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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D在环境和发展领域的出版物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出版并发行了一系列的书籍，期刊，报
告，论文，简报以及多媒体读物。我们的目标是沟通IIED和合作伙伴之
间的政策研究，信息宣传和体制内的经验，并积极参与当前可持续发展
领域的相关讨论。本手册涉及的题目既包括目前最热门的，也包括一些
和中国具体相关的，而且这里所列举的所有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印
刷版的可以按照所列价格邮购。

除了这些精选作品外，我们的出版物还涉及以下领域：农业与食品，生
物多样性与保护，气候变化，旱地与畜牧业，能源与采矿，环境经济
学，环境管理与规划，林业，投资与贸易，法律与全球治理，地方组
织，市场，自然资源管理参与，负责任的企业，城市发展，城市贫困以
及水与卫生。所有出版物均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查看：http://pubs.iied.
org/。

IIED的所有出版物都经本所工作人员以及合作伙伴授权，版权归IIED所
有，受英国版权法保护，未经许可，不可翻印。不过我们诚挚地希望将
这些出版物翻译成中文，欢迎来电来函洽谈合作。



在城市地区应对气候变化：
中低收入国家的可能性和局
限性

人类居住工作论文

大卫 萨特斯韦特，萨里 胡克，
汉娜 里德，马克 佩林，帕特里 
夏罗梅 罗兰考

本报告研究了在中低收入国家城
市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和
局限性。这部分地区不仅有世界
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他们的生
产生活受到海岸线上升，热浪，
暴风雨，以及洪灾的最严重威
胁，而这些灾害的频率和／或者
强度很可能随着气候变化增加。

2007，书号 978-1-84369-669-8，
118页，20.00美金，
邮购号 10549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0549IIED.html

分析应对气化变化的成本：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估计的评论 

马丁 帕里，奈杰尔 阿内尔，帕
姆 贝里，大卫 道德曼，塞缪尔 
范克豪斯 ，克里斯 库卜，莎丽 
寇瓦特，罗伯特 尼科尔斯，大卫 
萨特斯韦特，理查德 替芬尼 觌
姆 魏勒  

本书从另一个视角透视了应对气
候变化的成本。《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在很大程度低估了
2030年的成本。本书的作者们认
为，对这些成本进行更细致的估
计是势在必行的，包括对具体地
区和具体行业应对成本进行案例
研究。本报告旨在表明对于应对
气候变化成本评估进行深入的，
透明的调整是必要的。  

2009，书号 978-1-84369-745-9，
111页，40.00美元，
邮购号11501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1501IIED.html  

生物燃料的生产，贸易以及
可持续性发展：出现的问题

安妮 杜非

随着全球变暖的威胁，油价的攀
升，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担心，全
世界都在关注着以生物燃料替代
原来的交通用油。这一关注反应
在快速扩张的生物燃料市场上。
但这种扩张对可持续发展又会有
什么影响呢？本文旨在为由于生
物燃料生产和贸易而引起的重要
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提供一个基
础的概念。

2006， 书号 978-1-84369-643-8，
55页，18.00 美元，
邮购号15504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5504IIED.html 

以社区为基础应对气候变化

参与式学习与行动 第60期

特约编辑：汉娜 里德，姆扎哈瑞 
阿拉姆，雷切尔 伯杰，特里 
农，安吉拉  米利根

这期特刊关注了以社区为基础的
参与式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方
法。它讨论了这些方法是如何产
生的，以及与其他参与式发展方
法和减灾方法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强调了这些创新性的参与式
方法的开发是为了帮助社区分析
气候变化的原因与影响，将气候
变化的科学知识与社区知识结合
起来，并设计相应的应对措施。

2009， 书号 978-1-84369-729-9，
224页，32.00美元， 
邮购号14573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4573II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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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最受
欢迎出版物 

我们的出版物在世界范围内
广泛传播，并被研究人员，
从业者，政策制定人，记者
以及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工作
的非政府组织大量使用。下
面九个题目是被下载次数最
多，需求量最大的。他们既
被用于实地指导发展与环境
管理实践，也用于在这些领
域进行研究与报道的记者以
及从业者的能力建设，还对
政策制定者进行环境与发展
治理的信息通报。



订购: www.earthprint.com

公平里程：重新制作食物里
程图

凯利 清莱智，詹姆斯 麦格雷戈，
理查德 金

今天的食品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一包绿豆可能要经过6000英里的
旅程才能到达发达国家的超市
里，也可能仅仅是60英里。在碳
意识较强的时代里，我们很担心
食品里程，但运输所引起的排放
量可能并不如我们想的严重。而
且食品不仅仅是排放量的问题，
它更是涉及到南方出口国数百万
农民生计的社会的，政治的，经
济的问题，出口贸易是这些小规
模生产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购
买他们的产品，你就实现了“公
平里程”。这本可以装在口袋里
的读物深入研究了非洲与英国食
品贸易的现状，分析了方程式两
边的双方是如何在道义上，营养
上取得对某种食品的平衡的。

2009，书号 978-1-84369-761-9， 
44页，7.99美金，
邮购号15516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5516IIED.html 

燃料排除法？生物燃料的兴
起以及贫困人群对可耕地的
使用

洛伦佐 库图拉，纳 代尔，桑亚 
韦尔默朗

生物燃料的大规模传播对于发展
中国家使用可耕地有什么影响
呢？尤其是贫困的农村人口？能
够振兴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和农
民的生计？还是在对可耕地使用
有争议时，将较贫瘠的土地以及
没什么关系的的人排除在外？本
研究是关于商业化生物燃料生产
对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可
耕地使用情况的当前以及潜在影
响的最新知识，既涉及到了消极
影响，也提出了有前景的可行性
方法。

2008年，书号 978-1-84369-702-2，
72页 (仅供下载)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2551IIED.html

可持续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的激励机制：对“降低由于
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而造成
的排放量”的回顾与教训

自然资源第16期

伊万 邦德，玛丽安娜 格里格，格
林，希拉韦茨 坎欧尼科夫，彼得 
黑兹尔伍德，斯文 文德，阿瑞得 
安戈森

本研究的资助者挪威政府认为，
在对自然资源治理良好的前提
下，雇人保护森林可以有效地控
制森林砍伐与气候变化。本报告
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雇人保护生态
系统的现状，以便了解这种付费
方式是否可以应用于应对气候变
化。对非洲，东南亚以及拉丁美
洲13个案例的研究表明，在满足
一些重要的先决条件下，这种雇
人保护森林 的方式可以“降低由
于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而造成的
排放量”。

2009年，书号 978-1-84369-742-8，
60页，25.00美元，
邮购号13555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3555IIED.html  

土地抢夺还是发展机会？非
洲的农业投资和国际土地交
易

洛伦佐 库图拉，桑亚 韦尔默朗，
丽贝卡 伦纳德，詹姆斯 基利

本研究是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与
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的合作结
果，重点讨论了土地购买的主要
趋势，驱动程序，合同安排，谈
判方式，以及对卖地国家农村人
口可耕地的早期影响。尽管国际
土地交易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
象，但本报告主要关注非洲撒哈
拉地区。本文以文献回顾开篇，
在全球范围内定性采访了主要关
系人，对5个非洲国家（埃塞俄
比亚，加纳，马达加斯加，马里
和苏丹）自从2004年以来的正在
进行的或者有意向的土地购买进
行清理，对莫桑比克以及坦桑尼
亚进行定性研究，并对不同国家
的法律以及少量的投资者－国家
合同进行法律研究。

2008，书号 978-1-84369-741-1，
145页， (仅供下载)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2561IIED.html 

向以城市为主的世界过渡及
其基础

人类居住工作论文

大卫 萨特斯韦特

本文描述了在过去100年来世界城市
人口数量和最大城市规模的巨大变
化。从1900到2000年，世界100个最
大城市的平均规模几乎增长了10倍。
报告还介绍了城市在不同地区的分布
变化， 1900年，全球100个最大的城
市有50多个在欧洲，现在只有10个
了。 亚洲在1900年只有世界100个最
大城市的22个，现在却有将近一半
了。文件还介绍了城市化进程，大城
市的实际数量如何以及为何比我们预
期的低，并质疑城市化进程是否会在
非洲持续快速进行。本文还对各个地
区城市变化的长期趋势，以及作为驱
动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进行讨
论，比如说与殖民时代的终结和被殖
民国家独立相关的政治变化，以及与
全球化相关的经济变化。如今，城市
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在于追求利润的企
业选择了（或者不选择）这个地方。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般都集中在城
市人口最高的地方或者最大的城市就
是证明。此外，也可以从绝大多数中
低收入国家最近50年的城市化进度看
出来，这种城市化的加速与这些城市
的工业，服务业所产生的GDP以及在
这些部门工作的的劳动力是成正比
的。

2007, 书号 978-1-84369-670-4, 
99页, 
邮购号10550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0550IIED.html  



中国云南新兴的森林协会：
对生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意
义

霍斯 韦尔豪泽，温韶，弗里德里
希 卡欧 

云南是中国最穷，也是城市化水
平最低的城市之一，在其129个
县里，有73个是处于贫困线以下
的。然而在中国的31个省份中，
云南的集体所有森林覆盖率却是
最高的，因此森林发展在云南农
村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了中小型
森林企业在中国巨大的城市化地
理变迁，贸易发展以及逐渐增加
的环境问题中所面临的挑战。本
文认为发展中的森林协会是可以
帮助这些中小型森林企业应对这
些挑战的，比如云南省森林产品
工业协会。在向更独立的工业实
体的转型过程中，森林协会为协
调昆明周边中小型森林企业提供
了一个新的模式。但在云南其他
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地区，中小型
森林企业协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
催化剂，尤其是在村一级机构
上。

2006，书号 978-1-84369-607-0，
13524IIED (仅供下载)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3524IIED.html

流域服务的公平交易，从一
个多国动态学习项目中得到
的经验

自然资源第6期

伊万 邦德， 詹姆斯 迈尔斯

通过改变土地的应用，市场机制
可以改善水供给，同时也改善流
域地区人民的生计吗？这个纲领
性的报告以及相关国家的案例研
究为这个动态学习项目提供了深
度信息。

2008，书号 978-1-84369-646-9，
18.00 美金，
邮购号 13535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3535IIED.html

中国流动人口和小城镇：权
力等级和资源分配

人类居住工作论文

李秉勤 安祥生

小城镇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
不仅从农村吸引了大量的劳动
力，也吸引了很多城市人口。从
1978年到2007年，小城镇人口所
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从20％上升到
45％，流动人口为当地的经济发
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带来了
很多挑战。以当地政府的角色为
核心，本文在权力等级－资源分
配框架下研究中国的小城镇是如
何应对流动人口的。主要的论点
是，小城镇的当权者们只有在将
他们在政府机构中享有的权力和
他们能调动的资源结合起来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和为大众提供服务
时，他们才能处理好流动人口问
题。以山西省小城镇的四个案例
为例，作者研究了权力等级以及
资源占有是如何限制小城镇将流
动人口变成生产力的，以及这些
小城镇是如何应对的。

2009，书号 978-1-84369-740-4， 
92页，
邮购号 10575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0575IIED.html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经济增
长，环境可持续性和公平的
政策选择

人类居住工作论文

戈登 迈克格瑞汉， 塞西利亚 塔
寇里

像其他很多经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
一样，持续增加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和环境破坏也是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
主要威胁。从国际经验来看，本文分
析了中国城市变化的核心问题并指出
了可以更有利于可持续性城市化的政
策方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
展是和经济增长策略以及不平衡的空
间分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尽
管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利用户籍制度来
直接控制人口分布的国家之一，目前
大量的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临时工或
者没有注册的流动人口，成了城市化
进程的主要动力。本文提供了一系列
的政策选择，第一条可以带来经济利
益，第二条可以带来环境利益，第三
条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不过任何一条
都没有试图禁止或者鼓励人口流动，
相反，它们旨在提高流动人口本身的
流动质量，改善他们的家乡，改善环
境以及经济条件。

2006， 书号 978-1-84369-617-9，
67页， 
邮购号 10535IIED  
免费下载：
http://pubs.iied.org/10535IIED.html  

和中国相关的
最近出版物 

最近几年，国际环境与发展
研究所出版了几本与中国有
关的读物。这些书籍所提供
的证据，论点以及如何进行
平衡提高了中国相关体制，
政策以及法律框架应对环境
与发展挑战的能力。我们的
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加
大对中国的研究力度，欢迎
来电来函咨询合作。 

免费下载: www.iied.org/pubs 5



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贫
困：探讨他们之间的联系 生
物多样性——
Hannah Reid, Krystyna 
Swiderska

生物多样性——所有生命形态，

从基因，物种到生态系统都是和

地球的气候密切相关的，因此，

也不可避免的受气候变化的影

响。生物多样性和贫困也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举例说，自然生

态系统的变化同时影响着气候变

化和人们应对这些破坏性影响的

能力。反过来，气候变化以及人

们的对策，也影响着生物多样

性。抽丝剥缕后，我们会发现保

护和管理生物多样性可以帮助自

然生态系统以及弱势群体应对不

断变化的全球气候。然而和其他

活动相比，比如说森林保护和植

树造林——普遍被认为是吸收碳

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方

式——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被

忽视的领域。这种情况必须改

变：请为防止地方生物多样性丧

失——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提供

紧急支援。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7034IIED.htmll

以社区为基础的应对：处理
气候变化对贫困人群影响的
一种重要方法
Hannah Reid, Saleemul Huq

帮助数百万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

重的贫困人群应对是一件艰巨的

任务。目前值得大力支持的一个

新方法就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应对

（CBA）。本简报概述了以社区

为基础应对的一些基本概念，分

享了一些早期的经验教训，并呼

吁更广泛的合作，信息分享以及

对以社区为基础应对活动的支

持。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7005IIED.html  

给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
记者们：联合国气候变化峰
会指南
Mike Shanahan

2009年12月齐聚于丹麦的各国政

府们正在开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

议。这些国家把12月设为统一行

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后期

限，因此人们对这次会议报了很

高期望，希望一个新的全球协议

可以达成。本简报是参会记者的

报道指南，包括这个会议是如何

发展的以及它的后续问题，并解

释了需要达成一致的关键程序，

主要行动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7074IIED.html 

哥本哈根的气候融资承诺：
六个关键问题
J. Timmons Roberts, Martin 
Stadelmann, Saleemul Huq

融资承诺是混乱的哥本哈根气候

谈判新关注的议题之一。参会国

家计划从2020年开始，每年融资

一千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采取低炭

的发展途径。本简报研究了哥本

哈根协议的条款，挖掘出了此承

诺的六个关键问题——任何一个

都足以挑战人们对设立这项专项

资金的信任。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7071IIED.html

生命的罗网：生物多样性与
媒体
Mike Shanahan

生物多样性——地球上的不同基

因，物种以及生态系统正在消

失，速度比恐龙灭绝以后的任何

时代都快。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无论对于人类本身，还是我们在

扶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所做出的

努力。然而，媒体对这一紧迫的

环境挑战的报道却是不足的，部

分原因在于研究人员以及政策制

定者信息传递的失败，他们没有

使绝大多数人意识到，环境挑战

是与很多人息息相关的。本简报

介绍了为什么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将是未来几年内的重头戏，并建

议记者们如何改善他们的报道，

从而让更多的人更深刻地意识到

这个问题。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7037IIED.htmll

REDD 融资：政府资金如何
支持碳市场
Virgilio M. Viana

森林砍伐大概占了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的17％。因此2009年12月

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将

REDD－降低因为森林砍伐和森

林退化而产生的排放量，作为一

个很有潜力降低气候影响的战略

提出来，一点也不意外。有了

REDD，当地社区可以因为保护

自己的森林获得回报，因此这个

方法既可有效扶贫，也可以减

排。证据显示，REDD是简单可

行的，但融资比较复杂。从市场

和政府的角色来看，将双方结合

起来为REDD融资可行吗？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7053II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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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xities of climate finance
Over the years of negotiations leading up to COP15 

– the 2009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in Copenhagen, Denmark – assistance from richer 

countries to help poorer ones adopt low-carbon 

pathways of development was seen as a key way of 

rebuilding trust and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Such so-called ‘climate finance’ was also slated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adapt to climate impacts.

Chaotic as COP15 ultimately was, it produced an accord 

(see ‘What is the Copenhagen Accord?’, overleaf). One 

element of this is a promise of climate finance, starting at 

US$10 billion a year from 2010 to 2012, increasing to 

US$100 billion by 2020. The numbers look impressive, 

but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Six big questions need to 

be asked about the Copenhagen promises.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funding?
The funding sources mooted are said to include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However, the inclusion of private 

funding sources could completely change the actual 

meaning of the figures. If US$1 billion of public funding 

is shifting US$9 bill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oal to renewable energy, is this called ‘US$10 billion of 

climate finance from public and private sources’?1   

One clear promise emerged from the confusion of the 2009 climate talks 

in Copenhagen. This was to provide short- and long-term ‘climate finance’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 especially the most vulnerable – adapt to 

climate impacts. The promise seemed simple enough: wealthier nations 

would pledge US$10 billion a year from 2010-2012, ramping up to 

US$100 billion a year starting in 2020. This was also touted as a way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avoid high-carbon pathways of development by 

adopting lower-emitting power sources such as solar or natural gas. But a 

closer look at the Copenhagen promise unearths at least six big questions 

– any one of which could seriously challenge the trust these funds were 

designed to build.

Apart from private investment, the volume of climate 

finance might be further stretched if financial flows from 

carbon trading, such as through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of the Kyoto Protocol, are included.  

However, buying carbon credi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not be seen as triggering addi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s overall, as those credits are used to 

comply with carbon targets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setting themselves.  

Finally, the CDM was a key part of the deal in Kyoto,2 

so CDM flows until 2012 should not be called ‘new and 

additional’ – that is, on top of previously delivered and 

promised foreign assistance. Future mechanisms in the 

carbon market may be even more prone to double-

counting if they are not internationally administered 

and if national governments set the rules for offsets and 

climate finance themselves.

Is it new and additional?
Developing countries insist that the Copenhagen pledges 

be ‘new and additional’ because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aid would otherwise be diverted away from crucial 

needs such as health care, education, agriculture and 

safety.3 Bu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is.  

No baseline year was specified from which the  

US$100 billion a year pledged would be additional.  

Download the pdf at www.iied.org/pubs/display.php?o=17071I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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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的国际贸易：有利
于发展？还是有利于环境
Annie Dufey

本简报呼吁放宽国际贸易壁垒，

尤其是补贴，以便发展中国家能

够享受生物燃料贸易所带来的好

处，考虑到这些国家真实的环境

和社会条件，同时也呼吁认证计

划。生物燃料被宣传为既可以为

发展中国家增加就业和财富，也

可以减少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

放（为满足这一宏伟目标，这些

国家对生物燃料的需求猛增）。

但是目前的贸易体制既不鼓励协

同发展，也不鼓励相互妥协，如

果这个行业持续扩张，而政策和

国际协调不经改进的话，生物燃

料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将会大打折

扣。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1068IIED.html  

谈到革命：气候变化和媒体

本文回顾了媒体如何报道世界各

地不同的气候变化，以及人们对

这一问题的想法。气候变化从来

不是媒体议程中的重点，更不用

说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了，不过我

们也不应该完全地责怪媒体，在

改善如何讲述气候变化故事方

面，他们还是有很多可改变的空

间的。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7029IIED.htmll

每一滴水都是珍贵的：应对
非洲农村地区的水危机
Jamie Skinner

在非洲农村地区，‘水缺乏’可

以摧毁生命和生计，尤其是五岁

以下的儿童，他们特别容易感染

水传播的疾病。在伦敦，一个破

了的水管可能带来一时的不便，

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一口干涸的水井可能意味着灾

难。而这种灾难正在整个非洲大

陆漫延，据估计，5万个供水点

实际上已经没水可供。这种悲剧

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水社区没有能

够系统地维护基础设施，很大程

度上阻碍了“千年发展目标”在

水和卫生项目上的计划实现。

免费下载：http://pubs.iied.
org/17055II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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