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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The main goal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s (IPCC) co-sponsored
international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nference (March 2018, Edmonton,
Canada) and the related CitiesIPCC campaign (initiated by the organisations who
partnered with the IPCC in hosting the conference) was to engage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practitioners and policymakers in discussing the next frontier of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science of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We, the conference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SSC) and Organizing Committee (OC),
are proud to present this Research and Action Agenda on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It aims to inspire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ve scientific efforts
resulting in reference reports and peer-reviewed publications that will inform the IPCC’s
sixth assessment cycle (2015-2022) and the Special Report on Cities planned for the seventh
assessment cycle. Drawing on a synthesis of the conference outcomes, as well as the parallel
deliberation of experts from the SSC and OC, this agenda presents the key findings as relates
to: six topical research areas; key cross-cutting issues and knowledge gaps; and approaches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ction Agenda on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A report back on the conference and the Research and Action Agenda
was presented to the IPCC during its 48th plenary session on 1st October 1st 2018, in Incheon
Korea.
We invite the science, policy and practice communities to collectively address climate
change in cities by implementing and building on this Research and Action Agenda,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of their constituencies, and tailoring the findings from our continuing
efforts to understand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different cities.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SSC) and Organizing Committee (OC)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nference
(March 2018, Edmonton, Canada)

SSC Co-chairs: Shobhakar Dhakal, Seth Schultz, Diana Ürge-Vorsatz. SSC Members: Xuemei
Bai, Aliyu Barau, Helen Cleugh, Richard Dawson, Gian Carlo Delgado, David Dodman, Lykke
Leonardson, Valérie Masson-Delmotte, Debra Roberts, Roberto Sanchez, Cynthia Rosenzweig,
Karen Seto, William Solecki, Maryke van Staden, Megan Melamed.
OC Co-chairs: Sarah Cicchini, Emmanuelle Pinault, Julie Greenwalt. OC Members: Anne-Helene
Prieur-Richard, Yunus Arikan, Mxolisi Shongwe, Sarah Connors, Bard Rama, Minal Pathak, Jessica
Epsey, Natalene Poisson, Pierre Boileau, Marcus Mayr, Boram Lee.

Message from his worship Mayor Don Iveson
Our city has been a gathering pla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f civilization,
a place where diverse groups have come together to trade, share
ideas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Edmonton was honoured to host
the inaugural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nference as a
continuation of this legacy, bringing together local leaders, global
organizations and scientific experts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This was a conference of many firsts – the first time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focused its attention on the role of cities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first time cities and city networks
gathered with technical experts to align climate efforts, and the first
concrete example of the multi-level collaboration enshrined in the
Paris Agreement.
Cities are where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happen. As hotbeds of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 they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tackle the ever-evolving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The convers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at the conference were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and
Action Agenda on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that identifies the knowledge required and
approaches to delivering on the research needed to help keep the City of Edmonton, as well as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focused on our effort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Municipalities must commit to a new kind of partnership with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 a partnership
based on data,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 to guide investment and policy decisio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s from the Conference was the Edmonton Declaration – a city focused
document that reaffirms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based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It recognizes
that powerful change is possible through the unified and consistent efforts of government, businesses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response, the City of Edmonton launched a Research Grant Program
in 2019. Submissions in this first year were tailored to key knowledge gaps identified in the Research
and Action Agenda.
The results of this work will advance Edmonton’s understanding of risks,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as efforts to engage citizens and addres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continues. The resulting material will be shared and we are encouraging other jurisdictions to join the
grant program and pursue opportunities to generate and disseminate the knowledge cities need.
I would like to extend a resounding thank you to the Conferenc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conference sponsors and supporters from the scientific, practitioners
and policymaking communities who helped to make this inaugural event a resounding success. The
work we do today will have an enduring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cities –
and the world.

Don Iveson, Mayor

城市与气候变化—全球研究与行动议程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议程》，《新城市议程》，《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等最近的国际协议，城市有潜力成为变革的重要催化剂。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显示（UN DESA 2018），全球城市人口将在 2050 年之前增至
全球总人口的 68%。在全球城市人口激增的大背景下，城市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性显得尤
为突出。对于推动落实例如《巴黎协议》，《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新城市议程》，《仙台减
少灾害风险框架》等最近的国际协议，城市有潜力成为变革的重要催化剂。
“城市”层面上实施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气候变化适应性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对于各国实
现其国际承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件可以用于，在国家政府，地方和市政当局，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规划和设计机构，私营部门
企业，国际组织（包括国际公司和开发银行）以及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民间社会团体， 制定新的基
于实证研究的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蓝图和行动计划时，提供支持和导向。本文件指出了一系列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的核心议题，来协助城市在计划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时更加有效地进行决策。

基石的奠定
在内罗毕举行的第 43 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会议上， 委员会认可了城市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性和关键性， 并提议将在第七次评估报告中增加“气候变化及城
市”的特别报告。
为了促进关于城市与气候变化的知识交流，实证调研及同行评审，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在其于曼谷举行的第 44 次大会上通过了“联合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科学大会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nference - 简称 CitiesIPCC）”的提案。2018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 (UN Habitat, 2018)，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科学大会与加拿大埃德蒙顿顺利举行。这
一会议致力于通过评估城市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实践经验及政策发展等各方面的现状，来
识别当下政策，学术和实践三大主线之间存在的主要断层，并以此激励和指导后续的研究发展和知
识生产。
超过 700 名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领导人，创新人员和有影响力的人士参加了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文件是《城市与气候变化—全球研究与行动议程》。
此议程是在大会的科学指导委员会（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的主持下，各合办组织及所
有与会人员的支持下共同完成的，收录了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展示及分享的不同类型城市（如城市面
积，发展模式，地理位置及环境等）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经验（详情请见附录B）。制定本议程的
目的是希望其内容能给尽可能多的城市带来可应用价值，但同时，不置可否的局限性是，某些方面
的经验与建议相对而言仍更接近于一些特定的城市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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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气候变化—全球研究与行动议程由三大部分组成：1.

交叉问题及知识断层；2.重点研究领

域；3. 关于落实研究行动议程的建议方式。本议程结构如图 1 所示

1.

交叉问题（Crosscutting issues）及知识断层（knowledge gaps）

此次会议重点涉及了一些覆盖面广且跨领域的交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奠定城市应对气候变化
的基础，例如地方机构能力，不同部门间的互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模和数据可用性的影
响等。这些基础性问题都存在着方法论和理解上的知识断层，我们可以从现有的科学和知识中汲取
及经验，裨益后续的研究发展。

1.1. 系统方法（Systems approach）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自我组织的，不断调整适应以及进化发展的区域结构。它运行在更加
广泛的社会，生态，经济，技术，体制和治理结构之中。系统方法（Systems approach） 能够帮
助使用者认识到城市在其所处环境中（地区和国家）存在的相互作用性（interaction） 和相互依存
性（interdependent nature）。系统方法可以让许多问题（甚至是一些相互冲突的
问题）同时得到解决，有助于创建更加平衡的解决方案。比如，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提高
适应性和减少排放两方面）与人类，生态，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可以避免出现发展失衡
的状况，并同时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比较而言，传统的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和应对措施都是在各
自领域相对独立进行的（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只关注“适应性”或只关注“减 排”，或局限于
某一特定领域，某一特定的学术范畴，某一层级的决策机构等）。因此，许多系统性调整发展的机
会，以及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会未识别而被忽略。为了确定在人类和
自然系统的边界之内，提高适应性和减缓气候变化方案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利弊权衡，我们需要进一
步探讨和理解如何将系统性分析法运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

从广泛的渠道和分析视角，来获取和 整合相关数据和知识，用以建模和综合应用

•

深入了解自然系统，建成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以及城市地区和偏远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依赖关系和资源流动情况；

•

开发和应用新的评估措施， 将定量值，关系值，分配，行为值和经济值都汇集到一起

•

（关于以上术语更加详细的定义，请参考Pascual et al. 2017）来帮助评估在应对气候或非气
候灾害所采取的干预中，多项复杂的协同效应，利弊权衡，共同利益和潜在的不良适应性;

•

开展具有多方面影响的、用以指导具体行动的研究，探究如何减少不确定性，为应对

•

气候变化行动方案转型提供更多的选择途径，着重探讨实现可是续发展目标及其他全球性议程
可能带来的在其他领域的协同效益。

1.2. 治理与机制
城市的气候变化治理具有多个维度。比如说，虽然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可以由官方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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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design by Amanali Cornejo V.

图 1：城市适应及缓解气候变化的方式
最内层的橙色圆环代表了交叉问题及知识断层，中间多彩的圆环代表了六个需要更多实证支持的重点研究领
域；最外层的绿色圆环则代表了本议程中建议的三种可能推动议程落实的途径。Amanali Cornejo V.

建立，但气候变化治理也可以由非官方机构（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以通过设 计和落实
适合的气候行动方案，来参与其中。非机构组织及其相关的社会实践，各种社会规范， 以及各种路
径依赖的影响同样建构着城市中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范围和其属性。同时，由于人 力，融资工具，
城市规划以及政策，创新，研究和技术之间的应用差距等因素所带来的限制， 增加了城市气候变化
治理的复杂性。建设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扶持政策和投资至关重要。

鉴于这一复杂的背景环

境，本议程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领域：
•

了解气候治理的运作途径和体制结构，可以有效地支持不同城市环境中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并将不同群体的首要需求和建议包括到规划和决策过程中；

•

在制度和财政能力具有高度不平衡性的城市多样性背景下，识别不同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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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最大程度的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

变革性气候变化应对措施能够促进解决城市不平等状况并确保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1.3. 规模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影响，脆弱性及选择的应对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其发生的规模范围及这些
规模范围之间的互动影响。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不同的治理层面）和时间维度可能对以上提及的几
个方面具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从时间尺度上说，现已实施的气候战略的短期效益可
能很难延伸到中期和长期。同样，空间尺度层面，地方层面（城市及周边地区）采取的行动
（以及这些行动带来的影响）也会受到其他层面（例如，省，州，国家及全球范围）决策的影响。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增加对这些规模尺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了解将有助于在城市大区域，市中心区，
社区，和大都市内，基于所提供的全面信息， 做出更优决策。特别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知识和数据在空间尺度和区域之间应具有可比性，同时在地方层面具有实用性;

•

增加对不同尺度范围内所实施的气候政策和气候行动之间互相作用影响的理解，以及这种互动
能力是如何影响城市层面实施有效及协调的气候行动的。

•

在城市层面上，与气候治理有关的机构组织（例如，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和研究人员
之间的合作，共同合作，收集和研究关于城市时间尺度方面的知识，数据和信息。

1.4. 在城市层面上，观察动态，积累数据，建立模型以及情景模拟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城市是如何影响气候变化，以及受气候变化所影响的，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
的进行观察，收集数据，建立模型以及情景模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许多方面都还存在着关键知
识的断层，比如将气候预测具体化到对城市层面的影响，以及提高未来对地方预测的信心。与城市
中参与者有关的各种时间和空间上的信息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加以推进：
•

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开放上传或获取信息的观察架构平台， 用于收集城市范围内关键的气候和
其他社会经济指标；

•

提高建模能力以获得更高分辨率的数据，预测近期气候变化，并建立可针对不同城市特定环境
的模型;

•

跨学科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气候生态学等可以适用于城市层面的相关知识，以

•

进一步发展对于未来气候变化的情景模拟（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 包括将
地方的真实情况考虑在内）；

•

确定沿海城市各种适应气候变化的替代方案的影响以及各备选方案之间的动态关系；

2.

关键的局部性知识断层

本节介绍了一些关键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需要更多的以实证为基础的知识来支撑实践者和决策者
更好的解决城市中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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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

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采取的措施行动

非正规领域

• 探究气候变化是如何威胁非正规居住区 （Informal Settlement 1）及
贫民窟居民们的生活；
• 理解非正规居住区域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这些机遇与挑
战的程度如何，以及它们的本质是什么。这些认识会为针对气候变化
和对非正规居住区的干预政策提供实证支持， 反之亦 然；
• 深入了解气候变化与非正规经济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的理解如何增
加灰色经济（ informal sectors）的适应能力，并规模推广由灰色经
济带来并同时服务于灰色经济的低碳及决方案。

城市规划与设计

• 对于城市规划，设计，基础建设，以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之间的相
互关系，有更加严谨的认识和描述；
• 理解城市微气候是如何融入城市规划和设计，同时改善城市环境，降
低风险，并满足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需求的;
• 进一步探索了解城市与空间规划在减少正规和非正规居住区的脆弱性
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
• 记录并量化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归类所有适应和减缓的健
康共生效应，以支持未来的城市规划

蓝/绿色基础设施 2

• 在发达城市及快速发展的城市环境中，不局限于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
灰色基础设施，深入探究低碳和环保基础设施对于推动应对气候变化
策略转型的可行性；
• 深入了解蓝/绿色基础设施与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适应对策的协同效
益，以及在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决策时，如果支持优先考虑减排项目
• 对碳锁定概念及其对碳减排和气候适应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细化的基
于具体位置环境的理解， 为制定建筑和改善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政策提
供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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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

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采取的措施行动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 理解不同城市中多样的经济结构，生产模式和形态，以及相关的碳锁

方式

定效应， 包括地方的，全国的，以及全球范围内对于制造过程的重新
定位；
• 推动发展能改善城市居民资源密集型生活方式的社会变化方式， 提高
社会福利；
• 通过不断探索了解城市的消费方式，来促进现有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
法论的创新

财政（融资？）

• 进一步开发能够将气候问题纳入到城市财政和金融决策过程中的设计
框架和实施工具；
• 探索如何更有战略性的使用公共预算，包括参与私人投资，以解决城
市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
• 当预计回报过低或预期风险过高时，要深入理解公共财政在吸引大规
模私人投资时的作用；
• 探求能将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和其它弱势群体的意见纳入财政和金融
决策过程的机会，以及其它有相同作用的择选方案；
• 探索能够帮助城市更好解决灾害风险的保险方案

不确定性

• 评估各种模式是否真的符合目标，并为简化方法提供指导，以此加强
对于预测信心和相关不确定性的评估；
• 开发评估不同城市背景下不确定因素的工具，以加强在不确定情况下
的决策；
• 制定识别不确定性来源的方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探究和理解所有不
确定性，并将其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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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研究和行动议程：加强科学，实践和政策接口的方法

根据大会上学术界，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三个群体共同讨论分析的共识，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途径，
以支持实施此项关于城市和气候变化科学的全球研究和行动议程。

3.1. 知识合作（共同设计，共同推动知识进步）
学术界，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一起计划，共同设计，推动知识生产，共享知识和信息。这种合作模
式将增加知识和信息在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有效价值。学术界，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如能调
整各自的运作模式以适应此跨部门合作，将可以大大提高相关知识的共同设计和共同推动，以及实
际应用。要实现此目的，一下提供了供参考的方式：
•

促进三方共同设计共享和评估知识的具体工具；整合各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文件和不同机构
（如智库，科学和城市网络以及地方研究组织）的相关工作，重新罗列应被优先考略的研究领
域和知识断层

•

整合并推广现有的相关知识，使实践者能够相互交流经验教训，并可以参考最优实践案例来制
定政策和指导行动

•

鼓励社会和自然科学研究者、原著居民、社区、具体从业者、城市互动交流平台（或组织）、
政策制定者的共同参与，推进知识的生产，并将各种专业知识综合运用到城市中；

•

应用以上提倡的各相关方共同推进知识生产的方式，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此方法可以有效地促
进基于实证的政策制定，以及这种基于实证的政策是如何促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

3.2. 支持城市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为使各国政府更好地落实“巴黎协定”，需要给予城市更大力度的财力支持，以及赋予其在政策制
定方面更大的权力，助力于城市制定目标更高的气候保护战略并采取相关行动。在努力实现赋权城
市助力其采取相关行动时，需要因地制宜地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通过协调各项不同的全球议程的工作，将有助于促进国家政府，省级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在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有效合作。

•

由城市自主制定的科学精准的监测和评估框架将支持它们更好地展示其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影
响

3.3. 培养长期的科学-政策-实践三方合作
由于研究人员，行动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经常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工作，并使用不同的专业
语言，所以，有必要从已有的信息中择取有用的知识以满足城市的现阶段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需
进一步通过有建设性的，开放的，长期和反复的交流对话，来满足更多地对当前和未来相关知识的
需求，以应对城市面临的挑战。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使得各方的合作在不同的周期内（资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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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选举，项目运维和出版发表）可以顺利进行；并且不断地吸纳和整合各方的经验反馈；这样可以
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以下方法可供参考利用：
•

促进各参与方内部及其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有效沟通，以推动知识的共同生产和共生，并
使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力支持，赋予更大的自主权，来采取相关行动；

•

建立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以鼓励相互之间的知识交流和能力培养；

•

为研究人员提供参与地方政府工作的机会，同时也要为实践者和决策者提供机会，使他们投入
更多的时间参与研究项目。

促进合作，推进知识发展
在现有知识和已落实行动的基础上，本次大会和《城市与气候变化—全球研究与行动议程》， 在推
进知识发展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和机遇、助力决策过程和落实行动的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重
要的两步。为了继续在此道路上前进，以下是一些新近发表的倡议和行动的例子。
(1) 《我们想要的城市所需的科学》（The Science we Need for the Cities we Wan），在大会
结束时，由大多数参会组织合作伙伴和城市气候变化研究网络（UCCRN）签署，目前签署组织已达
23 个 3；（2）《埃德蒙顿宣言》（the Edmonton Declaration），呼吁城市支持基于实证的决策
和行动，以应对城市气候变化;（3）于墨西哥城举办的全国科学，政策和实践集会（由墨西哥国立
自治大学UNAM 组织），讨论本次大会成果对于墨西哥的影响和意义; （4）在 ICLEI 牵
头下，本次大会的合作方联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正致力于为 UNFCCC 成员，
城市和研究伙伴组织一次围绕城市与气候的年度聚会；（5）由全球市长联盟公约（the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发起的《为城市而创新》（Innovate4Cities ）的倡议，将进一步发展此项
议程，使其与他们的需求保持一致。
本次大会及随后的研究与行动议程，不仅展示了城市在气象气候变化，解决气候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和潜力，还展示了支持决策者和实践者在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广泛知识。大会科学指导委员会和组
织合作伙伴们正在邀请 IPCC 成员国以及其他科学，实践和政策组织和社区实施和进一步研究和发
展本议程中提出的知识生成途径。各方在此过程中长期持续的合作式参与能够支持城市中开展一些
列有效的基于实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致谢
我们诚挚的感谢所有与会人员在本次城市和气候变化科学大会前期，中期和后期所做出的卓越贡
献。我们也同样感谢 Andréa Ventimiglia 对于此文件的细心编辑，感谢Matthew Chapman,
Joanne Douwes, Robin Matthews 和 Sean O’Donoghue 在会议内容汇编方面给出的建议。感
谢大会组织方 Cities Alliance， 埃德蒙顿市（主办城市）， C40 Cities Leadership Group, Future
Earth, ICLEI-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IPC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CLG), 联合国环境署（UNEP）,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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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居署(UN-Habitat), 和世界气候研究项目(WCRP) 以及其它大会赞助方在此次大会以及大会主要
成果-本全球研究行动议程制定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我们感谢所有大会志愿者的辛苦付出，同时感谢
来自阿尔伯塔大学的学生志愿们在大会期间担任所有分会场的会议记录工作。还要特别致谢本次大
会的科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们在会议前后所做出的卓越贡献：Shobhakar Dhakal (联合主席), Seth
Schultz (联合主席), Diana Ürge-Vorsatz (联合主席), Xuemei Bai, Aliyu Barau, Helen Cleugh,
David Dodman, Richard Dawson, Boram Lee, Lykke Leonardsen, Valerie Masson-Delmotte,
Megan L. Melamed, Gian C. Delgado Ramos, Anne-Hélène Prieur-Richard, Roberto Sanchez
Rodriguez, Debra Roberts, Cynthia Rosenzweig, Karen Seto, William Solecki, Maryke van
Staden, 以及 Brenna Walsh.

备注：
1. 一个用于描述定居点或住宅区的术语。非正规居住区至少有一个标准不符合官方规则和条例。大
多数非正规居住区的住房条件较差（广泛使用临时材料），并且是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开发的，
非常拥挤。在大多数此类定居点中，安全用水，卫生设施，排水系统，道路铺设和其它一系列基
本服务都存在供应不足或缺乏的问题 (IPCC 2014a)。
2. 绿色基础设施是指一系列通过植物修复和水管理技术以及引入生产性景观来保护现有绿色景观（
包括公园，森林，湿地或绿化带）的功能，并改变改变建筑环境的干预措施 (IPCC 2014b)。如
果涉及水生生态系统，可称为蓝色基础设施。
3. 截至 2018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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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Research and Action Agenda on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showcases the breadth of
knowledge needed to support decision-makers and
urban practitioners to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Building
on exist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 Agenda aims to
generate greater knowledge in support of practice and
decision-making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in urban areas.
This is the primary outcome of the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nference (City of Edmonton, Canada,
5-7 March 2018), reported to the 48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ncheon,
Korea, October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