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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市行动步伐，努力
建设无碳世界
1. 城市化与碳排放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城市人口数量呈螺旋式增长态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50年至今，世界城市人口数量
已经翻了两番还多，目前有超过42亿人生活在城市中。与此同时，全球变暖的一项重要指标 —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也
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图1），且几乎全部归因于人类活动。目前，城市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大约75%，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中超过70% 来自城市。城市如何规划、建设和管理，对于减少碳排放、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015年《巴黎
气候变化协定》设定的范围内具有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未来30年，城市和城镇人口预计将增加25亿，城市地区人口比例将从今天的
55%提高到2050年的近70%。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范围内，欠发达
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最快。目前，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是较发达地区的三倍，而90%的新城市居民将生活在非洲和
亚洲。在发展中的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城市仍有待建设，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2050年之前非洲城市基础设施
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二尚未落实。鉴于这些城市还在建设当中，使其为减少整体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而做出贡献
的机会就在眼前。
不断增长的人口及其向城市的不断迁移，在许多情况下是由气候压力导致的，反过来也对城市向其居民、尤其是贫
民提供基础服务造成了挑战。确保不断增多的城市呈紧凑型发展，通过有序扩张容纳日益增多的居民，可以帮助减
少居民的碳足迹。紧凑型城市还可以在提供基本服务，如废弃物管理、交通、能源、水、卫生等方面更具有资源效
率和经济可行性。因此，联合国人居署提出了一项战略，要将紧凑型城市规划与良好的治理以及公平提供基础服务
结合起来。避免城市的无限制扩张也有助于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促进人类住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并预防新
冠肺炎等人畜共患疾病。

2.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城市化和《新城市议程》
2015年，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195个国家共同通过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全球目标，即将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最好是1.5摄氏度以内。上述国家和地
区承诺执行的行动和战略称为国家自主贡献（NDC）。自2020年NDC第二个五年周期开始以来，有86个国家已经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新的或更新后的NDC。
每个国家的NDC因其对城市气候行动的积极性不同而存在差异。2017年，联合国人居署审查第一个NDC周期时发
现，在164份NDC的113份中，城市相关内容占据了很大或一定比例。多数内容限于应对气候变化，而很少涉及减缓
气候变化。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几乎没有在其NDC中明确涉及城市相关内容。不过，令人鼓舞
的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NDC包含了最多的城市元素。

1

概念书

莫纳罗亚观测站测得的大气CO2数据
7 000
6 500

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

6 00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全球监测实验室

5 500

百万分率（ppm）

人口（百万）

5 000
4 500
4 000
3 500
3 000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年份
世界

年份
图1：莫纳罗亚大气基线观测站测得的大气中CO2浓度。资料来
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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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50年-2050年，全球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市人口的估计和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根据近期的估计，在目前的NDC影响下，全球气温在

大型投资机构和624所高校的参与，规模之大前所未

2100年之前将升高2.4摄氏度，相较之前的估计已经有

有，旨在最迟于2050年之前实现净碳排放为零，这意

所改善，但仍未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可能对人

味着大约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和全球一半

类住区和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以上的GDP。

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城市参与者，包括公司、城市、

在技术快速进步、可再生能源成本不断降低的情况

地区和金融机构，在2020年世界环境日这一天发起了

下，可再生能源正成为一种新的能源。据估计，全球

一项全球性运动 ——“清零竞赛”，“立即采取严格

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可再生能源比传统燃料能源更

的行动，到2030年之前将全球排放量减半，最终建立

具竞争力的国家。为减少整体的能源消耗，满足《巴

一个更健康、更公平的无碳世界”。此项全球性活动

黎协定》的目标，这种供应端的增益必须配以需求端

强化了联合国秘书长在2019年9月召开的气候行动峰

的相应行动。城市作为能源需求的主要中心，必须带

会上发起的气候雄心联盟的目标。活动吸引了120个

头参与“清零竞赛”。

国家、708座城市、24个地区、2,360家企业、163个

2021年4月16日，在C40城市召开的市长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表示：
“城市也处在气候危机的最前沿。超过5亿城市居民已经面临海平面上升、风暴更加频繁或严重等问题。到本世纪
中叶，将有33亿城市居民可能受到严重的气候影响。城市的碳足迹也是过量的，城市人口刚刚超过全球人口的一
半，但排放的温室气体却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0%以上。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灾难。不过，对灾后恢
复的投入也为这一代人创造了机会，促使我们将气候行动、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城市战略与政策的核心。
我们如何设计城市的发电设施、交通以及建筑，即如何设计城市本身，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走上实现《巴黎协定》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正确道路。城市规划和城市交通需要一场革命：包括提高燃料效率；推出零排放汽车；提倡步
行、骑车、公共交通，以及缩短通勤时间。城市将成为逐步淘汰煤炭的最大受益者，益处包括：干净的空气、绿色
户外空间和更加健康的身体。”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21年4月16日召开的
C40城市主要市长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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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5日，在“欧洲发展日”期间发表题
为“从快速城市化到绿色发展”的演讲时，联合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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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署执行主任麦慕娜·莫哈德·谢里夫称：
“城市转型可以成为改变城市的组织方式 、实现
可持续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和实现绿色转 型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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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30年，将有70%的基础设施尚待建设。决策者
需要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今天的决策支持平等和
具有韧性的低碳发展，而如果缺乏决断力或坚定的
信念，则会剥夺子孙后代享受更美好未来的可能。
这一点就是如此简单。”

图3：具有技术可行性和可用性的减排措施按行业的目标分配比
例，总体目标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90%。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居署

据估计，通过具有技术可行性和广泛可用性的减排措

引投资，比如通过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以及展示

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之前可减少将近

各种创新项目，为智慧能源网和智慧建筑吸引投

90%（图3）。这意味着，在城市采取的行动可将全球

资，SOLUTIONSplus项目便是一个例子，它将城市

排放量减少70%以上。要想将前述可能变成现实，可

与企业家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发展电动交通。

以将各种措施相结合，而这些措施应针对城市扩张时
的城市形态以及建筑、交通、材料效能和废弃物管理
等领域。在城市规划中，发展气候友好型城市形态（
紧凑型城市，土地混合利用，交通便利且相互连通）
，减少用车，鼓励步行、骑行等非动力交通出行方
式，可以推动城市向低碳方向发展。

2016年10月，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的联合国人居
三大会上通过了《新城市议程》，它代表着建设更美
好、更可持续的城市未来的共同愿景，并为实施这些
措施提供了有利框架。《新城市议程》描述了城市和
人类住区应如何规划、设计、治理和管理。政策、法
律和治理框架将在提高城市韧性、帮助城市减少温室

公共绿地作为一种碳汇，对控制气温、降低城市热岛

气体排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城市议程》定义了

效应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通过采取措施，可以改善

城市形态，决定了在哪里开发土地、建立基础设施和

基础服务供应并减少碳足迹。具体包括改善用水需求

提供基础服务，设定了规划和决策规则，并为城市主

的管理，通过自然处理法进行废水处理，改善城市废

管部门、地方政府和社区各司其职、应对当前挑战设

弃物管理和材料回收，利用微电网、可再生能源和净

定了背景。

计量电价，通过建筑改造提高能源效率，向共享的公
共交通转变，采用电动出行方式。

《新城市议程》全面覆盖到这些方面，提供了一个广
泛、多层次、跨领域并有空间焦点的框架，可以在加

投资者和企业在向绿色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将发挥核

快全球气候行动的同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

心作用。近来，围绕环境、社会和治理进行的投资

提供具体手段（图4）。

呈爆发式增长。城市通过与国家政府合作可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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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城市政策
紧凑型综合城市规划和提供基础服务
的框架条件

本地实施

保护公共绿地和生物多样性
引导城市温室气体调查

《新城市议程》

全球气候行动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本地
化的空间框架

指导制定可持续城市交通规划、能源
审计、建筑能源效率规范、离网或微
电网能源系统以及基础服务提供标
准，包括水、卫生和废弃物管理
鼓励公私合作、民间团体参与、能力
建设和知识交流

综合用地和交通规划的治理结构，地
方政府部门官员和技术人员的能力，
可赢利项目的开发和实施
民间团体参与
城市与地方私营企业家合作
进行地方自愿审查以达到可持续发展
目标，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行动地方自愿
审查（VLR）指南
横向（部际）协调

图4：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框架

3. 新冠肺炎疫情和绿色重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它也揭示了

基础服务网络中有机结合，帮助各地区提高气候

在应对气候危机时的一些重要经验和教训。比如，增

适应性，促进社会经济复苏。

加远程办公从长期来看可以缓解交通拥挤，减少为满
足汽车出行需求而被认定的不断新建公路的需求。与
此同时，步行和骑行设施必须得到改善，城市交通应
更加低碳和多样化。从远程办公、家庭照明和烹饪，
到医药和疫苗运输的冷链维护，各种活动都离不开可
靠的清洁能源。此次危机也突出了改善供水、卫生、
废弃物管理等基础服务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生活在
非正规住区、感染传染性疾病风险更高的贫民来说。
目前，许多国家都推出了财政刺激计划，这些计划也
正在成为碳中和与建设更好生态城市的一次尝试。各
国实施气候战略的方法将有所不同，但上述投资可以
为国家、城市和社区更有效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可持
续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食品
体系和废弃物奠定基础。
应急和救济资金应用于改善对贫民的基础服务，

一些国家政府已经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采
取了措施：通过市政府和社区输送财政援助，提
供应急资金的同时，确保将资金分配给当地最亟
需、最重要的人和事。比如，在加拿大，政府修
改了“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使各省市能
够获得联邦资金的支持，以开展各种本地项目，
比如改造学校和医院，加大对绿地和自行车道的
投入，“为建设可持续、经济健康、低碳、包容
社区的长期目标提供支持”。
为取得实效，在实现上述变革的同时，需要更广泛地
转变城市和街区的规划和管理方式，对基础设施的投
资应导向节约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低碳出
行规划的方向，以促进联合国人居署报告《城市与大
流行病：迈向更加公正、绿色和健康的未来》中所提
出的绿色转型。

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生态系统服务，让蓝
色、绿色和灰色基础设施在本区域的开放空间和

4

概念书

4. 2021年世界人居日
1985年的联合国大会确定了世界人居日的日期，即每

向各城市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其

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随后的整个“城市十月”全

规划和实施气候行动，包括规划更紧凑和适于步

球将举办各种活动。世界人居日旨在唤起世界思考城

行的城市，同时在强化国家建筑规范和可持续建

镇和城市现状，记起每个人对适当住房、基础服务以

筑及施工工艺、改善公共和非机动交通、引入电

及社会和经济机会所共同享有的权利，并且提醒所有

动出行方式、促进城市清洁能源生产、改善废弃

人，我们都有权力和责任建设城市和城镇的未来，促

物管理以及提供水和卫生设施等方面提供支持。

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实施。

支持发展基础服务/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住房，

2021年世界人居日的主题是“加快城市行动步伐，努

以吸引多边融资和其他融资，包括通过气候投资

力建设无碳世界”，2021年11月1日-12日将在英国

使重建变得更美好和更环保，实现“公正、绿色

格拉斯哥举行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此背景

复苏”。

下，这样的主题恰逢其时。

支持开展地方自愿审查，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依照世界人居日的主题，联合国人居署号召各个城市

《巴黎协定》目标的进展情况，在相关论坛（比

加快城市气候行动，尤其是：

如计划于2022年初召开的《新城市议程》高层审

在筹备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过程中，邀
请各城市加入全球“清零竞赛”运动以及联合国
人居署的“城市气候行动运动”，分享各自的解
决方案。

查会议）上公布调查结果。
促进城市之间交流经验教训和优秀范例。
加入联合国人居署的智慧减废城市运动，其目标
是在2022年于波兰卡托维兹市举行的世界城市论
坛之前，发展“一千零一座智慧减废城市”。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和实现疫后恢复，我们要确
保我们今天采取的所有行动、调动的所有资金和支持，
都能促进更可持续、低碳和具有韧性的发展，不落下任
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地方。”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麦慕娜·莫哈德·谢里夫
通过城市气候行动加强国家自主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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