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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开户万3另送5000元投顾

财经排行榜火热进行中 红包送不停

闲钱就放168理财 年化收益1121%

10大翻倍金股，您看我就送

气候变化会影响你的工资吗？

来源：腾讯财经     作者：佚名    2015-12-02 15:15:46   

　　腾讯财经讯，据《经济学人》网站报道，新加坡商人常常会告诉来自其他国家的客户：“在
新加坡一定要记得随身带件毛衣，因为新加坡国内最舒适的天气是在空调房间里。”在新加坡首

任总理李光耀看来，空调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对于新加坡的天气变化，另一位新加坡

政坛人士曾经评论指出，如果没有人工制冷措施，新加坡的工人可能需要坐在椰子树下躲避高

温。

　　新加坡经济较为发达，以至于其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抑制温度的升高，但其邻国印度尼西亚

却不然。有经济学家认为，富裕国家在降低气温方面的能力相对贫穷国家较强，由此富裕国家

可以限制部分全球变暖引发气温上升对于经济发展产生的破坏。一份于2012年出台的跨国调查

报告内容显示，温度升高并不会对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消息影响，但贫穷国家则会成为全

球变暖的受害者。由于存在许多变量，因此很难把高温国家和低温国家经济发展受温度影响的

程度进行直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报告将一个国家在低温气候和高温气候中的经济增速

进行直接比较。结果显示，一些贫穷国家在高温环境中经济增速会被拉低，而有些富裕国家在

高温环境中则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也有部分富裕国家在寒冷环境中经济增长亦有所加速。综上

所述，在发达国家中温度高低和经济增长快慢并没有明显清晰的关联。

　　本周，《自然》杂志刊登一篇文章对于上述报告中的观点发起了挑战。这篇文章的作者分

别是马绍尔布鲁克(Marshall Burke,)、所罗门赫斯安(Solomon Hsiang )和爱德华米古尔

(Edward Miguel)，这三人对于此前经济学家提出的气温和经济发展呈线性关系的理论提出了质

疑。三位作者在假设过度低温或者高温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前提之下，他们找到了气

温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最佳位置”。三人的研究结果如下：在较平常更高温度的时间里，富

国和穷国的经济发展都会从中得益，这里所指的较平常更高的温度是指一个国家年度平均气温

为13摄氏度，超过这一标准高温天气便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上述研究结果使得三位研究者

举一反三得出了气候变化对于经济产生的影响，比如巴西全国气温升高3摄氏度，那么其经济产

出便会削减3%。

　　富裕国家之所以能够抵御气温升高是因为其中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正处于“最佳位

置”的较冷区域，因此在气温升高的时间段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所加速；另外一些国家(比
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处于“最佳位置”的较热区域，气温升高就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阻

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美洲一些国家，每出现一天热天(即24小
时平均温度达到24到27摄氏度)，国内人均单日收入就会降低20%；每出现一天炎热天(即24小
时平均温度超过30摄氏度)，国内人均单日收入将会降低28%。如果从整体上来看，气温升高对

于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不那么显眼，那是因为上述影响已经被其他因素所掩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温度变化已经使得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质疑上述理论的正确性，这

些人认为气温高低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好坏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比较基础。不过在微观层面上，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所谓温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最佳位置”是存在的。比如，农作物在不太

冷不太热的环境中可以发挥出最大的生产潜能，而劳动者在最舒适的气温中工作效率也更高。

早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海军就启动了针对气温高低和生产力强弱之间关联的研究活动。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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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习惯小改变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大不同

次试验过程中，英国海军的摩尔斯译电员被置身于不同温度的房间里，结果在40摄氏度房间里

译电员的译电错误错误数比身处30摄氏度房间译电员犯错数的十倍还要多。

　　同样地，去年劳动经济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如果气温升高到29摄氏度以上时，美国建

筑，制造和运输业的工人会提早下班，平均每天上工作一小时。随着高温天数的增加，一个项

目的完成要么需要更多的工人，要么需要在不增加人数的情况下给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资让他们

坚守岗位，就像夜班工作的工人需要额外的酬劳一样。一份研究气候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国经济

的报告指出，工人受天气因素影响的行业雇佣了美国28%的劳动力。

　　凉爽但成本更高

　　各个国家可尽量去减轻气候变暖的效应，但凉爽下来的成本是昂贵的。在新加坡，空调消

耗了建筑物使用的40%的能源。据卢卡斯大卫(Lucas Davis)和保罗哥特勒(Paul Gertler)3月
份在PNAS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去阻止全球变暖，那么2010年到2100年
间，世界的电力消耗仅仅因为更多的使用空调，电扇和制冷设备就会增长83%。萨塞克斯大学

的理查德泰尔(Richard Tol)指出，气候较冷国家房屋和办公楼的建造是为了保存热量，这些房

屋和办公室的窗户都是朝南的。重新改造这些房屋会让人们感觉凉爽，但成本也是很大的。

　　更高的温度会带来生产力的下降，除此之外，全球变暖还会通过许多方式对发达国家产生

伤害。气候变化不仅会让我们的星球更热，同时还会让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增多，比如风

暴。由于许多大城市都是海滨城市，因此这些城市需要保护。环境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进

行着末日计算，比如是否需要为新加坡的商业区建设造价高昂的洪水保护设施还是干脆让商业

区被淹没。

　　同时，即便富裕的国家能成功的避开全球变暖最坏的影响，这些国家仍然会感受到全球变

暖影响的余波震荡。与脆弱地区的交易会下跌；难民会四处扩散。12月份的巴黎气候大会应该

会提出政策去避免这样的后果。高温天气带来的险恶影响应该会给予富裕国家额外的动力去妥

协。(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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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将确保美元仍是头号储备货币

小摩：耶伦本周将论述12月可能加息的理由

收盘：标普突破2100点创4周新高

开盘：美股周二追随亚洲市场高开

阿里欧洲战略升级 谷歌亚马逊前高管加盟

微软“以德报怨”：广告中向苹果送出圣诞祝

大部分微软Windows 7用户拒绝升到Windows 1

巴黎世界气候大会意味着什么

明年金价或跌破1000美元

伯南克：人民币入篮只是奖励一朵小红花

唯品会9天市值蒸发370亿 谁杀死了闪购神话

京东小金库每万份收益最高

美财长：将确保美元仍是头号储备货币

谷歌正式删除Chrome通知中心：因为几乎没人

国泰君安首席互撕 人民币有望纳入SDR 法国巴黎遭恐怖袭击 双十一，你血拼了吗

10月宏观经济数据 泽熙徐翔被带走调查 我国全面放开二胎 携程与去哪儿网联姻

焦点事件

谁动了我的车？ 银行卡防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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