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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The boundaries of
global warming have greatly exceeded the natural changes of the earth itself, which poses a very
serious threat to the survival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griculture, industry, construction, transportation, tourism, ecology, energy and other industries
are very sensitive to temperature changes. Temperature factors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harm of global warming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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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全球变暖的界限已大大超出地球本身自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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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幅度，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农业、工业、建筑、交通、
旅游、生态、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对气温变化相当敏感。气温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全球变暖对经济和人类
社会发展的危害不容忽视，本文对温度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作如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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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普遍忽略了气象因素的影响。国际上早在 1750 年就有学者提出气温越高的
地区越贫困的观点，之后这方面的议题也一直受到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但我国一直缺少相应研究。气温
可通过加快资本的折旧，提高人口的患病率、死亡率和影响综合技术水平等途径来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问题以前高高在上，在科学的象牙塔里被少数科学家所研究，现在它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不仅科学家关心、执政者关心，政治家包括外交家也很关心。特别是 2007 年以来气候变
化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热点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驻外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发回一些发达国家、发展
中国家、友好国家和其他国家有关气候变化的论点和建议，或许这已经成为外交外事工作者的一项重要
业务了。
德国知名的经济议题观察家弗里德黑姆·施瓦茨(Friedhelm Schwarz)的《气候经济学》揭示说：经济
和天气会有什么关联呢？只要受天气影响所产生的行为反应有丝毫的改变，整体影响是非常可观的。简
单一个例子：如夏天变得比较温暖。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会比去年多买一件 T-Shirt，如此一来，总
共就额外多了八百多万件；不过或许到了冬天，毛衣的销售量会减少。天气的每个转变虽然不会立即地，
但是在几年后会改变我们的天气经验。这些天气经验将再度对许多人的决策、进而对他们的消费行为产
生影响。天气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初的因果关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丧失了。事实上，人类对
自然的破坏也将使自然反扑而改变经济型态，不论这个力道大小，它正一点一滴的影响我们消费社会[1]。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指出：不断加剧的温
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
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设想[2]。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虽然没有人可以完全肯定地预测气候变化的
后果，但是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信息，知道这些风险。缓解，也就是采取有力的行动减少排放，必须被看
成是一种投资，是一种为了避免在现在和未来数十年里产生非常严重后果的风险所需要的成本。
目前，气候变暖的界限已大大超出地球本身自然变动的幅度，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农业、工业、建筑、交通、旅游、生态、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对气温变化相当
敏感[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02 年 2 月 3 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如果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不采取“猛砍”
的措施，那么从现在到 2050 年的 50 年里，每年将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多可达三千亿美元。由联合
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府间小组撰写的题为《气候变化 2001：影响、适应及脆弱性》的报告说，受全球气
候变暖危害最深的是地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穷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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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变暖与温室效应
温室气体会影响气候变化，温室气体的大量产生会导致温室效应，什么是温室效应呢？温室效应是
指透射阳光的密闭空间由于与外界缺乏热交换而形成的保温效应，就是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透过大气射入
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长波辐射却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质所吸收，从而产生大气变暖的效应。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像一层厚厚的玻璃，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大暖房。如果没有大气，地表平均温度就会
下降到−23℃，而实际地表平均温度为 15℃，这就是说温室效应使地表温度提高 38℃。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浓度增加，阻止地球热量的散失，使地球发生可感觉到的气温升高，这就是有名的“温室效应”。温
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会减少红外线辐射放射到太空外，地球的气候因此需要转变来使吸取和释放辐射的份
量达至新的平衡。这转变可包括“全球性”的地球表面及大气低层变暖，温室效应是全球变暖的重要因
素[5]。

3. 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
农业、工业、林业、交通、旅游、生态等各个行业都对气温变化相当敏感，全球变暖给经济发展带
来重要的影响。

3.1. 海平面上升
联合国气象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到 20 年~50 年后，地球表面温度升高 3℃~8℃，将引起两极冰
盖溶化，全球海岸线将上升 30~50 厘米，“海中之国”荷兰将有 30%地区被海水浸泡。若到 2100 年，海
平面上升 1 米，许多沿海城市将在地图上消失，世界将有 2 亿多“生态难民”。我国上海及邻近海域海
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小岛国马尔代夫将失去领土。冰川融化导致的海水膨胀，还可能产生海水倒灌，
洪水排泄不畅，土壤盐渍化等问题，航行和水产养殖也将受到影响。

3.2. 气候变化
地球升温，引起气候的剧烈变化：部分地区升温，在远离赤道地区最为明显，例如在纬度 70 度到
80 度的极地频繁地出现更大的暴风雪天气；全球降雨量增加，但某些地区可能带来干旱，如我国中西部
地区，可能由于蒸发迅速，风的类型改变，而变得更为干燥；台风的强度增强，如果热带地区的温度升
高，将使台风能量增大，更频繁，并向南纬地区发展；“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给人类生命财产造成巨
大的损失。在 1998 年，我国北方干旱无雨，而长江流域洪涝成灾。

3.3. 对农业的影响
地球将出现更多的气候反常，出现异常的干旱、洪水、酷热或严冬，暴风雪或飓风，必将导致更多
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作物歉收，病虫害流行，鱼类和其它水产品减少。温室效应也将使降水量，土壤湿
度发生变化，当大气中 CO2 含量倍增时，整个北半球除 40~50 纬度带雨量减少外，其它地区都是增加趋
势，我国年降雨量将平均增加 146.4 mm，夏季降水量增加大于冬季，土壤湿度变化复杂[6]。

3.4. 对林业和牧业的影响
全球变暖对林业和牧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促使自然植被的光合作用增强，加
上温度升高，生长期延长，所以草木的产量将会提高；由于气温上升，使植被带北移，即冷型温带森林
或温带草原将代替目前的北方森林，而亚热带森林将由热带森林所代替；随着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林木
和牧草的品种将有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牧草，如果一种劣质草类更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迅速生长并
占领草原，将有可能使 草原的生产率大大下降；气温升高，如果降水没有相应的增加，则空气湿度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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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降，这样就增大了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同时，暖冬可以减少虫害的越冬死亡率，从而加重虫害的威
胁。

3.5. 对健康与生态的影响
全球气温变暖后，高纬度国家的疾病会增多，据统计资料表明，气温升高 2℃~4℃，如无其它环境
变化，人口死亡率即会升高。全球变暖除对人体健康有影响外，还对地球上的一些物种有影响，某些物
种可能不适应这种气候变化，从而导致物种的多样性减少[7]。随着气候变暖，大气运动将发生相应的变
化，全球的降水也随着发生变化，蒸发量将增大，大气中水气含量增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降水量，
但是全球增温将造成各地区降水量分布的不均匀，甚至在某些地区降水量可能会减少，导致干旱加剧和
加速沙漠化进程。

3.6. 其他影响
美媒称，科学家表示，全球变暖将使得一系列生活中令人愉悦的事物变得更加稀少和昂贵，包括巧
克力、咖啡和红酒，而最新加入这个清单的是啤酒。
据美联社 10 月 15 日报道，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热浪和干旱在未来将导致大麦减产，而大麦是啤酒的
重要原料。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预计，大麦可能最多减产 17%。10 月 15 日发表在英国《自然·植
物》杂志上的研究称，这意味着啤酒的平均价格将翻一番，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也是如此。在酿
酒成本已经很高的国家，比如爱尔兰，价格可能会增长到现在的 3 倍[8]。
英国《独立报》网站今年 12 月 9 日报道，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可能使我们变笨，不断增加的二氧化
碳排放可能会造成人类智力下降。
科学家警告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正在出现，那就是全
球老鼠数量激增。气候变化将会引发更多鼠患。

4. 热带地区穷国居多
4.1. 热带地区民贫国穷
热带地区日照时间长，降水比温带充沛，植物繁茂，有些在温带只能收获一季的作物，在热带甚至
可收获二至三季。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什么大多数穷国还都在热带地区呢？
热带地区位于赤道附近，终年的太阳辐射差值为正，使得热带地区的气候多成高温型，包括热带雨
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热带沙漠气候。
酷暑不太适合于人类的生活，炎热带来的不适大于寒冷；高温环境适宜于病虫害的传播，特别是全
年炎热，大大加快了害虫及寄生虫、病原体的繁殖和传播；还有一个大问题：热带部分地区降水充足，
但降水往往没有规律、无法预测，且多为暴雨；热带草原、热带季风、热带沙漠气候基本上不太适宜生
物的演化，热带雨林内部的阻力很大，不太容易发展人文过程，作为发展基石的农业，没有很好的发展
之地，大部分的热带地区都很缺粮，同时因为热带雨林这个天然的屏障使得现代技术不太容易流入到该
地区，因此经济发展相对滞后[9] [10]。
这一事实从侧面证实了温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过于炎热的气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4.2. 气温上升将令穷国更穷
分析人士称，在一个日益变暖的世界里，气温上升将令贫穷国家每年损失数百亿美元，因为它们缺
乏让劳动者保持身体凉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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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维里克斯–梅普尔克罗夫特咨询公司称，未来 30 年中，农业、采矿、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制造业
部门将因气温升高受到最严重打击，它们是新兴经济体中最常见的行业。研究人员借助温度和城市人口
预期增速数据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审视，他们说，气温升高将给非洲和亚洲的劳动者造成最大的影响
[11]。
该公司环境和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查理德·修斯顿说：“这意味着劳动者会因高温缺勤，或者他们
从事体力劳动所需的体力会因高温而下降”，“随着劳动能力的下降，生产率会下降，接下来这会使那
些体力劳动者最多的行业产生连锁反应”。
这家咨询公司的报告称，生产率下降产生的影响相当于每年令东南亚损失 780 亿美元，令西非损失
近 100 亿美元。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城市化也会令能源供应出现紧张，随着气温升高，人们对空调等
降温设备的需求将出现飙升，从而导致频繁断电；因缺乏空调和冷藏设备来保持身体凉爽并保存食物和
药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会有约 11 亿人面临风险。

5. 小结
气温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热带地区，由于热带雨林的阻隔作用和气温不适，人类交流、劳动和创造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故多
为不发达地区；发达国家常出现在寒带。
气温升高，全球变暖，极地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人类的生活，尤其是对
岛国影响巨大。
这些提示我们：人们的活动要尽量减小对气温乃至整个环境的影响，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追
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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