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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什么是协同效益方法?
• 亚洲协同效益的机遇: 空气质量管理和减缓气候变化

• 国际协同效益的趋势

• 提升亚洲协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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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协同效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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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协同效益

协同效益是一石二鸟的方
法(或多鸟)

但有许多方法和事情需要
考虑……….



伴生效益

减排政策的次级或伴生的
效益。这些政策解决了诸
如地区空气污染、拥堵影
响、土地质量、就业和燃料
安全等问题. (IPCC, 2001)

1. 意图和范围

无意图的击第二只鸟 有意图的击第二只鸟vs

包含哪些问题和领域？
是否有层级优先？



1. 意图和范围 (续)

“协同效益”是同时、多目的政策选择所发生的效益…(IPCC, 2001)

协同效益说明多数政策目的是在减缓GHG排放的同时，还具有其他（至少等同）
的重要目的和效果 (例如：发展、可持续和平等). (IPCC, 2001)



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协同效益: 
通过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降
低GHG排放，从而获得附加

的效益

空气污染物减排

附带的健康收益

通过降低能源成本和对石油
进口的依赖，加强了能源安
全

协同效益: 发达国家 vs 发展中国家

亚洲区域/地方视角下的协
同效益: 

通过对地区目标的实现，减
少GHG 排放

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例如空
气污染和附带的健康问题

缺乏能源、能源安全问题，
以及其他经济社会问题



协同 vs 选择

能效标准通常对解决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有正面效果 协同

去硫化解决了硫化物排放问题，但却增加了能耗和GHG排放
选择

措施和影响的时效
一些措施可能会在短期提高空气质量， 其他措施可能会比较晚的看到效果 。
短期见效的措施产生的效果称为短期效果。

如，对老旧车辆/技术的报废。

2. 时效, 协调和选择

(来源: EEA, 2004 and 2006, and DEFRA, 2007)



• 内部化目标领域（群体）的共同利益，通过单一
的措施和方法获得至少2种效益.

• 获得多重利益并/或减少损失

• 协同控制、整合战略

定义协同效益方法



协同效益方法的好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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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油

减少当地污染

地方和国际
支持

最大化人力资源



协同效益方法的好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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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居城市

利益相关方的
支持

Denmark.dk

参与碳市场



协同效益在亚洲的契机: 
空气质量管理和减缓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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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仍然是亚洲城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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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和气候影响的关系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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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国家 能源行业排放增长 83% (1990 – 2000)

来源: ADB, 2009 和 IDRC, 2009



GHG和空气污染的协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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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s 和空气污染共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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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种主要问题——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 城市急需增强意识

• 空气污染(AP)和温室气体(GHG)（排放清单）缺乏信息

支持

• 对协同效益方法的理解较弱
– 包括对空气污染物和GHG的科学关系

• 制度问题和政策能力–AP和GHG
– 缺乏减少AP和GHG的融资机制 (只关注CO2减排)

– 责任重叠

– 政策选择

亚洲协同效益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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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同效益的状况
(以空气质量管理和减缓气候变化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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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强科学理解 (1)

1500 W

1 g 黑碳 = 1.5kW 空气加热器工作1周
3 kg CO2 = 1 W的灯泡工作100年
相当于一辆老旧柴油货车行驶3.5km的排放。

1 liter

1 W

黑碳 – 影响力大、迅速,
区域变暖

CO2 – 长期、慢速、全球变暖

资料来源: Bond, 
2010



1.增强科学理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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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和出版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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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和出版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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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enefits of Greenhouse Gas and Air Pollution Management,  November 15, 2006 in Nairobi, Kenya

US‐ Japan Workshop on Climate Actions and Developmental Co‐benefits ,  March 5‐6, 2007

Air pollution and its relations to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Linking immediate 
needs with long term challanges "Saltsjöbaden 3“, 12‐14 March 2007, Gothenburg, Sweden

The United States‐Japan Workshop on The Co‐benefits of Climate Actions in Asia ‐ Bangkok, Thailand, 
22 April 2008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Co‐benefits Strategies 
Stockholm 17 ‐ 19 September 2008

“Co‐benefits Network for Asia and Pacific” ‐ 3 October 2009, Bangkok, Thailand

Co‐benefi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9 December 
2009, Copenhagen, Denmark

Seminar on a Co‐benefits Approach:Emerging Trends and Needs, 11‐12 March 2010, Bangkok, Thailand

U.S.‐China Cooperation: The Co‐benefits of Reducing Black Carbon ‐March 17 2010, Washington DC,

UN‐REDD Workshop: Identifying and Promoting Ecosystem Co‐Benefits from REDD+  ‐ 27‐29 April 2010, 
Cambridge, UK



3. 政策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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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协同效益

24



推动城市低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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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市

现有的地方空气质
量计划

全球和国家的压力：低碳发展城市的低
碳计划

城市的低
碳计划



1. 整合评价和测量工具

2. 整合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计划和政策

3. 调整减缓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管理的制度责任

4. 出资方的平衡考虑：CO2减排的全球利益、节能减排

和可持续交通带来的地方利益

提升协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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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评价和测量工具

• 清洁空气评价工具–明天讨论.

• 为公司整合GHG/AP的审计工具

• 交通排放情景分析模型

• 交通、能源领域的GHG/AP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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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GHG/AP审计工具

• 基于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s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
商理事会)的GHG协定

• 包括PM, SO2, NOx, VOC，以及 CO2, CH4, N2O 

• 在菲律宾公司实施
– 酿酒厂 (San Miguel Corporation – San Fernando Brewery)
– 水利用(MayniladWater)
– 炼油厂(Petron Bataan Refinery)

• 与菲律宾环境商业机构合作 (PBE) –WBCSD菲律宾秘书处

• 在2010年3月的华盛顿会议中，把GHG/AP工具整合进GHG
草案工具。



为交通运输行业设计框架

目标: 提供一个新型的预测工具，对未来的不同情况、政策措施

所带来的不同结果进行情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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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I

A – 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交通
S – 使用清洁的和低碳的出行方式
I – 提高机动车能效和碳效



交通和能源行业的GHG和AP指标

目标: 在13个亚洲国家中，对交通、能源领域的GHG/空
气污染物指标进行对比

• 为交通和能源行业（发电业）制定参数，对数据进行
持续收集和更新

• 收集数据并获得GHG和当地空气污染物指标

• 对比 13个亚洲国家和25个亚洲城市

• 在清洁空气门户网站上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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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协调效益项目

• CAI‐Asia 和SLOCAT相关的活动

• 小城市的清洁空气活动

• 协同效益网络中的积极成员 (将要召开的BAQ)

2-规划和政策的整合
3-各机构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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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球CO2排放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平衡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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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Q 2010 - “气候变化中的空气质量”
www.baq2010.org



空气质量和协同效益的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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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Asia Center
www.cleanairinitiative.org

May Ajero
may.ajero@cai-asia.org

Unit 3510, 35th floor
Robinsons-Equitable Tower

ADB Avenue, Pasig City
Metro Manila 1605

Philippines

mailto:may.ajero@cai-as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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