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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过去发展的几十年

里一直重视“量”，而忽略了“质”，生

态环境形势日趋严峻。同时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对

良好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更为迫切。

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注定会将生态文

明这一话题推到热点的前沿，任何

一件有关生态的小事都有可能转变

成大的环境事件。从生态文明相关

新闻量走势图中看出，今年的生态

文明关注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因

此对于生态文明的舆情必须时刻保

持警惕。

针对过去几年频发的环境问题

和事件，今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更

注重在环境“防”、“管”和“治”上下

功夫，加快了环境保护的步伐，相继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的政策和制度，探索新的环境

保护措施，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治理

方法，并加大了对环境污染的处罚，

尤其是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提到

国家发展的新高度，明确建立美丽

中国的目标，更是引起来媒体和公

众的极大关注和热议，美丽中国也

一跃成为十八大之后最为热议的话

题。媒体对这些政府作为给予了大

篇幅的正面报道，公众也给予了持

续关注。与过去报道和看待环境问

题一边倒的态势不同，人们对于环

境问题更为理性，对国家的行政作

为多方面去解析，并积极以参与者

的角色出谋划策。

正是政府的积极作为及与公众

的正面舆情互动带动了公众参与

建设美丽中国的积极性，传递出

的保护生态文明的正能量也更加

持续。

对待过去 30 年经济发展模式
遗留下的环境问题和未来的生态文

明发展道路，中国在今年的十八大

报告中提出了方法和方向，也是对

长期以来公众对环境问题舆情的最

高级别的应对。在以后具体的生态

文明建设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仍需积极应对，主动作为，才能

够引起公众共鸣，进而营造共同建

设美丽中国的良好氛围。

2012年生态文明十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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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为传递保护生态文明正能量

继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后，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赋予了生

态文明在国家发展建设中更高的地位。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公众所重视，

如何守住自然之美、打造和谐之美，营造可持续之美也就成了更多人思考和关注的话题，为此，我们梳理

了 2012年生态文明十大热点话题。

胡锦涛说，建设生态文明，是关

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

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

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

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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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中国”一词第一次进入公

众视野，立即引起了媒体和人们的

极大热议。新华微评：“美丽中国”乃

民心所向、百姓所盼；《人民日报海

外版》：追寻现代美丽中国；人民网：

“美丽中国”———执政理念新发展；

《北京青年报》：“美丽中国”将是共

同家园；《中国消费者报》：开启美丽

中国新时代；《西安晚报》：建设“美

丽中国”说出百姓心里话；东方网 :从

“小康中国”到“美丽中国”；网友“毛

建国”：“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对

人民期待的回应，而且是对经济挑

战的应对。一方面，经济发展面临的

资源环境制约越来越凸显，石油等

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另

一方面，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

化，自然灾害压力增大。只有更大力

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网友“吴仁寿”：

“美丽中国”首入报告，为我们勾画

出中国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为今

后发展指明了方向，这让我们对中

国未来充满期望的同时，也增添饱

满的信心，必将激发起我们奋进的

力量。

“美丽中国”充分切合公众对改

善生态环境的期待，因此对它的热

议还将持续，而且会掀起一个个新

高潮。

PM2.5 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
等于 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吸
入颗粒物，它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

物质，能在大气中长时间停留、输送

距离远，极易影响人体健康和大气

环境质量。在国外，PM2.5是重要的
测控空气污染程度的指数。2011年
10月—11 月，北京地区接连出现灰
霾天气，而美国使馆和北京市环保

局监测的环境数据相差较大，引发

了公众对环保部门环境监测数据的

质疑，PM2.5指数进入公众视野，引
起了极大关注和热议。

2012年 2月，国务院同意发布
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

了 PM2.5监测指标。今年全国两会，
PM2.5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温
家宝总理在报告中强调，“今年在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

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细颗粒物

（PM2.5）等项目监测，2015年覆盖所
有地级以上城市。”5月 24日环保部
公布了《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

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全国 74 个城
市在 10月底前完成 PM2.5“国控点”
监测的试运行，12 月底前公布监测
结果。

PM2.5指数在 2011年受到公众
热议时，相关环境部门就立即对

PM2.5 指数监测进行了回应，今年
更是大力推进 PM2.5 指数监测和
公开。目前部分省市 PM2.5指数发
布已经常态化，得到了公众的一定

认可。但 PM2.5指数的监测和发布
只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手段，却不是

目的，因此要获得更多的正面舆

情，就要为改善环境做更多的实质

努力。

1997 年 12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日本京都通

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

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

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

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

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

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

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2012 年 1 月 13 日，国家发改
委宣布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

重庆市、深圳市和广东省、湖北省

获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

作，以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

市场，以较低成本实现 2020 年中
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

2012 年 9 月 11 日，广东省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正式启动，广州碳排

放权交易所揭牌，并成功运作了

我国首宗碳排放权配额的一级市

场交易。

碳交易试点是我国践行国际

承诺，逐步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一

步，它牵涉到国内众多企业的温室

气体排放问题，也关系到我们的生

活环境能否减慢气候变暖的脚步，

因此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

出“节能减排”，提出能耗和污染物

排放双减目标。但在执行节能减排

过程中各方面工作仍存在认识不到

位、责任不明确、措施不配套、政策

不完善、投入不落实、协调不得力等

问题，出现了节能减排前松后紧的

情况，在“十一五”末期甚至出现了

拉闸限电现象，多家媒体对此进行

了报道。因此对“十二五”期间的节

能减排措施，媒体和公众充满了期

待。

2012年 8月 6日，国务院印发
《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为强化目标责任，《规划》明
确，国务院每年组织开展省级人民

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政

府绩效管理，实行问责制。

各媒体均以节能减排考核实

行领导问责制为题对《规划》进行

了报道。另外，各地紧密结合省级

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

考核，报道本地开展地级、县级节

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而公众

对于问责制如何实行在微博上进

行了讨论。

5月 22日，环保部年内首次向
央企旗下项目开罚单。当日，环保部

下发了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

令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两家央企旗下的

工程项目停止建设。

在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

环保部分别致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管道建设项目经理部和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谏壁发电厂，指

出中卫-贵阳联络线工程项目、5 万
吨级煤码头工程项目未获环评批准

就先行擅自建设，违反了《环境影响

评价法》有关环评制度的规定。

央企的特殊性质和环境问题任

何一个话题都足以吸引公众眼球，

而这次话题两者都牵涉其中，让这

次事件一经报道就受到广泛热议。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

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

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

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

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建筑（摘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378）。
随着《“十二五”建筑节能专项

规划》、《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

的实施意见》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中

国“绿色建筑”时代悄然来临，中国

绿色建筑发展的情况已经由起步阶

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绿色建筑是在可持续发展和绿

色 GDP 基础上提出的更具体化更
贴近人们生活的事物，在当前人们

对优美环境极度渴求和生活成本压

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它的提出不

仅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更符

合人们对居住空间的理念，因此受

到了人们的热切关注。

6月 20日，广东省环保厅对外
通报，该厅与广东省保监局 6月初
正式发布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即日

起正式生效，凡购买了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的在粤企业，发生环境污染

意外事故后，产生的损失将由保险

公司依规“埋单”(赔偿)。作为一项责
任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

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

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

的保险，使污染受害者在被保险人

无力赔偿的情况下也能及时得到赔

偿。

环境污染责任险为生态恢复提

供了新的保障，也是针对近些年来

部分企业发生“污染的起，却赔不起”

的情况，政府部门探索的新举措。这

就彻底解决了一些企业在污染发生

之后无责任能力赔付的现象，高度

符合公众利益。此举措一推出立即

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2011年 6月，中海油和美国康
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蓬莱 19-3油
田 B、C平台分别发生溢油事故。这
次溢油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影

响，导致当地渔民养殖损失惨重，事

后康菲公司没有正面回应赔偿问题。

部分媒体以专题或专栏的形式对该

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

今年该事件有了新进展，1月底，
农业部与中海油、康菲共同达成 10亿
元赔款协议。4月 27日下午，康菲公

司和中海油联合宣布，与中国国家海

洋局达成协议，康菲公司将出资 10.9
亿元人民币，赔偿溢油事故对海洋生

态造成的损失；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再

分别出资 4.8 亿元和 1.13 亿元人民
币，承担保护渤海环境的社会责任。两

家公司将总计支付 16.83亿元。
针对康菲溢油事故，媒体和公众

关注有近一年时间，直至达成第二次

赔偿协议，溢油事故关注度才逐渐降

低。

2012年年初，国家海洋局下发
“关于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

意见”，就促进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推动沿海

地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出

了明确意见和目标，力争到“十二

五”末建成 10—15个国家级海洋生
态文明示范区。

10月 30日，国家级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暨第

一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批国家级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年底前将从山

东、浙江、福建、广东 4省中评出。国家
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将对中

国整个海洋生态文明起到典范作用。

在福岛“核泄露”之后，尽管中国

近海海域未受其影响，但“海洋污染”

一词全面进入公众视野，这次建设海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恰恰符合公众对

海洋环境的诉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将是未来公众长期关注的话题。

今年年初，环保部陆续召开了

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和行业发展战

略环境评价 (简称“西部大开发战略
环评”)启动会，西南、西北区域战略
环评技术方案评审会。环保部首次

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汇聚多

部门力量，具有一定的行政强制力，

今后一切地区和行业规划环评、建

设项目环评都要以此为依据。

环评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

青指出在项目环评上要根据不同地

区阶段性发展特征，实施区域化的

环境准入标准，并切实提升规划环

评，从决策源头防范生态破坏和环

境污染的有效性。

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是对过去

“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彻底

抛弃，充分体现了政府经济发展理

念的转变，受到媒体、公众及地方政

府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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