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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已然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关心的重大议题,也是未来若干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面对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唯GDP”论英雄、唯发展速度论成败的思维导向下,
“重发展,轻环保;重生产,轻生态”的情况较为普遍,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各

种生产活动及城乡生活等造成的复合性污染的不利影响,长期积累的大气、

水、土壤等污染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

颈。社会大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呼声不断高涨,加强环境治理的任务已经

迫在眉睫。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完整构成了我

国发展战略的新图景,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五大发展理

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绿色”是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最为“底色”的
要求,倡导绿色发展是传统的环境保护观念向环境治理理念的升华,也是加

快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契机。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既是生态系统的

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被视为资源的价值利用过程;而环境污染则是资源利

用不当而造成的对环境的消极影响或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在某

些条件下,它会进一步引发公共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系统性的视

角,在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中纳入资源利用、公共安全等因素。进

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探寻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公共治理

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管理潮流,呼唤着有关方面探索和走向新的环境公共

治理模式。环境公共治理的关键点在于突出环境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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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要求,推动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同互动,实现制度、政策和技

术之间的功能耦合。

华东理工大学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基础科学和应

用科学研究及学科建设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迫切需

要,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并形成我校公共

管理学科及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的亮点和特色,根据校内外专家的建

议,学校决定将“资源、环境与公共安全管理”作为我校公共管理学科新的特

色发展方向,围绕资源环境公共治理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整合学科资源,

实现现实状况调研与基础理论研究同步推进,力图在构建我国资源、环境与

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体系方面取得实质性业绩,刻下“华理”探索的印迹。

作为“资源、环境与公共安全管理”特色方向建设起步阶段的重要步骤,

华东理工大学 MPA教育中心组织了“环境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译丛”的翻

译工作。本译丛选择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在环境公共治理和公共政策领域颇

具影响力的著作,体现了该领域最新的国际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希望本

译丛的翻译出版能为我国资源、环境与公共安全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

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译丛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化学品风险与环境

健康安全(EHS)管理丛书”的子系列,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

学院于建国教授、刘勇弟教授、汪华林教授、林匡飞教授等的关心和帮助,特
别是得到了修光利教授的鼎力支持,体现了环境公共治理所追求的制度、政
策和技术整合贯通的理想状态,也体现了全球学科发展综合性、融合性的新

趋向。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MPA教育中心主任

张 良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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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外交官员、分析人士和学生提供了一张囊括全球环境政治领域

的关键术语、概念的基本词汇表。跨学科的专家作者队伍提供了关于核心

概念及关键争议的权威概述,界定了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边界。而词汇表

的条目仔细地审视了用于理解和管理全球环境危机的知识生态系统。
———彼得·M.哈斯(PeterM.Hass),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埃姆赫斯特分

校政治科学教授

本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帮助读者链接当前全球环境政策的各知识点,

并在概念、观点和思想流派之间导航。随着环境议题在全球议程上的热度

不断攀升,我向希望深入了解可持续全球治理洞见的朋友们强烈推荐本书。
———康妮·赫泽高(ConnieHedegarrd),欧盟气候行动专员

国际社会正处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十字路口。深刻地理解全球环境治理

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营造积极民主的氛围,从而决定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本书为社会理解和社会变革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来自迥然不同却相互交

叉学科的作者们将会为关注可持续发展的人们点燃灵感火花。
———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ChistianaFigueres),《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执行秘书

编者:

让 弗雷德里克·莫林(Jean-FrédéricMorin):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

学国际关系教授,讲授《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环境政治》课程。

阿曼丁·奥尔西尼(AmandineOrsini):比利时布鲁塞尔圣路易斯大学

国际关系教授,讲授《国际关系导论》《国际组织》与《全球环境政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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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前言
粉红书套里的盎然绿意

对于一本全球环境治理图书的封面而言,粉红的确是一种令人惊讶的

颜色。这当然不是一种无伤大雅的选择,而是编者有意为之的声明,用来解

释本书潜在的三个关键假定。第一,我们认为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独特

的———有时是不可思议的———学术领域,它充满着原创概念、非主流思想和

意外发现。第二,全球环境治理不是由一群同质的活动家占据的“绿色”专
属领域,而是由一些激烈争论所激起的多元领域。第三,全球环境治理对人

类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除去环境问题还涵盖安全、贸易、农业、健康和两性

关系等领域。

然而本书的独特之处远不止于一张封面,还包括它的形式。本书采用

百科全书式的组织形式,把101个独立、简短的词条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每

个词条界定一个全球环境治理概念,提供原创的批判性文献述评与进一步

的阅读参考。

我们相信这种非线性组织形式特别适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有些时候,

他们能够使用目录或索引迅速找到特定信息。其他时候,他们可以随性浏

览本书,也可以借助于交叉互引系统从一个词条跳转到另一个词条来一探

究竟。这种阅读弹性促成了一种学习过程,使得学生能够逐步联结知识点,

并根据个人兴趣、基于既有知识来扩展知识体系。

这种阅读弹性并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词条由知名学者遵循严格的学

术标准撰写而成,18个国家、75个机构的110余位学术专家为本书做出了

贡献。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地域上,更体现在学科上。来自社会学、法
学、经济学、地理学、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学者们给出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分析

透视。

词条单同样也体现出兼收并蓄的原则。为了呈现全球环境治理的多样

和丰富性,这本百科全书在覆盖经典、成熟概念的同时,也探讨了新兴、创新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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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所有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在项目合作期间投入的热

情! 期待本书能够实现编撰的初衷。虽然本书的编撰期限短暂、标准严格,

而且不断要求作者进行修改,但作者的坚韧意志与专业精神使编辑过程变

得令人欣慰和愉悦。

同样感谢编委会成员,他们于2012年11月组建工作坊,对第一版初稿

提出了中肯建议。编委会成员有弗兰克·比尔曼(FrankBiermann,阿姆斯

特丹大学)、彼得·道维尔(PeterDauverge,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马克·特

拉马尔特(MarcPallemaerts,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帕特里夏·法加·英格

利西亚·莱莫斯(PatriciaFagaIngleciasLemos,圣保罗大学)、菲利浦·勒

普雷斯特(PhilippeLePrestre,拉瓦尔大学)、大田浩史(HiroshiOhta,早稻

田大学)、塞巴斯蒂安·奥伯斯尔(SebastianOberthür,布鲁塞尔自由大

学)、凯特·奥尼尔(KateONeil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苏珊·欧文斯

(SusanOwens,剑桥大学)、伊莲娜·特鲁多(HélèneTrudeau,蒙特利尔大

学)和陈玉刚(复旦大学)。

向塞巴斯蒂安·奥伯斯尔和马克·帕拉马尔特致以特别的谢意,感谢

他们对项目启动的支持和鼓励! 没有他们的推动,项目不可能确立。

本项目得到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经济资助与亚历山德拉·霍弗

(AlexandraHofer)和劳伦特·尤特斯普罗特(LaurentUyttersprot)的研究

帮助。感谢他们的付出并希望他们也能像我们一样享受工作过程。

最后,要谢谢我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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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应

埃里克 · E.马西（Eric E. Massey）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荷兰

  适应指的是个人和社会为了回应、减轻或者受益于人为气候变化的影

响所做出的尝试。例如,人们为了防止洪涝、延长生长季而修建堤坝。这些

人为影响包括极端温度、温度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引发环境灾害的天气

模式变化。如果无视这些气候变化,我们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将会遭到

严重扰乱(IPCC,2007)。为了确保各国开始解决气候影响问题并采取必要

措施,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缔约方应“促成充分的适应”,“为适

应气候变化而合作”,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承担适应不利影响的费用”
(UNFCCC,1992:Article4)。最后一条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对气候变化负

主要责任,因为不利影响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最不发达国家的肩上,

尤其是土著人和当地社群(IPCC,2007)。通过资金流动、智力支持和技术

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做法,可被视为提

升环境正义的手段。

随着国家开始适应气候变化,全球环境治理领域涌现了有关适应含义

的不同界定。位于概念谱系一端的主流范式,正如前文所提出的,认为适应

是一个技术官僚进程,旨在降低环境不利影响的风险和脆弱性、提高社会适

应力从而保持和改善国家的社会经济现状。按照上述思路,适应可被视为

某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是生态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气候变

化会影响所有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以应把影响问题整合或纳入

部门管理中去。比如,政府各部门可以制定各自的适应战略。另外,气候影

响因地而异,而且随着政府层级降低,气候影响愈加明显,因而学术文献和

政府文件经常指出,基层社区应该负责战略实施,而全国性、国际组织则提

供支持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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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念谱系的另一端,尤其在学术文献中,适应(更确切地说,是适应的

必要性)被看作一种社会变革方式,而不仅是保护现状(Adgeretal.,

2006)。缺乏有效的环境治理导致了气候变化,而适应提供了一个“对造成

风险的实践活动和基础制度进行反思、变革”的机会(Pelling,2011:21)。

此处的适应是一个社会进程,旨在创建一个新的治理结构,以避免旧结构里

导致社会、环境不公正的外部性。

参考文献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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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助 

援  助

阿萨 · 佩尔松（A
。

sa Persson）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瑞典

  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等机构出于统计

目的,提出了基于活动(如自然保护措施、清洁炉灶补贴)对环境援助的正式

定义,然而环境援助也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对遭受环境不利影响的发展中

国家提供双边的、多边的财政或科技帮助(无论援助活动的目的如何)
(Hicksetal.,2008)。来自公共资源的环境援助是当前环境治理的核心特

征:出于战略性考虑,环境援助是对受援国参与国际环境治理做出的妥协

或者损失补贴;出于有效性考虑,环境援助能够提升受援国的国际机制遵

约①和执行能力,以及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银行等机构主导的援助项目对环境造成的

损害首次凸显,环境援助议题开始浮出水面,并最终通过影响评估程序得以

解决。20世纪90年代,尤其在1992年里约会议召开之后,环境保护成为援

助的首要目标。根据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官方数据,2009年10月,以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双边援助金额增加至1997年的3倍,大概达到110亿

美元(OECD,2012)。如果把部门援助(关注环境目标的部门)也纳入其中,

那么总金额将增至250亿美元左右。最为关注环境目标的部门有饮用水与

环境卫生、能源、交通、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门。

一些独立分析也估计了有关环境的负面援助或者“卑劣”援助的量级。

3

① 遵约(compliance),本质上是一个法学概念。在国际法领域,所谓遵约,简单来说,就是遵守国

际条约。当一个特定主体的实际行为符合指定行为时,遵约就发生了。国际环境条约一般都包

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和政府在国际谈判中做出承诺;二是各国在国内法层面进行转化、执
行(implementation)。遵约的概念包括执行,但其范围更宽。它将注意力置于促进国家遵守其

义务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遵约旨在预防不遵约(noncompliance)情形的出现,并解决不遵约

情形所带来的具体问题。



全球环境治理的基本概念 

希克斯等(Hicksetal.,2008)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可能带来中性影响

的环境援助、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援助分别是可能带来有利影响的环境援

助的7倍和3倍。基于同一数据库,一个近期的研究表明,2008年的“卑劣”

援助与“环境”援助的比值大致为3(Marcouxetal.,2013)。总体趋势是逐

步改善,但收效甚微。

援助国为什么提供环境援助? 现已发现,援助国是受到经济利益和政

治利益驱使,而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见“国际捕鲸委员会”)。国家财富、强大

的环保倡议组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绿色并且贪婪的”环境技术游说

增强了援助国的环境影响力,特别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而不是本地环境问

题时(Hicksetal.,2008)。对于受援国来说,挪用本国环境问题的经费来

缓解全球环境问题,有时会引发国民忧虑。对于援助国来说,相较于采取强

硬国内行动,提供环境援助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是一种更具有成本有效性

和政治可行性的手段。根据环境援助统计数据,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援助

呈上升趋势。

环境援助有两种互补策略:第一,专项环境援助,从专项环境双边、多
边基金和项目中支出,其中一些由全球环境基金运作;第二,把环境问题整

合到(或纳入)各种援助方式中去。针对后一种情况,捐助机构开发了各种

工具,从项目影响评估到战略决策工具(Persson,2009)。尽管把环境问题

有效地整合至主流援助(例如两性、人权、艾滋病)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仍有

人对此表示忧虑,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把临界值裁定权授予执行机构,而不是

决策机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批评者反对所谓的“环保”要求,比如受援国

需要对援助国做出环境承诺,尽管这不是当务之急(Mori,2011)。2005年,

为了重塑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关系,其中包括环境条件的敏感性问题,通过了

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该宣言的重要原则包括强化受援国所有权、

捐赠国协调和基于结果的管理———与此相关的趋势是使用更宽泛的预算支

持项目,而不是专项。这些原则和趋势对于援助的环境影响而言,更大程度

上起到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目前还难以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详

细的遵约和执行安排决定的。

近期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气候财政协商中,关于资源附加性的讨

论重新焕发生机。随着一些国际公约的通过,1992年里约峰会(见“峰会外

交”)开始聚焦全球环境公共物品。帮助发展中国家执行上述公约的财政援

助成为环境援助的一个新焦点。然而,发展中国家开始质疑,这些援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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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些重要文本所规定的那样,确实是在既有官方发展援助之外的“新的和

额外的”援助。有人指出,这些援助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赔偿形式,体现

出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环境附加性的关

注是近期提高援助分配和援助结果的透明度举措的驱动力之一,比如国际

援助透明度倡议和AidData数据库。

终极问题是援助———一般性援助和环境援助———是否有效? 这是一场

永无休止的争论,学者的观点产生严重分歧。某些学者,如丹比萨·莫约

(DambisaMoyo)和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Easterly)持悲观态度,而保

罗·科利尔(PaulCollier)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持乐观态度。

挑战之一是如何精准地区分下列差别:如何定义有效和成功(如GDP增长

或者其他衡量标准),以及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援助能或者不能产生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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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条约体系

艾伦 · D.亨明斯（Alan D. Hemmings）
坎特伯雷大学，新西兰

  南极条约体系(ATS)包括1959年的《南极条约》、1972年的《南极海豹

保护公约》、1980年的《南极生物资源保护公约》(CCAMLR)、1991年的《关
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马德里议定书》),以及在这些法律文件下

生效的措施。其中三个法律文件适用于南纬60度以南的地区,而《南极生

物资源保护公约》的北界接近南极辐合带,一个南极水层和亚南极水层交汇

的生物富集区。南极条约体系是创立最久的机制之一(Dodds,2012)。

ATS的宗旨是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国际治理。虽然有7个国家声称自

己对南极洲的部分区域拥有领土主权,但这些声明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许多

人把南极洲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欧盟和30个国家是ATS法律文件的决策方,还有26个国家是非决策

方。一些国际组织(如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

粮农组织)、非政府组织(如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南极洲和南大洋联盟、国
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混合组织拥有观

察员席位。和平目的(避免军事化)、环境保护和科学考察自由是ATS的三

大支 柱。后 两 条 和 区 域 内 人 类 行 为 的 管 理 是 ATS 的 焦 点 举 措

(Hemmings,2011)。捕鲸责任完全不在ATS的范围之内,而是由国际捕

鲸委员会承担。

当前ATS的焦点包括:平衡捕鱼与建立南极洲水域大型海洋保护区

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见“渔业治理”);解决南极旅游业的安全、搜索和救援

问题;新兴的生物勘探行为管理;可持续国际南极科学和联合物流合作,特
别是关于全球重要气候变化研究。

虽然ATS在历史上强调有效性,以确保和平秩序、解决人类行为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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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管理问题,但是如果ATS打算继续有效管理该区域,则需要面对种种

挑战(Hemmingsetal.,2012)。全球化向南极治理的例外论模式提出挑

战,在该模式下需要依据在ATS之下协商形成的法律文件来解决问题。把

监管交由市场力量、行政行为或形成全球法律文件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对

ATS形成了压力。和过去相比,技术能令现今的南极活动范围更大,而地

理条件造成的限制越来越小,我们需要提高ATS的制度一体化程度和作用

范围以应对这些变化。ATS体系基础搭建于冷战时期,巴西、印度和南非等

上升国际力量,以及由新兴国家组成的更大范围的后殖民体系,之前几乎没有

参与ATS,现在需要确保ATS亦能为各自利益服务(Hemmings,20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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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极 理 事 会

奥拉夫 · 施拉姆 · 斯托克（Olav Schram Stokke）
奥斯陆大学弗里乔夫 · 南森学院，挪威

  北极理事会是1996年为了解决北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

建立的一个国际软法机构。成员国包括八个领土处于北极圈的主权国

家———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岛)、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见
“区域治理”)。一些跨国的土著人和当地社群组织,如因纽特人极地理事

会、萨米族理事会,拥有永久参与的议席,对所有理事会的会议和行动拥有

充分协商权,但不能像成员国一样拥有决策权。土著人组织发挥不同寻常

的重要作用是加拿大创设北极理事会的初衷之一,并且大大影响了理事会

的自我呈现。许多非北极国家、国际实体和非政府组织作为观察员参与其

中。两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签署指导理事会行动的宣言,其执行情况由成

员国的资深北极官员监督。环境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

的工作组准备评估报告和其他研究,有时包括对环境毒物、气候变化、石油

和天然气活动、海运事务之类的非强制推荐(KoivurovaandVanderZwaag,

2007)。特别任务组处理其他事务,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的进展状况

(由成员国批准,而不是理事会)、搜索与救援(2011)、海洋原油污染防备与

回应(2013)。2013年永久秘书处开始运行,它的作用就像一个提升区域危

险废物等领域一体化管理能力的项目配套工具。

这些机构进展体现出北极治理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

末,东西关系的缓和为创设理事会提供了机遇。置于一个共同保护伞之下

的俄罗斯及其西方邻国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北极实体能够增进地区安全,

因而积极资助更为宏大的项目和行动(StokkeandHønneland,2010)。

2013年,理事会接纳了六个观察员国,包括来自新兴国家的中国和印

度。这反映出理事会承认,导致北极环境难题的许多行为发生在北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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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部或部分管辖权应归属非北极国家。邀请非北极国家参与理事会行动

将有利于北极国家在国际制度里推动监管,这对于实现北极治理的有效性

至关重要。

北极理事会的架构越来越坚固,它的活动已覆盖知识搭建、能力提升和

规范建设。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确保五个北极港

口国家在区域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优先权,包括渔业、石油和天然气,而且

缔约国数量越多的机制在环境和船运管理领域越具有影响力,但理事会已

经准备好在现有治理层面上推动制度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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