、提交联邦政府发行的信贷或提交合格的抵

消信用额,允许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在企业间交易°③为了迸一步实现

吧黎协定》的减排目标,特鲁多政府于2018年11月宣布了《加拿大

辅过渡计划》 (毗Cα砌Co抑仍砌正砌讥旨在用清洁能源

淘汰并代替煤炭等化石燃料,巩固加拿大和英国启动的“助力淘汰煤炭

虽然特鲁多政府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减排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气候治理

政策,但是缺乏具体实施方案,政策实施不力导致减排目标难以实现°在

第一任期,特鲁多承诺到2030年将排放量在200s年的基础上降低3响,

在第二次大选中,他更是夸下海口:如果这次能当选总理,那么到2030

① th - Canndran Framework on Clean G'Owth and Cllmate Change, CanadatiThn ‘o Address Clh

mate change ond Grow the Economy 2016 ' " https : //www. carnda. ca/en/gervices/envlronmen‘/

weathe'仙change佃一Canadlan rfumeworkwhml’最后访问时闸: 2019牢¨月3曰゜

② “G'eenhouse Gas Pollufron Pricing Actr froe 21 ’2018' https: /仙ws. juSdee. gc. carfug/

a班/G一=ss,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月3日°

⑧ “Carbon Pricing‥ Regutry Framework for the out - based Pricing Sys‘em∵ hap* //www.

canada cafen/service§/environmentfroather/chimatechange/climate - aCtion/pnclng - Carhon -

po⋯n/o中市词一中g-s崎.出最后访问时问: 2019年∥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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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不仅能实现2030年的减排目标而且会超额完成。①但是国家清单

报告表明, 2017年,加拿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7.16亿吨,相比2005

年,只减少了1500万吨,即只减少了2引②而自2005年以来,加拿大

的碳排放趋势相对平稳,石油和汽油部门增加的排放量远超电力部门和重

工业减少的排放量,所以如果按照目前的减排进程和方案且不加以改进的

话,那么2030年的减排目标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2016年,加拿大人

均碳排放量高达18.9吨,远高于G20国家人均7.5吨的排放量o③特鲁

多政府规定,自2018年起,每排放一吨碳征收10美元,计划到2022年

征收50美元/吨。但相关研究表明:加拿大想实现减排目标,需要征收

100美元/吨的碳税。④此外,碳税政策遭到某些省份的极力反对,联邦政

府已承诺将所有碳税收人返还给原产地司法管辖区,但具体怎么返还没有

明确的规定。虽然特鲁多政府成功实施了《泛加拿大清洁增长和气候变

化框架》,但框架中的内容多是“进行申的对话”,缺乏具体的计划战略

和实际行动方案。截至2017年,加拿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只有27亿美

元,投资额不仅远远不及中美两国的1261亿美元和405亿美元,而且落

后于同样是中等强国的日本、印度、德国ヽ澳大利亚等。⑧另外,特鲁多

① “IsTrudeau DoingEnough on Climate Change? ” BBC us, September28, 2019’htqu: //

www.肌com/new布o啪一鹏一∞帕抗一49804234.最后访问时闸: 2019年¨月4日゜

② “Cannda,s Changing Climate Report∵ hap: //ww⋯Cam gC. Cafroaps - tools - and - Publica-

tions/publicatious/climate - Change - Publications/canade - Changing - Climate一'epor‘s/canadas -

ch响鸭一措啪te一哪0市2=77,最后访同时间: 2019年¨月s日゜

③ “Caunda’s Emi8Sions Rank High in G20’by the Canndinn Press in News. Politics’” htaps: //

www. nationalobserve⋯m/2019/⋯2frows/canadas - emissious - rank - high - g20.最后访

问时间: 2019年¨月13目゜

④ Marie -1)anien Smith...Secre‘ Briefing Says up ‘o $300 - Pe中Orme Fedend Carhon Tax by

2050 Required ‘o Meet Climate Targets ’川ottond Pos“ htap : /whonalpoat. cowhew9/polir

lies/secrel - briefrog - SayS - uP Jo -300 - Per Jonne - federal - Carbon - toX - by - 2050 - re-

quiredrio-mee卜Climate-torgets.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月5日o

⑤ Marie -Danlell Smith. “Secre‘ Briefing Says up to $3∞一Per riorme Federal Carbon Tax by

2050 Required to Meet Climate Targeto ’” IV咖aitost , htap : //natienalposL cOm/news/polir

tics/secret - b'iefing - Say9 - u中O -3∞一Per - une - federal - Carhon -脉一by - 2050一一e-

qu删一.o-me正汕辆一响9.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月5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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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锥多政府附全球气侯治埋政筑探析

揪政评估报告显示,自上任100夫到2019年,其在环境和气候治理方

吾的四次评估结果分别是A一、 B一、 B+、 B-o①评估结果反映出特鲁

多刚上任时制定了宏大的减排目标,赢得民心,但在实际行动中缺乏具体

实施方案,减排效果甚微。由此可见,气候治理目标不是靠雄心勃勃的承

窑实现的,特鲁多要想在气候治理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必须进一步完善气

萤政策,并将政策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

三
特鲁多政府实施气候治理政策的动因

特鲁多政府气候政策呈现上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从客观

现实来看,加拿大是北极国家,气候变暖的严峻形势促便其重视气候治理

的国际合作以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2019年加拿大气候变化报告》 (2仍9

C仍砒仍响骋C‘加招邮可显示, 1948-2018年,加拿大平均气

趾升了1.7℃,约是全球气温增幅的两倍,西北部的一些地区气涅上升

了2.8℃,是全球气温增幅的三倍。⑧此外,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

理事国,加拿大通过参与气候治理恢复国家形象和国际信誉,满足利益诉

求°在国内经济层面,特鲁多政府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通过促进

能源出日。在政治体制层面,特鲁多政府不仅受地方省政府的牵制,而且
受到社会民意的影响。

第二特鲁多政府参与气候治理是为了实现中等国家的利益。一方

面,特鲁多政府通过参与气候治理,迅速琅得外交成果以巩固加拿大的国

际地位。历史上的加拿大是全球环境治理中的积极领导者,但哈璃政府使

加拿大变成气候治理的“拖后腿者”,特鲁多政府积极参与气候合作,以

①根据《加拿大外交政策杂志》的总埋年度报告总结得出,详情参见巾//恤悯a帕_

da. com/canadun - foreisn - POhey rioumal - C栅/. htry //iaffalrseaneda. com/resech - 2/,

最后访问时问: 2019年Ⅱ月s日。

② tw9 Canada’s changmg αImate Repon (CCCR 2019)," https: //ww⋯camgc ca/s面

WWWuncan gc. caAues/energy/Climate - Change/pdf"CCR-FULLREPORT - EN - ENAL. 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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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气候合作是低政治领域的外交合作,不易引起

别国的防备和警惕,较容易取得合作成果。加拿大紧紧抓住气候治理的契

机,开展气候外交,通过建立互信,促进政治、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

作,丰富外交内容,进而巩固外交成果。加拿大作为申等强国,通过气候

外交加强国际合作,有助于其在国际社会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增强国家

软实力,巩固其中等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特鲁多政府通过参与气候治

理,为加拿大重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积累信誉°加拿大

曾六次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但在2010年啪政府期间竟选

失败,没能争取到该席位,引起国内民众的热议゜ 2016年2月12日,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加拿大时,特鲁多明确提出:加拿大将修复与联

合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力度,希望重新担任联合国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①

第二,由于经济复苏的需要和能源生产消费不集中的问题,特鲁

多政府需要关注能源政策以推动经济复苏和能源行业发展o决定一个

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国家形象或国

际规范。②特鲁多上台时,面临高失业率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必须采取

措施复苏国内经济,因此,在制定气候政策时,其需要兼顾经济和政治

特鲁多政府执政时,加拿大经济不景气,下行压力大,复苏国内经济

成为第一要务。特鲁多上台时,加拿大失业率高达7●响,经济增长率仅

为0.邮,③面临经济复苏的压力,特鲁多制定气候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经

①刘丹: 《2016年加拿大外交形势》,载唐小松主编《鹏大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

②谢来辉: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当代亚太》 2012年第1

③ ifebou' Fo'Ce Characteusties by Province, Monthly’Seasonally AdJusted’" Sfa‘as‘雌Cand'

hqu: //www150. stratcar'. gC. Ca/tlAb=/en布actlon? prd =团0028701 ; W Gro6S DomestlC

produ⋯ Basic P-ices by lndustry, Monthly’Growth Rates’” Sto肋as Canade. https: //

www150. s的肌即⋯/删/en/tv.高n? pid =3610043402,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

月5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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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曾多政府的金球气愤泡理政筑探斩

麦爵素。对于加拿大来说,发展能源行业获得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下赢能增加就业岗位,还能振兴国内经济。特鲁多执政期间,加拿大经济

宾现了平稳增长,失业率得到了有效控制。其中, 2017年经济增长率为

三吁. 201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为1.5锡,截至2019年10月,失业率已

圣降到5.5肠。①这主要得益于能源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财政收人、增加的

责业岗位0 2017年,石油和夫然气行业的产值为1010亿美元,占加拿

÷国内生产总值的5.34肠,能源行业增加了53.3万个工作岗位0 2018

丰,能源行业增加了52.8万个工作岗位。②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发展预

计平均每年会增加12万个工作岗位,至2030年,额外增加454亿美元

的财政收人。③

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能源出口,而且美国是它的第一大出日

国。但特朗普上台后注重能源独立,大力促进能源出日,减少美国对加拿

大能源进日的依赖,迫使加拿大开拓国际能源市场。而且未来全球对能源

的需求量会进一步增加,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它们为加拿大能源出日

创造了机会。 《2018年世界能源展望》 中的数据显示, 2017-2040年,

备国对能源的需求量剧增,印度增加109肠,东南亚国家增加67锡,中东

国家增加62畅,非洲国家增加57肠,南美洲国家增加37锡,中国增加

26骗。④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日会增加到98亿人,比2016年多20亿

① “Labo世Force Characteristics by Province. Monthly, Seasonally Adjusted.” stodsrfu Canade,

htaps: //www150. s[atcan. gc. ca/tl/t⋯/en/tv. achon? pid = 1410028701 i “ Gross Domestic

Producl at Basic Price9 by Industry, Monthly, G1.OWth Rates∵ Storis”es Canado, httrys: //

www150. sfatcan. gc. ca/tl/tbll/en/tv. action? pid =3610043402,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11

月5日。

② “2019 Crude oil Fo-eCaSl, Markets and Traneportahon,” https‥ //www. capp. ca/ -/media/

CaPP/cusIomer - POnal/documents/317292. pdf? modified = 20180403153222&la = en&hash =

7601739620275C83089804EA8D5DCDBEOOIA,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月¨日。

③ “2018 E∞nomic ReporI Series: A GIobal Vision for the Fulure of Canadian oil and Natural

GCAS'" pp. 12 - 13’hxps: //www. capp. ca/wp - COnten‘/upIonds/2019/11/CAPP - CaP - e一

∞nomic-rePOrl-2018-1.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1月12日。

④ “World Energy outl∞k 2018∵ p. 3, https: //webstore∴ea. org/world - energy - Outlook -

2018,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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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预计到2040年,全球对能源的需求量会增加3响o①根据《2017年

世界能源展望》对未来世界能源使用结构的预测可知,到2040年,使用

比例辅的能源依次是‥石油(27即、天然气(2S引、煤(挪)。②

加拿大是一个能源襄赋型国家,是发达国家中少数的能源净出日国之二

油气资源尤为丰富,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备国和第五大天然气生产国③,

是填补能源市场空缺的合适选择。开拓国际能源市场,只有能源储备是远

远不够的,加强国内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才是关键,油管建设是重申之重。

加拿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分布情况不均,形成能源利益集中的格局,导

致在国内政治中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反对减排的阵营。该阵营迫使联邦政府

加快跨山油管建设进程,否则将极力反对联邦政府实施的气候治理政策,

甚至闹独立,分裂国家°联邦政府加大能源开采力度,加快能源出日管遭

建设,是为了维护能源集团的经济利益,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

统一。据统计, 2017年,排放量靠前的省份依次是阿尔伯塔省、安大咯

省、魁北克省ヽ萨斯喀彻温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五个省份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占加拿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响以上o④同时加拿大西部省份

(尤其是阿尔伯塔省)也是能源生产大省,日产油蹄达38万桶,占加

拿大日总产油量的邮゜⑧换言之,能源生产大省同时也是温室气体排放

大省,联邦政府在地方政府推行气候治理政策时也不能忽视地方的经济利

① “The worId Populain Prospects’2015 RevisIOn r UNDESA' 2017; “The Wond Energy o吐

Iook 2017于EA’2017' P. 5’htqu: //webstore. ieunrgfroorld -enCrgy - Outlook -2017,最

后访问时间: 2019年¨月10日。

② rmrld Energy outlook 2017'" https: //www∴ea“rg/weo2017'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1

③ “Iutematinnal Energy Dato and Analysis∵ U. 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 “ Worid Energy

outIook 2012∵ Iuternatinnal Energy Ageney, h"p: //www. wo-'denengyoutlook. orgfroublica一

市帕/w∞一2012,最后访问时闸: 2019年¨月11目。

⑥ “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 Executive Sum恤y 2018∵ httry: //www. cunda. ca/en/envinnmenir

Climate - Change/seIvices/climate - Chang响echouse - gas - emissious/sourees - Sinke - eXeCutjve _

Summary-2019.huh.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1月12日。

⑤ tw9 Crude oil ForecasL Mahets and Transportation∵ p. 9, htqu: //www. capp. carfup -

COntenit/uploads/2019川/338843. 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月13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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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寓多政府的全球气债治理政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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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否则将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2019年大选之后,加拿大西部三个省

份(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纷纷闹独立,其中,阿

尔伯塔省的呼声最高。这表面上反映了这些省份对大选结果的不满,实际

上反映了对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能源行业发展支持力度不够的不满。随着

联邦政府实施的气候治理政策与当地石油行业的矛盾加剧,西部省份在利

益被剥削的同时,还要为东部提供资源,导致西部省份要求独立的呼声高

涨。总之,能源利益的集申分布和减排阵营的形威使特鲁多实施的气候治

理政策陷人困境,联邦政府在实施气候治理政策的同时必须采取促进能源

行业发展的措施,以平息国内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第三,气候政策受松散的联邦体制和社会民意的影响°首先,加拿大

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备省份和各地区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它们有权制定

各自的政策,虽然联邦政府在气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起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联邦政府政策的推行,进而影响政策的实施

效果,例如联邦政府在实施碳税政策时,就遭到某些省份的阻挠°安大略

省取消了贸易限额制度,阿尔伯塔省因联邦政府迟迟不批准油管项目也反

对碳税政策,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曾一度因反对碳税政策而起诉联

邦政府。虽然目前备省份和地区政府没有权力反对国际规范,但由于联邦

政府缺乏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联邦政府不可能实现《巴黎协定》的减排

目标。因此,联邦政府制定的政策需要联合甚至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否

则就形同虚设。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利益有时会相互冲突,因而会阻

碍气候政策的实施。其次,社会民意会影响气候政策,而民意会直接转换

成选票,特鲁多不得不考虑民众的诉求o Nanos Research的民意调查显

示,娜的加拿大民众认为非常影响,娜的人认为会影响,只有鹏

的人认为不会影响,另有1锡的人不确定。①在2019年8月的民调中,环

境和气候变化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有挪的民众认为其是加拿大需面

① “Nanos Suveryr Crv IVeus’hap: //§eCu'eServe-Cdn. netAV8. 7上233. 47/823. 910. myftl叶

Ioad. com/wp - ∞ntenrfupIonds/2019/06/2019 - 1443D - CTv - May - Climate - Change - Popu-

1nd-'eport-With-tab& Pdf? trme=1574808579. 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月13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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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重大议题。相比之下,认为医疗、财政赤字、经济是重大议题的民众

分别只占2响、 15孙1响,其中6响的民众认为气候问题应该是下一

届政府首先应该处理的问题; 52肠的民众认为联邦政府应努力应对气候变

化, 3响的民众认为应该发展油气行业,另有1解的民众不确定。①此

外, 54锡的民众认为联邦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以实现《巴黎协定》的

减排目标。制的民众认为特鲁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做得不够, 3响的民

众认为他处理气候间题态度强硬,娜的民众认为当前的气候政策可行○

由此可见,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很高°

四 特鲁多政府实施的气候治理政策的前景

在第一任期中,特鲁多在气候治理方面尚未取得有效的迸展°在第二

任期中,特鲁多政府仍会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治理方式,气候治理政策将

成为加拿大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重要扳手,因此,其仍

会以积极应对为主旋律,但是实际的治理效果既取决于如何平衡国内气候

治理与能源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受制于少数党政府的有限发展空间o

(一)继续深化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

在第二任期中,特鲁多政府的气候治理政策仍会以积极应对为主旋

律,将继续深化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为争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席位而努力。首先,加拿大争取重获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前

景不容乐观,与竟争酮比,甚至暴露出明显的竟争劣势°一方面,加拿

大参与的国际维和行动远远少于其他竟争国,维和部队规模较小。截至

2019年9月,加拿大只派遭了49名维和人员,但其主要竟争对手意大

① “Women Are Mowhikely to Say That Climate Change W⋯flunce Their Vo‘e in the Upcoming

2019 Federal Elecin; Canadians in the P-airies A-e Least Likely to Say So.W hap: /布gus-

reid. org/wp一∞utenwilPloadsAO19/09/2019. 09. 04-Climate-Resou'Ce9xpdf,最后访问时闸:

2019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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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多政府的全球气愤治理政筑挥析

'、 ⋯摹醒、乌干达、西班牙、爱尔兰、韩国分别派出了1074人、 836

鼻诅」的人、628人、620人。①而且在同年其他月份,虽然加拿

摹摹量暮餐印人员略多,但都不超过200人,与其他竞选国相比,处于不

另一方面,加拿大对外援助的金额和力度远远低于国际标准o

订拿大提供的国际援助为61亿美元'占联邦预算总支出的

■摹.主国内生产总值的0.28锡;② 2017年,加拿大提供的国际援助为

王美元.占联邦预算总支出的1.7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舰,远

摹于叠乐规定的0.7肠的标准°③加拿大在以上两个重要指标中严重拖

重■.委患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竞选中获胜,必须在其他方

'出更大的责献,气候治理为加拿大参与国际合作并做出“建设性”

壬赢提供了契机。此外,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给加拿大在气候治

三丰董或一定冲击的同时,也为加拿大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腾出了用武

其次,特鲁多政府在第一任期申尚未取得实质性的外交成果,相反却

三麦了一些外交事件,如2018年8月,特鲁多政府因人权问题而与沙特

二哺的美系一度陷人僵局o④再如,特鲁多的印度之行闹出了一系列“丑

≡三不仅引起印度人热议,还饱受加拿大民众的批评°⑧ 2017年12月,

D htaps: /布ww. urh orgrfeh/index. hm市taps: //peacekeeping un org仇布-∞P - and - POlice -

∞而ib而审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月24曰゜

g) “Strategic Report on In'emahona' Assi8tonee - Fiscal Year 2017 -2018∵ pp. 6 -7, http: //

www止emahonaL gc. ca/gac - amC/asset9/pdfa/publications/§ria - r§ai - 2017 - 18 - en. 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月24日゜

③ “Strategic Report on IntemafrO'lal Assistance - Fiscal Year 2016 - 2017∵ pp. 3 -4’http: //

www. iutemationa1. gc. carfuc - amC/publications/odaan - 1rmado/sria - rSai - 2016 - 17. aspx?

la吨=e咐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月25日o

④吓oreign Policy CAN ’Canade le Gravely Concemed ahout Additional Arrest8 0f Civil Society and

women,9 Rights Activists in Saudi Arrfu, Including Samar Badawi. We Unge the Saudi Authori-

ties Io lmmediately Release Them and An other Peaceful Humanrights Activists∵ h"pS: //twit一

慨∞m/cam叫布由s/1025383326960549889.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月26日゜

⑤ “Adriermc Batra’BATRA: No Love for Trudeau’s Disastrous Indla Advenune,” 7honto Sufl’

httry/布omntosun. com/opirion/columnists/batra - nO - love id-一Tnldeaus - disastrous - india -

adve而u'e,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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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第二次访华时,因加方将人权作为外交和贸易的附加条件,两国自

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特鲁多算是“空手而归”。①中加

关系还因孟晚舟事件一度跌至冰点。临近选举年,特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

外交失误不断,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美系都相继僵化。在接下来的任

期中,特鲁多将借气候合作之机,带动清洁能源和投术等方面的合作,巩

固外交成果。

(二)形成以能源为核心、具有经济竞争力的气候政策

气候政策并不是一项完全独立的政策,它需要配合能源政策,以促进

经济发展。出于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考虑,特鲁多在第二任期中将气

候治理政策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跳板,其宗旨是增强中等强国的实力o

首先,加拿大在未来将加大对能源的开发力度,特鲁多在接下来的任期中

会加快跨山油管项目的建设进程。以阿尔伯塔省为代表的能源大省对油管

项目的呼声目益高涨,甚至因其迟迟不能落实而闹独立。此外,特鲁多认

为跨山油管项目的修建并不会对气候变化造成负面影响,并对民众的疑虑

傲出声明‥在未来十年内会从跨山油管项目的财政投人中拨出30亿美元,

用来种植20亿棵树。②但具体种植方案并没有确定,人们对实施效果拭

目以待。

在特鲁多总理办公室为内阁成员编写的“部长授权书”③中明确提

出‥要加快跨山油管扩建来提高原油的市场准人标准,以减少加拿大石油

① Chri9 Foumier, Josh Wingrove, “Trudeou Leaves China Emp'y - handed,” B/oomerg, http: //

www. bloomberg. com/news/articles/2017 - 12 -07/tnldeou - 1eaves - China - emP‘y - handed -

dimming-globa1. trade-hopes.最后访问时闸: 2019年11月27日。

② Jusin Trudeou. “Trudean’s Clalm on Liberal Clima‘e Change Re∞1.d Partly Accurate’” hups: //

globalnews. ca/news/5964651/libe-al一‘mdean - fact - Check - Climate - Change - re∞'d/amp/ ’

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1月29日。

③ “部长授权书"由政策专蒙编写,在加拿大组建新一届政府时,总理办公室将给内阁成

员一份,里面包含一份授权清单.清单会列出部长将面临的挑战和其职权范围内的优先

汪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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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茁多政府的全球气惯渝理政筑探析

三产因管道容量不足而面临的巨大竟争劣势。①这说明加拿大政府未来将

二力发展能源行业,以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并进一步疏通能源出

工渠道,促进能源出日以带动经济发展。

其次,加拿大将形成具有竟争力的气候政策,该气候政策能推动清

≒挂术开发,优化能源产业结构。由于征收碳税等其他气候倡议,加拿

t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已经连续五年急剧减少,如由2014年的810

÷美元减少至2017年的430亿美元,减少了47肠。②这不仅减少了就

卫岗位和财政收人,还限制了加拿大能源经济的发展。随着美国能源逐

菲自给自是,世界市场对能源的需求量增加,加拿大必须抓住机遇,加

士对原油的开采力度。加拿大石化生产者协会(CAPP)③的报告显示,

功拿大自2020年到2035年将逐年加大对原油的开采力度,到2035年,

每天将开采576万桶,比2014年每天多开采141万桶。④加拿大石化生

辛者协会称:若继续实行当前这种无效的气候政策,预计石油和天然气

行业在未来十年将额外缴纳250亿美元的碳税,这只会增加能源行业的

生产成本,削弱其市场竟争力,从而阻碍其发展。而能源行业又是加拿

大经济发展的命脉,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要注重技术创新,优化产

业链。⑤

① “Mandate Letters from Graut Bishop Io the Incoming Ministe- Of Naturol Resources.” h"ps: //

www. cdhowe. org/inlelligence - memoS/gran1 - bishop - % E2% 80% 93 - minislerfu1 - mandate -

1etter- minister一帕tural -resO⋯CeS,最后访间时间‥ 2019年¨月28日。

② “2018 E∞nomic Reporl Series Competitive Climate Policy: Supporting Investheut and Irmova-

tion,” p. 5 , https: //www. capp. ca/wp一∞ntenl/upIonds/2019/¨/CAPP - CaP - economic一

'ePOrt-2018-3.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1月29日。

③ 加拿大石化生产者协会成立于1927年.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且最有说服力的游说集团之

一。该协会代表加拿大上游石油、天然气开采和采矿业等100多家制造业企业的利益,其

成员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量超过加拿大生产总量的9s锡,详情参见h性//ww.

capp.cao

⑥ “2019 Crude oil Fo'eCaSt,” Mordets a乃d 7+α乃qurtchon. p.6. hups: //www. capp. ca/wp -

contenl/uploads/2019/¨/338843. 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11月29目。

⑤ “2018 Ecoromic Report Series Competitive αimate Policy: Supporting Invesmeut and Innovafron , ”

https: //www. capp. ca/wp一∞utenl/upIoads/2019/¨/CAPP - cap - economic - 'ePOrt - 2018 -

3.pdf,最后访问时间: 2019年¨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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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候政策的实施将面临更多挑战

一方面,在接下来的任期中,特鲁多政府推行气候政策和发展能源经

济将更加难以平衡,面临的国内阻力会更大。原住民一直强烈反对建设连

接内陆与西海岸的天然气管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院在2019年底做出

了有利于施工方的裁决,加拿大皇家骑警在2020年2月初对拦路者采取

了武力清除的措施。①此举在加拿大引发大规模的原住民和环保团体的抗

议活动,后来活动演变成局势严峻的封路运动,最终导致加拿大较大的两

家铁路公司停运,西部能源出日受阻,经济严重受损,原住民与加拿大联

邦政府的美系持续紧张。在野的保守党抨击特鲁多未能保护好西部省份的

利益,并要求用武力清除障碍。②这些议题都是对特鲁多政府的严峻考

验,他将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领导的少数党能否继续

执政。换言之,在特鲁多接下来的任期中,气候政策实施的效果将不仅取

决于如何缓解国内气侯政策与能源经济发展情况的矛盾,还将受国内其他

阻力的影响,诸如原住民与联邦政府僵持的关系、在野党吨吨逼人的态

势等。

另一方面,特鲁多政府实施气候政策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如政党更

替、执政根基不牢、反对势力阻挠等°首先,特鲁多这次以微弱的优势获

胜,由于没有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只能组建少数党政府,而加拿大历史上的

少数党政府都是“短命”的,执政时间最长可达两年,最短的只有六个

月。倘若自由党下台,最有可能取代它的是保守党,保守党应对气候变化

的态度多是保守倒退的。既有的气候政策可能会被推翻,气候治理成果会

遇冷,取而代之的将是能源的开发、制造业的发展等゜其次,特鲁多虽然

① Federal Minister, “B. C. Premier Try for Mee‘ing9 With Chiefs ove- BIockedes∵ Vancouro'er S叫

https: //van∞uVeroun. ∞m/pmn/news - Pmn/caneda - neWS - Pmn/rail - SOrVices - COntinue -

to - feel - brunl - Of- anti - Pipeline - ProteSts -aCroes一∞untry/wcm/9blc466b -Od6d -4cdO -

9鹏8一摇2d780a6d晌,最后访间时闸: 2020年2月24曰゜

② “Schee' Condemns Illegal BIockades'" https: //www. conservative. carfecheer - COndemus一Ⅲe一

扣一blochdeg/,最后访间时间: 2020年2月2s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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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弃组建联合政府,采取“逐案处理”的方式,但是执政根基仍不牢固,

三重大议题上难以有新的突破。这意味着特鲁多政府无法再像过去四年一

三通过立法机构顺畅执行自已的执政意志,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他需要

三得其他党派的支持,如魁北克集团ヽ新民主党和绿党。但当出现分歧

三,他需要做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以达到合作的效果。其中新民主党领袖

≡格米特●辛格属于中左翼阵营,对特鲁多构成挑战。再次,即使气候政

专能突破重围,在实施过程中也难免会遭到反对势力的阻挠。以阿尔伯塔

善为代表的西部省份纷纷表达对选举结果的愤怒, “脱加”情绪不断高

紊,特鲁多在西部省份镣羽而归°未来特鲁多在制定和实施气候政策时,

下得不兼顾地方政府的利益,否则就将遭到它们的反对。总之,未采特鲁

多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将面临更多的挑战,需要做出更多的妥协。

五 结语

中等国家在气候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参与气候事务申会选

荤特定的路径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受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的制约,又面临一些现实的困境。以加拿大为例,特鲁多政府主要选择

多边治理和双边合作的路径参与气候事务,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重

新获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维护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

位o进一步分析加拿大气候政策和其实施情况可以发现,经济发展、体

制结构和社会民意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决定了加拿大气候治理的力

度和成效。

第一,在推行气候政策和复苏国内经济之间,特鲁多政府更加注重经

济发展。能源出日是推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难以平衡能源经济

发展和气候政策实施的困境下,加拿大决策者认为气候治理会损害经济发

展利益,这是制约加拿大实施有效的气候治理政策的根本原因。第二,从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就推行气候政策的博奔进程来看,相互制衡的

联邦制迫便气候政策很难在国内自上而下地落实。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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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成为特鲁多政府推行气候政策的绊脚石°第三,社会民意对气候变化

的美注度居高不下,这让加拿大政府不能置气候议题于不顾。总之,加拿

大不会因受到国内经济、体制等因素的限制而放弃对全球气候事务的参

与,气候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加拿大政府化解能源经济发展和气候政策实施

的困境的相美情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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