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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

本报记者万斯琴

丰富多样的物种、山清水秀的大

地、生机勃勃的环境，这是人类对我

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美好诉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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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作为一家全球型的能源

公司，中国石油早已加入建设美丽中

国的大军。经过近半年努力，中缅油

气管道工程创建水土保持生态文明

工程为全国石油石化行业首创。

从可持续发展行进至绿色发展，

中国石油的履责已然成为当今中央

企业致力建设美丽中国的一个缩影。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着力推进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

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

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

作出贡献。”

事实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对于中央企业来说并不陌生。

过去几年，中国石化一直积极努

力履行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在推动可

持续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11月 29日，中国石化正式发布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环境保护白

皮书（2012）》。这是中国石化首次发
布环境保护白皮书，也是中国工业企

业发布的首个环境保护白皮书。

白皮书的发布正是中国石化贯

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显示了中

国石化作为中央企业，坚决实施绿色

低碳战略、创建环境友好企业的决心

和信心。

有着同样决心和信心的央企不

计其数，同时，也有诸多央企已经付

诸行动。

作为唯一一家主业为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的中央企业，中国节能始终

专注于节能环保领域，致力于节能减

排，致力于先进环保、资源综合利用

和健康产业。12月 7日，发布了《2011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

2007—2011 年，累计生产绿色电力
134亿千瓦时，水处理量 37.72亿吨，
处理固体废弃物 875 万吨，实现二氧
化碳减排 1261万吨等在节能环保主
业发展方面卓越的成绩。

广西大学商学院李欣广学者认

为，“‘绿色’经济的理念，应当更快地

转化为实际的制度、政策、产业发展

规划、企业经营战略以至生活准则，

成为更清楚的舆论宣传与教育材料，

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

行动。”

华侨城始终将“生态保护大于

天”的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和发展

中。近期，华侨城正式启动“深圳市华

会所生态环保基金会”。 作为华侨城

首个基金会，华会所生态环保基金会

以倡导生态环保理念，传播绿色文

明，推动生态保护及环保教育为宗

旨。

启动绿色创新引擎

世界经济在转型，中国经济也在

转型。

目前，世界各国大力发展绿色经

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从而

应对绿色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大绿色增

长。转变发展方式，通过自主创新，走

绿色工业化道路，是迈向绿色经济的

有效途径。

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央企业

纷纷加大了对绿色领域的投资和绿

色技术创新的力度。

中国华能把建设注重科技、保护

环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公司”作为己任，大力实施科技创新

战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

促进中国发电行业技术进步、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实现电力工业科学发

展，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12月 12日，华能天津 IGCC 电
站示范工程投产。这是中国首座煤气

化联合循环电站，同时这标志着中国

清洁煤电技术跻身国际前列，对中国

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

事实上，央企极早就把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企业责

任在抓。央企的绿色发展潮流浩浩荡

荡，作为国之动脉的央企，屹立于世

界发展大潮的前沿，率先发动绿色革

命，率先迈向绿色文明。

大唐电信集团一贯积极履行高

科技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将责任理

念贯穿于集团发展全过程中。在履行

产业责任方面，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带动中国通信业形成创新链群体

突破，促进民族通信产业链的整体升

级，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的跨越，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促进

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2012年年初，由大唐电信集团提
出、中国政府主导的 TD-LTE- Ad原
vanced被国际电联确认为 4G国际标
准，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在无线移动通

信产业竞争方面的话语权，为未来十

年我国主导全球移动通信产业发展

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而今，中央企业正通过一场场全

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寻求全新的发展

方式，努力实现绿色经济突破，致力

建设美丽中国。

正如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顾

学宁所说，“只有恰当的并且具有战

略优势的产业发展才能决胜未来。国

家战略至关重要，而国有企业是最为

适合的国家战略实施者。”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钢

集团公司形成了基于经济、环境和社

会三重底线，同时结合行业特征的可

持续发展理念，在服务于钢铁工业和

钢铁生产企业的过程中，始终兼顾各

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持续提升价值创

造。

中钢集团不断打造绿色钢铁，在

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发展低

碳经济，提升上下游企业的环保水

平，不断致力于钢铁产业链的绿色制

造，致力建设美丽中国。

绿色国策下
从责任走向未来

绿色转型，绿色发展。“十二五”

规划首次提出绿色发展战略，成为中

国首都绿色发展的五年规划，这预示

着，到 2020年前后中国将从局部的
生态盈余转向全面的生态盈余，并将

根本性扭转中国长期以来的生态环

境恶化趋势。

十八大报告的“美丽中国”所要

求的，不仅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

更是一个“绿色中国”、一个“幸福中

国”。这一国策，使实践“绿色新政”的

央企充满期待。

构成中国发展模式的诸多要素

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正

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这就更需

中央企业用全新的角度重思与重构

发展中的责任问题。

如何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珍惜地

球资源，以一个社会责任承担者身份

来建设绿色中国？如何开创绿色现代

化？如何为人类发展做出绿色贡献？

摆在央企面前的，是一个不容小视的

课题。

事实上，中央企业正在采取措

施，制定规划，加快全球转型，实现一

个低碳的、资源节约的以及社会兼容

的绿色未来。

中化集团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

企业基因的一部分，高度重视社会责

任工作，努力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融

入到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建立了涵

盖总部和下属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

体系，在服务国计民生、提供满意服

务、践行安全环保、尊重人才价值、助

力公益事业等方面，积极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矢志成为恪守社会责任、受

人尊敬的伟大公司。

央企是绿色发展的主力军，更是

绿色现代化之路的创新主体。

中国建材给自己下了责任央企

的目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建材生产

和消费国，建材产业属于高污染、高

能耗、高排放的行业。作为中央企业

和行业排头兵，中国建材将社会责任

置于企业发展的首要地位，大力推进

节能减排，积极转变发展方式，致力

于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环保的生产

生活环境。

同时，中国建材将发展新型建

材、新型房屋和新能源材料“三新产

业”作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阵

地之一，致力于为人民群众提供绿

色、环保、低碳的产品和服务，同时

倡导更为健康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

式，促进消费转型升级，为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积

极贡献。

通过绿色发展，致力建设美丽中

国，中央企业会继续用国际标准丈量

自身责任与义务，履行社会责任、产

业责任和经济责任，誓做有担当的

“绿色公民”。

种种事例证明，中央企业将成为

发展绿色经济的契机和推动中国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动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企业必将

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者、创新者

和引领者。

责任央企：引领美丽中国

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胡锦涛同志

所作的十八大报告，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

党领导中国发展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勾画出中国未来发展的

蓝图。报告中的新表述、新思想、新论断，引发了与会代表和各

界干部群众的广泛关注。

“美丽中国”

【原音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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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观点】
十八大代表、山西省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把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深化了，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

界负责的精神。

十八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生态文明其实就是把

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为后人“乘凉”而“种树”。

十八大代表、广东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要赢得真正的富

裕文明，必须守住“绿水青山”。报告坚定了我们走绿水青山、

民富市强道路的决心，我们要争取早日建成宜居宜业宜游城

乡协调发展示范市，努力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绿色发展范式。

【背景解读】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

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

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

并将到 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推广绿色建筑、绿色施工，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矿业，

推广绿色消费模式，推行政府绿色采购……“绿色发展”被明

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

的决心和信心。

“生态产品”

【原音重现】
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实施重大生态

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

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

【代表观点】
十八大代表、招商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储蓄主管刘娟：以

前没有看到过“生态产品”这种表述，这一新提法反映出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优质生态产品、优良生态环境的需

求越来越迫切。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绿色食品，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会在周末赶到郊区农村呼吸清新的空气。

十八大代表、广西贺州市委书记彭晓春：生态文明是一种

更高形式的文明，要想为百姓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就必

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也是破解地方发展难题的出路

所在。

十八大代表、长影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丽娟：一些重

点水域出现水污染，部分城市灰霾天气增多，生态系统破坏带

来的自然灾害频发，这些都敲响了保护自然的警钟，需要我们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理念。

【背景解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历经 30多年快速发展，我们国家提供物质产品的生产能
力大幅提高，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也在快速提高，但相对而

言，提供生态产品特别是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实际上在减弱。

过去我们定义产品，都是从生产角度定义。把树砍了，是

一种劳动，树变成了产品。但把树砍了以后，它提供清新空气

的重要功能损失了，清新空气这种生态产品就没有了。

说到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为

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良好生态环

境、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

十八大报告
“美丽中国”解读

中国石化一直积极努力履行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在推动可

持续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建材给自己下了责任央企的目标。

中化集团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基因的一部分。

华侨城始终将“生态保护大于天”的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

和发展中。

作为唯一一家主业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中央企业，中国节

能始终专注于节能环保领域。

大唐电信集团一贯积极履行高科技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华能把建设注重科技、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公司”作为己任。

中钢集团不断打造绿色钢铁。

大力发展绿

色经济，加大绿色

增长。转变发展方

式，通过自主创

新，走绿色工业化

道路，是迈向绿色

经济的有效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