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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新协定

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

□

新华社巴黎12月12日电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12日晚通过全球

气候变化新协定。 协定将为2020年后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

当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

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 协定共29条，

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

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

内容。

《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

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 把全球平均气

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

之内， 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

而努力。 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

达峰， 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

排放。

根据协定，各方将以“自主贡献” 的

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

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从2023年开始，每5年将对全球行动

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

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长期目标。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

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巴黎协定》 是一个

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

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传递出了全

球将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

发展的强有力积极信号。

他呼吁各方积极落实巴黎会议成

果，为《巴黎协定》的生效实施做好准

备， 并强调中方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

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

务，继续兑现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目标，积极落实自主贡献，努力争取

尽早达峰，并与各方一道努力，按照《公

约》的各项原则，推动《巴黎协定》的实

施，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

体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巴黎协

定》 成为减少气候变化风险这一历史性

旅程中的决定性转折点。各方为达成有雄

心的、灵活的、可信的和持续有效的协定，

展示出灵活性和团结一致。这曾经无法想

象，现在势不可挡。

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为了达成这个

协定，已经等了40年，但《巴黎协定》并

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承诺，法国政府将

为实施《巴黎协定》做好一切准备。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当天还通过了相

关决议，就《巴黎协定》的具体落实和一

些细节问题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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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稳 工业回升

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统计局12日公布的一系列经

济数据显示，工业生产有所加快，固定

资产投资初步呈现企稳迹象， 消费继

续稳健发力……11月经济数据总体好

于市场预期， 经济运行出现诸多积极

变化。

数据显示，1-11月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与前10个月持平， 改变了这

一指标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一路放缓

的态势。

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

际增长6.2%，环比增长0.58%，分别比

10月加快0.6个和0.12个百分点。 从行

业类别看， 黑色金属从10月的5.6%升

至7%， 有色金属从10月的12.1%降至

11.8%，非金属矿物从10月的4.9%升至

5.2%，中上游行业产出有所回升；通用

设备从10月的1.7%升至2.5%， 专用设

备从10月的4.6%降至2.2%， 电器机械

器材从10月的7.3%降至6.4%， 下游资

本品产出仍在低位； 汽车制造业从10

月的7.3%升至13%。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组认为，11月

经济数据总体好于市场预期，尤其是工

业产出和固定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

济企稳。工业产出回升主要是受汽车产

出增长和去年同期低基数影响，由于汽

车产出反弹主要与政策支持有关，工业

产出反弹可持续性不足。投资企稳主要

来自基建投资大幅反弹的支撑，考虑房

地产投资加速下行，需求不足将使投资

仍面临下行压力。明年经济的焦点在于

商品房销售， 一旦商品房销售出现回

落， 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加速回落风险，

工业乃至整体经济增长或继续放缓，基

本面仍支持收益率继续下行。

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从

10月的5.5%升至8.6%， 房屋新开工面

积同比增速从10月的-24.5%升至-20.

9%， 房地产开发投资从10月的-2.9%

继续降至-4.5%，100个大中城市数据

显示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继续下降。

除商品房销售仍相对良好外，11月房

地产数据继续低迷，尤其是房地产投资

出现加速下行。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继

续好转，但增速仍在相对低位。

中金认为，随着居民可投资资金消

耗， 明年商品房销售大概率显著放缓，

预计明年房屋新开工面积将继续下降，

但仍高于商品房销售面积，这意味着房

地产广义库存将继续累积，去库存仍是

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核心问题。预计明年

土地出让继续减少，房地产投资面临更

大下行风险。

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11.2%， 较10月的11%继续回升，显

示消费总体相对平稳。

业内人士认为，从限额消费品零售

的主要分项来看，由于商品房销售依然

稳定，房地产相关消费保持较高速度增

长， 家具类消费从10月的12.4%升至

14.5%，家电类消费从10月的7.1%升至

18%；受前期部分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

刺激， 汽车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汽

车消费从10月的7.1%升至9%；日用品

消费增速从10月的10.2%升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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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深化改革释放新动能

货币政策手段仍有创新空间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多位专家日前在“三亚·财经国际

论坛” 上表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较

大，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进一

步释放新动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

究部巡视员魏加宁表示， 一般来讲，影

响经济走势的三种因素，一是趋势性因

素，二是周期性因素，三是短期因素。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

卿建议推进五大结构性改革和五大体

制性改革。 他表示，五大结构性改革包

括：需求结构改革；产业结构改革，主

要是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要素结构改革，主要对劳动、知识、技

术、管理的创新，需要探索新途径；地

域性改革， 特别是发挥四大板块东

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作用；收

入结构改革， 主要是调整收入格局。

尹中卿说，五个体制性改革包括国企

改革、市场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

和农地改革。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

斌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新

增长会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新一轮农

村土地改革对应的是户籍改革和新型

城镇化，这是未来十年到十五年非常重

要的经济增长点。其次是创新。从中长

期来看，关键要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和中

高端服务业。 再次是开放。 这一轮开放

重点并不是对外开放， 而是对内开放。

对外开放，从全球的环境来看，随着全

球经济的下滑， 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

可能变得更加微妙。对外开放对未来中

国的经济增速有多大的提升，很大程度

上并不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而是需

要全球的共同努力。

对于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表示，美联

储加息是大概率事件，但也是相对缓慢

的过程， 对新兴市场不会有太大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存在较大顺差，没有系

统性风险，无需担心资本外流。同时，中

国基础货币储量充足，货币政策手段还

有创新空间。

姚余栋表示， 人民币是强势货币，

不具有持续贬值的基础，未来不排除升

值的可能性。 在人民币加入SDR后，中

国将更多地组建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

中国经济可以给全球提供流动性，全球

经济也需要人民币的流动性。中国企业

在全球投资，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在

全球提供人民币贷款。

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

表示，低成本的资金是“一带一路” 建

设的关键。“一带一路”的建设资金需

求非常大， 据估计到2020年，“一带一

路”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将达7300

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