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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储存了地球上 93 %的 CO2袁 是全球最大的碳库遥 发挥海洋固碳尧 储碳作用袁 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遥

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曳 和 叶巴黎协定曳 是 2020 年后国际气候治理的基础袁 为国际蓝碳合作指明了方向袁 也提供了国际法

依据遥 当前袁 国际蓝碳合作从科学研究向纳入国际气候治理方向不断推进袁 不少国际组织和国家已着手推动蓝碳国际规则制
定遥 中国蓝碳资源分布广泛袁 特色鲜明袁 蓝碳发展起步阶段里中国的参与不仅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贡献袁 更有助于通

过蓝碳合作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海洋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遥 我国蓝碳发展应从国内尧 国际两个方面着手遥 在国内
夯实基础尧 补足短板袁 加强蓝碳基础研究和实践袁 建立蓝碳评估标准袁 加快蓝碳人才队伍建设遥 在国际上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蓝
碳计划袁 在 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 等机制框架下开展双尧 多边蓝碳合作袁 推动全球蓝碳治理袁 从积极参与向适时引领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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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lue carbon cooperation and China's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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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ean is the largest carbon pool of the world. It stores 93 % of the CO2 of the world,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apting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aris A鄄
greement will be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after 2020. They have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interna鄄

tional blue carbon cooperation and also will be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s. At present, international blue carbon coopera鄄
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ed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to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鄄

zations and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promote blue carbon international rules. China's blue carbon resources are widely dis鄄
tributed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blue carbon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tri鄄

bution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strengthening China's influenc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ocean governance through blue carbon. China shall develope blue carbon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strengthen the bas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blue carbon, establish blue carbon assessment standards andtrain
the blue carbon expertise. On the other hand, a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blue carbon mechanisms and
enhanc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blue carbon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Keywords：blue carb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is Agreement; climate change; ocean

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大气中
的浓度呈显著上升趋势，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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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全球性环境和社会问题 （Pachauri et al，
2014）。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是减缓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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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关键。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

候变化影响。“蓝色气候联盟”在蓝碳议题出现之

有机物储存在生态系统中，起到了碳汇的作用，
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通常被称为“绿

际迅速地扩大了蓝碳的舆论影响，但由于其成员组

碳”。全球每年产生的绿碳中，一半以上 （55 %）
由海洋生物捕获，这部分被称为“蓝碳”

（Nellemann et al， 2009）。 2009 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UNEP）、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UNESCO）
联合发布 《蓝碳：健康海洋固碳作用的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 《蓝碳》 报告），确认了海洋在全球气候
变化和碳循环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重点关注

成庞杂、组织方式松散，无实际经费，难以开展实

质工作， 2011 年以后即处于停滞状态。 2010 年，
保护国际 （CI）、 IOC/UNESCO 和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 （IUCN） 共 同发起了科 学家间 交 流合作平 台
“蓝碳倡议” （Blue Carbon Initiative， BCI），推动

将蓝碳纳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及相应融资方案。

“蓝碳倡议”设立了科学工作组和政策工作组，每
个工作组由 25 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科学工作组
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政策工作组近年来则未召开会

海草床、红树林、滨海沼泽三大海岸带蓝碳生态系
统，指出它们具有固碳量巨大、固碳效率高、碳存

议。通过在不同国家举办会议并广泛邀请各国科学
家、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参会，“蓝碳倡

储周期长等特点。在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的积极推
动下，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蓝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的重要作用并着手推动蓝碳纳入 2020 年后国际

议”扩大了蓝碳影响力，使更多国家意识到蓝碳的
重要性，同时还促成科学家们合作发表了多篇蓝碳

气候治理体系。蓝碳国际合作发展呈现阶段性特

科学论文和技术指南。然而，由于国际组织的资金
来源并不稳定，“蓝碳倡议”虽然持续运行，但

点，国际气候规制和蓝碳科学发展影响和指引着蓝
碳国际合作的方向和内容，研判蓝碳国际合作的特

推动实质性工作的能力有限，同时两个工作组人
员组成长期没有更新和扩大，随着各国对蓝碳重

点和趋势，提出我国蓝碳政策的选择对于推进我国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气候和海洋治理

要性认识的提高，“蓝碳倡议”越来越难以满足蓝
碳国际合作发展的需要。
2016 年， 《巴黎协定》 （以下简称 《协定》）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COP 21） 通过，“国家自
主 贡 献 ” （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1

蓝碳国际合作发展路径研究：合作
方式和推动力的转换

从 2009 年至今不到十年时间里，国际社会在
蓝碳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在科学研究、政策制定
和管理实践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 （Murray et al，
2012），蓝碳发展经历了概念提出、科学认识深化
和纳入政治议题三个阶段，联合国相关机构、非政

府组织、主权国家政府分别在这三个阶段扮演了重
要角色。
由于蓝碳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热点领域的汇聚点，许
多以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为宗旨的国际组
织认识到蓝碳对于推动自身工作的重要作用，通过
发布报告，举办研讨会和实施示范项目等手段积极
宣传和推动国际蓝碳合作。 《蓝碳》 报告发布不

久，全球 100 家环保组织和 43 个国家的 150 名科学
家发起了“蓝色气候联盟” （Blue Climate Coalition）
活动，通过向美国白宫、参议院、全球环境基金
（GEF） 等发出公开信，呼吁通过保护海洋减缓气
http://hytb.nmdis.org.cn

NDC） 取代 《京都议定书》 （以下简称 《议定书》）
的强制减排机制，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时代

（巢清尘 等， 2016）。在下一阶段国际气候治理体

系确定之际，主权国家政府开始出面推动蓝碳发
展，蓝碳议题也从科学认识转向纳入 《协定》 相关
机制。澳大利亚是全球蓝碳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三种蓝碳生态系统在全球均占有重要位置，积极
推 进 国际 蓝碳合作 和发展符 合其自身利 益 。 在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 2013 年补
充版：湿地》 （以下简称 《补充版》） 发布不久，
澳大利亚就率先将海草床、红树林和滨海沼泽纳入
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在 COP 21 期间，澳大利亚
政府发起了包括国家政府、政府部门、政府间国际
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国际计划等 （表1）
在 内 的 “ 国 际 蓝 碳 伙 伴 ” （International Blue
Carbon Partnership） 倡议，在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
会 （COP 22） 和波恩气候变化大会（COP 23） 期间
召开蓝碳问题边会，并已分别在印度尼西亚、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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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和 斐济召开 了三次年度 研讨会 ， 将 蓝 碳 纳 入
NDC 成为历次会议的主题。从“蓝碳倡议”到“国

和内容上能够掌握主导权；第二，小岛屿国家国土

际蓝碳伙伴”，蓝碳国际合作推动者悄然由国际组

量，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小岛屿国家集中分布区域，

织转为澳大利亚政府。“国际蓝碳伙伴”政府成员

通过该区域国家推动全球蓝碳发展；第三，气候变

既有美国、印度尼西亚等海洋大国，也有管辖海域

化对小岛屿国家影响深远，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

面积相对较小的国家，它们都远离澳洲大陆，澳大

存亡，发展蓝碳能够得到它们的共鸣和支持。因

利亚对它们施加影响的空间十分有限，从已召开的

此，在继续推动无日常经费的“国际蓝碳伙伴”的

“国际蓝碳伙伴”年会看，相关国家成员参与的热

同时，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国将成为澳方推动蓝碳国

情并不高，大多仅派科学家或大使馆官员与会。在

际合作的重点，并很可能在它们的支持下推动并领

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将目光转向数量众多的太平洋
和印度洋岛国。
澳大利亚在 COP 23 期间联合斐济等国发起了
“太平洋蓝碳倡议”，宣布出资 600 万美元推动太平
洋岛国蓝碳发展，并于 2018 年 3 月在政府间地区
组织环印度洋联盟 （IORA） 框架下组织印度洋蓝

导全球蓝碳发展。
在蓝碳区域合作中，韩国的动向值得关注。
2018 年 11 月，在韩国海洋与渔业部的支持下，韩
国海洋环境管理公团 （KOEM） 于 2018 年 11 月第
六届东亚海 （EAS） 大会期间组织了东亚海区域蓝

碳大会。选择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国作为合作伙伴的
原因包括：第一，由于它们距离澳大利亚更近，在
地缘政治上受澳大利亚影响更深，澳方在合作方向

虽小但数量众多，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力

碳研究网络研讨会，提出建立东亚海区域蓝碳研究
网络，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区域组织

（PEMSEA） 韩国籍顾问组织并引导会议议程，韩
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KOIST）、汉城城市大

表 1 国际蓝碳伙伴成员
类型
政府
政府机构

参加者
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韩国
美国海洋大气局、阿联酋气候变化与环境部、塞舌尔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部、塞拉利昂农林和食品安全部

政府间国际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UNESCO）、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秘书处
国际非政府组织
研究机构
国际计划

保护国际 （CI）、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秘书处、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IFOR）、昆士兰大学全球变化研究所，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 （CISRO）

蓝碳倡议、阿布扎比全球环境数据倡议 （AGED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网络 （UNEP-GRID）、东亚
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 （PEMSEA）

注：截至 2017 年 12 月

学等派员参加，会上韩方在会场上形成合力，并决
心推动东亚海地区蓝碳发展。

2

蓝碳国际合作方向分析与预判：纳
入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时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 《公
约》） 是首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
变化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气候治理的基

洋生态系统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建立之初就已纳入
其范畴。 《公约》 序言中确认“意识到陆地和海洋
生态系统中温室气体汇和库的作用和重要性”，第

4.1 （d） 项强调“维护和加强包括生物质、森林和
海洋以及其他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在内的所
有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因此，蓝碳作为沿海和海

洋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属于公约所述的温室气体的汇

本框架。 《公约》 及其 《议定书》 和 《协定》 构成
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 （于宏源，
2016）。在 2020 年以后， 《协定》 将取代 《议定
书》 发挥作用，因此未来的国际蓝碳合作将围绕并

和库， 《公约》 为蓝碳国际合作提供了国际法基
础。 《议定书》 未像 《公约》 那样提及海洋和海洋
生态系统以及草原、农田等生物质增汇，其第 2.1
（a） ii 项中虽强调保护和增加温室气体的汇和库，
但范畴仅限于“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造林和再造

按照 《公约》 和 《协定》 及其相关机制展开。
虽然蓝碳的概念在 2009 年才得以提出，但海

林”。这可能是由于在强制减排机制和当时的认知
条件下，森林更符合 《议定书》 第 3.3 项可监测、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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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核查、可报告的要求。随着减排机制由强制减排
向自愿减排转变， 《协定》 序言中重申 《公约》 所
述的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强调必须确保包括海洋在
内的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协定》 第 5.1 项对
温室气体汇和库范畴的界定由 《议定书》 仅限于

“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造林和再造林”重新调整
回“维护和加强 《公约》 第 4.1 （d） 项所述的温室

气体的汇和库，包括森林”。由此可见，在 《协定》
规制下，森林不再被视为唯一的温室气体的汇和
库，包括蓝碳在内的海洋生态系统也纳入其中。因
此，蓝碳国际合作的重点应从目前普及蓝碳知识，
提升蓝碳意识及时调整到推动蓝碳纳入 2020 年后

《协定》 下的相关机制。

《协定》 相关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承袭 《公约》
和 《议定书》，目前蓝碳已经纳入或部分纳入其中。
《公约》 要求用可比方法编制并定期更新、公布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目前，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专题组 （TFI） 已经编制了两个版本的 《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指南》，并将在 2019 年批准第三个版本。
2013 年 《补充版》 第 4 章滨海湿地给出了海草床、

红树林、滨海沼泽等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清单编制方

法，各缔约国可按照该方法将蓝碳纳入本国的温室
气体清单。目前，澳大利亚、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
国和美国已按照 《补充版》 将蓝碳生态系统纳入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由于 《补充版》 给出的方法具有
一定的技术复杂性，包括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
家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难以独立编制本国清单，
将蓝碳编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将是蓝碳国际合作的
重要领域，也将成为发达国家提高蓝碳领域影响力
的重要手段。
《议定书》 对附件一国家 （发展中国家） 提出
了强制性减排要求，并明确可采取排放贸易
（ET）、联合履约 （JI）、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三

种“灵活履约机制”作为完成减排义务的补充手
段， 国际碳市 场在此之 后呈 现 爆 发 式 增 长 。 在
CDM 机制下已有 《退化红树林生境造林和再造林》

（AR-AM0014） 和 《在湿地实施的造林和再造林项
目活动》 （AR-AMS0003） 两项与蓝碳相关的方法

学，它们为后 《议定书》 时代将蓝碳纳入碳交易奠
定了方法学基础。虽然国际社会尚未对 《协定》 机
制下碳市场做出明确安排，但可以预见市场机制在
2020 年后仍将在温室气体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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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照未来 《协定》 设立的自愿减排碳市场机
制，构建蓝碳交易规则、方法学等也将成为蓝碳国
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与 《议定书》 不同， 《协定》
采取自愿减排机制，要求各国应制定并每 5 年通报

其 NDC，并通过设置国家盘点和透明度等机制强
化履约。到目前为止， NDC 具体机制尚处于谈判
之中，将蓝碳纳入其中的努力既面临契机也十分紧

迫。因此， 2020 年前的蓝碳国际合作应重点推动
蓝碳纳入 NDC 具体机制和安排并为之提供可靠的
技术支撑。
总的来说，推动蓝碳纳入国际气候治理体系是

目前蓝碳国际合作的主要目标。主要工作包括：一
是应密切跟踪 《协定》 谈判进程，积极参与历次气
候 变化大会， 呼吁并 推动各缔 约 方 将 蓝 碳 纳 入
NDC 机制谈判，加强技术和政策合作为谈判提供

技术支撑；二是推动更多的国家将蓝碳纳入本国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在 《补充版》 的基础上，开发出
易于操作的清单编制方法，并为不发达国家和小岛
屿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三是合作开发适用于自愿减
排的蓝碳交易方法学，推动蓝碳纳入碳市场。

3

蓝碳国际合作内容：科学基础的制
约要素
“蓝”和“碳”两个词连在一起将海洋与应对

气候变化联系起来，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寻找海洋
领域的解决途径。目前，海草床、红树林、滨海沼
泽和海藻场在固定和储藏二氧化碳方面的重要性已
受 到 科 学 界 广 泛 认 可 （Nellemann et al， 2009）。

《蓝碳》 报告的主要作者，国际知名蓝碳科学家
Duarte 等 （2013） 指出全球大型藻类净初级生产力

是全球海草床、红树林和滨海沼泽总和的 2.36 倍，
这其中有 5 %~10 % 向深海输送并形成稳定碳库，
呼吁将大型藻类作为第四类蓝碳。蓝碳的提出使海
洋学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海洋生态系
统，对蓝碳范畴的讨论也不仅仅局限于高等植物和
大型藻类。我国科学家 Tang 等 （2011） 提出“渔
业碳汇”，指出贝类、藻类养殖活动直接或间接地
使用了大量的海洋碳，提高了浅海生态系统吸收大
气 CO2 的能力。Jiao 等 （2010） 提出“微型生物碳

泵”理论，指出微型生物能够利用海洋中活性有机
质经过一系列转化形成难以被再次利用、能够储存
几千年之久的惰性溶解有机碳 （RDOC）。还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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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了“鱼碳”概念 （Fish Carbon），将蓝碳的
范畴拓展到海洋脊椎动物 （Lutz et al， 2014）；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发布报告讨论了大洋中

钙化者、硅藻、漂浮海藻、磷虾、鱼类，以及海底
化能合成生物、深海微生物等固碳能力 （Laffoley

et al，2014），将蓝碳由海岸带和近海拓展到大洋。
对于蓝碳的讨论已几乎涉及整个海洋，这既是

617

碳汇和碳库，符合 《协定》 “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

和消除饥饿的根本性优先事项”和第 2.1 （b） 项
“以不威胁粮食生产的方式增强气候抗御力和温室
气体低排放发展”的要求，目前亟须按气候变化科
学的思路阐明二者储碳的机制和能力。对于微型生
物、各种大洋生物而言，进一步深化科学认识，探
索量化方法和人为可控的增汇储碳技术将成为未来

海洋科研人员对气候变化这一关系人类命运热点话

该领域科学合作的重点。而对于鲸豚类、鱼类等捕

题的必然反应，也表明蓝碳科学体系尚不完善，例

食者而言，则需要科学论证其对稳定碳库的贡献。

如，目前尚无广为各方接受的蓝碳科学定义。这一
方面是由于蓝碳是由绿碳引申而来，形象化的描述

4

背后的科学范畴模糊不定；另一方面，一些蓝碳研
究是在既定研究范式下对海洋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话
题的重新审视，往往立足于各自相对微观的研究领
域，缺乏对气候变化规则和蓝碳科学的深入了解。
因此，科学、严谨地界定蓝碳的范畴，建立蓝碳科
学体系对于蓝碳科学发展本身以及将蓝碳纳入全球
气候治理体系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在现有国际气
候治理体系下，对自然生态系统碳汇的认识以高等
植物组成的陆地森林、湿地、草原为主，因此由高
等植物组成的海草床、红树林、滨海沼泽等海岸带
生态系统更容易进入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甚至已经
被接纳进入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对于
其他已提出的蓝碳类型而言，由于其并非仅包括维
管束植物，可以是动物、原核生物乃至细菌、病

毒，因此现有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
碳汇的方法难以适用 。目前，蓝碳已纳 入 IPCC
《气候变化和海洋及冰冻圈特别报告》 并将于 2019
年提交批准，该报告将为蓝碳纳入 NDC 等 《协定》
相关机制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可以预见其对蓝碳

科学范畴的定义将在一定时期影响蓝碳国际合作的
内容。
对于蓝碳科学范畴的讨论将随着蓝碳国际合作
发展不断深化，并将影响着不同时期的合作内容。
对于海草床、红树林和滨海沼泽三大蓝碳生态系统
而言，纳入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技术条件和政治氛
围已经成熟，因此推动它们纳入 《协定》 相关机制
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蓝碳国际合作的重点内容。
《公约》 和 《协定》 并未排除其他蓝碳类型。在中
国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已对将大型藻类、贝类纳入
蓝碳的呼声有一定了解。大型藻类和贝类养殖以不
投饵的方式在开放海域中生产食物，是人类可控的

发展蓝碳的双重需求：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和深度参与国际治理的
政策分析
中国滨海湿地面积约为 670 万 hm2，是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海草床、红树林、滨海沼泽
三大蓝碳生态系统的国家。其中，海草床面积超
过 2 万 hm2 （未公开数据），广泛分布在全国沿海；
红树林面积约 2.5 万 hm2，分布于浙江以南海域；
滨海沼泽面积约 1.2 万 ~3.4 万 hm2，在全国范围
内广泛分布 （牛振国 等，2012）。我国海水养殖产

量约占世界的 70 % 以上。贝类、藻类养殖是我国
产量最大的海水养殖对 象， 2015 年 我国的海 水
贝 类 养 殖 产 量 达 到 了 1 358.4 万 吨 ， 养 殖 面 积
152.6 万 hm2 ； 大 型 藻 类 209.8 万 吨 ， 养 殖 面 积
13 万 hm2，产量分别占我国海水养殖产量的 73 %
和 11.1 %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2016）。

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相继经历
了四次大规模围填海浪潮，约 219 万 hm2 滩涂消失
（Zhao et al，2016），导致红树林、海草床、滨海沼

泽面积大幅缩小，近海环境恶化加剧了这一趋势。
这不但导致年碳汇量相对较小，也造成埋藏碳重新
释放回大气。与 1950 年相比，超过 80 % 的海草
床消失；我国红树林面积历史上曾达 25 万 hm2，

20 世纪 50 年代为 4.2 万 hm2，2013 年仅为 2.5 万 hm2
（廖宝文 等，2014；但新球 等，2016）；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滨海沼泽面积曾达 76.5 万 hm2，目前消
失面积已超过 50 % （Qiu，2012）。
近几年，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

有的高度，蓝碳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海洋生态环
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蓝碳在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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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全国海
洋主 体功能区 划》 等多份 重要文 件 中 得 到 部 署
（表 2），“十三五”规划 《纲要》 也提出实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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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提交 《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养护和恢复蓝碳生态系统，

红北柳”生态工程。“发展蓝色碳汇”内容也已纳

有效提升贝、藻类养殖碳汇规模是提高我国蓝碳碳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

汇能力的关键。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

表2

蓝碳相关政策文件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将增加海洋碳汇作为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之一。
“十三五”规划 《纲要》

加强海岸带保护与修复，实施“南红北柳”湿地修复工程、“生态岛礁”工程、
“蓝色海湾”整治工程。

《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探索开展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试点。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划》

积极开发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增强海洋碳汇功能”

有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发展蓝碳不仅能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
献，更对世界蓝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将蓝

程，不少沿海地方已认识到健康的海岸带生态系统
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积极保护和恢复海岸带

碳纳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工作刚刚起步，需要大
国积极推进。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对

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基
础设施投资逐步回落的情况下，沿海地方对通过围
填海扩张城镇和工业建设的需求已大幅降低，为保
护和恢复蓝碳生态系统创造了有利条件。以红树
林为例，得益于政府采取了有效保护措施，与全

球红树林呈下降趋势相比， 2013 年我国红树林约
为 2.5 万 hm2，比 2001 年增加了 15 % 。但受认知

水平所限，我国对海草床和滨海沼泽的保护还十分
有限，这两类蓝碳生态系统基础科学研究、保护和
恢复工作亟待加强。贝类、藻类养殖增汇途径主要
包括增加养殖面积和提高单位养殖面积碳汇量两个
方面。一方面，目前的海水养殖主要集中在水深
20 m 以浅的区域， -20~-40 m 等深线之间的养殖
活动几乎为空白，可通过研发深水养殖技术，拓展
贝、藻类养殖空间和面积。另一方面，还可通过筛
选适宜不同区域的高固碳率的养殖品种、改进养殖

中国寄予更多期望。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提
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愿
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回应。目前所处的国际
环境和中国推动国际合作的意愿为中国推动世界蓝
碳发展创造了条件。
蓝碳属于低敏感的环境和气候变化议题，有纳
入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的趋势，中国推动蓝碳国
际合作将获得 UNEP、FAO、IOC/UNESCO、IUCN、
CI 等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并
将极大提升我国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力。广大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主要位于蓝碳生态系统集

中分布，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亚热带、热带区
域； 绝大部分发达 国家 是 有蓝 碳 分布 的 沿 海 国
家，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深深根植于社会之中，
中国推动国际蓝碳发展符合各国利益，也将得到广

技术，发展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提高单位养
殖面积的产量，进而提高碳汇量。此外，海洋牧场
建设也是提高局部海域碳汇能力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时，做出
“ CO2 排放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CO2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 %~
65 %”的承诺。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泛支持。
然而，中国在蓝碳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
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参与包括“蓝碳倡
议”“国际蓝碳伙伴”等在内的国际蓝碳合作平

中国实现减排承诺需要在加大减排力度的同时探索

台，缺乏与国际蓝碳科学界和相关国家交流的渠
道，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科学家提出的渔业碳汇、微
型生物碳泵等对国际蓝碳科学和政策的影响力有待
提升。与澳大利亚、美国、沙特阿拉伯和欧盟国家

新的途径。在国际社会日益重视蓝碳的今天，中国

相比，我国蓝碳基础数据严重匮乏。直接影响到我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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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蓝碳的发展，也制约了参与国际蓝碳事务。若不
及时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将错失引领国际蓝碳发展

领域倡议和措施；利用 2020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在中国举办的契机，提出相关方案。

的机遇。
当前，我国推动国际蓝碳事务应从国内、国际
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在国内以夯实基础、补足短板
为主，国际上以积极参与、适时引领为主。在国内
方面，一是加强蓝碳基础研究和实践。积极推动蓝
碳理论、评估方法、增汇技术的原始创新。在蓝碳
汇/源形成与驱动机制、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蓝

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蓝碳政策体系和国际治理等
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引导沿海地方保护、恢复红树
林、海草床、滨海沼泽、海藻场等蓝碳生态系统，
提高沿海地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海岸带生
态系统健康水平。二是建立蓝碳评估标准。借鉴吸
收已有绿碳和蓝碳标准和方法学，建立海草床、红
树林、滨海沼泽、藻类养殖等方面的调查、监测、
评估标准和方法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开展我国蓝碳
生态系统面积、碳库储量、沉积速率、通量数据调
查和监测，推动将蓝碳纳入我国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三是加快蓝碳人才队伍建设。形成蓝碳调查、
监测、统计技术支撑队伍。通过自主培养、国际合
作、人才引进等方式，培养既掌握蓝碳理论方法，
又熟悉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政策
的复合型蓝碳人才。支持我国科学家参加国际蓝碳
组织和计划。
在国际方面，一是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蓝碳计
划。通过申请加入国际蓝碳伙伴会议、推荐科学家
进入蓝碳倡议科学工作组和政策工作组，积极介入
国际蓝碳事务，宣传中国蓝碳立场，与相关国家政
府、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建立联系。二是开展双
边、多边蓝碳合作。与发达国家针对蓝碳保护、修
复、增汇技术进行交流，提高我国蓝碳科学研究、
标准制定和政策制定水平。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基金框架下，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在蓝碳调查、保
护和碳汇渔业等领域合作；将蓝碳纳入“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与小岛屿国家开展蓝碳
生态系统保护恢复技术合作。三是推动全球蓝碳治
理。推动将蓝碳引入联合国、 G20、 APEC 等多边
机制 议题， 例 如通过中国 与新西 兰 共 同 主 持 的
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措
施” （Natural Based Solutions） 工作组，提出蓝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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