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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美丽星球，原本是原生态

的，但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

“人类中心主义”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

生态文明。占世界人口 6%的美国人，
消耗了全世界 1/3的能源，其中汽车
消耗的燃料占全球汽油消费量的 1/3，
一个美国人消耗的汽油超过一个卢旺

达人的 1000倍，一个美国人一生的总
需求比一个印度人一生总需求量大

60倍。以无止境资源高消耗为主要内
容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的最大敌人。曾经陶醉于征服

自然胜利的人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

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产

品的同时，也给自然界、生态系统造

成了空前严重的伤害，生态平衡被打

破，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人

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

机及原料危机等人类面临的生存危

机，都是人类自身对自然过度索取导

致生态平衡被打破所造成的客观表

现。

回顾人类环境保护发展历程，以

四次世界性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四个历

史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72 年 6 月 5 日
至 16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
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通

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将“为了这一代

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确立为人

类对环境的共同看法和共同原则。在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国派政府代

表团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

宣言》原文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话，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

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今年 4月，温家宝总理出席了斯德哥
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坛部长对
话并发表演讲，强调中国绝不靠牺牲

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

长，一定要走出一条生产发达、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二个阶段是 1992 年 6 月 3 日
至 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第一次把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认

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人

类共同发展的战略。里约环发大会两

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环

境与发展问题的十大对策》，把实施可

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1994年 3
月，中国政府率先制定实施《中国 21
世纪议程》。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良好形象。

第三个阶段是 2002年 8月 26日
至 9月 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次会议

提出了著名的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 :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明确

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结

合，以确保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

的繁荣。这次会议标志着人类在可持

续发展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会议理念在全球产生广泛影响。

第四个阶段是今年 6 月 20日至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正式通过《我

们憧憬的未来》这一大会成果文件。特

别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决定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

程；强调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

下的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工具之一；会议敦促美国、欧盟、日

本等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

诺，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

境友好型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虽然是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却在这方面作了最大努

力。

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务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局拓展到“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行“五

位一体”，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统领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与时俱进，顺应

了时代潮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全面

提高的重要标志，展示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广阔前景。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亲自批示

部署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建设、三江源、衡水湖、乌梁素海、千

岛湖湿地保护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俞正声同志强调，要从建设美丽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高度，真抓实干，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全国政协王刚副主席亲

自担任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主任，亲

自到20多个省区市调研，强调要把森
林城市建设作为强国工程、富民工程

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全国政协钱运

录副主席兼秘书长强调要充分发挥

广大政协委员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主体作用，为推动中国绿色发展做出

贡献。

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机关党

组书记、副秘书长孙怀山和全国政协

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仝广成多次参

加生态文明建设调研活动。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副

主任江泽慧、王广宪、王少阶、王玉

庆、王曙光、任启兴、刘志峰、刘泽民、

李金明、汪啸风、张黎、邵秉仁、秦大

河和驻会副主任庄国荣等组织带领

委员就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资源综

合利用、建筑节能、能源大省转型跨

越发展、湿地保护等30多项战略课题
开展调研论证，并连续五年召开中国

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连续

四年举办“生态文明贵阳会议”，所提

建议均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采纳。

近年来，中国乡镇企业废水排放

年均增长率达 17%，废水处理率和达
标率则非常低，甚至不经处理直排，

造成严重污染。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整

个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污染随

乡镇工业的发展向广大农村迅速扩

张，加之中国农业化肥、农药、农膜及

生长素的大量使用（中国农业单位面

积化肥施用量在世界大国中名列第

一，是俄罗斯的 9倍），农田土壤污染
日趋严重，一些地区粮食、蔬菜、水果

等农产品被污染，造成某些疾病的发

病率明显升高，对人们身体健康构成

威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垃

圾污染日益突出。1998年全国城市生
活垃圾年产量已达 1.2亿吨，历年堆
存的生活垃圾已达 60亿吨，绝大部
分未经处理，有 200个城市处于垃圾

包围之中。北京年垃圾清运量居全国

之首，约 500万吨，仅废弃塑料袋就约
23亿个。北京周围直径 50米以上垃
圾堆 4700堆，侵占大量土地，还成为
水源、土壤和空气新的污染源。

中国 500 多座城市的大气环境
质量均达不到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

规定的标准，全球 50 个空气污染严
重的城市中，中国有 31 个，而前 10
个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就

占 7 个，其中北京以总悬浮颗粒物、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均超标而位居

第三。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

一，造成国内华中、西南、华南、华东

四大酸雨区，酸雨覆盖国土面积

30% 以 上 ， 出 现 酸 雨 城 市 已 占
71.1%。二氧化碳引起的“温室效应”
已成为世界各国最关注的环境问

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美

国，面临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巨大压力。

中国淡水水域污染严重，总体水

质呈恶化趋势。2010 年全国污水排
放量达到 750亿吨，全国主要江河湖
泊普遍受到污染，一半水体不符合渔

业水质要求，1/4 水体不符合农业灌
溉水质标准；七大江河近一半河段污

染严重，辽河、海河以五类及劣五类

水质为主，已全部失去使用价值；滇

池、巢湖全湖均为劣五类水质，甚至

不具备观赏功能；全国 668座城市日
排污水 9627 万吨，其中 86%以上未
经处理，90%以上的城市水域受到污

染。

中国近岸海域一半受到污染，环

境逐年退化，海洋自然生态破坏加

剧。仅沿岸工厂和城市直接排海的污

水每年就达 86亿吨，主要有害物质
约 146万多吨。渤海每年排入污水近
30 亿吨，污染物 70多万吨，60%海水
受到污染，几乎成了巨大的纳污池，

以致海产品产量锐减、质量恶劣，渔

业资源渐趋枯竭。由于渤海水体 40
年左右才能彻底交换一次，目前面临

着变成“死海”的危机。

中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67 万平
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 38.2%，占国土
面积的 1/3以上，每年流失 50亿吨土
壤和相当于 4000万吨化肥的养分。中
国已成为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荒漠化土地面积达 262.2万平方公里，
占陆地面积的 17.6%，是全国耕地总面
积的 2倍，而且沙化面积仍在以每年
2460平方公里速度扩展。

而中国是少林国家，虽然经过实

行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

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野生动植物保

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项努力，森林

面积由 23.9亿亩增加到 29.3亿亩，森
林覆盖率由 16.55%增加到 20.36%，但
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2/3。人均森林
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4，人均森
林蓄积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7。

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 58%，且国民经济需求
量大的支柱性矿产，如石油、天然

气、铁矿等资源严重短缺，已探明

的 45 种主要矿产，从 2010 年起已
有 2/3 不能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难以继续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

需要。

中国是世界 13 个贫水区之一，
目前全国人均水资源量在世界第 121
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首都北京
为 1/24。全国 18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均水资源低于严重缺水线。到

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接近 16亿，
人均水资源将比现在减少 1/4，约为
1750 立方米，水资源短缺还是中国
21世纪将更为严重的问题。全国每年
缺水约 400亿立方米，耕地每年因干

旱造成粮食减产 280多亿公斤，因为
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350亿美元，
其中 669个城市中，已有 400 多个存
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全国城市缺水量

为 60亿立方米，地下水超采区面积
达 19万平方公里。同时，水资源浪费
严重、有效利用率低，单位 GDP 产出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左右。水资
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资源浪费、水

生态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扭转。

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加，环境

问题日趋严重。中国总量人口、劳动

适龄人口和老龄人口持续增长的三

大高峰，也将在未来 20年至 40 年内
重叠出现：2030 年总人口达峰值 16
亿；2020 年劳动适龄人口峰值近 10

亿；2040 年，65 岁以上老龄人口达
2.5亿的峰值。这些人口变化带来的
衣、食、住、行和就业、养老、教育问

题。中国是全球唯一老龄人口超过一

亿的国家，到今年上半年，老龄化人

口已过 1.67亿，占总人口的 12.5%。

人口三大高峰重叠出现，加剧中国发展环境紧张

中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

主要矿产资源严重短缺，支撑经济发展能力下降

自然生态恶化，灾害频率加快

水域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

大气污染十分突出，面临国际履约压力

垃圾污染日益严重，成为社会一大公害

农田污染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生产和生活方式要进行根本性变革

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化趋势

生态文明的财富观认为农业文明是以土地资产为主流的

财富观，工业文明是以有形和无形资本为主流的财富观，而生

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则是要求以绿色财富为主流的财富观。绿

色财富是指以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为前提，有利于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财富，具有生态性、和谐性、安全性、节约

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

生态文明的消费观认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是以物

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则要求扩

大“绿色文明”发展空间，倡导绿色消费。绿色消费要求消费无

污染、质量好、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产品，提供节能、环保、

健康、安全、舒适的服务；要求转变消费观念、优化消费结构，

形成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鼓励人们更加关注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努力建设绿色家园。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重大工程项目

贾庆林 2011年曾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提出要推进四大
工程项目，并亲自批示部署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曹妃甸

项目、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保护、海南岛国际旅游岛建设、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等若干重大项目，通过若干重大项目工

程的建设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国政协及人资环委已

经形成了贵阳生态文明会议、遂宁绿色经济会议、关注森林活

动等重要活动平台，这些都会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产生

积极的影响。

加强新能源开发与利用

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

点，有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枯竭问题。国家应适时出

台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新能源技术创新，应对气候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同时，着眼于应

对当前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拉动投资、鼓励消费、增加就业，抢

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提升中国能源的国际竞争力。

发展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

“节能减排”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也是人

口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应当主动积极参与国际

气候谈判，按照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参与国际规则的制

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贡献。同时，应加快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在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高技术发

展计划等科技专项计划中安排一批“节能减排”重大技术项

目，攻克一批关键和共性技术；加快节能减排新技术支撑平台

建设，组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强资源

环境高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推动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转化与产品创新体

系。探索创新信贷管理模式，支持国家和省级“节能减排”高新

技术项目，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创新产品生产，并及时提供多

种金融服务。

发展林业和高效优质绿色农业

森林和湿地，是地球的“肺”和“肾”。发展林业，保护森林

和湿地，是应对气候变暖，建设绿色家园的战略工程。大力推

进林权改革，扩大林业投资规模，对造林、育林、护林和保护湿

地实行政策补贴，提高生态林补偿标准。培育全体公民保护森

林和湿地的生态意识。绿色农业是以生产、加工销售绿色食品

为轴心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包括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

有机食品。高效、绿色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

发展绿色旅游等生态服务业

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循环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绿色

商贸服务业、绿色旅游业、绿色物流业等。绿色商贸服务业，以

营造全社会绿色消费环境为重点，构筑绿色市场体系，杜绝假

冒伪劣商品，创建“绿色消费社区”；绿色物流业，将物流需求、

物流节点分布、仓储功能与容量、连接的道路管网或线路、运

输工具系统规划、统筹安排，提高物流效率、减少交通污染排

放，打造现代化的智能物流体系；绿色旅游业摒弃传统的粗放

式大众旅游，保护环境，为旅游者提供颐养身心的高质量旅游

经历，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绿色旅游倡导绿色理念，是实现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培育绿色观念、推行绿色标准、实行

绿色开发、生产绿色产品、开展绿色经营是实现绿色旅游的有

效形式；完善旅游产业结构，促进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

素行业之间的优化，推动入境旅游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和出境

旅游市场结构多元化，调整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和特种旅游三

大旅游产品结构。

发展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包括遗传工程、细胞工程、微生物工程、酶工程

和生物反应器工程五大类别。生物工程产业遵循生物资源—

生物制作—生物食品—生命健康，有利于合理节约利用资源、

缓解资源约束、减轻环境污染，促进资源永续循环。当前应围

绕重大疾病和传染病防治，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大力发展新疫

苗、生物工程药物、小分子药物、现代中药和生物医学工程产

品；发展生物制造业，利用可再生的生物原料生产乙烯、乳酸

等大宗原料化工产品，缓解中国经济发展对石油等矿物资源

的过分依赖；发展生物能源，推动高产、高含油、环境适应性强

的能源植物新品种培育和产业化，提高生物基燃料酒精规模

生产的转化效率，加快生物柴油等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缓解能

源紧缺矛盾；在生物环保领域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处理城市污

水、垃圾，加快生物技术对盐碱地等低质土地改良步伐，研究

推广荒漠及沙漠绿化植物新品种；发展生物技术服务业，拓展

生物工程产业链。

（作者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华

环保基金会理事）

白煜章

白煜章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年的建
设，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的迅速
发展，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全面铺

开，未来 20—30年，正是我们抓住机遇

发展自己，通过经济快速增长缩短与发

达国家的差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

时期。同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

续发展面的环境形势也日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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