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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和贫困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

挑战。气候变化所引发和加剧的贫困现象被称为“气候

贫困”。这一概念由国际乐施会在 2007年率先提出之后，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中国，气候变化直接和间

接加剧贫困，成为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

2009-2015 年，香港乐施会先后开展了一系列与气候变

化和贫困相关的项目，发布了《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

案例研究》、《气候变化与精准扶贫》等研究报告，通

过案例研究、社会调研和宏观分析揭示了中国正在发生

的气候贫困现象，指出气候变化使得贫困人群成为最大

的受害者，尤其是中国的连片特困地区是气候变化脆弱

性最突出的区域。

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于气候贫困的概念和机理尚未

达成共识，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宏观大背景下，引发

和加剧农村贫困的原因非常复杂，现有国内研究还缺少

专门从“气候贫困”的概念和视角进行的全面、系统的

分析。对此，本报告对国际和国内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出国内外应对气候贫困的政策经

验和典型案例，对气候贫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

应对气候贫困的理念和策略设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

面为中国认识和应对“气候贫困”问题提供分析思路和

解决方案，推动国内气候变化议题从概念到实践的进展。

本报告将“气候贫困”界定为：气候变化及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对个体或社区生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

响，引发或加剧贫困脆弱性，从而产生短期或长期贫困

的现象。气候贫困包括已发生的贫困和潜在贫困（即气

候变化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本质上，气候贫困是气候

变化因素与贫困相叠加并放大其不利影响的结果，其根

源是风险与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均衡、不公平分配。

一、国际社会气候贫困研究进展

贫困受到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政治等多重驱

动因子的影响，不仅体现为物质匮乏，也表现为社会经

济、心理文化或身份地位上的剥夺感和缺失感。阿玛蒂

亚森将贫困区分为长期贫困（chronic poverty）和暂时

贫困（transient poverty）。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采用人

均每天消费额低于 2 美元或 1.5 美元的最低标准界定“收

入贫困（income poverty）”，按照人均2美元的贫困标准，

全球共有 24 亿贫困人口，其中半数生活在印度和中国。

粮食安全问题会引发营养不良和饥饿，家庭食品消费比

重达到 50-60% 的贫困家庭，大多存在“食物贫困（food 

poverty）”，全球处于极端贫困的饥饿人口约有 10 亿人。

气候变化的致贫效应：IPCC 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

削弱许多国家减小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成为

贫困群体不得不承受的一项额外负担。引发贫困的气候

风险主要来自：①气温、降水等气候要素变化，②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大，③气候变化趋势引发

的长期灾害风险（slow-onset risk）等，所导致的生产

力下降、生计损失及健康影响。从气候变化风险的诱发

因素来看，气候贫困可以分为气候容量型贫困、气候灾

害型贫困。气候容量型贫困受到长期气候变化引发的暖

干化、荒漠化、盐碱化等环境风险影响，导致气候资源

的承载力下降、人口和土地矛盾加剧，长期陷入贫困陷

阱；气候灾害型贫困是指遭受突发性的极端天气气候灾

害影响所致的致贫或返贫现象。

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是加剧现

有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二是增加了新的贫困人口数量

（包括大量的城市新贫民）。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机

制可以从全球尺度和社区尺度进行分析。（1）从全球

视角看，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往往诱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

食品消费支出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催生出许多新的

贫困人口。未来气候贫困新增人口中，将有相当比例来

自城市新贫民，这些新贫困人口许多是来自农村地区、

逃避气候灾害并寻求就业机会的经济移民。（2）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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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计的视角来看，气候变化会削弱农村家庭和社区福

利（物质、经济、生态、人力和社会文化资本），降低

其适应能力，加剧贫困脆弱性和气候脆弱性，使之陷入

贫困陷阱。

气候贫困的地区和行业分布：农业是对气候变化最

敏感的产业，全球有 2/3 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并

以农业为生。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常显

著，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山区、沿海、干旱半干旱、高

寒地带、湿地、草原等敏感生态系统的农业社区，会削

弱其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生计。气

候变化的脆弱群体包括：儿童、妇女、老年群体、原住民、

小农户、长期患病和残疾家庭等社会脆弱群体，往往也

是最弱势的气候贫困群体。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到 2030 年，如果采用有利于

减贫的气候适应政策，则气候变化引发的新增贫困人口

约为 300 万 -1600 万；否则未来新增气候贫困人口将高

达 3500 万 -1.22 亿人口。未来气候贫困高风险国家或

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其中，亚洲等地区的

快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受到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

展、城市化进程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由于

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贫困人口比重将逐渐减少，但是需

要关注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城市的新移民群体中的气候贫

困问题。2008-2015 年，与收入和城市化的贡献相比，

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气候因素对贫困的贡献率将占到 50%

左右；到 2050 年，中国沿海地区因为海平面上升导致

的贫困风险人口将从 2008 年的 600 万增加到 2200 万。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贫困的政策和实践：贫困与全球

安全、可持续发展密切关联，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发

展是最好的减贫政策。2015 年以来，在全球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推动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被纳入减贫议题

和目标之中。应对气候贫困，既需要加强社会经济系统

的安全防护网，也要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预测和预防。

各国应对气候贫困的经验包括：（1）加强国际社会减

小气候贫困的合作机制；（2）加强能力建设和适应科

技创新，提升社区恢复力；（3）应对气候变化、防灾

减灾和减贫的协同政策设计；（4）强化政府责任，构

建气候贫困的安全防护网体系；（5）政府与市场相结

合的气候风险分担体系；（6）城镇化背景下的非农化

和农业市场化途径。

二、中国的气候贫困研究进展

中国的气候贫困问题具有不同于国际社会的一些独

特性、复杂性，应对气候贫困具有诸多现实挑战：（一）

气候贫困类型多样、分布范围广，应对难度大；（二）

中国减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气候贫困”精准扶贫难

度大；（三）气候贫困政策亟需理论和方法学支持；（三）

城镇化进程加剧了应对气候贫困风险的难度和复杂性。

中国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和气候敏感带高度耦

合，农业领域和社会脆弱群体是易于遭受气候变化影响

进而陷入气候贫困的脆弱行业和群体，即中国气候贫困

的分布具有地域性、行业性和群体性特征 ：（1）  地域

性气候贫困 ：中国 11 个老少边穷连片特困区是气候贫

困高发区域，其中，最脆弱区域集中于农林农牧交错区

域，森林与沙漠、石漠化过渡地带，森林与农地交错地

带等生态脆弱区域。主要分布省份：甘肃、云南、广西、

重庆、宁夏、贵州、青海、安徽、西藏、广西、四川等

省份是中国气候变化脆弱性最高的地区，也是连片贫困

集中地区。（2）行业性气候贫困：各行业按照气候贫

困的风险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畜牧业 > 林业 > 渔业

>经济作物 > 种植业 > 其它农业行业（如农村小工商业，

手工业、务工等）。（3）群体性气候贫困：极端贫困家庭、

少数民族妇女、文盲半文盲（缺乏教育、技能和就业渠

道）、因病返贫家庭、子女教育负担重、疾病老弱等低

保群体等，是气候贫困的高发群体。此外，城市低收入

阶层、因灾致贫后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务工群体也是未

来潜在的气候贫困人群。

气候贫困的形成既包括气候变化对生计的影响，

也包括社会结构中既有的贫富差距、性别的权力结构，

以及在扶贫开发和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制度和政策的

重要影响机制。特别是，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过程中，公共部门与社区以及市场和民间社会中各方的

良性互动至关重要：（1）气候变化对生计的影响：气

候变化引起的资源变化，限制了生存所需各种资本的获

得和谋生活动的进行，影响贫困人口的生计；（2）贫

困本身加剧的气候贫困：通过变卖消费型资产以平滑生

产型和固定型资产的风险规避行为使得贫困户能够免于

陷入长期贫困中，而内蒙古牧区则在自然灾害背景下呈

现急剧贫富分化，贫困户陷入长期性的气候贫困中；(3) 

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次生灾害发生类型 \ 频度与烈度变

化而导致因为资金、技术匮乏而造成的额外损失导致的

贫困。如新疆、内蒙古草原因为干旱出现的蝗灾、鼠灾；

云贵川山区低温阴雨导致的稻瘟病、马铃薯晚疫病等。

（4）社会制度对气候贫困的影响：草原双承包制度和

草原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牧民气候变化的适

应，而性别的权力关系则使得农村妇女更容易受到气候

变化冲击，陷入气候贫困；（5）适应政策对气候贫困

的影响：适应政策与基层社区和群众的自发性适应行动，

以及与研究机构、NGO、私营部门和媒体等各个层面的

互动与合作的协同发展影响适应成效；（6）低碳农业

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的发生。

三、应对中国气候贫困的政策机制设计

应对气候贫困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性挑战。我

国的气候贫困问题受到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城市

化进程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化脆弱性与

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脆弱性相互叠加的影响机制，很难

量化测算气候变化的致贫效应。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

行动能够起到减小贫困的积极作用。目前中国的扶贫政

策还未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薄

弱。未来三十年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持续、快速提

升时期，各种人为与自然灾害风险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进程，迫切需要协同适应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可

持续发展。对此，需要充分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推动

我国减贫工作的理念转型，在精准扶贫、气候变化、防

灾减灾等规划项目中加强政策协同，开展试点示范和实

践创新。应对中国气候贫困的政策机制包括：

（1）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扶贫战略，减少贫困脆

弱性；

（2）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基

础设施投入；

（3）协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气候变化，提升贫

困地区应对气候风险的恢复力；

（4）建立公平、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气

候贫困的保护网；

（5）建立气候贫困和减贫的监测和评估体系，提

升精准扶贫瞄准度；

（6）设立国家专项资金，开展气候扶贫试点；

（7）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完善农业应对气候灾害

风险的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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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发展的

过程是管理各种风险的过程。气候变化本质上是发展过

程中所面临的一项更为复杂的风险，因为它既影响到了

特殊风险和共生风险两者各自的危害性，同时又加强了

两者之间的转化性。基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

政治、经济结构及发展路径，气候变化风险对于人类社

会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气候敏感区的人们受到的影响更

大一些。特别是，气候变化对处于不同社会经济结构之

中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对于贫困群体的生计影

响最大。随着气候变化事实的不断显现，贫困国家与贫

困群体的生计受气候变化影响相对较大，贫困和自然气

候因素之间的强相关性逐渐凸显。因为气候变化对于贫

困群体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嵌于整个社

会经济结构之中的。贫困群体受到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的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双重影响。从根本上讲，气候变化

风险与其他许多因素一起共同构成对于穷人生计脆弱性

的威胁，这些因素包括就业机会匮乏、资源获取不足、

社会政治领域的边缘化，市场波动、不稳定的政策、脆

弱的基础设施、薄弱的社会保障系统、缺乏规划等。

贫困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气

候变化所引发和加剧的贫困现象被称为“气候贫困”。

这一概念最早由国际乐施会在 2009 年的报告《科学证

据的应验 --- 气候变化，人与贫困 》中提出，之后引

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影响，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界、决策者

和社会公众所共同关注的议题。近年来，香港乐施会先

后开展了一系列与气候变化和贫困相关的项目，发布了

《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2009）、《气候

变化与精准扶贫》（2015）等研究报告，通过案例研究、

社会调研和宏观分析揭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气候贫困现

象，指出气候变化使得贫困人群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尤

其是中国的连片特困地区是气候变化脆弱性最突出的区

域。随着我们对气候贫困的认识逐渐深化，国内外对气

候贫困的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2014 年 IPCC 最新的第

五次科学评估报告中专门有一章论述“气候变化、生计

和贫困”，指出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是复杂和多维度

的，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发展规划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

要手段，然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也可能引发和加

剧贫困问题。2015 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极端气

候事件、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中，也提到了要协同应对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适应与减

灾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于气候贫困

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还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政策难点和

研究空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国际社会对于气候贫

困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对于引发气候贫困的内在机制

还需要扎实、深入的科学研究与评估，国内外应对气候

贫困的实践经验还有待发掘与梳理等。

在中国，气候变化直接和间接加剧贫困，成为贫

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中国 95% 的绝对贫

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贫困

地区和对气候变化格外敏感的生态与环境脆弱地带，在

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气候变化导致了冰

川退缩、干旱加剧、森林植被萎缩、水土流失加剧、极

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灾害，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区的环境进

一步恶化。中国贫困地区人口受气候变化恶果影响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近几

年，国内学界对于气候变化引发的贫困问题也有了不少

关注。例如一些研究者从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视角解读了

气候贫困问题，一些案例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

化趋势恶化了宁夏、内蒙古、青海、新疆、云南等地的

农村社区生计和灾害影响。然而，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的宏观大背景下，引发和加剧农村贫困的原因非常复杂，

现有国内研究还缺少专门从“气候贫困”的概念和视角

进行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于中国气候贫困的

现状、分布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有待进行深入的

研究。对此，迫切需要在了解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中

国的气候贫困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

面为中国认识和应对“气候贫困”问题提供分析思路和

解决方案，推动国内气候变化议题从概念到实践的进展。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要

把交通条件和发展相对落后的连片特困区作为新时期扶

贫开发主战场。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

命”。“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承诺到 2020 年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

条件，也是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重要一步。中国的减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面临诸

多挑战，包括城镇化提升、推动西部大开发、落实生态

文明转型、履行国际气候变化减排义务等。作为扶贫开

发主战场，中国的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大多是气候变化

影响和贫困问题交互影响的气候贫困地区，它们是应对

气候变化和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在中西部地区未来城

镇化提升进程中，既要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也要密

切关注气候贫困的城市化。在中国背景下，气候贫困具

有许多不同于国际社会的问题和特点，深入梳理国内外

的气候贫困现状、问题和经验，对于中国减贫战略的精

准落实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

本报告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分析、梳理了国

际社会在气候贫困领域的最新认知与实践，包括气候贫

困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等。第二章分析了中国气候

贫困的主要类型、分布特征，及中国在气候变化与贫困

方面的研究现状与典型案例。第三章总结了国际社会应

对气候贫困的政策和经验。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应对气候

贫困面临的现实挑战，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了中国应对

气候贫困的政策建议和实施途径。本报告可以为中国扶

贫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提供参考。

preface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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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气候贫困问题的背景

减小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都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面

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是全球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

更是关涉到各国长远利益的发展问题。减小贫困是全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气候贫困这个衍生概念揭

示了气候变化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确定的关联机

制。尽管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界定尚未达成

一致，这一议题对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减贫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已经日益凸显。

1.1.1 气候变化与贫困的相关概念

本文所指的“气候变化”是指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

共同影响下的气候要素的平均或极值的变化。气候变化

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指暴露在气候变化风险之下时，

社会经济系统所具有的易损性、敏感性及适应性等内在

特质（IPCC,2012）。气候变化导致的贫困风险是由极端

天气或气候事件、人口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暴露度、系统

脆弱性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气候事件（HAZARD）、

暴露度（EXPOSURE）都属于外部因素，贫困脆弱性是了

解群体内在特质的重要环节。 

 “贫困”是一个具有丰富涵义和多重定义的多维

度概念。贫困不仅体现为物质匮乏，也表现为社会经

济、心理文化或身份地位上的剥夺感、缺失感和弱势感

（IPCC,2014）。贫困分为长期贫困（chronic poverty）

和暂时贫困（transient poverty）(Sen, 1981,1999)。最

贫困的群体往往陷入长期贫困，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逃

离贫困陷阱。“贫困陷阱（Poverty trap）”可以视为

某种“最低资产阈值”，低于这一水平的家庭无法成功

1　 “critical minimum asset threshold, below which families are unable to successfully educate their children, build up their prodcutive asstes, and 
move ahead economically over time”.

2　 “气候贫民”的生存与生活，http://discover.news.163.com/09/1210/10/5Q5RUJTU000125LI.html ，2009.12.10.

地实现其教育子女、资本生产和提升经济地位的目标 

(Carter, et al., 2008) 1。气候变化会加剧贫困并导致贫困

的代际传递效应（WB,2014;IPCC,2014）。人均每日消费

低于 1.25 美元被认为是陷入贫困陷阱的标准（Sachs，

2006）。

贫困脆弱性（vulnerable to poverty）是指易于遭受

贫困的潜在特征，是预测贫困人口的重要参考，也称为

“前贫困 （ex ante poverty）”或潜在贫困（Haughton 

& Khandker, 2009）。对全球贫困人口的统计有不同的

测度标准，例如世界银行认定的全球贫困人口为 12 亿

人，依据国际贫困线（Internaional Poverty Line, IPL），

标准是每天消费水平低于 1.25 美元的人口；UNDP 依据

多维贫困指数（N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以基

本服务（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的缺失、基本能力（core 

human functionings 如残疾）进行综合衡量，测算出全

球共有 17 亿贫困人口。

1.1.2 气候变化与贫困的关联效应：气候贫困

1. 气候贫困的定义

气候变化将削弱许多国家减小贫困、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IPCC（2014）。气候变化所引发和加剧的贫

困现象被称为“气候贫困”。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国际乐

施会，2007 年，乐施会在巴厘岛会议上率先提出“对抗

气候贫穷”的倡议 2, 将“气候贫穷（Climate Poverty）”

界定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及产生的灾害所导

致的贫穷或使得贫穷加剧的现象。1
国际社会对气候贫困的  
认知与实践



国际社会对气候贫困
的认知与实践 0809

气候贫困

 ○ 2009 年乐施会报告《科学证据的应验 --- 气候变化，人与

贫 困（Suffering the Science:Climate Change, People, and 

Poverty）》中以最新的科学事实及贫困群体的故事，指出：

气候变化是数以亿计贫困群体的发展危机，并呼吁全球尽

快解决这一人道主义危险。因为饥饿、灾害和疾病正在成

为一种“新常态 the new normal”，如果不采取行动，过

去 50 年来最贫穷国家的减贫努力将付之东流。

 ○ 2009 年 5 月乐施会发布的《生存的权利》报告预计，到

2015 年，全球气候危机影响的人数将增长 54%，达到 3.75

亿人；到 2050 年，全球估计将有 2 亿人因为饥饿、环境退

化和土地流失而被迫迁移。人们往往关注“收入贫困”，

而忽视在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生态贫困”和“气候贫困”。

在中国扶贫的障碍部分来自于对“气候贫困”的识别和统

计比较困难。

 ○ 2009 年 6 月 17 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国际扶贫组

织乐施会今天共同发布《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

报告，通过案例调研揭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气候贫困现象，

指出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

因。95% 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

地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报告引起了广泛

的社会关注，逐渐成为一个国内外学术界、决策者和社会

公众所共同关注的议题（乐施会，2009）。

 ○ 2015 年，乐施会发布研究报告《气候变化与精准扶贫》，

发现中国的连片特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和气候敏感带高度

耦合；特困地区具有气候暴露度高，敏感性高，适应能力

弱的特点；特困区的气候脆弱性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中

国扶贫发展目标的实现正面临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如何

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精准扶贫发展的战略目标有机结合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乐施会，2015）。

综合乐施会系列报告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和贫困的

关系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能够直接或间接引发或加剧贫

困现象。因此，气候贫困实际上是指“气候变化引发的

贫困（Climate Change Induced Poverty）”。本报告将“气

候贫困”界定为：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个体

或社区生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引发或加剧贫

困脆弱性，产生暂时贫困或长期贫困的现象。气候贫困

包括已发生的贫困和潜在贫困（即气候变化导致的贫困

脆弱性）。本质上，气候贫困是气候变化因素与贫困相

叠加并放大其不利影响的结果，其根源是风险与社会经

济资源的不均衡、不公平分配。

乐施会系列报告

气候变化与贫困
Climate Change and Poverty
——中国案例研究
A Case Stud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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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候变化与贫困的关联机制

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

一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要素长期和平均趋势的变化，

如平均气温、降水的变化。二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

率、强度变化导致的灾害风险，如热带气旋、风暴潮、

极端降水、河流洪水、热浪与寒潮、干旱等。三是气候

变化趋势引发的长期灾害风险（slow-onset risk），如

干旱化、盐碱化、荒漠化、海平面上升、海洋升温，以

及在环境变化下导致的次生地质灾害及病虫害（蝗灾、

鼠灾、作物病虫害和家禽家畜病害等）等。气候变化的

致贫效应通过气候风险的不同途径起作用，主要表现

在：干旱地区的生计退化、家庭资产损失、粮食安全和

灾害加剧社会弱势群体的长期贫困、劳动生产率下降或

人员伤亡、农业产出下降、水资源短缺等等（Olsson, et 

al.,2014）。

从气候变化风险的诱发因素来看，气候贫困可以分

为气候容量型贫困和气候灾害型贫困。气候容量型贫困

受到长期气候变化引发的暖干化、荒漠化、盐碱化等环

境风险影响，导致气候资源的承载力下降、人口和土地

矛盾加剧，长期陷入贫困陷阱；气候灾害型贫困是指遭

受突发性的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影响所致的致贫或返贫现

象。

IPCC 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是贫困群体不得不承受

的一项额外负担，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导致气候

变化脆弱性的两大突出因素（Olsson et al.,2014）。气

候变化对贫困具有威胁放大器（threat multiplier）的作

用，气候变化风险与贫困人口具有各自不同的地域、行

业和群体分布特征，气候变化脆弱性与贫困脆弱性也各

有不同的驱动因素，气候贫困是二者相叠加的结果。世

界银行报告《气候变化和贫困：一个分析框架》指出，

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是加剧现有贫

困人口的贫困程度，二是增加了新的贫困人口数量（包

括大量的城市新贫民）。由于贫困群体常常处于社会经

济和市场体系之外，维持基本生存，他们对于市场的参

与度和影响微乎其微，贫困加剧导致的社会福利影响

常常难以量化体现在 GDP 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之中

（WB,2014）。这使得许多国家在减贫实践中往往忽视

气候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影响程度。气候变化对贫

困人口带来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气候变化相关风险

（climate related hazards）会加剧贫困和生计压力，恶

化不平等现象，引发新的脆弱性，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

地区的贫困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IPCC,2014）。此

外，贫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反向作用（WB,2016），

例如，在贫困压力下，家庭和社区会增加人口生育、开

垦更多土地和自然资源以维持生计，造成生态环境进一

步恶化，并削弱其长期适应能力。

1.1.3 全球气候贫困的分布及其预测

全球财富与贫困分布体现出地域分化的特征，发

达国家大都位于温带气候适宜地区，而最贫困的国家往

往位于气候和贸易条件较差的热带内陆区域（Sachs et 

al.,2001）。评估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需要充分考

虑贫困的地理空间分布及各国的社会安全网体系。从全

球贫困的地理分布来看，按照 1.25 美元贫困线，全球

约有 70% 的全球贫困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

（IFAD,2011）。这些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主要谋生手段

的地区，是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高脆弱地区，也是全球气

候贫困的高发群体（如图 1-1）。在 1.25-2 美元之间的

贫困人口，有 10 亿人分布在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

家有 1700 万人。其中人均每天消费低于 2 美元的贫困

人口共有 24 亿人，一半人居住在印度和中国。（Olsson,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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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贫困分布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都存在差异。从

全球来看，以全球收入不平等衡量的国家之间的贫困差

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与此同时，一些快速发展中的

低收入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内收入不平等正在逐渐

扩大，例如中国比较典型（Olsson et al.,2014）。从不

同文献的预测结果来看，气候变化对全球贫困的总体影

响不是很大（仅相差十分之一），但是贫困影响的区域

分布将有很大差异。对未来全球气候贫困规模的预测，

取决于气候变化情景的假设、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减贫

政策等因素。IPCC 报告指出，从未来趋势看，全球贫困

人口的总量可能减少 3000-6000 万人，或略高于现状水

平，但是地区和国家分布会有所变化。未来气候贫困高

风险国家或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地区。东亚及加

勒比地区由于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贫困人口比例呈现减

少趋势。但是需要关注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城市的新移民

群体中的气候贫困问题。2008-2015 年，与收入和城市

化的贡献相比，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气候因素对贫困的贡

献率将占到 50% 左右；到 2050 年，中国沿海地区因为

海平面上升导致的贫困风险人口将从 2008 年的 600 万

增加到 2200 万（Wheeler,2011）。

世界银行报告《大冲击：管理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

响》预测未来全球处于极端贫困线下的农业贫困人口规

模，认为气候贫困主要取决于农业产出、健康、劳动生

产率和灾害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也取决于各国采取

的发展路径。在两种气候变化情景下（高影响和低影响

情景），农业产出下降都是气候变化引发贫困的最主要

驱动因素。到 2030 年，如果采用有利于减贫的气候适

应政策（繁荣情景则气候变化引发的新增贫困人口约为

300 万 -1600 万；如果是消极和缺乏包容性的发展政策

（贫困情景），则未来新增气候贫困人口将高达 3500

万 -1.22 亿人口。（如图 1-2，WB, 2016; WB, 201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北回归线

南回归线

1995年数据

无数据

财富与气候密切关联。如图所示，比较世界地图上的人均GNP与气候区差异，位于温带地区的国家相比热

带地区国家更富裕。在同一气候区，靠近沿海或河道地带的国家相比内陆国家更为富裕。

图 1-1：全球财富与气候带的关系 1.1.4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与贫困问题的关注

国内外对气候变化和扶贫发展这两个全球问题给予

了高度重视，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却还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乐施会，2015）。随着对气候贫困

的认识逐渐深化，国际社会对气候贫困的关注度也在逐

渐提升。关注这一议题的国际机构主要是以下几类：

（1）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UNDP、UNEP、GEF、国

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等。 

（2）世界银行：自 1990 年代以来发布了一系列相

关报告，研究全面而深入。例如世界银行最新报告《管

理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指出：气候变化、灾害、健

康和贫困之间具有关联效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减小贫

困的主要威胁。2015 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极端

气候事件、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中，也提到了要协同应对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适应与减

灾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3）地区发展机构：如经济合作组织（OECD），

非洲发展银行（Africa Development Bank），亚洲发展

银行（Asia Development Bank）等。

（4）发达国家的海外发展援助机构（ODA），如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美国 USAID，等开展了一系列

与气候变化、发展、减贫、适应、能源及人道主义援助

有关的国际项目（McGuigan et al., 2002）。

（5）国际学术机构和科学团体：如联合国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系列科学评估报告。例如，

2014 年 IPCC 最新的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中专门设计一

章论述“气候变化、生计和贫困”，首次深入、系统地

分析了这三个概念的内在关联。

（6）从事发展、减灾、减贫等领域的 NGO 机构。

如乐施会以“助人自助”为宗旨，开展了多年的社区扶

贫项目。

1.2 国际社会对气候贫困问题的最新认知

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和贫困问题的延伸到许多相

关领域，学界最早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及

其对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地区安全的间接影响。之后，

关注重点集中于气候变化对农业群体的生计及贫困的影

响，以及如何协同不同领域进行应对。

气候变化与贫困议题的最新进展可以从两个主要视

角来描述：

 ● 全球和区域尺度（Global & regional perspective

或全球可持续发展视角）：气候变化对全球和

各大洲的农业总体上会造成不利影响，使得全

球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

地区）。一方面，气候变化通过对农业部门造

成粮食减产、粮食价格上升等不利影响，加剧

小于0.01%
0.01%-2%
2%-6%
6%-10%
无数据

图 1-2：全球未来贫困情景 （WB,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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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市场的波动，影响粮食安全和宏观经济的

稳定性；另一方面，引发和恶化全球和地区的

水环境卫生问题、流行病、营养不良等公共健

康风险，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支出负担，加

剧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增加全球的贫困人口数

量。

 ● 国家和地方尺度（national & local perspective

或可持续社区视角）：气候变化加剧以农业、

自然资源为生的农业人口的生计压力，不合理

的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会加剧区域气候和环

境恶化，形成生态环境退化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导致许多家庭、社区甚至国家难以逃离“贫困

陷阱”。

1.2.1 气候变化、农业及粮食安全：全球视角

农业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产业，全球有 2/3 的贫

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低收入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基础，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 60% 以上，

GDP 产出占到全国 1/4（与此相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农

业产值占比为 9%，发达国家只有 1% 左右）。发展中

国家的农业既是本部门主要的收入和就业来源，也为城

市提供了低廉的食物供给，是减少贫困的关键部门。

（WB,2008）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高度依

赖天气和气候、水资源和生态系统，农业基础设施和科

技投入相对薄弱，农业生产受到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的

影响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农业气象灾害频发，农业病

虫草害的威胁加重，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非常突出。

国际社会对气候贫困问题的最早关注，可以追

溯到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议题。“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是指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获得充足、安全、

有营养的食物供给，无法满足其饮食需求和偏好并维持

积极、健康的生活质量的状态；包括四个主要维度：食

物可得性、经济或物理的获取途径、对食物的有效利用

及稳定性（WRR,2015）。粮食安全问题会引发营养不良

和饥饿，因此也被称为“食物贫困（food poverty）”，

用以区别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贫困家庭收入

微薄，主要用于满足衣食住行基本需求，其中以恩格尔

系数用以衡量家庭消费中食品支出所占比例，是贫困的

主要测度指标之一，贫困家庭中食品消费比重多为 50-

60%，许多贫困家庭常年位于饥饿的边缘（WB,2016）。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目前全球所生产的食物已达

到人均每天 5000 卡路里水平，低于 1800 卡路里是饥饿

水平。

资源和风险的不均衡分布是导致粮食安全的主要

原因。2015 年全球灾害风险报告聚焦于灾害风险对粮

食安全的影响，指出干旱是 20 世纪影响全球粮食储量

和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1970 年代到 2010 年间，随着

粮食价格翻番，全球遭受饥饿的人口从 1.5 亿增加到 10

亿人（WRR,2015）。以本世纪全球两次大规模的粮食危

机来看，都受到极端气候灾害事件的诱发。2007-2008

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约有 1.05 亿低收入国家的人口

返贫或贫困加剧，2010-2011 年危机则波及到 4400 万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据估计其造成的中长期

贫困影响将超过 8000 万人口，其中包括城市贫困家庭

和农业人口（Ivanic and Martin，2008）。未来气候贫困

新增人口中，将有相当比例来自城市新贫民，这些新贫

困人口许多是来自农村地区、逃避气候灾害并寻求就业

机会的经济移民，这些群体受到粮食价格上升的影响，

会削弱其实际收入和购买力，并减少他们对农村家庭成

员的经济支持。

1.2.2 气候变化、生计与贫困的关联机制：社区视

角

世界银行报告（WB,2014,2016）指出气候变化是加

剧贫困和导致贫困陷阱的重要驱动因素，IPCC 第五次科

学评估报告专门讨论了气候变化引发生计恶化并导致贫

困的因果机制（IPCC,2014）。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健

康、教育水平）、物质资本（提供衣食住行的基础设施）、

自然资本（气候条件、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土地

资源等）等既是影响国家福利的重要因素（Vemuri & 

Costanza，2006），也是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

主要领域（Handmer et al.,2012）。按照自然灾害影响

的家庭比重来看，欠发达国家贫困家庭的灾害风险暴露

度更高 (WB, 2016)。例如，2003-2008 年间，秘鲁平均

每年多增加一次灾害（one extra disaster per year）导

致省级贫困率上升 16-23%(Glave, Fort, and Rosemberg 

2008)。在墨西哥城市地区，2000-2005 年间，洪水和

干旱灾害使得贫困水平上升了 1.5-3.7% (Rodriguez-

Oreggia et al. 2013)。

气候变化对农村家庭生计和收入的影响，主要通过

物质资本（如房屋、道路等家庭和社区设施）、经济资

本（如收入、储蓄、保险和借贷等金融工具）、人力资

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生态资本（如土地、水等

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社会文化资本（如社区组织）

等生计途径起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导致的光、温、水

等气候要素和气候变率，对土地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具

有直接的影响，此外，气候变化还通过政策、市场、社

会文化等因素间接对贫困群体产生不利的收入和财富效

应。

（1）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常常是农村社区和家庭最重要的生产性资

产 (productive assets)，包括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电力、

道路、自来水、校舍等）、住房、牲畜、农田基本设施

和农业工具等物质生产资料（WB,2014）。气候灾害对

于农村地区物质资本常常造成严重的损害，例如台风、

强降雨、洪涝、雷电等经常造成农田淹没、房屋倒塌、

道路毁损、电力中断等财物损失，受灾严重地区许多农

村家庭因灾返贫，贫困家庭雪上加霜，灾后恢复重建往

往消耗家庭多年积蓄，甚至不得不依靠借贷度过难关。

与非贫困群体相比，气候变化对农村贫困群体生产资料

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贫困群体拥有的生产性资

本在数量上更少、质量上更差，导致他们在受灾时更加

脆弱，物质资产的损失比重也更高；例如，由于土地资

产的价格差异，贫困家庭往往更容易居住在土地贫瘠、

灾害风险高发区域（如洪泛区土地）。二是非贫困群体

拥有更多的非物质资产，如储蓄资金，具有更强的灾害

承受力和恢复力。在缺乏适应手段的情况下，灾害导致

的经济损失将会加倍增长（WB,2014）。Bouwer（2013）

指出气候变化对物质资产的影响研究非常有限，利用气

候模型预测表明，全球极端气候灾害对于贫困群体的影

响程度很大，未来洪灾对经济财产的影响高于飓风灾害，

例如，热带风暴导致的农村家庭经济损失的中位数比重

约为 30%，而河流洪水约为 83%。

（2）经济和金融资本

农村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和金融机构的储蓄，一定程

度的储蓄水平有助于减小灾害风险对农村家庭的冲击，

维持基本消费并保持生计的稳定性。气候变化灾害导致

财产损失和农业收入下降，农村家庭为了维持基本生存，

常常变卖生产资料、减小对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再生

产投资（包括种子、农具、学校费用、健康投资等）应

对危机。贫困家庭在应对气候风险时往往缺乏承受和转

移风险的经济能力和金融工具。例如，针对 52 个国家

690,745 个家庭财富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贫困家庭比

非贫困家庭的金融资产来源（储蓄率）更少（WB,2016）。

贫困家庭对于财产和人身健康的保险投资也低于非贫

困家庭。被迫离开受灾地区的迁移行为，会损失多年积

累的房屋和储蓄等家庭财产，削弱其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Olsson,et al.,2014）。

（3）人力资本和健康

人力资本包括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和健

康水平。极端天气和气候因素造成的农作物产出下降，

会导致粮食短缺、营养不良、长期饥饿等健康问题；另

一方面，贫困也削弱了应对突发极端灾害和长期气候变

化的适应能力。首先，气候变化加剧了一些疾病风险

（如登革热、疟疾、霍乱、流感等），对于缺乏安全饮

水、垃圾处理、疾病防疫等公共卫生和环境基础设施的

贫穷国家和地区群体影响最大（IPCC,2007;2012）。其

次，极端天气对于生理和心理的不利影响效应会降低劳

动生产率，如中暑和脱水削弱了户外工作者的体力和健

康。第三，气候变化将减小贫困地区的粮食供给，导致

贫困家庭不得不节衣缩食维持基本生存，缺乏剩余农产

品进行市场交换、人力资本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从而陷

入贫困陷阱。在灾年，贫困家庭为了保住有限的物质财

产，或外出谋生，或以牺牲营养和健康为代价，减少

食品、医疗和教育支出，造成下一代营养不良、缺乏家

庭关怀和教育机会，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Olsson, et 

al.,2014；WB, 2013）。研究表明，健康、疾病和死亡支

出是家庭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例如，印度、肯尼亚、

乌干达和秘鲁等国家，健康支出都占到家庭消费支出的

50% 以上；在中国，低收入群体的超额死亡率远高于

其他社会阶层，每 10 万人的超额死亡年数约为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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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2015）。

（4）生态资本（农业生态系统，社区自然资源）

生态资本或自然资产是指农业生态系统、及附属

于土地的社区自然资源（WB,2014）。许多研究指出发

展中国家有很高比例的贫困群体居住在生态脆弱地区

（DFID,2002; IPCC, 2014）。这种现象既是一种历史文

化和制度上形成的社会隔离，也与贫困 - 环境的关联

效应有关。“贫困 - 环境关联（Poverty-Environment 

Nexus）”机制是指极端贫困会驱使人们过度开发生态

系统、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最终使得生计长

期恶化的现象。气候变化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常显著，

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山区、沿海、干旱半干旱、高寒地带、

湿地、草原等敏感生态系统的农业社区，会削弱其生态

服务功能，影响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生计。例如，飓风、

洪水及长期海平面上升会逐渐侵蚀海岛和沿海低洼地区

的土地资源，使得许多地区无法居住和耕作；森林生物

多样性减少不利于依靠采集药材为生的社区居民；暖干

化趋势加剧了农牧混合地区的生计脆弱性，改变传统的

牲畜饲养和生计结构（如肯尼亚社区从饲养奶牛和绵羊

转为需水更少的肉牛和山羊）（Olsson, et al.,2014）。

（5）社会和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和机制，

家庭成员的社会文化纽带（外出务工的家庭汇款）等。

气候变化会侵蚀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文化资产，一些地

区原生居民的文化传统正在消逝。例如，气候变化带来

的冲击影响到最贫困群体、老弱妇孺等群体的社会网络

体系，影响劳动力流动、互惠互利（riciprocal gifts and 

exchanges）的社区关系，及获取社会援助和项目支持

等软能力（Olsson, et al.,2014）。Adger(1999) 建议针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群体进行社会脆弱性评估，设计相关

评估指标以便区分国家和个体层面的脆弱性，区分不同

贫困家庭的收入多样性以体现不同生计来源的气候敏感

性，以及体现贫困群体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农村社区

是承载有形和无形社会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环

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推力和

城市化的吸引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社

区 (UNFPA，2007)，加剧脆弱的农村经济体系崩溃，导

致大量自然文化遗产缺乏人力和资金维护，逐渐破败没

落。同时，商业化和经济利益驱动的城市文化，对于更

加依赖社区共有文化和生计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

造成巨大冲击。离开社区的农民常常成为城市的廉价

劳动力和新贫困人口。例如，1995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的菲律宾山区稻田生态系统（Rice Terraces of 

the Philippine Cordilleras），是拥有 2000 年耕作历史，

在海拔 1000 ～ 2000 米山地上开垦出来的古代农田工

程，由于城市化的吸引，农民大量流失，复杂的农业梯

田生态系统难以为继，已被列入 2001 年濒危遗产名单

（Gruber,2012）。

1.2.3 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对生计与贫困的影响

理论上，气候变化政策与消除贫困之间存在一定的

协同效应。减排政策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DM），减

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碳排放项目（REDD），自愿减

排的碳市场（VCO），生物质能源及大规模土地利用等；

适应政策包括：社区减贫，生计保险，防灾减灾，人口

迁移，技术革新，人力资本投资，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

利用，及减小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保障政策等。

目前各国的气候变化项目主要侧重于国家层面的政

府行动，或大规模的产业活动，如农业减排、工业减排、

低碳城市、防灾减灾等，对于农村社区层面的减贫能够

发挥一定的积极效果（McGuigan,et al.,2002）；但从现

有研究来看，由于地区制度文化因素、项目实施因素等

诸多原因，这些政策和行动的减贫效果还存在较大的差

异性（IPCC,2014）。其中，政策设计及其实施的制度环

境对于减排和适应政策的减贫效果具有很大影响。例如，

推动低碳发展和减小气候风险都需要资金，发展中国家

常常缺乏强有力的环境部门，以推动排放贸易等气候政

策。

（1）减排政策

减排政策对贫困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

是影响粮食市场价格及消费变化；二是对于劳动力市场

及农业生产力的影响。减排政策的减贫效应有两个主要

途径，一是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ES）机制设计，通过

CDM 项目、碳汇造林等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

损失进行补偿，相关资金机制能够增加政府对于学校、

医院、地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并且对于参与相关项

目的穷人带来一定的利益和收入（就业机会、工资报

酬、社会参与等）；二是减排政策对农产品和生产要素

市场的影响，通过粮食价格波动，增加或减少对相关行

业和地区的就业需求，间接影响到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

（Hertel & Rosch,2010）。

从现有研究来看，减排政策对于贫困的影响既有

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不利影响，其效果往往与减排政策

的设计相关（Olsson, et al.,2014）。此外，由于发展中

国家土地产权机制和相关法律机制的制度基础，土地和

森林资源的利用情况等制度文化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差异

性，也会影响其减排政策的减贫效果。英国海外发展研

究所建议采用一些指标，用以评估 CDM 等政策的减贫效

果（McGuigan,et al.,2002），例如：为非技术劳动力提

供的就业机会，教育培训，低收入和妇女群体的赋权，

对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技术转移，贫困群体是否有

获取途径，健康和安全，免于更繁重的苦工等。

（2）适应政策

适应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并非人类遇到的新问题，个

人和社会具有数千年应对气候灾害的传统经验，适应政

策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发（Adger,2003）。然而，气候

变化背景下，人类适应面临的新挑战在于气候风险的影

响范围更大，加剧贫困的范围和程度，使得一些传统的

基于意外风险分担的社会文化机制往往失去效用，并将

贫困群体推向更加脆弱和边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Hertel 

& Rosch,2010）。全球化和气候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成

为双重受害者（double-losers），发展中国家应对能力

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气候变化的不公平效应。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风险防护投资正在从市场化转向社会化，政

府给予了风险防范更多的公共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最

穷的国家正在积极私有化，对风险防范等公共支出漠不

关心，大部分适应成本（例如加固海堤，取水等）都由

家庭和社区承担（UNDP,2007）。

现有的研究表明，利于减贫的适应政策需要与经济

发展、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社会保护等公共政策相结

合，才能发挥减贫的作用。例如，水资源政策（如修建

大坝）、生计多元化、移民、粮食存储、信贷等自发适

应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促进减贫。一些案例表明，

应对气候灾害的适应行动能够成为一个机会窗口，激发

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和贫困群体的适应潜力。然而，由

于穷人往往缺少可供调配的资源，他们经常会投资低风

险、低收入的生计来源，导致其很难脱离长期贫困。例如，

印度缺乏电力设施供给的人口占全球 35.4%，贫困家庭

90% 的能源都用于生活炊事，由于农村地区对电力的商

业化需求不足、缺乏成本优势、电力供应不稳定、地方

政府的积极性和治理能力等多种原因，印度政府投入巨

资的农村电气化项目并未获得预期成功（Bhattacharyya，

2006）。此外，发展政策也会带来一些矛盾，如对人

力资本的投资会导致有知识技能的劳动力、社区精英的

流失，不利于以农业为主社区的长远发展。政府或国际

机构的发展援助项目常常更多侧重于提高经济收入和生

态保护等目标，忽视了培育社区应对长期灾害风险的韧

性，有可能导致或加剧生计脆弱性。例如，洪都拉斯政

府鼓励可可种植、国际机构的森林保护项目，使得当地

社区的种植结构和收入来源过于单一化（McSweeney & 

Coomes, 2011）。

1.2.4 不同农业区域及群体的气候贫困特征

（1）不同农业地域及农业生产方式（农林牧渔业）

的气候贫困

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大洲沿海地区、干旱地区、森

林地区、山区、河流湖泊及海洋等不同地区，及从事种

植业、林业、渔业、畜牧业等生产方式的农业社区，具

有不同的气候风险，并造成不同程度的生计和贫困影响

（WB,2016）。不同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为农业社区提

供赖以为生的自然资源，承担着涵养水土、吸收和创造

碳汇、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以及本土社区

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传承的功能。气候变化对于处于山

区、沿海、干旱半干旱、高寒地带、湿地、草原等敏感

生态系统的农业社区的影响最为显著，会削弱其生态

服务功能，影响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生计（Olsson, et 

al.,2014）。

热带雨林：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受到气候变化不利

影响的主要区域，依赖热带雨林为生的发展中国家农村

地区是贫困人口集中区域之一，其中次撒哈拉地区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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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率高达 40%。如果没有森林提供的环境产品及相关收

入，热带和亚热带雨林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还会显著加剧

（WB,2016）。

干旱地区：全球干旱地区所占面积高达全球土地面

积的 41.3%，拥有 35.5% 的全球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

贫困人口（图 1-3）(Middleton & Sternberg,2013)。约

10 亿居住于干旱地区的人口受制于环境和气候变化灾害

风险的不利影响，体现为典型的气候风险 - 贫困关联效

应 (Middleton & Sternberg,2013)。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

气候风险包括：干旱、沙尘暴、沙丘移动导致的荒漠化、

山林和草原野火、黑白灾（中国内蒙和蒙古草原的冬季

雪灾及旱灾）、高温热浪、生物灾害（虫害）等。这些

灾害对于严重依赖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畜牧业地区影响尤

为严重。例如，在次撒哈拉地区的牧区和农牧混合地区，

贫困人口比重分别高达 52% 和 42%；2009-2010 年的白

灾导致 1003 万头牲畜死亡，76.9 万人口受灾，大约占

蒙古总人口的 20%。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报告指出，

干旱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它发展指标落

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其婴儿死亡率高出其它地区

23%。

Dryland extent，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malnutrition rates and % rural population in
selected dryland countries.
Source: from data in UNCCD(1998), UNEP(1991), World Ban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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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不同国家干旱区域的耕地面积及农村人口比例

畜牧业 ：畜牧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支

柱，全球农业 GDP 的 40% 来自畜牧业生产，为 13 亿人

口提供就业，其中包括 10 亿贫困人口（WB,2016）。气

候变化与畜牧业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畜牧业是遭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高风险行业，全球 70% 的农业土地

都开展了畜牧养殖，10 亿贫困人口依赖畜牧业作为提高

家庭收入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畜牧业也是农业温室

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快速

发展的畜牧工业化进程，加剧了这两个矛盾（Rowlinson 

et al.,2008）。气候变化对畜牧业的不利影响表现为：

影响畜牧业生态系统，加剧干旱、水资源短缺等自然灾

害、作物病虫害与传染性疾病，对牲畜饲料生产、畜禽

健康，肉蛋奶的产量及品质造成负面影响，对于依赖畜

牧业作为主要生计或副业的贫困群体，造成投入增加和

收入水平下降（ILRI,2008）。对此，需要加强草原管理、

畜牧存栏管理、灾害预警、天气保险等多种适应对策。

在非洲索马里，1998-1999 年，2000-2002 年的两次瘟

疫导致牲畜出口量大减，经济损失分别高达 1.09 亿美

元和 8860 万美元；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等国家

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畜牧业损失。

（2）不同农业群体的气候贫困特征

贫困是多重脆弱性和不平等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Olsson et al.,2014）。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高脆弱

群体主要包括小农户、女性为主的单亲家庭、身心疾

病和残疾家庭、老年家庭、原住民等遭受多重能力和

资源剥夺状态的群体（IPCC,2007;2014;O’Brien et al., 

2010；特恩布尔等，2015；Olsson et al.,2014）。儿童（未

满 18 岁的个体）通常占到贫困社区、城郊和乡村人口

的一半以上，在许多突发灾害事件中，由于学校建筑物

质量较差、应对灾害的能力和知识不足等原因，导致儿

童最易受到灾害的影响（特恩布尔等，2015）。由于妇

女儿童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粮食短缺经常使他们遭受

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威胁。例如，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

马里儿童的食物贫困（food poverty）发生率从 41% 上

升到 52%。飓风、洪灾中的妇女儿童死亡率往往高于男

性，例如，尼泊尔洪灾中的儿童死亡率是平时的 6 倍，

其中女童死亡率为 13.3‰，高于男童死亡率，是妇女死

亡率的 2 倍，部分原因是女童和女性缺乏游泳技能和足

够体力。在经常遭受飓风、洪水袭击的孟加拉农村地区，

妇女脆弱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男性主导的社会

文化使得妇女无法掌握生产性资源、低工资水平、缺乏

应急自救信息和防灾项目的参与权，以及承担更多与

灾害相关的繁重家务劳动等等（Fakhruddin & Rahman, 

2015）。气候变化加剧了城乡人口流动，在遇到灾害时

往往是农村家庭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弥补生计，留守

家中的农村女性成员需要承担更多繁重的家务和额外的

劳作。

1.3 气候贫困的方法学

由于气候变化影响贫困的机理较为复杂，国内外的

方法学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为了推动国际社会增进认

识、制定应对决策，一些国际机构构建了气候变化与贫

困的概念分析框架，开展了案例研究或实证分析。

1.3.1 气候贫困分析框架

（1）气候变化与贫困的交互影响机制

IPCC 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

和脆弱性》第 13 章“生计与贫困”推荐了一个气候变

化与贫困交互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一是气候变化的致

贫效应：在气候危险与环境、社会经济脆弱性等驱动因

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气候贫困的风险因子（暴露度、

适应能力和脆弱性），并通过各种途径输出贫困。二是

贫困的反馈效应：贫困经由社会经济系统影响气候和环

境，推动相关适应、减灾和减贫政策，改变风险要素特

征（如减小贫困脆弱性或气候脆弱型，移民减小气候暴

露度，农业政策保险和水利基础设施等提升农业适应能

力），并通过市场价格、资产、生产力、社区活动和内

外部机会实现减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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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和生计活动

脆弱性

资产和资本积累

生产力&收益

气候灾害 价格&消费

环境

社会

经济

驱动力 风险 途径 结果

气
候
变
化

直接影响

自然资源
退化

家庭影响 国家影响

疾病流行

收入与非收入贫困及贫困陷阱

栖息地
损失

移民

健康影响

农渔业收入
下降

价格变动

财政压力

冲突加剧

图 1-4：气候变化与贫困交互影响机制（WB, 2014；Cord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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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贫困

国际社会对气候贫困的分析思路首先是厘清影响机

制，其次是探索如何打破贫困与气候变化的关联效应，

设计综合多重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机制。例如，从市

场、家庭和国家层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收入贫困和非收

入贫困的各种影响，以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和贫困的综合

适应战略 (Cord et al., 2008)。强调从减贫、减小脆弱性

和可持续适应措施三个途径，针对引发气候贫困的社会

制度因素，设计有针对性的协同适应措施 (Urge-Vorsatz, 

Herrero,2012；Eriksen, et al., 2007)。基本需求分析途径，

包括：收入和物质需求、健康和基本教育、权利和赋权、

社会文化关联及安全等方面 (Eriksen, et al., 2007)。

（2）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IPCC 对气候贫困的分析借助了常用的“生计”研

究，并对生计的几类资本进行了影响分析。生计框架是

基于资产的分析框架（asset-based frameworks），其

不足在于忽略了生计资本之外的气候脆弱性因素，对气

候贫困的结构特征、动态变化、宏观分析等方面较为薄

弱（Olsson, et al.,2014）。“生计”是指一系列旨在谋

生的能力、资产和活动的组合，“可持续生计”是有能

力从负面冲击中恢复、保有或提升谋生的能力和资产、

并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从而为其它地方和全球社

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有益贡献 (Chambers and Conway, 

1992)。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应用性的新

的发展研究范式，于 1990 年代早期由英国国际发展研

究所（IDS）提出。这一分析框架也被国际发展机构（如

UNDP）及各国学者广泛应用于农村社区发展、贫困和气

候变化研究等领域（Solesbury，2003）。参见下图。

H

N

Fp

s

生计资产

转型结构及
过程

KEY
H = 人力资本
N = 自然资本

F = 金融资本

S = 社会资本

P = 物质资本

生计战略脆弱性 生计产出影响 & 资源

source: Carney, 1998

图 1-5：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1.3.2 研究方法

（1）气候贫困的影响和风险评估方法

研究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有三类方法。第一种

采用宏观计量统计方法，基于历史数据分析气候变率对

贫困、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再利用得出弹性系数建立

预测模型，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第二种方

法是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IAMs），例如，采用 PAGE,RICE 等一般均衡模型，在经

济增长模型中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从而得到在气候变

化影响下未来贫困的发展趋势；第三种方法基于微观经

济数据评估气候经济的交互影响关系，聚焦具体的行业

或部门，研究气候变化对具体行业或部门的影响，再通

过分析这些不同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得出气候变化对贫

困的影响。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往往关注的是气候变化

在全球或国家层面总体贫困的影响，第三种方法则更多

聚焦微观层面。（Skoufias,et al, 2011）

预测气候贫困人口需要以下 5 类信息：①气候 - 产

出弹性，估计气候要素变化（如温度、降水）对每一单

位农业产出变动的影响系数；②贫困 - 产出（贫困 - 增

长率）弹性，基于历史数据，利用计量统计模型估算每

一单位 GDP 增长率与贫困率之间的弹性关系；③未来气

候变化趋势；④未来社会经济情景，包括 GDP，人均收

入等基准情景指标；⑤预测未来人口增长率（Skoufias,et 

al, 2011）。例如，Jacoby 等（2011）研究了气候变化

引起的土地、劳动力和食物价格变化如何影响印度家庭

福利。定量估计了 2040 年气候变化对农业和劳动产出

的影响，加总土地收入和劳动力收入的变化，富人相比

穷人从气候变化中承担了更多的损失。但是，如果进一

步考虑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气候变化将对穷人造

成更多的不利影响。Ahmed 等（2009）利用了 GTAP 一

般均衡模型，分析了 16 个国家 1971-2000 以及 2071-

2100（IPCC A2 情景下）极端事件对贫困的影响。在

IPCCA2 情景下，所有 16 个国家的极端热浪天气的发生

频率和强度都显著上升，大部分国家的极端干旱事件发

生频率和强度趋于增加，有一些国家因极端事件而使更

多人口陷入贫困。比如，在马拉维和赞比亚，粮食产出

下降了 75%，这导致贫困率增加了 7 个百分点。同时，

对于具有不同收入来源的阶层，贫困影响也会不同。

气候变化的风险评估、成本测算及适应政策设计都

需要考虑福利效应，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及气候 - 经济评

估模型是成本效益分析的核心工作。从国内研究进展看，

郑艳等（2016）采用福利加权方法评估了未来气候变化

情景下中国不同地区的潜在福利风险，结果表明，最脆

弱的西部地区在未来 15 年间的经济福利风险高达 3.88

万亿元，约为未加权全国平均风险水平的 6.3 倍，按照

增量型适应与发展型适应的不同需求将中国区分为三类

适应规划区，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治理机制设计。目前国

内还缺乏对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损失的

福利风险评估。此外，气候风险评估往往需要考虑 50-

100 年以上中长尺度气候变化趋势及极端气候事件对社

会经济的影响，这是气候变化风险中影响最大且最具不

确定性的部分，也是目前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刘昌义，

何为，2015）。

（2）气候变化下的贫困脆弱性评估方法

由于缺乏真实市场定价，许多非经济福利要素难以

货币化，不同地区和群体的收入差异也使得气候变化的

福利效用难以进行加总计算（Botzen et al., 2014）。对此，

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成为补充和替代影响评估的重要决

策方法，被广泛用于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界定气候风险、

支持决策制定等研究和政策活动 (Adger, 2006; Patt et al, 

2011)。脆弱性与适应性评估有很多方法，比较常用的有：

基于专家判断的定性分析方法，基于历史统计和经验分

析的定量建模分析，基于概念模型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基于空间图示的 GIS 图层叠加法等等。由于气候变化风

险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非常复杂，在具

体操作过程中，脆弱性评估可以根据数据、信息的可得

性，以及研究的目的，辅之以文献调研、专家评估、利

益相关方研讨、经验统计和定量分析等多种方法。

脆弱性取决于经济、社会、地理、制度、环境、人

口统计、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IPCC,2012）。脆弱性

的概念、评估内容及方法，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和

需求灵活选择。在脆弱性评估中，一般将脆弱性分为：

物理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人口与社

会脆弱性、制度与文化脆弱性等不同维度进行分析和评

估。物理脆弱性主要包括，水利、道路、通讯、电力等

基础设施状况；生态环境脆弱性主要包括，水资源、土

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状况；经济脆弱性主要包括，

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等经济状况；人口社会脆弱性主要

包括教育、健康、劳动力、性别等人力状况；文化制度

脆弱性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和社会保障等状

况。

脆弱性 = f { 基础设施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

经济脆弱性；社会文化脆弱性；制度脆弱性 }

（3）减小气候贫困的政策评估方法

公共政策（或公共投资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基

于预防原则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的重要工具之一，其对

风险、风险成本的估算及风险的不确定性都是决策需要

考虑的主要因素（刘永葓，2013）。美国早在 19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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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就开始将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估引入环境政策和立

法过程（王爱民，2009）。气候变化使得灾害风险的频

率、强度及其表现形式愈发复杂、更加难以预测，使得

依靠历史灾害数据的传统灾害风险评估具有更大的不确

定性。

对气候贫困相关政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既需要

考虑直接和间接的成本、效益，也需要考虑货币化、非

货币化的成本和收益，如经济收入、健康损失等。由于

存在着许多显性、隐性的外部性效应，很难穷尽一项

特定政策所有的成本和收益，并将其量化。近年来，

国内外学界日益重视在适应气候变化研究中引入成本

效益分析（Hanly & Tinch, 2004；郑艳等，2013）。例

如，Hitz & Smith（2004）将农业领域的适应投入分为

市场自发的价格调整导致的成本收益变化（即自发适

应 autonomous adaptation），以及政府为了应对未来

潜在风险进行的农业防灾基础设施投入（即规划性适应

planned adaptation）。潘家华 & 郑艳（2010）以成本

效益分析为基础提出发展型适应和增量型适应的概念，

并将其作为开展适应规划的理论分析框架。2013 年发

布的美国《纽约适应计划》针对不同的气候变化情景下

的灾害风险发生概率，借助成本效益分析等决策方法，

设计了 250 项高达 129 亿美元的适应投资项目，参考了

“纽约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开发的《气候风险信息》、

《适应评估指南》、《气候防护标准》等决策工具，设

计了多种适应政策选项，供城市管理者选择，使得纽约

行动计划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Rosenzweig & Solecki, 

2010）。

2
中国气候变化与贫困   
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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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风险与社会经济结构共同构成对于贫困群

体生计的威胁。气候变化意味着气温、降水等气候要素

的平均值发生变化，这将影响农业生产、水资源、生物

多样性、危害人类健康。气候极端事件或气候灾害的强

度也随气候变化而趋重。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特定

的政策、制度有关，气候贫困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结构

中的。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包括资源获取不足、市场的波

动、不稳定的政策、脆弱的基础设施、薄弱的社会保障

系统、缺乏规划等。所以，气候贫困理论带来的新的视角，

需要放在中国的气候变化特点和社会结构背景下考察和

思考。根据相关文献，我们将国内气候贫困的研究梳理

为气候贫困的分布状况和气候贫困的形成机制。

2.1 气候贫困的分布状况

气候贫困是气候和贫困的叠加效果。自然气候因素

与贫困的分布都具有地域性和群体性特征。随着气候变

化事实的不断显现，贫困和自然气候因素之间相互强化

形成的气候贫困也具有显著的地域和群体特征。我们以

对气候变化暴露程度和敏感程度高的地域、行业和群体

特征，将气候贫困分为区域性气候贫困，行业性气候贫

困和群体性气候贫困。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气候贫困，

有助于从引发气候贫困的机理、地区和群体分布，设计

更有精准性和针对性的减贫政策和措施。

2.1.1 地域性气候贫困

气候变化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气候变化通

过影响温度、光照、降水等等气候资源要素，干旱、暴

雨等极端气候事件，以及土地、水资源、生态系统，对

特定地区农林渔业、人口承载力、社会经济系统等综合

承载力带来相应影响。生态脆弱地带因处于不同生态区

的边缘交替地带，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差，各要素的相互

作用强烈，抗干扰能力弱，对人类活动的承受力低下，

3　  参见 2008 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印发《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

气候变化脆弱性和灾害风险突出，气候承载力下降、人

口土地矛盾和资源压力持续累积，削弱这些地区的发展

和减贫效果，在长期干旱或极端气候灾害下，甚至造成

新的气候贫困人口。同时，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极强的

地域指向性和集中分布性特征。贫困人口在区域分布上

呈现点（14.8 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带

（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空间格局。

而贫困地区与生态及环境脆弱地带具有高度的相关

性。中国贫困地区的分布与生态与环境脆弱区具有较高

的地理空间分布上的—致性——地理耦合（刘燕华等，

2001）。中国典型生态脆弱带 / 地区内约 92% 的县为

贫困县；约 86% 的耕地属于贫困地区耕地；约 83% 的

人口属于贫困人口（周毅等，2008）。在生态敏感地带

的人口中，74% 生活在贫困县内，约占贫困县总人口

81%（李周，1997）。2005 年全国绝对贫困人口 2365 万，

其中 95% 以上分布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

区 。3

乐施会《气候变化与精准扶贫》研究报告指出：中

国 11 个连片特困区与生态脆弱区和气候敏感带高度耦

合，特困区具有气候暴露度高、敏感性高、适应能力弱

的特点，其气候脆弱性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11 个连片

特困区的致贫因素有以下共性：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总

体适应能力有限；贫困户居住分散；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发展支撑能力极弱；基本公共服务滞后，民生保障压力

过重。气候最脆弱区域集中于农林农牧交错区域，森林

与沙漠、石漠化过渡地带，森林与农地交错地带等生态

脆弱区域。所有片区都是山区，因此极端气候引发的各

种灾害，如泥石流，洪涝，山体滑坡等等在气候变化的

影响下将进一步加剧，需要有针对性地对防灾减灾进行

部署（乐施会，2015）。

 

图 2-1：中国贫困地区的气候脆弱性分布

图 2-2：中国气候贫困地区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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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与气候和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Adger，200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3；Victoria，2008；Akter，2009；王晓毅，2011）。在内蒙古地区，气候呈现明显的变化特征：暖干趋势

和气温变化幅度加大，旱灾加高温、雪灾加低温的协同灾害频频发生（路云阁等，2004; 裴浩等，2009；张倩，

2011；高涛等，2009；赵媛媛等，2009），草原生态系统急剧恶化。1999-2001 年，连年大旱，生态急剧恶化，

整个锡林郭勒盟赤地千里，草原生态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苏右旗旱灾、白灾、黑灾、沙尘暴和虫灾等自然灾

害并发，持续时间之长和损失之大都前所未有（陈洁、罗丹，2007）。进入 21世纪以来，经历了灾害多发的 10 年，

连续多年的干旱、沙尘暴、雪灾和冻灾等都普遍发生在牧区。这些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是近几十年来少见的，

尤其是不同灾害都集中在几年内发生。从 1999 年开始，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连续 8 年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

其中 6 年属于严重旱灾（李晓林，2006）。锡林郭勒盟西部 1999 到 2002 年经历了连续 4 年严重干旱后，又出

现了 2001 至 2002 年连续两年的沙尘暴高发期（廉丽萍，2007），2000 年发生沙尘暴 13 次，2001 年持续近 1

个月连续发生扬沙天气（修长柏，2002）。

连年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和整个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99-2001 年，苏尼特右旗重灾面积占全旗总

面积的 80% 以上，70% 的可利用草场退化，重度退化面积达到 30%。受灾人口 2.4 万，受灾牲畜 152 万头只（陈

洁、罗丹，2007）。200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1 年 1 月 1 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全盟范围内出现的雪暴和沙尘

天气，全盟约 10 万头（匹）牛马走失，死亡牲畜 1566 万头（只） （李彰俊等，2005）。2010 年 1 月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等地遭受大雪寒潮灾害，受灾人数达 35.2 万人，冻死小畜 3 万余只（新华网，2010）。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自然灾害加剧和草场退化，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下降，大量人口返贫。建国

以来的几十年，内蒙古牧区牧民平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农民。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维持相同生活水平，牧

民所需的投入是农民的 4.3倍（修长柏，2002）。由于近年草原的持续退化，现在这一指标也应当提高。即使按 4.3

倍的标准计算，2004 年，内蒙古牧区牧民的平均纯收入不及农民的 1/3（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2005）。苏

右旗牧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8 年到 2001 年年均下降速度 26.7%。在长期抗灾自救过程中，很多牧民耗尽积蓄。

95% 以上的牧户没了积蓄，70% 以上的牧户负债经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内蒙古牧区整体出现贫困化趋势，贫困化形势极为严峻。

1983 年，实行“承包制”时，内蒙古牧区无贫困户。2002 年夏荒期间，苏右旗农牧户中有 52.9% 牧户、52.6%

人口需口粮救济。从贫困发生率指标来看，2001 年，该旗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分别占牧区总户数的 45.1%、总人

口的 46.4%（陈洁、罗丹，2007）。2005 年 7 月，呼伦贝尔市新巴尔右旗宝格都乌拉苏木某嘎查贫困户占牧户

41.67%。东乌珠穆沁旗是全国最大的草原畜牧业旗，也是牧民收入一直最高的一个草原畜牧业旗，该旗吉仁宝

力格嘎查牧民人均收入几十年一直名列自治区各牧区嘎查之首。据东乌珠穆沁旗政协的调查报告，到 2005年底，

该嘎查贫困牧户已占到 61% （海山，2007）。

框图 2-1：中西部地区的气候贫困乐施会报告指出（图 2-1），连片特困区绝大部分

地区的贫困指标值和脆弱性指标值都处于全国平均水

平之下。连片特困区经济发展处于缓慢或很慢程度的

县气候脆弱性程度高、且适应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 2-2）。这些地区发展基础与适应能力差，第一产

业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务院扶贫办和发改委，

2013）；

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自然

条件恶劣、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

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

害频发区。贫困程度高的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六盘山区、吕梁山区、秦巴山区、武陵

山区等地区，属于气候适应能力最低的地区。只有大兴

安岭南麓山区气候适应能力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气候

贫困高风险地区包括：西北高寒地区、西部山区、干旱

半干旱草原、沙漠绿洲农业、沿江沿海湿地等。甘肃、

宁夏、贵州、青海、安徽、云南、西藏、广西、重庆、

四川等省份是中国气候变化脆弱性最高的地区。气候变

化对西部地区的福利影响更大（郑艳等，2016a，图 2-3）。
中国分省区气候脆弱性 

图 2-3：中国各省份的气候变化脆弱性

贫困地区社会文化条件差，贫困程度深，极易遭

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损失。气候变化给扶贫发展目标

的实现带来了严峻挑战。扶贫开发面临着减贫速度极大

减慢，扶贫成果不稳固，脱贫与返贫紧密交叉，返贫规

模大，返贫现象严重。一是，大多数地区都较为偏僻，

远离经济中心地区，交通受阻，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二

是，资源缺乏，贫困地区大多缺水严重。三是，基础设

施薄弱。四是，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和卫生等基本社会

服务水平低。2005 年，在国家扶贫重点县中，旱地占

67%，25 度以上的坡耕地占耕地资源的 15.19%，没有

可灌溉耕地的村有 24.16%；没有水田、水浇地的农户

占 34.13%，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村占 53.14%，其中减

产超过五成的占 14.19%。在当年贫困农户中，遭受严

重自然灾害的户占 41.11%（许吟隆、居辉，2014）。

2.1.2 行业性气候贫困

中国的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的广义农业）生产者

面临经济开放与自然风险的双重考验，总体来看，农村

居民更多地从事对气候风险比较敏感且具有比较劣势的

土地密集型农作物生产。广大农村由于人口众多、经济

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防灾减灾基础设施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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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和防御灾害的能力较差，中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成为中国部分

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农村人口贫困和返贫的重要原因。

大量文献表明，气候风险对中国粮食生产具有显著

的负面影响（Long 等，2006；Ainsworth 等，2008）。

气候变化将使中国作物带北移。综合考虑气候变化对土

壤水分、气候灾害、作物病虫害等各种影响，气候变

化对农作物产量的总影响到 2030 年可能达到 5-10%，

到本世纪末极端不利影响可能高达 37%（林而达等，

2006）。1979-2002 年的气温上升导致中国小麦产量减

少 4.5%（You 等，2009）；中国因气温升高而引起的水

稻、小麦和玉米减产（Yao 等，2007）；预计到 2050 年，

中国水稻减产 4%-14%，小麦减产 2%-20%，玉米减产

0-23%（Xiong 等，2009）。气候变化将对中国粮食供

给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在许多农村特困区，采取适应措

施来降低气候变化造成的粮食减产会十分困难。

自然灾害在农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专家不完

全统计，中国每年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80%

以上在农村，台风、暴雨、雷电、滑坡、泥石流等突发

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90% 以上在农村，每年因各

类自然灾害倒塌房屋的绝大多数也在农村 。4

2003 年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民收入

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是导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

口反弹 5 的主要原因。如安徽、河南、黑龙江和陕西四

省 2003 年受灾较为严重，安徽和河南两省农民纯收入

分别比上年下降 1.2% 和 0.4%，黑龙江和陕西农民纯收

入增长分别为 3.3% 和 2.2%，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3%，

使上述四省绝对贫困人口分别增加了 66 万、53 万、43

万和 37 万人，合计增加近 200 万人。同时，湖南、广西、

4　数据引自秦大河院士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以民为本以农为重 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防灾减灾体系》。

5　2003 年底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 2900 万，与 2002 年同比增加 80 万人。

辽宁、吉林和江西等省局部地区也发生了干旱等自然灾

害，贫困人口也有少量增加，其中湖南增加 16 万、广

西增加 18 万、辽宁增加 9 万、吉林增加 6 万、江西增

加 8 万。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呈上升趋势。据民

政部统计，1978-2007 年 30 年，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绝

收面积平均值分别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35.2%、4.1%，占

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29.2% 和 3.4%。据统计，2000

年以来每年因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约 2300 万吨，每年因

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损失占整个农业 GDP 的 15-20%，远

远高于自然灾害损失占整个国家 GDP 的比重 5。1998 年

以来，主要针对农村地区的春荒冬令需政府救济人口平

均为 8191 万人。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春荒冬令需

救济人口较多的直接原因。1998 年以来，春荒需救济人

口占上一年受灾人口的 17.2%-26.2%，平均为 21.3%；

冬令需救济人口占当年受灾人口的 16.4%-26.0%，平均

为 19.2%（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2009）。

2.1.3 群体性气候贫困

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常常居住在更加边缘和更易受灾

的地方，对灾害的暴露程度更高；具有较弱的资源获得

能力，因而对极端事件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很低的应对

能力；因对灾害影响的信息获取、预期及其减少风险的

投资能力，脆弱性更高。面对气候变化，包括极端贫困

家庭、少数民族妇女、文盲半文盲（缺乏教育、技能和

就业渠道）、因病返贫家庭、子女教育负担重、疾病老

弱等低保群体等，是气候贫困的高发群体。此外，城市

低收入阶层、因灾致贫后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务工群体

也是未来潜在的气候贫困人群。

2.2 气候贫困的形成机制

本章分析气候贫困形成的因素及过程。首先，气候

变化怎样影响气候贫困，即通过分析气候变化对生计的

影响，研究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气候贫困。第二，贫困怎

样影响气候贫困，即贫困具有自我加强机制，贫困如何

在气候变化的作用下导致更加的贫困。第三，社会制度

怎样影响气候贫困，即具体的农牧业政策在应对气候变

化过程中，如何导致了气候贫困。第四，具体的适应政

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人口和财富的快速聚集，道路、桥梁、

高楼大厦密集分布，城市不断向低洼地扩张，侵占河道、湿地

等生态用地，不渗水地面增加，增加承灾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

进而增加气候风险损失。2012 年 7 月 21 至 22 日，北京市经历

自 1951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全市日降雨强度超百

年一遇。北京城区平均雨量达 231.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

山区河北镇，降雨量达 460.0 毫米。暴雨冲毁道路桥梁、房屋、

养殖场、旅游设施、淹没农田等，对农业、交通运输业、加工

业、旅游业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116.4 亿元。全市受灾人口

160.2 万人，紧急转移 9.7 万人；房山区 80 万人受灾，损失 61 亿，

转移人口 6.5 万人。北京溺亡、因暴雨造成触电身亡、房屋倒塌、

创伤性休克等间接死亡共 79 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成为遭受侵

害的脆弱人口。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以及地下室、地下旅馆、

地下仓库成为遭受灾害侵袭的脆弱地区。特别是生活和工作在这些地方的流动人口，因工作和生活条件简陋，

缺乏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也容易被社会管理部门所忽视，遭受了最严重的伤亡和损失。很多人没有电视等通讯

设备看不到天气预报，没在暴

雨来临前得到通知，也没有人

安排撤离。这些地区的桥梁、

房屋、道路设施中存在的种种

问题，如因桥面隐没在雨水中

落水，在遭遇大风袭击下仓库

被压坍塌，落入没有防护栏的

水沟，被绳子绊住摔入深坑，

地下室漏水漏电，而导致多人

遇难。他们的物品及财产损失

缺乏保险，因受户籍限制，没

有及时得到救助。灾后地下室

等住处断电断水，居无定所，

生活缺乏保障。一些租户在地

下室被淹后，露宿广场。

北京 721 （北京广渠门灾民露宿广场）

框图 2-2：2012 年北京 7.21 特大暴雨中
的城市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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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减缓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2.1 生计研究：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化和气候极端事件的逐渐增加，由气

候引起贫困群体的生计风险问题成为焦点之一。生计

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伴随解决农村发展领域中

的扶贫等问题而出现的（李斌、李小云等，2004），

被广泛视为减少贫困方法的基础。生计是一种谋生方

式，农户生计包含了农户为了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能

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

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从事的活动（Activities），其

中资产的存量流量和组合是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对长

期贫困的研究中，资产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一是由于它

能极大地降低脆弱性，二是能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其他

产出（McKay，2011）。按照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提 出 的 可 持 续 生 计 框 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中的五大资产（见表 1）来分析。

表 2-1：生计资本一览表

资本 各种资本的组成部分

自然资本 土地，水资源，森林，草地，土壤，粮食，生物多样性等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教育制度，个人或家庭的健康状况，诊所或医院，入学率，贫困发生率，劳动

力数量和质量，年龄，营养状况，出生率等

金融资本 现金，存款，股票，珠宝等贵重物品，信用工具，用于出售的禽畜等

社会资本
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服务机构，政府决策，亲戚朋友的帮助，性别，社会关系网络，信任、

互惠和交换的关系等

物质资本 行业设施，家畜，果园，住房条件，储水设施，农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等

这些资本被人类作为生存的基础。因此，人们所使

用的具体资源形式、谋生的具体活动都是生计的具体体

现，所有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各种具体资源形式和具体谋

生活动的因素都会对生计产生影响。在不破坏自然资源

的前提下，当生计可以应对其所受胁迫或冲击， 并能从

中恢复以维持自身目前的能力和资本，甚至可以加强未

来的能力和资本时，即称生计是可持续发展的，反之生

计不可持续（武艳娟、李玉娥，2009）。

气候变化会使生计的脆弱程度增加，通过影响各种

资源和资本的分布和流动，影响人们使用的资源及其谋

生活动，导致生计不可持续。贫困人口更多地依赖于生

态系统所提供的资源来维持生计，生计系统的脆弱性以

及资本配置和转换上的有限性是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

而气候变化引起的资源变化，限制了生存所需各种资本

的获得和谋生活动的进行，从根本上影响贫困人口的生

计。研究气候变化对生计的影响就需要把生计要素具体

化，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如何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如

何使用现有的资源应对气候灾害（吴艳娟、李玉娥，

2009）。

2.2.2 贫困陷阱：贫困的自我加强机制

贫困陷阱（poverty trap）通常是指一种引起持续贫

困的自我加强机制（Azariadis & Stachurski，2005），

即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

元因人力资本退化、物质资源匮乏、社会活动边缘化、

精神与健康状况不佳等原因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

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鹿永华、辛德

树，2008）。气候事件引起不可挽回的人力物力资本

损失，气候风险通过事前预防和事后影响导致贫困陷阱

（Heltberg & Lund，2009）。一方面，为防范气候风险

而进行事先投资，影响资产的正常积累，导致贫困户选

择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而使资产维持在一个较低

的水平，成为长期贫困的主要诱因（Carter & Barrett，

2006；Dercon & Christiaensen，2011）； 另 一 方 面，

戴海龙等（2011）研究气候变化对国家级贫困县

宁夏西吉农户生计的影响。在自然资本方面，气候变

化对农户的粮食产量影响很大，特别是降水量减少、

干旱频发使各地的粮食产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造

成病虫害多发，特别是 90 年代的干旱造成了严重的

蝗灾。在人力资本方面，降水量减少以及干旱会造成

农业减产，导致贫困发生率提高，还迫使许多人外出

临时打工。在金融资本方面，干旱、暴雨、寒潮、冰

雹等极端气候造成其农业减产甚至绝收。在社会资本

方面，政府加大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惠农政策、惠农

工程等方面实施力度，如实施人畜饮水工程、节水灌

溉工程、退耕还林（草）、新农村建设工程等。在物

质资本方面，55% 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家畜疾病的发生与干旱的发生、降水的变化以及温度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如温度太高会加快家畜疾病的传播，温度骤变会导致

家畜感冒，天气潮湿，家畜吃了带有露水的草容易造

成腹泻等。

农户也通过调整生计应对气候变化：春、夏旱频

率较高，秋旱频率较低，调整家庭种植结构，扩大种

植抗旱性强、水分利用效率高的农作物，加大秋季作

物的种植面积，40% 以上的调查对象在近十几年里改

变了作物种类，马铃薯、糜子、谷子种植面积增加；

充分利用当地的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如以

保持水土为中心的小流域开发治理、窖集雨、节水灌

溉等；加大对气象灾害的科普教育，使农户了解寒潮、

冰雹、暴雨等灾害的特点以及相关的预防知识，并通

过地方应急广播、手机短信等，及时让农户通过自防

措施，减少灾害对其造成的损失；加大劳务输出成为农户的“铁杆庄稼”，大大提高了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中国社科院专家赴宁夏西吉县调研气候移民

框图 2-3：气候变化与贫困县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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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冲击引起的变卖生产型、固定型资产等行为往往使

其资产水平快速下降，甚至低于“资产贫困线”，在缺

乏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准入能力的情况下，贫困农户

将相当长时间处于灾后恢复期（Zimmerman &  Carter，

2003），而富裕农户却可以“自我修复”（Barnett 等，

2008; Quisumbing & Baulch，2009）。一些贫困人口会

逐渐陷入恶性循环，即贫困导致高脆弱性，灾害中贫困

人口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包括劳动力受到伤害或死亡

（Alderman &  Haque，2006）、生产资料的损失（Carter 

等，2007）、丢失土地、暂时或长久的移民、还债（Heltberg 

& Lund，2009）等，所有这些负面影响导致这些人口的

进一步贫困，由此跌入贫困陷阱。

国内对贫困陷阱的研究有不同的发现。周力、郑旭

媛（2014）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长期面

板数据的研究，认为当前的贫困主要是暂时的随机型、

暂时型和逆转型气候贫困，而不是长期的结构型贫困。

而在内蒙古牧区的研究则发现，自然灾害背景下贫

富急剧分化，即气候贫困是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到 1990 

年代后期尤其是 2000 年以后，内蒙古牧区自然灾害频

发，不同牧户由于经营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差异，面临同

一自然灾害而遭受不同损失，牧区社会中的贫富差距越

来越明显，并且有加剧的趋势（赖玉佩、李文军，

2012）。1995 年、2001 年和 2005 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等地的调查显示牧户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达林太、

郑易生，2010）。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牧区的分化非常严

重，敖登嘎查的多牧户正经历着失去资产的过程，无畜

户数量迅速增加，牲畜越来越集中在富裕户和中等户手

里，据新巴尔虎右旗的一位官员推测，牧业大户拥有的

牲畜头数估计占全市牲畜总量的 70% 以上（龙远蔚，

2007；张倩，2014）。2002 年，在阿巴嘎旗，30% 的

牧民拥有 70% 的牲畜的格局已有 10 余年。实际贫困人

口至少已占 70% 以上。张倩的研究分析了贫困陷阱的

具体机制。

周力、郑旭媛（2014）特别考察了消费型资产，发现最贫困户采取风险规避行为，倾向于变卖消费型资

产以平滑生产型和固定型资产；中等富裕户采取风险应对行为，倾向于增加生产型和固定型资产投资；而最富

裕户往往是非农收入最高的群体，对农业领域气候冲击的反应不敏感，各类资产变化不显著。推断当前中   国

农村之所以不存在“贫困陷阱”，是因为多数贫困户仍或多或少地持有消费型资产以备不时之需。当面临连续

的、高威胁的气象灾害时，如果贫困农户将消费型资产全部变卖，则其必将陷入传统假说所界定的“贫困陷阱”。

不持有消费型资产的贫困群体比例较低，特别是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很少有不持有消费型资产且长期陷入

贫困的。

面对未来气候变化等外生风险时，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应当区分三类群体并予以不同对待：（1）严重缺乏

有效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应将其有针对性地纳入“低保户”或“五保户”，而不是贫困户（或称“低收入户”）。（2）

具有健康劳动力的贫困户。这一群体往往不易陷入长期贫困中，但面对气候风险，陷入随机型贫困的可能性较

大。由于气候风险是区域性的，村级层面的风险共担机制（Village-level Risk Pooling）往往失效，因此，可以

提倡节省交易费用的气象指数保险（Indexbased Weather Insurance）。（3）略高于“资产贫困线”的非贫困户。

由于被排除在扶贫政策之外，但仍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这一群体可能更容易受到气候风险冲击而陷入短期的

逆转型贫困。

框图 2-4：中国农村随机型气候贫困

2.2.3 社会脆弱性：影响气候贫困的社会制度

社会脆弱性是研究气候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

强调影响脆弱性的社会结构，即强调经济、社会制度在

灾害应对中的重要作用。张倩（2011）通过对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的实地调研，分析了草原

双承包制度和草原保护政策对于牧民适应气候变化及其

气候贫困的影响。

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近十年来旱灾加高温、雪灾加低温的气候条件给牧民畜牧业经营带来巨大冲击。牧民

贫困呈总体上升趋势，一些贫困人口会逐渐陷入恶性循环。贫困人口的高脆弱性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缺乏（疾病

发生意味着更多的花销，导致劳动力缺乏）和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差（草场承包到户之后，牧户只能在自己承

包的草场上抗灾，棚圈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抗灾是否有效尤为重要）。

在灾害中，草料越稀缺、价格越贵时，越是需要现

金交易。在多年连续灾害将牧户存款损耗殆尽时，贷款

成为解决现金短缺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贫困户牲畜

数量少且经营风险大，很难申请到足够的银行贷款来渡

过难关。多数牧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其中有些牧户借

高利贷是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再申请银行贷款来还高利

贷，由此陷入银行贷款与高利贷来回倒用的恶性循环中。

牧户畜牧业经营的收入多半用来偿还借款利息。根本无

法对畜牧业生产设施进行再投资来改善抗灾能力。贫困

户和多数中等户在短期内难以凑齐几万元的棚圈成本，

也很难找到外界支持，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修建棚圈。

由于没有好的棚圈设施的及时保护，也没有足够的现金

购买草料，灾害中牧民就越不可能保护自己的畜群，越

来越多的牧户跌入贫困陷阱。

国家近些年通过救援物资和抗灾支持项目投入大量

资金帮助牧民改善畜牧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但在实施过

程中，精英比那些需要支持的脆弱人群能更好的利用政

府启动的适应项目（Artur &  Hilhorst，2012），最需要

项目支持的贫困户和中等户却难以得到急需的项目。一

方面因为一些项目实施需要牧户匹配资金，另一方面富

裕户借助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容易利用外部输

入的各种项目。富裕户改善了基础设施，适当调整牲畜

数量和比例后，能够成功地在雪灾中降低灾害损失比例。

中等户的牲畜数量还有增加的空间，但由于缺少项目支

持，基础设施难以得到及时改善，抗灾能力相对较弱，牲畜损失率不降反升。贫困户本来已经很少的牲畜持续

损失，很多牧户不得不借高利贷，高额的债务和利息使他们最终变成无畜户。

内蒙古阿巴嘎旗的定居牧户、牧场网围栏设施

框图 2-5：内蒙畜牧业的贫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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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高原草原畜牧业是一个严格依附自然生态环境的社会生产形态。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当地近 40 

年有暖干趋势，协同灾害增多。多年来干旱区的牧民发展了诸多策略来应对变化不定、干旱频发的天气条件：

移动（走敖特），在空间上分摊风险；贮藏，在时间上分摊风险；多样化，在不同资产类型上分摊风险；社区

共同分担，在不同家户间分摊风险；市场交换，通过合同买卖

风险（Agrawal，2010）。但是，随着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在白

音嘎查的实施，草原牧区正经历着个体化的过程，社区共担策

略变得不可能，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易关系代替了浩特内外的合

作与互惠机制。牧民对管理风险策略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需

要大的放牧空间的大牲畜不能适应，数量越来越少；放牧保留

地和打草在当地已经不可能实施；牧民间的草场纠纷增多、集

体草场和草原管理上的寻租行为；改变了合作与季节性移动的

草场利用方式，只能采取购买牧草这种贮备方式，和建设井、

棚圈等基础设施，以及远距离租用牧场这种成本极高困难的走

敖特尔的方式（租草场费、运输费和牲畜损失分别占总成本的

41%、31%、22%），应对干旱。这些方式大大增加了养畜的

资金和人力成本，牧民需要花费大量的草料成本维持畜牧业生

产。多年连续灾害消耗了牧民原有的积蓄，多数牧民不得不依

靠贷款买草，待秋天出售牲畜后再偿还贷款，扣除利息后，收

入所剩无几。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牧民也采用

市场策略应对灾害，但都只限于灾前以极低价格出售些牲畜，

以避免牲畜大量死亡。结果是牧民的生计难以持续，面对连续

不断的灾害，牧民抵御灾害的适应能力降低，贫困程度加大。

此外，为了恢复退化草场，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启动一系

列草原保护政策和项目，试图通过减少牲畜数量和放牧来保护

草场，主要是根据草场退化程度分别进行季节性休牧或全年禁

牧（中共锡盟委，2001）。休牧期间牲畜实行圈养，牧民得

到饲料补偿。但春季休牧违反了牲畜的食性和生长规律，导致牲畜体质下降（王建革，2006）；在草场生产力

水平的锐减情况下，政府强制实施的“春季圈养”、“以草定畜”、等政策措施，一方面增加了牧民畜牧业生

产经营成本与负担，另一方面又减少了牧民的收入，经济损失比农民“退耕还草”的经济损失大得多，而所得

到的国家补贴却比农民少得多，远远低于实际喂养成本，许多牧民开始贷款买草料，陷入贷了还、还了贷的经

营困境；在旱灾中，休牧延误了牧民采取移动策略的时间，导致牲畜体质更弱，增加了牧民走敖特尔的成本。

这种简单将畜与草对立起来的方法难以实现草场恢复的目标，也给牧民的灾害应对策略施加了更多的阻力，已

经成为目前牧民贫困人口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

框图 2-6：草原双承包制、草原保护政策
与内蒙牧区的气候贫困

中国社科院专家走访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牧户、考察牧场

联结社会脆弱性与贫困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权利。基

于权利概念，Adger 和 Kelly 定义了判断气候变化脆弱性

水平的“权利体系结构”( architecture of entitlements) 。

基于此，社会脆弱性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衡量 : ( 1) 在

个体层面，直接分析权利的物质资源，这是由政府和正

式法律决定的，需要考虑谁承担资源成本，谁承担制度

变迁的交易成本，谁能号召国家保护他们的利益；( 2) 

这些权利在社区或群体层面如何分配；( 3) 随着时间变

化，权利在不同的群体内形成、竞争和分配的制度背景

（Adger & Kelly，1999）。胡玉坤（2010）分析了性别

的权力关系如何使得农村妇女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冲

击，陷入气候贫困。

农村女性在各种不平等关系和不断恶化的气候风险、

威胁和灾难的双重夹击下，困境和劣势更为凸显，更易受

到气候变化的冲击，也无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当生态系统变得更脆弱，女性更多地因社会规范和家

庭照料责任而滞留家乡。“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已越来越

普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乡村环境资源使用和管理的女性

化。同时，农村两性角色的分野要求妇女还需要包揽家务

劳动。气候变化势必加剧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使妇女在

维持家人健康和家庭卫生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当干旱或

洪水来袭时，妇女不得不长途跋涉去找柴或取水。在气候

灾难降临后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妇女都将面临照料病患

者的更大压力，可能因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但农村妇女的权利、需求及边缘化处境未得到充分关

注。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在参

与环境决策等方面处于劣势。农地的分配和使用是妇女在

环境资源拥有和控制方面处于弱势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农

村 70% 的无地者是妇女。当今，土地仍具有生产资料、生

活保障和家庭财产三种功能，丧失了承包地意味着被剥夺

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来源，从而也会削弱妇女应对气候变

化的物质基础。她们在草根决策层的缺位或无权使其环境

知识、经验、需求和关切事项等都被漠视或低估。在云南一彝族村，过江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走多年。妇女们

一致把修桥作为第一位需求，而男性则几乎无人提桥的事。由于需要桥的主要是妇女，而把持村务的则几乎都

是男性，修桥的事于是总不被提上村庄发展的议程。

孟慧新博士在宁夏西吉访谈妇女群体

宁夏中部移民新村的妇女劳动力

框图 2-7：农村女性的权利状况及其
气候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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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应对气候贫困的适应实践

适应气候变化与消除贫困和资源、环境、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但也可能因未达到适应目标而增加

贫困。其中，公共部门与基层社会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

中的角色与互动至关重要。政府等公共部门有权力指挥

官方行动，有能力引导技术和资金投向，但所有的外部

支持都须通过基层社会的行动才能生效。对基层社会适

应气候变化的外部支持需要更加致力于培养、形成和加

强地方社会的适应能力（Agrawal，2010）。

比如，气候变化加剧了环境问题，会引发更多

和更大范围的人口迁移，形成“气候移民（Climate 

Migrants）”（IPCC，2007），政府主导的移民项目可

以作为有效的适应手段之一（Adger, et al.,2013）。在

中国许多贫困地区，由于降水减少和干旱使得农业生产、

生活难以为继，自发的移民现象和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

成为包括内蒙、宁夏、新疆、青海、云南等地的选择（Atkin 

et al., 2013)。但由政府规划的移民工程在实践中往往遭

遇种种问题，原有的生产生活体系遭到破坏，新的生产

体系又不能及时建立等原因，导致移民失去土地、草地

和房屋，无法使用以前掌握的生产技能，原有的社会关

系解体，不再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以及被边缘化等一

系列贫困风险（姜冬梅等，2011）。虽然政府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但相关各方往往都未能达到移民的目标——

政府没有完成扶贫、改善生态以及移民“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的任务，很多移民也未能真正摆脱贫困（林

志斌，2006；色音，2009）。孟慧新（2013）以宁夏劳

务移民为例探讨了政府的规划性适应政策与气候变化、

市场机制和社会政策引导的基层社会的自发性适应行动

的协同发展问题。

宁夏位于半干旱与干旱区的过渡地带，是地球上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的生态脆弱带。同时，该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基础差，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也是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作为应对

气候变化和气候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宁夏从 1980 年开始，先后组织实施了不同形式的移民（王朝良，

2005；张闽剑，2006；张云雁，2011），并规划在“十二五”期间移民 35 万人。在气候与资源限定下，近年来，

“无土安置”的劳务移民成为宁夏着力探索的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新的移民方式。为了实现移民目标，帮助移

民完成由农到工的根本转变，移民规划为劳务移民工程投入大量经济和社会资源，为劳务移民制定了全面的社

会保障政策。同时以严格规制移民资格及其迁移行为的方式分配资源，从迁入迁出地市县对接（严格规定移民

框图 2-8：政府的适应规划与基层适应
行动的协同

须从哪个县迁到哪个市县），到迁入地行业（须到迁入地政府指定的劳务移民安置区内的工农业园区稳定就业）

和迁出地范围限制（精确规定迁出地的县、乡、村、组）。

对移民而言，非农化方式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

和社会关系的全面重构，特别是，从农到工的转变

中面临的市场风险。虽然政府的移民规划规定劳务

移民应该得到培训、廉租房和全面的社会保障，但

政府能够直接提供的福利主要是廉租房和教育等公

共服务。移民实际得到的收入和就业保障是政策、

企业和工人三方互动的结果，取决于他们在就业市

场上的处境。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能够获得中等以

上的收入，得到一定程度的就业保障——在生产淡

季保留工作，或有信心即使失业也能重新找到工作，

被企业非常倚重的工人则能够得到全面的社会保

障，维持家庭在城市的生活。他们比较愿意留着工

厂工作。大多数普通工人，特别是政府和企业专门

去中南部地区为劳务移民规划招工而来的工人，处

在对新的劳动方式和技术的实习或一般操作阶段，

工作时间长，而收入对于支撑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生

活，包括衣食住行、抚养教育子女、乃至治病养病，

很艰难，特别是，还随时面临由企业生产周期或企

业发展不利导致的失业风险。这些人以土地作为生

活保障，倾向于流动就业——兼顾务工务农的季节

性就业、在不同职业和地域间流动就业、从事零工

或建筑工地的短工等流动性很大的职业。因此，在

迁入地指定行业务工的移民不一定符合迁出地范围

标准，而符合迁出地范围的移民大多又不肯留在迁

入地的指定工厂就业。适应规划与适应行动难以协同，政府不能完成劳务移民任务，不同就业处境的移民得不

到政府认可，不能实现身份转变，作为“农民工”面临各种困境。

石尚柏教授在宁夏红寺堡调研自发移民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的贫

困适应能力，如干旱、洪涝等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

新疆和湖南、湖北和河南山区开展小水窖解决干旱问题；

引进新作物品种及其种植管理技术，开展参与式培训提

升农牧民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乐施会在国家级贫困县辖区的陕西省咸阳市亭口镇

宇家山村，发起农村社区的“低碳适应与扶贫综合发展

计划”，（见框图 2-8），通过与各级政府、研究机构、

NGO、私营部门和媒体开展不同层面的互动与合作，采

用参与式方法，在宇家山村实施农村综合社区试点项目，

探索将适应、减缓与减防灾的气候变化视角融入农村扶

贫发展规划中，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2013 年，

宇家山村实行整村搬迁，并采用居民集中安置的居住形

式。

此外，各种结构性因素也限制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我保护能力。譬如，妇女常因贫困而无钱购置保护

环境的技术或投入物。她们也会因缺乏教育和技能而只能种植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但劳动强度却较大的庄稼。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开展的“中国入世对农业部门妇女的挑战”研究揭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妇女掌握农

业技术的程度大受影响；教育上的劣势限制了她们参与收入更高、报酬更高的技术性农活或者实现非农转移。

农村贫困女性这个庞大人群也是遏制气候变化的积极能动者。通过可持续地利用和管理森林、土地、水等

自然资源，她们在确保对环境友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通过投资于女童和妇女的教育、

健康、福祉及社会地位提高等，可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最终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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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施会低碳扶贫项目通过因地制宜的扶贫减贫工作，拓展当地村民生计途径，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在传统

农业作物种植基础上，引入适宜当地种植的抗旱新品种，尝试拓展多品种经济作物的种植，推进农产品深加工

特色产业，协助村民建立柿饼专业合作社，配套和完善市场开发，如包装设计、农产品营销、电子商务培训等；

尝试协助当地逐步发展和引入“农业大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项目，并推进旅游业、服务业等第

三产业的发展；联合科研机构，以参与式的方式为当地农户开展低碳循环农业、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生产方式、

合作社、电子商务、有机 / 绿色食品等内容的培训和能力建设。

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引入一系列适应、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农业种植过程中采用生物肥料替代传统化

肥，采用物理病虫害防治方法，如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定期实施“天敌释放”，替代现有化学农药杀虫方式，

抑制病虫害发生的同时建立与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模式。新村的规划、建设、以及运营管理的全过程贯彻低碳

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覆盖社区生活居住、生活环境、生活用能等各个方面。建筑设计方面，房屋设计为“窄院”

的建筑模式，在夏季，这种狭窄的庭院内可形成较大阴影区，避暑效果好，并在不明显增加房屋建设成本的前

提下，引入了多项建筑节能方案。生活环境方面，新村社区生活用水来源采用地表水资源，为每户安装磁卡表，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一定比例的绿化用地；根据宇家山村“城郊型”农村社区的特点，确定垃圾处理方案为“户

分类、村收集、镇运输”的模式；采用独立的户用卫生间，并配套公共卫生间，实现新村的垃圾 / 粪污全部处理。

在新村设计和运营管理过程中，充分纳入了减防灾视角，推进了一系列灾害防范硬件和预警机制的建立。

在选址时咨询各方专家以避开煤矿采空区、巷道等确保安全；在新村周边的沟壑区，压实土地并种上植被；新

村周围山坡建设砌石护坡，防止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发生；房屋设计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框架结构，设定 8

级裂度的抗震标准，设置并加强房屋和社区的排水系统、消防系统；周边建设两处避难场所并配备所需设备和

常用物资；设立气象预警监测系统，并在公共场所安装电子屏，每天定时播报气象信息；运用参与式方法为社

区村民开展气象知识培训，在村民中选出 4 名气象信息员，定期与村民交流和反馈农业气象信息；围绕减灾防

灾知识对社区村民进行各种灾害管理培训，定期组织灾害预警演习。

框图 2-9：多方合作的低碳扶贫社区试点

乐施会合作伙伴赵惠燕教授在农村试点社区开展村民培训乐施会合作伙伴赵惠燕教授与志愿者在农村社区试点开展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病虫
害变异研究

在能源利用方面，宇家山村地处山区，气候干旱，植被条件不好，因此不考虑发展生物质资源，以确保植

被覆盖率。同时，村落太阳能资源较好，又临近城镇，太阳能资源和电力资源的联合应用是适合当地发展的一

种现实的能源利用模式。

通过上述工作，自 2013 年到 2015 年的不到 2 年的时间里，通过低碳扶贫减贫措施，当地村民的年平均

收入由原来的 2100 元逐步增加至 3500 元，并将随着扶贫工作的逐步推进，有望实现进一步的减贫和脱贫。建

筑节能、集中供热、炊事以电代煤、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路灯这 5 个方案每年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2,249 

tCO2e，相当于人均年减排 14 吨 CO2e。

“低碳适应与扶贫发展综合发展计划”（LAPA）陕西宇家山村试点启动仪式现场，探索将兼顾减缓和适应的气候变化视角融入到农村扶贫发
展规划中

2.3 减排与应对气候贫困的协同机制

“低碳农业”是中国推动低碳发展的主要内容。

2014 年以来，乐施会在农村试点地区实施了低碳适应

扶贫项目。一些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结合社区生态保

护、造林和再造林、可再生能源、农村新能源改造、低

碳旅游、有机农业、农业碳汇项目等，积极探索农业地

区低碳发展的模式，促进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农

村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开展碳汇造林、小水电、风力发电

和太阳能利用等清洁能源，通过申请 CDM 项目获得碳汇

收益。

中国广西是气候变化脆弱地区，常遭受高温、干旱、水资源短缺和洪水等气候灾害的袭击，森林病虫害

也呈现增多趋势，这些不利影响导致生物多样性退化，并加剧了广西地区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和程度。在 CDM

项目的支持下，6 个广西社区通过参与式的植树造林项目（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及社区自然资源管理

(Community 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将政府和农户两个种植系统联结起来，进行作物改良、加

强生物多样性和农户赋权。这个项目基于农户视角和他们世代传承下来的玉米选种育种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引

入了林业技术专家，获得了多重显著收益，开发了传统的玉米选种育种技术，增加了农作物产量和农作物多元

化、改善了作物种质资源的基因多样性及其抗旱抗逆能力，同时带动了更多村民的参与森林保护的积极性（Song 

et al., 2010）。通过打包设计 27 个村庄 4000 公顷的退化土地的 CDM 项目，提高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及经

济收益（世界银行 BioCarbon Fund 以 4.5 美元 / 吨的碳汇价格购买了该项目的减排额），其中，55% 的土地通

过再造林获得了碳汇收益，项目实施对于小规模低收入的参与农户带来了更多的生计改善机会（Gong, et al., 

2010）。

框图 2-10：参与式碳汇项目

中国气候变化与贫困
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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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经验与启示

3.1 气候贫困问题的本质及其复杂性

应对气候贫困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性挑战。快

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受到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

城市化进程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很难进行预测和应

对。对于气候变化这类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

很难找到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案（clear-cut solutions），

也不能坐等学界给出研究建议，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创新

（Hertel & Rosch,2010）。气候变化给中国扶贫发展目

标的实现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精准扶贫发展策略中应

考虑气候变化及其适应问题（乐施会，2015）。

1. 气候变化及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使得灾害风险及其表现形式愈发复杂、更

加难以预测。气候变化受到气候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

交互影响，对气候灾害事件的预估受到气候变化情景设

计及模式选择的制约，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极端灾害事

件的预测也受到气象监测系统、气象预报模式和预报精

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气候灾害往往恶化农村社区的粮

食短缺和健康风险，加剧贫困现状、诱发贫困脆弱性，

导致贫困的放大效应（Threat multipilier）（IPCC,2014；

WB,2016）。极端灾害事件（尤其是一系列的极端天气

或灾害）所引发的不可逆的损失，常常是导致潜在的脆

弱群体返贫、或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的主要推手。

例如，中国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地区生态环境

的持续恶化、气候承载力下降，威胁生态脆弱区群体的

生计，产生气候贫困和气候移民问题（潘家华，郑艳，

2014；郑艳等，2016b）。

2. 气候贫困是多重复杂因素驱动的社会经济现象

气候贫困现象受到城市化进程、环境退化、生计脆

弱性、治理能力薄弱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

面，对气候贫困人口的界定和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多种因

素。另一方面，与其它贫困类型不同，气候贫困的致贫

机理是发生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的气候变化因素，个体、

家庭和社区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予以应对，因此，

应当由国家和政府设计适应、减灾、减贫协同的社会安

全网机制。由于气候变化脆弱性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

脆弱性相互叠加的影响机制，很难量化测算气候变化的

致贫效应（Olsson, et al,2014）。因此，应对气候贫困，

既需要加强社会经济系统的安全防护网，也要加强对气

候变化风险的预测和预防（IPCC,2014；WB,2016）。

3.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贫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减贫与减排的双重挑战

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额外发展负担。未来

气候变化将新增 10 亿贫困人口（WB,2016）；人均每天

消费低于 2 美元的贫困人口中，将有 12 亿人生活在印

度和中国亚洲等地区（Olsson, et al.,2014）。世界银行

报告（WB,2016）指出气候变化对于全球减贫努力造成

显著威胁，降雨减少、干旱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对于绝对

贫困人口的冲击最大，预计 2030 年将会新增 1 亿多气

候贫困人口，对此，需要尽快和全面推进气候智慧型发

展路径，在减排的同时推动减贫。中国、印度等快速发

展中国家未来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一方面贫困人

口的可持续发展需求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费和排放，另一

方面，由于人口基数大，国家排放总量不断增加，还需

要履行气候公约中的“国家自主减排”承诺。实现这两

大目标需要发展模式的转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

程。

3.2 国际社会的减贫努力及其理念转型

3.2.1 减贫与可持续发展

1. 贫困概念的演变

贫困与全球安全、可持续发展密切关联。国际社会

已经达成共识：发展是最好的减贫政策 (Hull,WB,2008)。

因此，应对气候贫困的努力必须被纳入发展政策和气候

政策的主流议题予以考虑。

一方面，减贫战略需要考虑贫困的产生机制、空间

分布和结构性特征，从传统贫困与新贫困的差异，以及

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进行分析。传统贫困被主要归

结为地处偏远、资源短缺等自然地理气候因素，及不公

平等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土地的生产力和分配，导致

贫困的种族和代际传递因素，主要由国家、多边发展援

助解决。新的贫困则与发展进程交织在一起，被归为种

族文化等因素，NGO等社会组织给予关注和支持。（Crigg, 

2006）在许多快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的吸引力、

农业生计的多样化使得农民不再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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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使得气候贫困不仅集

中于农村地区，而且蔓延到城市地区，形成潜在的气候

新贫困群体。

另一方面，减小气候贫困的策略设计需要考虑到全

球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及目标的变化。从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变化，到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

的（农业）发展援助，都可以看到国际减贫理念经历了

几个不同阶段。减贫理念的变化体现在对“贫困”概念

的不同理解上，1945-1960 年代，贫困主要是从货币收

入和消费水平来衡量；1970-1980 年代，贫困被界定为

营养、粮食安全、健康、教育等基本需求；1990 年代，

非货币性收入和消费被纳入贫困的要素，例如非市场定

价的一些商品和服务；1990-2000 年代，就业、安全和

资源掌控成为良治善政减小贫困和脆弱性的重要考量；

21 世纪以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成为减贫的理

论依据，贫困被界定为一种能力剥夺的主体，减贫就是

获得更多可选择的自由（CIFOR, 2003; 见表 3-1）。2015

年以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动下，应对气候变

化的影响被纳入减贫议题和目标之中。

贫困概念的演变

从明确的衡量指标
能

能

能

尚不知这对于森林意味着什么

1970-1980 年代 基本需求与扶贫 

营养、粮食安全、健康、教育

2001 贫困被界定为一种能力的剥夺（阿玛蒂亚森）

减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1945-1960 年代货币收入/消费水平 

国民收入统计+家庭收入调查

森林的贡献能以这种方

式识别出来吗？

1990-2000 年代 就业、安全和资源管理权

减小贫困成为良治善政的一部分。资源的管理权保证了安全和脆弱

性的减少

能，如果资源能按有益贫困者的

方式分配但是这些（软性指标）

降低了正常的可测量性

和可比性

到“软性”指标，即

反应非收入因素和贫

困者的观点

表格部分来自Arild Angelsen和Sven Wunder (2003)，《探索森林与贫困的联系:概念、问题和研究意义》中的资料。（载于CIFOR Occasional 
Paper No.40）

1990 年代非货币性收入/消费

更多地致力于保证非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也被纳入贫困的评估

表 3-1：“贫困”概念的演变

2. 国际社会的减贫努力

国际社会的发展与减贫努力，包括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通过发展援助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

实现减小贫困和人的发展的目的，这种发展是被动输血

式的、以人道主义援助手段实现。第二阶段，强调可持

续发展的各个维度，注重穷人及社会各界参与的包容性

增长（造血式的，强调全社会的制度环境和能力建设基

础 enabling environment）。第三阶段，对减贫问题的

关注与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关联，尤其是认识

到贫困对于环境恶化、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力图

将减少贫困的努力与其它更大范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相

结合。例如，WB（2008）《农业与发展》报告指出全

球农业援助资金减少对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

和减贫具有不利影响。随着全球粮食危机（如）、金融

危机和气候危机等一系列新挑战，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气

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贫困的影响。

2015 年联合国后发展议程倡议各国推动应对气候

变化与减贫的协同机制。2015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

了决议《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首要目标即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其中

第五个任务涉及到气候贫困议题“到 2030 年时，增强

穷人和处境脆弱者的韧性，减少他们遭受极端气候事件

和其他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灾害的风险和易受其影

响的程度”（表 3-2）。2013 年 9 月，中国发布了《中

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2013）》，全面介

绍了自 2010 年以来中国推进落实各项千年发展目标的

6　陈迎，联合国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从理念到实践，中国人权网，2015,10,10，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html/
special/2015/1010/452.html.

情况。根据报告，目前中国已提前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提

出的实现减贫、饥饿人口减半、普及初级教育、消除中

小学教育性别歧视、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防控结

核病和疟疾、提供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环卫设施等七个发

展指标。同时，中国仍然具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

可持续等突出问题，还有近亿贫困人口有待脱贫。（陈迎，

2015）6

目标 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

1.1  到 2030 年时，在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极端贫穷目前是指每人每日生活费不到 1.25 美元

1.2  到 2030 年时，各国按其标准界定的陷入各种形式贫穷的不同年龄段男女和儿童人数至少减半

1.3  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全民社会保护制度和措施，包括最低标准，并使其到 2030 年时在很大程度上涵盖穷人和弱势
者

1.4  到 2030 年时，所有男子和妇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者，都有获取经验资源的平等权利，并能获得基本服务，拥有
和控制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获取遗产、自然资源、有关新技术和包括小额供资在内的金融服务

1.5  到 2030 年时，增强穷人和处境脆弱者的韧性，减少他们遭受极端气候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灾害的
风险和易受其影响的程度

1.a  从各种来源，包括通过加强发展合作，大力调集资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适当和可预见的资源，
以便执行消除一切形式贫穷的方案和政策

1.b  根据皆在帮助穷人和顾及性别平等问题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制定合理的政策框架，协助加快对
除贫行动的投资

表 3-2：联合国后千年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 

3.2.2 减贫与灾害风险管理

在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灾害风险管理已

经成为 21 世纪最具挑战的发展问题之一。I 德国学者贝

克（2004）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出全球化加剧

了风险的传播，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使得风险发生更加

具有不确定性。联合国减灾署发布的《2015 年减轻灾

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提醒国际社会，风险不是发展带

来的负面效应，而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固有属性。“减

轻灾害风险，并非旨在对抗某种外部威胁，而是将风险

管理的理念内化于发展实践，尤其体现于各种发展规划

的全过程之中。”。由于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适应气

候变化的政策设计更具全局性和前瞻性，不仅要应对近

期突发的极端灾害，而且要通过提升长期可持续发展能

力、减少贫困人口和社会经济脆弱性，提升整个社会的

适应能力，从而减少未来潜在的灾害风险及其不利影响

（IPCC，2012）。

与传统的灾害风险相比，气候风险具有系统性、长

期性、复杂性和更大的不确定性（IPCC，2012）。IPCC

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风险会导致“风险

乘数”效应，使得灾害导致的影响被内在的脆弱性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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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尤其是在粮食、水、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更加

脆弱的国家和地区。气候变化风险加剧了应对贫困的艰

巨性，对此，国际社会呼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灾害管

理的协同，减少未来潜在的贫困人口和因灾返贫现象

（IPCC，2012;2014；WB，2016）。例如，极端天气和

气候灾害、干旱化和荒漠化、海平面上升，这些短期或

长期气候风险对于贫困国家和群体的影响是最大的。根

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展望》报告，到 2050 年全球将有

2/3 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其中 90% 新增人口集中于亚

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地区将成为全

球自然灾害的热点区域。针对适应与灾害风险管理之间

存在的协同途径，特恩布尔等（2015）提出了基于 10

项原则的规划设计指南，可以指导粮食安全、生计、自

然资源管理、教育、健康、饮水和环境卫生、权益保障

等重点领域开展协同规划和行动。

3.2.3 应对气候贫困的社会福利政策

（1）贫困领域

基于对贫困现象的不同认识，国际社会应对贫困的

途径和政策设计也各有差异。例如，基于人的基本权利、

提升人的发展能力等社会福利途径，以构筑社会安全网

体系。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是建成良性社会、和谐社会。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 Piketty 在《21 世纪资本论》提到：

“现代社会的两个逻辑是基于产权的资本逻辑、基于社

会权利的再分配逻辑。社会福利是继自由、民主之后的

第三代权利，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国家，让公平再分配

成为平衡个体和社会利益的杠杆。”

（2）气候变化领域

作为最具复杂性、长期性及外部性最大的全球

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无法忽略公平、

价值和福利等伦理学议题。气候变化及其政策设计会

改变资源再分配，导致收入和福利效应。升温幅度越

大，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和行动成本越高，其中遭受

不利影响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群体（O’Brien 

& Leichenko,2003; Tol et al.，2004；IPCC,2012；

2014）。对此，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在福利政策设计中

给予贫穷国家和地区更大的福利公平份额（Botzen et 

al.,2014），并采用最脆弱者优先原则来分配有限的国

际资金（郑艳，梁帆，2012）。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风

险分担机制，能够成为协同适应与减灾的重要政策工具

（IPCC,2012;2014）。

应对气候贫困的社会政策设计，需要通过政府进行

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其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中的“希

克斯 - 卡尔多效率”，即：“如果 A 的境况由于这种变

革而变得如此好，因而他能够补偿 B 的损失而且还有剩

余，那么这种变革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李特

尔，2014）。以此为基础，可以结合现有减贫机制，设

计更具针对性和整合性的社会政策。基于对人类行为的

理解和认识，各国依据不同的福利理论设计社会政策，

大致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视角：一是权利视角，认为福利

政策是重新分配资源和机会，促进互助、共享、公平等

社会价值观的机制设计。二是能力视角，认为福利政策

的根本目标是引导人们实现自身福祉并推动全社会共同

利益；例如，福利是理性个体实现个人利益的激励机制；

福利是一种公共权力，引导和约束个体改善境遇并实现

社会共同利益；福利是提供工作和就业的保障机制；福

利是一种培养公民责任和义务的道德再生机制（迪肯，

2011）。三是风险视角，认为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并非

是满足需求，而是减小未来不确定风险，帮助个体和社

会提升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Kemshall,2002）。这些社

会福利政策的设计理念可作为确定减贫政策和目标的理

论依据。

3.3 国外应对气候贫困的机制设计

3.3.1 加强国际社会减小气候贫困的合作机制

减小全球气候贫困需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共

同努力，对此联合国后发展议程已经将适应和减灾纳

入全球减贫的目标之中。在联合国、WB,GEF 等相关国

际机制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发展、减贫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国际项目，未来还需要加强进一步的资源整

合、目标协同，推动不同领域的国际机制的工作衔接

（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生物多

样性公约、联合国安理会等），建立地区气候安全、

应对气候贫困的区域性合作机制等等。世界银行报告

《大冲击：管理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建议通过气候

适应型发展（climate-informed development）和包容

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减少未来潜在的气候

贫困人口；指出推进低碳发展、气候韧性和智慧发展

路 径（climate-informed development, climate resilient 

pathway），是减小气候贫困的必由之路（WB,2016）。

减小气候贫困的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到气候贫困的地

区分布、时空分布差异、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文化

环境等多重因素。由于农业社区情况千差万别，依靠国

际机制和各国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政策设计（如国家和

地方政府、国际机构、外部 NGO 等）有可能因为利益、

目标导向的差异，造成适应不良。由于社区和家庭在应

对气候灾害风险的能力有限，尤其是大规模、影响广泛

的极端灾害，因此，有必要加强国家制度环境的能力建

设（Enabling environment building），赋予贫困群体在

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的足够支持。同时，积极利

用 NGO 等外部资源，与社区自发的适应行动相结合，打

破适应的决策层级限制，整合各方面力量以发挥最大的

效果（Osbahr et al.,2008，图 3-1）。

国家层面

政府及其不同层
级的规制

非政府
组织

非政府
组织

非政府
组织

外部影响
社会网络科学，研究
机构和媒体，国际非

政府组织

国家政府(Maputo)    
（莫桑比克首都）
Gaza省(Xai Xai)

Manjacaze区(延伸服
务、行政管理) 

公民社会

社区层面的
资源和用户

非正式的
公民社会
和网络

群体/
参与者

正式的社会
(包括,Chalala
中的传统
领导) 精英和关键

机构（互斥
现象）

图 3-1：不同主体在适应政策和规划中的作用

3.3.2 加强能力建设和适应科技创新，提升社区恢

复力

风险和贫困往往都与社会和制度因素密切交织在一

起。提升社区的韧性 7 是增强农村贫困群体适应能力的

7　Resilience is de fined as an ability to experience adversity and avoid negative outcomes, such as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substance abuse,school 
dropout, and delinquency (Richman et al., 2004 ). However,resilience is not merely an intrinsic ability to perform well in adverse circumstances. The 
combination of risk factors, the degree of risk, and the context of risk exposure interact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resilience (Rutter, 2006 ).

关键，从国内外文献和案例研究来看，提升社区韧性需

要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性设计，不仅与人们的经济

和物质条件、教育水平、社会交往和文化心理等内在能

力有关，还与风险水平、暴露度、制度环境等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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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例如，Sovacool, et al. (2012) 针对孟加拉、不丹、

柬埔寨和马尔代夫四个亚洲典型的气候脆弱国家，指出

建立韧性社区和提升系统性的治理能力有助于应对气候

挑战。基础设施适应能够保障社区受灾后的快速恢复，

包括资产、技术、气候防护性灌溉系统、道路和电力系统；

机构性适应有助于应对新风险冲击，包括有效的制度安

排、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规划，及其发展和改进气候政策

的能力；社会适应和韧性社区可以通过社区密切关系、

教育和财产支持，增进灾害恢复力。

研究表明，政府主导的适应行动未必是最有效

的，应当以社区为主体，发挥社区传统文化及成员的

主动性，通过参与式适应决策、提升社区决策的组织

性、参与度和信息获取能力，辅之以政府的适应性社

会保障项目，会更有效果（Osbahr et al.,2008）。首

先，注重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理念（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增强社区适应

气候变化风险的意识、能力，及其脱离贫困的意愿和积

极性，尤其是贫困群体的决策参与能力。阿玛蒂亚·森

的能力途径对于增强脆弱群体的社会参与发挥了积极作

用，例如印度的 2 个成功案例：在 Bihar，通过组建非

正式社区组织加强沟通、制定规则，促进了社区土地和

水资源的治理效率。在 Chakroya Vikas Pranali 的成功案

例中，通过分享利益、减小风险、增加安全防护等方面

增强决策机制的透明度，增加了个体对于各种社会经济

机会的公平分配。此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

群体而言，通过赋权提升她们在社区环境保护和土地管

理方面的参与度非常重要，是森关于发展自由的重要内

容 (Roy 风险和贫困往往都与社会和制度因素密切交织在

一起。提升社区的韧性 是增强农村贫困群体适应能力的

关键，从国内外文献和案例研究来看，提升社区韧性需

要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性设计，不仅与人们的经济

和物质条件、教育水平、社会交往和文化心理等内在能

力有关，还与风险水平、暴露度、制度环境等外部因素

相关。例如，Sovacool, et al. (2012) 针对孟加拉、不丹、

柬埔寨和马尔代夫四个亚洲典型的气候脆弱国家，指出

建立韧性社区和提升系统性的治理能力有助于应对气候

挑战。基础设施适应能够保障社区受灾后的快速恢复，

包括资产、技术、气候防护性灌溉系统、道路和电力系统；

机构性适应有助于应对新风险冲击，包括有效的制度安

排、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规划，及其发展和改进气候政策

的能力；社会适应和韧性社区可以通过社区密切关系、

教育和财产支持，增进灾害恢复力。

研究表明，政府主导的适应行动未必是最有效

的，应当以社区为主体，发挥社区传统文化及成员的

主动性，通过参与式适应决策、提升社区决策的组织

性、参与度和信息获取能力，辅之以政府的适应性社

会保障项目，会更有效果（Osbahr et al.,2008）。首

先，注重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理念（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增强社区适应

气候变化风险的意识、能力，及其脱离贫困的意愿和积

极性，尤其是贫困群体的决策参与能力。阿玛蒂亚 • 森

的能力途径对于增强脆弱群体的社会参与发挥了积极作

用，例如印度的 2 个成功案例：在 Bihar，通过组建非

正式社区组织加强沟通、制定规则，促进了社区土地和

水资源的治理效率。在 Chakroya Vikas Pranali 的成功

案例中，通过分享利益、减小风险、增加安全防护等方

面增强决策机制的透明度，增加了个体对于各种社会经

济机会的公平分配。此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

女群体而言，通过赋权提升她们在社区环境保护和土地

管理方面的参与度非常重要，是森关于发展自由的重

要内容 (Roy & Venema，2002)。其次，注重提升社区的

教育水平、技术能力和信息获取途径，提高贫困群体的

灾害风险预防能力。例如，尼泊尔社区机制创新案例表

明，农户与非政府组织通过多年的合作，建立了地方社

区多层级参与式伙伴关系，依托这一合作机制，共同开

发了适于地方需要的气候敏感性适应技术，并成功对这

些农业创新技术加以应用，提升了社区应对气候风险的

能力 (Chhetri., et al., 2012)。马里是非洲最早支持农业

群体气候决策的国家，居住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农牧

户家庭获益于气象部门提供的气候信息服务（包括农作

物主体、水资源、天气条件、草原、牲畜养殖和农业市

场等），改进了生产决策、提高了产量和收入，并激励

其采用高风险的新技术投资，主动搜寻更多的信息资源

（ILRI,2008）。表 3-3 以亚洲典型脆弱国家为例，通过

专家评估，针对不同领域提升社区韧性的适应性措施

（Sovacool, et al.，2012）。

人类
健康
恶化

 ◆ 提高健康或环境卫生标准
 ◆ 接种疫苗
 ◆ 制定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
 ◆ 培训医务人员
 ◆ 为脆弱群体提供信息

强风
暴雨

 ◆ 推广落叶林荫
 ◆ 加固建筑对抗风暴
 ◆ 延长降雨量或气温
 ◆ 可承受的基础设施

生态
系统
适应

 ◆ 物种移植
 ◆ 维持生物多样性基因库
 ◆ 改进病虫害管理
 ◆ 消除动植物迁移障碍
 ◆ 维持健康的边坡植被

极端气温 开设避暑中心

永冻土带
融化

 ◆ 建立冰川洪水控制机制
 ◆ 修建大坝
 ◆ 铁路线绝缘

采伐
森林

 ◆ 防止火灾
 ◆ 引进新品种
 ◆ 转变采伐方式
 ◆ 可持续的森林使用配额

风险转移 各种保险措施

基础设施制度 土地使用规划

缺少
可供
水源

 ◆ 改变取水口的位置和高度
 ◆ 安装渠道防渗工程
 ◆ 使用封闭管道，取代开放渠道
 ◆ 将分散的蓄水池整合成一个系统
 ◆ 以人工补水减少蒸发
 ◆ 提升水坝高度
 ◆ 建海水淡化厂
 ◆ 加大渠道规模
 ◆ 清除水库沉淀物淤泥
 ◆ 修建和扩展蓄水池、洪泛区后移、
征税

 ◆ 跨区域和跨流域调水
 ◆ 制定水资源利用效率标准
 ◆ 循环使用水资源

农业和
干旱

 ◆ 开发雨水收集技术
 ◆ 调整播种期和提高作物品质
 ◆ 发展抗旱作物
 ◆ 改进旱作农业技术，如播种和少耕法
 ◆ 修建水库
 ◆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 发展和利用肥料沼气发电
 ◆ 牧场管理
 ◆ 恢复有机土栽培
 ◆ 恢复退化土地
 ◆ 水稻管理
 ◆ 家畜管理
 ◆ 肥料管理
 ◆ 改善灌溉
 ◆ 农作物保险
 ◆ 饥荒应急预案

海平
面上
升

 ◆ 种植红树林和沿海造林
 ◆ 沿海土地征用
 ◆ 建风暴潮屏障
 ◆ 修建桥梁
 ◆ 建海堤
 ◆ 鼓励向非沿海地区发展
 ◆ 扩展珊瑚礁
 ◆ 人工育滩
 ◆ 堤坝
 ◆ 农田转为鱼塘和水产养殖

信息
基础
设施

 ◆ 环境监测
 ◆ 天气预报
 ◆ 季节性作物产量预测
 ◆ 预警系统
 ◆ 分析盐渍面变化
 ◆ 监测海岸侵蚀
 ◆ 疾病与流行病学追踪
 ◆ 宣传活动

表 3-3：提升社区韧性的适应措施（Sample of seventy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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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减贫的协同政策

设计

应对气候贫困需要发挥不同领域和部门的作用，促

进政策和行动的协同效应。应对气候贫困的适应战略设

计需要综合考虑风险管理、风险防护、提升韧性等不同

方面的目标（Cord et al., 2008）。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

了协同多领域政策的实践。例如，巴西半干旱地区的小

农户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高脆弱群体，巴西政府采用

UNDP 的 APF（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适应决策

框架，整合发展、适应能力和适应战略等综合性措施，

例如实施了增加储水能力、发展小型滴灌系统、复合有

机肥有效灌溉技术、降雨监测、农业技术支持、年轻及

女性成员的参与等项目活动，有效提升了贫困群体的适

应能力（Simoes, et al.,2010）。

此外，减排和减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双重挑战。

能源贫困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例如中国和印度都有

超过一半人口依赖传统生物质能源，因此，发展可再生

能源、提高农村能源供给的可得性和经济性，寻求温室

气体减排和减小能源贫困的协同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

减小气候贫困人口，尤为重要。下表是部分协同技术措

施（Urge-Vorsatz & Herrero, 2012）。

能源贫困与气候
变化关系

对能源贫困的
影响

对气候变化相关排放
的影响

两政策交
互影响的
特征

潜在的政策工具

气候变化（CC）与能源贫困（EP）的问题

气候变暖 减少冬季取暖相关的
能源贫困

增加夏季制冷相关的
能源贫困

折中

协同，但不
可取

气候变化不是减少取暖相关的能
源贫困的好工具

可取的协同是减缓气候变化，从
而减少制冷相关的能源贫困

能源贫困 减少排放 折中 无政策工具：不能通过提高能源
贫困水平的方式减缓气候变化

应对问题的措施

支付燃料费或社
会补贴，以帮助
收入贫困者

暂时减少 通过增加能源消费增加
了排放 ( 与以所有能源
服务核算的基线相比 )，
尽管服务水平可能提高

折中 不是最优的政策回应：他们没有
为能源贫困提供产期解决方案，
亦无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存在更
好的选择（国内能源效率）

能源价格补贴 暂时减少 通过增加能源消费和相
应的能源无效率增加了
排放

折中

通过使用设备、
建筑和基础设施
提高能源效率

减少，在一些领域能
够彻底消除能源贫困

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排放 协同 强大的政策协同作用，尽管需要
考虑反弹效应

碳定价 增加能源贫困 减少排放 折中 价格信号是减排的重要政策工
具，但必须保障能源贫困者（比
如，最先在国内能源效率中获益）

表 3-4：减排与应对能源贫困的协同技术

热岛效应减小 增加冬季取暖相关的
能源贫困

减少夏季制冷相关的
能源贫困

冬季变冷会增加取暖相
关的排放

减少制冷排放

协同，但不
可取

协同

没有政策工具：能源贫困与气候
变化不会通过热岛效应缓解

强大的政策协同效应

适应气候（变暖）
的建筑

减少夏季制冷相关的
能源贫困

减少排放 协同 强大的政策协同效应

为适应气候变暖
增加制冷

减少夏季制冷相关的
能源贫困

增加排放 协同，但不
可取

对气候变暖反应较差，存在不制
冷更好的适应措施

3.3.4 强化政府责任，构建气候贫困的安全防护网

体系

风险社会需要加强风险预防和管理能力，尤其是

提升不同社会主体的风险知识和风险认知，培育风险文

化。各国在灾害风险治理中都强调了政府主导责任，同

时帮助社区和家庭自助。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穷人提供

社会安全网和全面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同时将这些努

力纳入气候韧性措施，如抗旱作物、灾害预警体系等

（WB,2016）。

社会保障系统有助于避免贫困群体陷入贫困陷阱，

增强其应对不利冲击的适应性和承受力。社会保障体系

包括三大类主要政策，(1) 社会安全网，即社会援助，

包括有条件或无条件的现金性转移支付、公共就业项目、

政府补贴、食物券等；(2)社会保险，如养老金、健康保险、

劳动保障等；(3) 劳动力市场措施，如就业培训和服务、

失业补偿金等（WB,2015）。从全球情况来看，发展中

国家的贫困群体受益于社会安全网体系的比重还非常

低。其中，学校食品资助（School feeding programs）

是全球各国最普遍采用的社会保护与安全网项目，有助

于贫困家庭的父母在遭遇灾害和危机境况时免于让子女

失学，然而，该政策平均覆盖贫困群体的比重只有 15%

左右。 (World Bank 2012, 2016)

IPCC 报告提出了“适应性社会保障体系”的概念

(Olsson, et al.,2014)，通过政府提供的正式的机制设计，

如保证金、灵活的金融工具、再保险和国际援助等，弥

补贫困群体储蓄、借贷和保险等方面薄弱和欠缺的适应

能力，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网兜底作用。典型

案例包括：（1）肯尼亚的“饥饿安全网计划（Hunger 

Safety Net Program）”，在 2011 年干旱灾害中帮助约

5% 的人口避免陷入贫困；（2）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

安全网计划（Productive Safety Net Program）”通过提

供多样化的供水设施和增加社区资产投资，保护水资源

和流域退化，提升了社区适应能力。此外，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社会安全网项目对于帮助贫困群体应对粮食、

能源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WB,2016）。

此外，菲律宾的灾后重建社会保障项目也具有自己的特

色（见框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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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气候风险分担体系

政府和市场在风险分担、风险转移等领域发挥着相

互补充的作用。世界银行针对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及国

际机构的各自角色，提出了提供风险分担工具中的不同

选项。图 3-3 表明贫困家庭如何利用政府项目、市场机

制及其政策组合，以实现脱贫目标；表 3-1 针对不同领

域（如农业、生态系统、粮食短缺，自然灾害及风险管理，

健康，社会经济支持系统等），提出了政府和市场主体

可以采取的重点适应行动（WB,2016）。

菲律宾拥有东亚地区最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贫困家庭管理风险和意外冲击。负责灾害响应的部门

就设在社会福利和发展部之下，在 Yolanda 台风侵袭之后，在现有社会保障机制和工具的基础上，设计了多种

政策组合推动灾后重建和恢复，包括现金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工作和弥补生计资产损失，提供应急庇护场所或

居所支持计划，以及国家支持的社区发展重建项目。

图 3-2：菲律宾采用的多种灾害响应项目

Nonfood items
Food for work

Family food packs

社区驱动

国家的社区主导式发展

社区生计重建的现金支持

避灾所

工作报酬

恢复 重建

现金支付
项目

救济

项  

目

无条件的临时现金援助

非食品项目
工作换食品

家庭食品援助

恢复及再安置

早期恢复救灾

临时避灾所

“响应”

菲律宾采用的多种灾害响应项目

时  间

关键避难所项目

紧急避灾援助

框图 3-1：菲律宾支持灾后重建的社会
保障项目

图 3-3：支持贫困家庭的政策组合

减少脆弱性的行业选择 私营
部门

政
府

国际
机构

农业、生态系统和食物安全

通过农业推广的支持，采用气候智能型技术和农业实践 x x 

发展具有更高收益和更具气候韧性，适应国情和气候条件的作物品种和畜禽品种 x x x

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推动国内外市场准入 x x

减少对生态系统的非气候压力，包括保护自然环境和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 x x

自然灾害和风险管理

增加普惠金融和参与银行业，以减少贫困家庭的资产脆弱性 x x

提高家庭和企业预警演练的准备和能力 ( 应急预案和定期演习 ) x x

提高信息获取途径，投资水文气象服务（以观测和预报），并与早期预警和疏散系统相联结，
收集更多的关于灾害受损的资料

x x

制定风险敏感和可执行的土地使用规则和建筑标准 x

完善产权制度，以激励住宅质量和恢复能力投资，提高建筑标准的可执行性 x

更多更好地向基础设施投入：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和使用考虑了未来气候变化及相关不确
定性的设计

x x x

健康
增加对于影响贫困人口并会随着气候变化而增长的健康问题的研发（R&D）和根除 / 控制
工作

x x x

投资健康基础设施，提供卫生人员培训 x

实施或强化监控和追踪系统，以发现新出现的健康风险 x x

国际援助

小事件

市场保险

储备、信贷和更多汇款

贫困家庭 富裕家庭

政府保险及
临时资助

基本的社会保障、家庭汇款或
收入多样化

社会保险和增进
社会安全网

政府储备资金

更严重
的事件

表 3-5：有助于减小贫困脆弱性的适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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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健康保险率，以降低自付费用的份额 x

支持系统：财政部门、社会保护、汇款和治理
为中产阶级发展市场保险，从而将公共资源集中用于贫困人口 x x

建立目标定位良好的易于扩展的社会安全网，以保持对长远的适应投资的激励 x

明智地利用政府的正式债务，如储备金、或有金融（如 Cat-DDOs）、保险产品，以及发展
扩展工具，以在国际范围分散风险

x x

促进汇款流动，减少汇款的成本负担 x x

提升治理能力，在决策过程中赋予贫困人口一定话语权 x

各国在加强政府和市场协同机制方面有不少有益经

验， 如 风 险 金 融 的 创 新 机 制（risk financing 

strategy）。例如，土耳其的“公私伙伴关系保险基金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surance Pool (TCIP)）”

是世界银行在其成员国推动的第一个国家级巨灾保险基

金（nation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pool），为合法注

册土地上的家庭和中小企业的住宅财产提供地震和火灾

损失保险，土耳其政府募集 8000 万美元作为基础基金，

世界银行提供 1 亿美元的配套资金，超过索偿能力的风

险将转移给国际再保险市场。这一机制能够应对 350 年

一遇的大地震，发挥政府与市场应对风险的规模效应，

提高受灾后的赔付率，对于建立气候巨灾保险是一个有

益的借鉴。下图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风险金融创新项目。

埃塞俄比亚将人道主义的社会保障与前瞻性的风险管理相结合，于 2005 年推出了“粮食安全计划”，旨

在对粮食安全风险从事后应对转变为规划性和系统性的应对途径。其中包括两个项目：一是生产性的安全网项

目，包括公共投资社区基础设施和农业资产，支持对最贫困群体的社会援助；二是家庭资产建设项目，通过为

受灾地区提供社区公共项目的工资补贴、教育培训推广及金融服务等，帮助农村家庭增加收入、粮食和财富。

项目设计了从粮食不能自给的长期贫困“毕业”的机制，1100 万遭受暂时性粮食贫困的人口中有 80% 从项目

中受益，只有其余 20% 人口需要灾害应急救助。

框图 3-2：埃塞俄比亚的“粮食安全计划”
和风险金融项目

3.3.6 城镇化背景下的非农化和农业市场化途径

城镇化和工业化将有利于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改善

农村生计多样性，并有助于提升适应能力。Rigg(2006)

注意到亚洲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生计与贫困逐渐与土地

脱钩的现象，例如城镇化和便利的交通设施增加了非农

就业机会，过载、过牧和毁林等导致环境退化，人口增

加、土地改革等造成土地短缺，社会媒体影响和教育普

及增加了人口流动性等诸多因素，降低了农村家庭对土

地的生计依赖性，家庭收入更多来自非农收入（如女性

在城市打工脱离了农业劳作之苦，提高了知识技能、收

入水平和家庭地位；年轻农民对土地耕作缺乏兴趣和意

愿，耕作农民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以日本为例，

1990 年代早期，大约 1/3 的农业劳动力年龄超过了 50

岁，韩国从 1970-1990 年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超

过 50 岁的从 20% 上升到 55%。

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劳动力是为农村家庭提供汇

款和转移支付收入的重要经济来源，必须从政策上予以

支持。面对亚洲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土地集约化的趋

势，帮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并非传统的支持小农户、收入

再分配和农业投资等惠农政策，而是应当转向非农化

（允许保留土地），提供技术和职业培训，同时鼓励大

规模土地经营和农业企业发展（Rigg，2006）。此外，

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容纳城镇化人口的容量，避免高风险

地区的人口暴露度。例如，需要针对沿海地区、干旱半

干旱地区的海平面上升、土地退化等长期风险，设计前

瞻性的移民政策，协助边缘贫困地区及深受气候灾害影

响的农村人口主动迁移出高风险地区。图 3-4 是农村移

民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冲击的决策路径（Steenwerth,et 

al.,2014），可供决策者制定气候移民政策时参考。

外部冲击 结构性或制度性
因素

家庭

与脆弱性、迁移决策
相关的家庭层面的贡

献因素

个体

与移民决策相关
的个体因素

家庭资产

迁移能力家庭收入

脆弱的
迁移

本地应对
或适应

迁移决策
高

尽快改变现状
脆弱资产

生计与粮食
安全

低

采用应对策略
迁移决策

满意的
迁移

陷阱

社区特征

个体特征

（年龄、性别、家
庭、关系、教育、
迁移历史等）

降雨量及
均值改变

人口

经济

环境

政治

社会
家庭特征

图 3-4：气候变化等外部冲击下，农村移民的决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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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利用生态系统方式和可持续农业应对气候贫困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农业技术是农业社区提升适应能力、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有益实践。保护和提高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及生物多样性，有助于改进和支持农业社区生计、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例如，流域是重要的水

资源供给和涵养地区，森林覆盖率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地区气候稳定性、减小干旱风险，在农村陡峭山坡地区植树能

够减小洪水引发的滑坡灾害。孟加拉通过改进农业耕作方式减小了洪灾风险暴露度的适应举措，通过政府投资农业

科技，结合私营部门的小型灌溉系统，将农作物成熟周期从 12 月减小到 6 个月，减少了洪灾期间的耕作活动，增

加了粮食产量，从而减小洪灾脆弱性。哥斯达黎加建立自然保护区带来了旅游业的收益提升，导致该地区贫困人口

减少了 2/3（WB,2016）。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一些国家的农村社区发展出了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形成了许多独特的

农业生态系统，如亚洲一些山区的梯田，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不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而且 Companion planting 增

加了生物多样性，塑造了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Gruber,2012）。例如，中国的南方的稻田农业发展出了稻基鱼塘、

虾稻连作，及“猪 - 沼 - 茶”、“果 - 草 - 鸡 - 畜”等传统和现代的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技术，促进了农田水域的

污染物净化，促进了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利用。植树造林及碳汇储存、土地肥力管理、抗旱作物、农

林间作、抗逆（热、冷害）作物等农业适应技术有助于减小农业应对干旱的脆弱性，提升干旱地区农业的恢复力

（WB,2016）。框图 3-3 介绍了保护性农业系统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国家探索出协同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减小气候贫困的政策设计，例如印度农业生物多样性及传统知识保护项目 , 越南红树林再造项目，非洲

纳米比亚社区碳汇林项目，国际小农户及植树项目等（IIED,2008）。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从传统农业向

保护农业转型，也是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有益举措。

世界粮食组织（FAO）于 2001 年提出了保护性农业（Conservation agriculture）的概念，强调了农业生态

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保护性农业是通过采用新的农业耕作制度和技术体系，以保护、改善并有效利用自

然资源，在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同时，最小化农业对生态的影响，从而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意义上的

农业可持续生产。保护性农业有三项作物管理原则：免耕法（即土地不经过耕种直接播种，维持最低限度的土

壤干扰）、秸秆还田以及作物轮作。通过少耕或免耕、永久地面覆盖和轮作等方法，从生态学的角度加强对土

壤生态系统有益成分的保护，有助于土壤水分保持、提高水分利用率，改善土壤系统的化学、物理及生物特性，

因此，有助于改善贫困农村社区的农业生产力和环境退化现象，尤其是长期受到干旱影响的半干旱地区。保护

性农业的适应效果体现在：增加农作物产量、减少劳力投入、改善土地肥力等方面。

全球保护性农业主要分布在美洲地区，近年来，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政府意识到保护性农业对于发展中小农

业、环境保护和耕地恢复的积极作用，保护性农业的面积增长很快。然而，保护性农业在全球远未成为一个主

框图 3-3：从传统农业向保护农业转型：
水资源管理与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的协同
技术

流的适应技术，例如，在巴西，数以亿亩土地实施了保护农业的耕作方式；而在摩洛哥，即使已经开展了 20

多年的项目示范，仍然只有 5000 公顷土地采用保护农业的开垦方式，此外，在中东、北非和次撒哈拉地区，

保护农业的应用案例也极为有限（WB,2016）。

图 3-5：全球各地区保护性农业的面积和比重

保护性农业在可持续耕作、资源利用效率等许多方面优于传统农业（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2）。一

项对 610 项相关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合理的保护性农业耕种制度可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例如，

免耕与秸秆还田、作物轮作结合可使产量损失最小（减产率为 2.5%），而只实行免耕的土地减产率高达 9.9%；

气候干旱时，三项措施结合的旱作试验田产量显著提高了 7.3%；在干旱时对免耕土地进行人工灌溉，可使作

物产量更接近传统耕种的产量（Pittelkow et al.,2014）8 

图 3-6：全球不同粮食种类所需的用水效率

8　保护性农业：保护环境，也保护农民的利益，果壳网，http://www.guokr.com/article/439388/ 。 Pittelkow C, Liang 
X L, Lindquist B, et al. (2014) Productivity limits and potentials of the 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J].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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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应对气候贫困的挑战
及政策建议

4.1 中国应对气候贫困的挑战

气候变化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维护国家经济

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至关重要，尤其对生态脆弱区、贫困地区及贫困

人群的影响十分突出。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

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 2020 年

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近十年来，中国精准

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在 2015 年已经完成 1442 万人

脱贫的基础上，从 2016 年起每年都要完成 1000 万以上

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将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然而，气候变化对中国实现脱贫目标提出了巨大挑

战，其所带来的风险很可能导致生态脆弱区及贫困地区

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致贫或返贫。990-2014 年间，中

国气象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 GDP 的 1%（以

下简称直接经济损失率），远超过发达国家（如美国

为 0.55%）和全球平均水平（约为 0.2%）（李修仓等，

2015）9 对此，在扶贫攻坚中需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扶贫战略。需要充分借鉴国际

社会的经验，推动中国减贫工作的理念转型，在精准扶

贫、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等规划项目中加强政策协同，

开展试点示范和实践创新。而目前，中国应对气候贫困

还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4.1.1 气候变化引发的农村贫困种类多、范围广，

应对难度大

贫困与气候脆弱性高度关联，经济发展是解决贫

困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资源匮乏、生态恶劣、自

然灾害都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叶普万，2005）。对

于中国西部许多依靠自然资源和农业谋生的农村地区而

言，气候变化加剧了贫穷、生态环境恶化和发展过程中

的风险，当地居民难以摆脱“贫困陷阱”。中国气候贫

困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行业、群体间具有显著差异性：

地域性气候贫困：中国 11 个老少边穷连片特困区

9　文中对“气候灾害”和“气象灾害”不做区分。气象灾害包括天气和气候灾害，是中国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类型。

是气候贫困高发区域，其中，最脆弱区域集中于农林农

牧交错区域，森林与沙漠、石漠化过渡地带，森林与农

地交错地带等生态脆弱区域。

行业性气候贫困：各行业按照气候贫困的风险由大

到小排序，依次为：畜牧业 > 林业 > 渔业 > 经济作物 > 

种植业 > 其它农业行业（如农村小工商业，手工业、务

工等）。

群体性气候贫困：极端贫困家庭、少数民族妇女、

文盲半文盲（缺乏教育、技能和就业渠道）、因病返贫

家庭、子女教育负担重、疾病老弱等低保群体等，是气

候贫困的高发群体。此外，城市低收入阶层、因灾致贫

后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务工群体也是未来潜在的气候贫

困人群。

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防灾减灾基础设施脆弱，承受和防御灾害的能力较差，

中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大部分来自

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成为中国部分地区

发展相对滞后、农村人口贫困和返贫的重要原因。中国

中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甘肃、云南、广西、重庆、

宁夏、贵州、青海、安徽、西藏、广西、四川等省份是

是连片贫困集中地区，也是中国气候变化脆弱性最高的

地区。中国西部地区未来的气候暖干化趋势、荒漠化、

冰川融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等等，将进一步加剧

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和因灾致贫风险，未来应对气

候贫困将成为减贫的重要内容之一。

4.1.2 中国减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精准扶贫任务

艰巨

减小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首要目标，中

国在减小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10 月 17 日是

“国际减贫日”，2014 年中国正式将这一天作为国家

扶贫日，体现了中国对减贫工作的高度重视。国家“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有力地推进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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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提出了“连片特困地区”概念 10，

并针对贫困地区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施财

政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教育和医疗投入，加强水利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定点扶贫与对口帮扶，易地扶贫搬迁

等一系列减贫政策。为了实现中国小康社会目标、履行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还需要更多的艰巨努力。中国解

决贫困需要考虑的现状是：1800 万城镇低保人口、1 亿

3 千万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2 亿多农民工、900 多万城

镇失业人员等。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作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为突出的短板。对此，

中国 2020 年国家扶贫战略制定了两大脱贫目标：① “两

不愁”：吃穿不愁；② “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安全三项基本保障 11。

在 2015 年 11 月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讲话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了中国实现 2020 脱贫目标的五大挑战：

一是脱贫人口多，任务难度大；二是成本高；按照 2 万

元解决一个贫困人口，就需要 14000 亿元扶贫资金；三

是返贫及新贫困人口不断出现，扶贫很难除根；四是第

一代农民工已进入老龄阶段，因常年在外打工积劳成疾，

社保不得力，是比较普遍的问题；五是经济总体形势下

行，就业压力大。精准扶贫政策作为国家战略，实施力

度很大，但是未来的脱贫目标任务艰巨，在实践中存在

不少薄弱环节：①中国扶贫体制机制尚不健全；②扶贫

开发责任部门众多、尚未落到实处，部分地区有沦为政

绩工程和走形式的倾向；③扶贫合力尚未形成，与低保、

新农合、医疗救助、危房改造、家庭困难学生资助等相

关政策尚未实现无缝衔接，各部门各管一段，造成资源

的重复浪费或低效率；④扶贫资金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金融扶贫、社会扶贫等资源潜力尚未发挥，例如 2014

年小额贷款扶贫信贷资金实际覆盖 62 万户，仅仅占有

需求农户的 6.2%；⑤一些贫困人口脱贫的主观能动性

不强，扶贫政策助长等靠要思想；⑥扶贫项目低效率，

10　扶贫：从贫困县到重点县。http://news.hexun.com/2014-02-22/162394448.html.

1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2020 年）》，新华网，2016-02-06，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
fangtan/2016-02/16/content_37872114.htm 

12　老少边穷：仅靠市场力量是不够的—关于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政策选择，《经济日报》2004 年 2 月 11 日。http://finance.sina.com.cn/
roll/20040211/0815625809.shtml

缺乏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扶贫和脱贫政策及考核指标

等等。（中央扶贫工作会议，2016）

国家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政策的基本取向，在于

缩小老少边穷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地区差距。从国际

经验来看，消除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非常困

难的，而通过恰当的政策手段逐步缩小地区间居民的生

活福利水平的差距却是比较现实的。目前中国普适性的

扶贫政策的体系比较庞大，而专门性政策的数量相对较

少。导致大水漫灌式扶贫、扶贫瞄准对象偏离、贫困地

区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返贫率高、政策效果持续性差等

问题 12。对于气候变化引发的长期贫困陷阱和短期因灾

致贫返贫现象，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中其表现形式也各有

差异，需要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4.1.3 气候贫困政策亟需理论和方法学支持 

目前国内只有少数研究文献关注了与气候贫困有关

的议题（许吟隆，居辉，2009；乐施会，2015；郑艳等，

2016），针对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气候贫困人口

预测，尚未开展实证研究。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国内

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气候贫困”议题。例如，中国气象

局的《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气

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了气候贫困和气候安全对于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意义。在国内政策领域，《国

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将全国划分为城市化、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三类适应区，

目标是通过加强适应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粮食

安全以及生态安全。这种制度设计理念在各地连片特困

区的扶贫规划中也得到了呼应。例如在《武陵山片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中依据整体保护、

点状发展的原则，将片区划分为三个区：重点发展区，

农业生态区和生态保护区（乐施会，2015）。然而，民

政部主导的防灾减灾工作、国家扶贫办主导的精准扶贫、

国家发改委主导的适应气候变化等相关工作，还未能针

对气候贫困议题开展进一步的协同规划和行动。

下一步应当积极推动气候贫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针对以下中国气候贫困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弥补研究

空白：

（1）气候变化对中国贫困人口的影响机制和作用

机理研究，如气候变化对中国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深

入、具体的案例研究；

（2）气候变化对不同农业生态系统、生产方式下

的贫困影响研究，如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南方丘陵地区、

江河流域、农牧混合地区等不同农业地区的气候贫困发

生及演变特征；

（3）对气候贫困的不同类型、不同群体的差异性

特征研究，例如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女性群体、城市务

工群体等的气候贫困特性；

（4）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气候贫困人口的预

测实证研究；

（5）结合国内的精准扶贫实践，发掘、提炼中国

应对贫困和气候变化的案例与实践经验；

（6）针对气候贫困的政策机制研究，包括如何将

减贫目标纳入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发展实践之中。

4.1.4 城镇化进程加剧了应对气候贫困风险的难度

和复杂性 

《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国

家评估报告》指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

的持续、快速提升时期，21 世纪中国的高温、洪涝、干

旱等主要灾害风险加大，未来人口增加和财富集聚对于

极端天气气候等灾害风险具有叠加和放大效应，对此需

要密切关注气候灾害风险对中国西部连片贫困地区的潜

在影响，加强对气候安全和农业安全的重视（秦大河等，

2015）。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科技力量均比

较薄弱，面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较弱，迫切需要加强气

候防护基础设施投入，提升适应能力，包括：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教育和扶贫投入，贫困及高风险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风险预警水平。

农民工进入城镇务工弥补家庭收入差距，已经成为

国内外发展中国家农村群体应对贫困的重要途径。然而，

国外研究指出，城市低收入阶层、因灾被迫离开家乡进

城务工的、缺乏农业技术的年轻农村劳动力（新市民阶

层）等，往往因粮食价格及市场波动（在粮食和猪肉等

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相对收入下降）的影响下，成为城

市的气候贫困群体、在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情形下，适

应和减缓能力更弱。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测算，中国未来

有 1 亿农村人口市民化，平均每个市民的进城成本为 10

万元左右，如果城市政府不能给予农民工群体提供足够

的劳动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支持，这些群体在身

份转换时很可能会成为新的贫困群体。

由于气候变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政

策设计中，除了甄别现有的气候贫困群体，还要关注气

候引发贫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例如，在 2016 年湖北

水灾中，受灾最重的是规模化的水产养殖户，而非个体

生产的农户家庭。由于农村到城市的新移民缺乏足够的

资金、物资和社会关系以及政策扶持，对于突发性气候

灾害更缺乏应对能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灾害

风险综合研究计划”报告指出，城镇化进程削弱了一些

地区的防灾救灾能力，例如，由于农村青壮劳力大量进

城务工，安徽省传统的依靠农民义务投工投劳的水利冬

修春修制度难以为继，农村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管理与维

护的力量削弱，防汛抗洪、查险抢险力量不足，汛期中

小河流与圩垸溃堤时有发生（IRDR-CHINA，2017）。

4.2 中国应对气候贫困的策略和建议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

大基本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

迫切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

要，有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基于中国

国情，适应气候变化，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的基本要求。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

生态安全格局。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制定了以七大

农业主产区为主体，其他农业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七

区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格局。2013 年 11 月发布的《国

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将全国重点区域划分为城市化、

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三类适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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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中国“七区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格局

（资料来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13）

13　“十二五”规划纲要五幅彩图勾勒中国发展新格局，”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17761.htm，2011 年 03 月 06 日。

国内外对气候变化和扶贫发展这两个全球问题给予

了高度重视，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却还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在扶贫发展规划中很少考虑

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政策设计和推

进中也较少真正覆盖到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中的弱势

小农的利益。图 4-2 分析了国家扶贫战略与应对气候变

化战略的关系，可据此设计中国的气候贫困应对战略（乐

施会，2015）。

农业物候变化

图 2.1  气候变化与扶贫发展战略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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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中国的气候贫困综合应对战略思路

应对气候贫困的政策建议，既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其

它国家的先进经验，也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及发展阶

段特点。未来 30-50 年是中国城镇化提升的关键时期，

1 亿多农村人口将实现非农化。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应对

气候灾害风险、减少气候贫困，既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面对的一项新的发展挑战，也是保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建

设成果的必然诉求，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切实需要。应对气候贫困的政策

机制设计，需要体现以下理念和原则：

（1）在治理理念上，必须实现发展模式与政府决

策理念的转型，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价

值取向，从竭泽而渔、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模式，转向

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城乡协同发

展的新型城镇化，改变气候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的现象。

（2）在指导原则上，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同时

体现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在建立和完善全覆盖、普遍性

的社会福利体系防护网的同时，加大对气候贫困地区和

人口的能力建设和科技教育扶贫投入，理性决策，算经

济账，优先支持高风险地区和脆弱群体的风险防护投入，

避免因灾返贫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防范农业和农村

地区受灾导致农产品市场不稳定、贫困化加剧和流动人

口增多，引发一系列灾害链效应。

（3）在实践层面，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

将适应气候变化、防灾减灾战略纳入国家减贫战略目标，

尤其是注重老少边穷、生态重点地区的减贫、防灾减灾、

生态保护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协同设计，构建绿色发展指

标体系，将减贫、防灾减灾目标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绩效

考核体系，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1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扶贫战略，减少贫困脆弱

性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型适应投入，制定基于发

展型适应的气候扶贫战略，减小中国气候贫困的数量和

规模。在许多以农林牧业为主的地区，气候变化往往是

加剧生态退化、生计恶化、灾害影响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国民经

济十二五规划”中指出了全国 11 个特困连片地区，此

外还包括实施特殊发展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

疆南疆三地州等扶贫攻坚区域，共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

这些地区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尤其需要关注这些

具有多重脆弱性的欠发达地区，推动发展型适应。例如，

关注西部农村地区气候变化和极端灾害引发的贫困加剧

问题，尤其是集中连片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极端灾害

风险防范与适应问题。

中国目前的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了扶持谁、谁来扶、

怎么扶的操作性问题，扶贫途径建议异地之一，包括：

①发展生产、加强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保障能力；

②对于生态环境恶劣地区实施异地搬迁扶贫；③ 25 度

以上坡地农田实施退耕还林及生态补偿扶贫；④发展教

育、扶贫先扶志；⑤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贫困户；⑥加强

医疗保险及救助等多种措施。气候扶贫战略应当在此基

础上侧重于两类气候贫困现象，一是长期的气候暖干化

趋势引发的大范围环境恶化及贫困陷阱加剧现象，二是

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引发的因灾致贫或返贫现象。对此，

建议着重实施以下措施：①基于气候变化脆弱性，制定

国家适应区划，加大财政对气候贫困高发地区的政策扶

植力度；②重视贫困地区的气候变化科普培训，增强气

候贫困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③加强对气候贫困

地区的防灾减灾科技投入，研发农业抗逆技术和农作物

产品；④加大产业扶贫力度，鼓励发达地区在气候贫困

地区的绿色低碳农产品开发投资项目，吸纳一定比例贫

困人口就业的企业给予资金、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和支持。

2 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基础

设施投入

新型城镇化，未来 2030 年，将有 1 亿人口将实现

农民工的市民化，主要由中西部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

西北内陆省份）吸纳。中西部地区近些年在西部大开

发、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经济发展快速，同时也是

气候变化脆弱性高、气候灾害风险高发地区（郑艳等，

2016a）。未来全球和中国的气候变化风险有可能引发

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粮食价格波动，将抵消收入增长，需

要关注气候变化引发的城市贫困群体。需要关注农民工

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新贫困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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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化转移

进程。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防灾减灾与

区域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紧密结

合起来。稳步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提升农业

生计多样化。处理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

系（张红宇，2011），建立城乡统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制度，提高城乡建筑和公共设施的设防标准，推动

农村信息化建设，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提

升农业防灾减灾综合。重点加强气候脆弱地区的水利、

交通、通信、广播电视、电力、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

的抗灾能力建设。

西部地区减小气候贫困的适应政策设计需要兼顾未

来中国城镇化战略、农业发展战略下的不同农业地区的

发展和适应需求，重点侧重以下方面：（1）加大对西

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型适应投入和气候防护投入（教育、

医疗、减灾基础设施等），推动就业和增长；（2）积

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化稳步转移，

提升城镇化质量；（3）建立城乡统一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制度，将防灾减灾与区域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

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紧密结合。

3 协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气候变化，提升贫困

地区应对气候风险的韧性

建立农村自然灾害综合防护体系。在社会保障体制

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农业自然灾害成为影响农民日常生

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农业自然灾害风险不仅是农

民负担的一种个人成本，也是一种“社会成本”，政府

对于农民救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要完善粮食储

备和大灾统筹制度，同时注重提升和改造以农田水利为

重点的基础设施，加强农业防灾能力。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业生产受旱涝等自然灾害因

素的制约就越大，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可提高抵御自

然灾害能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并增加农民收入。重

点加大农村基本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水利

为重点，从而提高对农业旱涝灾害的应急能力，解决靠

天吃饭的问题。在一些地区，还应加强设施农业、耕地

14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5-05/07/c_127775786.htm ，2015 年 05 月 07 日，新华网。

保育、退耕还林（草）等配套基础建设。

4 建立公平、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气候

贫困的保护网

中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部

分，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直落后于城市地区，

主要以土地和家庭为传统的社会保障方式。在城镇化和

工业化的推动下，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经济

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等的影响，表现为：农村劳动力流失、

失地农民增多、非农收入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

村乡土文化中的人情互助传统日益衰减。农村地区正在

成为老弱妇孺的留守地，这些群体往往是极端贫困人群，

同时防灾自救的知识和能力非常薄弱，也是气候灾害的

高脆弱群体。2015 年 5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的《中

国公众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基础调研报告》14 指出，中

国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发达国家非常薄弱，农村社

区居民只有 11% 的受访者关注灾害知识，普遍缺少危

机意识，在农村老年人和女性群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据统计，一般灾年西部地区灾民人数约为 500 万，重灾

年份则高达 1500 万人。在一些西部地区，如云南、贵州、

广西、陕西等地，恩格尔系数高达 60% 以上，许多农

村人口处于极端贫困和饥饿之中（覃双凌，2009）。对

此，需要参考国际经验，针对气候贫困设计更具针对性

的地区扶贫政策，例如，提供全覆盖的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补助、提高农村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为农村学校提供

学生饮食补贴、针对灾害和意外事件的农村社会救助计

划等等。

5 建立气候贫困和减贫的监测和评估体系，提升

精准扶贫瞄准度

贫困不等于贫困脆弱性，后者是一种易损性特征，

减贫战略、社会福利政策和地区发展规划，需要进行气

候变化下的贫困脆弱性评估，以便了解气候贫困的现状，

及未来潜在的气候贫困特征，包括数量，区域，脆弱性

等具体特征等。加强监测和评估，有助于对气候扶贫进

行过程控制、事先预警，并评估减贫政策和项目的成本

效益或成本有效性。在中国甘肃等西部地区的农村调研

发现，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区

分不同类型的贫困，加强了对贫困户的识别能力，有助

于提高扶贫的精准性。然而，对于因灾致贫返贫，目前

的受灾统计、上报和救助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精准扶

贫或灾害救助的识别存在不合理因素，加剧了社会矛盾。

建议精准扶贫中新增气候贫困这一类型，针对不同地区、

群体的设计减贫政策和措施，结合目前的贫困监测和统

计体系，增强气候扶贫政策的瞄准度和针对性。

6 设立国家专项资金，开展气候扶贫试点

建议设立气候适应国家专项基金，或协同、整合现

有的国家、部门和地方资源（如宁夏生态移民案例），

加大对气候贫困高发地区的资金和项目支持。目前国家

发改委和财政部主导的 CDM 气候基金、国务院扶贫部门

的精准扶贫项目、民政部的防灾减灾资金等等，可以针

对不同地区的情况和需要，设计气候扶贫项目。例如，

一些西部省份因地制宜实施了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工

程，如宁夏的生态移民实践兼顾了扶贫、开发、生态保

护和民生等多项目标，是减小气候贫困高发地区风险暴

露人口的有效举措，是主动的、有计划的适应行动（马

忠玉，2013；郑艳等，2016b）。对于处于气候变化风

险较高、需要人口迁移的地区，需要给与特殊的优惠政

策，以便这些地区能够在发展中解决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问题和移民就业问题。此外，建立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示

范区也是通过试点推进政策规划的有益途径。针对中国

农业区域多，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性大的特点，可选择典

型农村地区或农业主产区，开展国家、区域和地方层面

的农业适应示范试点，以便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可针

对不同气候地带和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开展现代设施

农业、生态农业、碳汇林业、草原畜牧业等农业适应示

范区建设，例如，在西北干旱地区开展旱作节水农业示

范区，发展节水、生态、特色、避灾的灌溉农业、推广

旱作农业和保护性耕作技术，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

力。

7 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完善农业应对气候灾害风

险的分担机制

政府扶持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推进农业保险，提高农

业保险覆盖率。农业保险主要承保农业产业在生产过程

中因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事故或病疫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因农业保险的风险结构具有特

殊性，农业保险通常被界定为特殊的“有国家补贴的商

业保险”。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扩大农业

保险险种和覆盖面。农业灾害保险的推行，能够补偿农

民在农业生产中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有助于受灾

农民恢复生产和解决灾后生活问题。例如，2010-2012

年云南连续三年大旱，直接推动了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

制度变迁。2012 年 8 月起，云南把旱灾、虫灾等易发

性灾害纳入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基本责任，在全国率先

启动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制度试点，其中云南种植业起

赔线由以前损失率 70% 赔付降低到 20%，赔偿比例由

原损失金额的 50% 提高到 80%（张艳等，2012）。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农业保险部分的描述明确

表示：积极开发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品

种。探索开展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以及收入保险、

天气指数保险试点。稳步扩大“保险 + 期货”试点。

天气指数保险的赔偿是基于天气指数付费而不是针对个

别农产品的产量损失，即给定地理区域的农民向当地农

业保险公司投保，当实际天气指数低于约定水平时获得

赔偿的一种农作物保险计划。天气指数保险的优势主要

是克服信息不对称，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也

减少行政、交易和管理成本，并且能在二级市场自由流

通（Skees 等，1999；Carter 等，2007）。中国目前已

经在国内开展了全覆盖的针对粮食作物的政策性农业保

险，也有一些商业化的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试点，未来这

一农业保险市场还有待研究与实践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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