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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革新之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之中，这引发了社会各方对生态文

明的高度关注。近日，水利部发文要

求，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从源

头上扭转水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产业转型的

目标，也是产业升级的手段，未来，国

家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

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2012年 12月 27日，以

探讨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主要议

题的“首届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论坛”

在山东东营隆重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

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台，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

长、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冯并，中

华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中国工

业企业联合会高级副会长纪明波，著

名经济学家、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

局长李连仲，全国政协三局局长、人

资环委办公室主任白煜章，资深生态

文明与生态产业专家、联合国国际生

态安全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宗

超，《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及中

共东营市委副书记、东营市市长申长

友等出席了此次论坛。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为本次论

坛专门发来贺信。贺信指出：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

需要，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

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

小康社会建设的重大选择；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是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现实道

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区

域中心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引领。

张文台在讲话中指出，生态文明

是对现有文明的整合与重塑，是一种

更为高尚的发展目标。生态文明作为

一种崭新形态，冲破工业文明的种种

障碍，是人类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抉择。

冯并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已经成为企业进一步增强社会

责任的最新课题。

申长友在致辞中指出，东营从实

际出发，把生态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方

向，以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总抓

手，把生态建设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各个环节，全力打造秀美宜居、

富有魅力的生态城市。

围绕“美丽中国：生态与经济协

调发展”这一主题，结合城市、企业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和经验，与会嘉宾

进行了热烈研讨。著名经济学家、中

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资

深生态文明与生态产业专家、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

士刘宗超等，还就十八大后的经济走

势与建设美丽中国这一主题阐述了

最新的观点。

论坛由《中国企业报》、中国生态

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国家智慧城市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主办，中共东营

市委宣传部承办。这是十八大后第一

个全国范围的“美丽中国”生态文明

主题论坛。

本报记者 王敏

首届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论坛举办，“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成热议话题

2012 年 12 月底，《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东营，亲身体
会了这里的生态立市。天鹅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地处黄河入

海口黄蓝交汇处，大片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成群的黑白天

鹅或在水中嬉戏，或在蓝天盘旋，野鸭欢快地“嘎嘎”叫着

呼唤同伴，披着绚丽羽毛的野鸡偶尔从芦苇荡里钻出个圆

圆的脑袋，给冬日的湿地增加了无限生机。

金湖银河生态工程、黄河三角洲动物乐园和生态林场

等，所到之处，无不是宽阔的马路、整齐的绿化带、大片的

水域和清新的空气……

据东营市市长申长友介绍，东营市地处山东省北部，

是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

东营入海，孕育了共和国这片最年轻的土地，也造就了这

里独特的生态环境。东营大部分区域为黄河百年冲积而成

的新生淤地，具有生态禀赋良好和自然生态脆弱的双重属

性，过去被称为山东的“北大荒”。维持良好的生态系统，既

是保障生态安全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载体。近几年东营从黄河口生态环境实际出发，把生态建

设摆上首要位置，加快构筑独具特色的生态系统，充分展

示东营的自然之美、绿色之美、生态之美。

申长友告诉记者，大江大河入海口三角洲是孕育人类

文明的摇篮，是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2009 年 11
月，国务院批复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

划》，2011 年 1 月，又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
划》，黄蓝两大国家战略在东营融合叠加，为东营的发展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国务院批复的黄蓝两个《规划》，都明确提出了生态优

先的发展要求；东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工业化城镇化水

平较高，具备向生态文明跨越的条件。近年来，东营牢牢抓

住实施黄蓝国家战略的有利机遇，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

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经济繁荣发达、城市秀美宜居、社会

文明和谐、人民富裕幸福的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奋斗目

标。

申长友说，近几年东营从几方面做起，逐渐构筑着生

态东营的画面。

一是实施生态绿化工程。东营作为退海而生的新淤

地，成陆时间较短，土地盐碱化程度高，造林绿化难度大，

缺树少绿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东

营从去年开始实施了生态林场建设工程，计划用 5 年左右
的时间，规划建设 30 处生态林场，新增造林面积 80 万亩；
先期启动的 11 处生态林场，已完成造林 11.5 万亩。从
2007 年开始实施了路网、水网、林网“三网”绿化工程，5 年
累计植树过亿株，新增绿化面积 87 万亩。下一步，还将沿
黄河规划建设 200 平方公里的生态林带，沿海规划建设
175 平方公里的生态林带，打造生态绿色屏障。

二是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东营境内河湖密布、湿

地广袤，陆域湿地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4%，总面积 1530
平方公里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暖温带

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河口湿地在蓄

滞洪水、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地位。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黄河下游水量减少，黄
河口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衰减等问题日益突出。面对严

峻的环境形势，东营启动实施了百万亩湿地修复工程，目

前已修复湿地 38 万亩，湿地生态质量明显提高，重点物种
得到有效保护，其中鸟类达到 298 种，东方白鹳、丹顶鹤、
黑嘴鸥三种珍稀濒危鸟类数量分别占全球的 11.7%、
15.2%和 18.8%。下一步，东营将以百万亩湿地修复工程为
抓手，加强黄河口湿地修复与综合整治，争取到 2015 年湿
地保护面积达到 330 万亩，努力把东营打造成为知名的
“东方湿地之城”。

三是实施海洋生态保护工程。东营地处渤海之滨，海

岸线长 413 公里，滩涂面积 1200 平方公里，负 15 米等深线
浅海面积 4800 平方公里，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东营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东营以争创国家级海洋文明

示范区为抓手，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不断加强海洋综合

管理，积极推进海洋资源有序开发，投资 4000 多万元建设
了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和海洋环境建设预报中心，建立

了 5 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近海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成为环渤海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昔日“北大荒”
今日“生态市”

美丽中国：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在美丽的东海之滨，有座年轻美

丽的城市———东营。她不仅以油田闻

名遐迩，更以近些年的美丽神态为人

津津乐道。驱车在东营大街上，你会

为那先进的信号灯倒计时设计而感

慨；行走在黄河之滨，你会被天鹅野

鸭逗乐。在一片“S”型黄河入海口的
黄蓝交汇处，冬天的黄河水裹挟着冰

凌汇入大海，一去不返。

日复一日，神奇的黄河三角洲诞

生，独特的湿地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

儿。湿地上在严寒中摇曳的大片芦苇

荡似乎在告诉人们：春夏秋冬这里都

生机勃勃。

一行人的到来惊醒了酣睡的天

鹅和麻鸭，这是一行探讨美丽生态的

人们。

实现国富民强
守住“绿水青山”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

来的长远大计，明确指出，要努力建

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

在十八大闭幕后不久，“首届美

丽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在山东东营隆

重开幕。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生态文

明建设，号召实现可持续发展、协调

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

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

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

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

述，表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

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彰显出中

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中国工业企业联合会高级副会

长纪明波告诉记者，要实现真正的国

富民强，必须守住“绿水青山”，着力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纪明波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巨

大的发展前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是全面的、综合的长期战略任务，

如何尽快地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要求、做法等，逐步地全面融合进中

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之中，是时代和人民给我们

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新要求。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

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生态安

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宗超说，生态文

明是人类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

有计划地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公

共管理，进行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意

义上的制度建设，协调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形成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

共同发展摆在

首位，合理地调

节人类与自然

之间的物质循

环、能量变换与

信息交换和生

物圈的生态平

衡，按照生态规

律进行生产，在

维持自然界再

生产的基础上

考虑经济的再

生产，是人与自

然和谐的、同步

的发展。

英国 《卫

报》曾刊登过一

篇评论，认为：

“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
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

国要引领 21世纪，它必须教会世界
如何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英国人把

人类带进了工业文明，美国人把世界

引入了信息文明，中国人将把地球推

向生态文明。

当代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

理论代表约翰·柯布教授公开提出

“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认为中国

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并希望
中国成为超越现代性引领世界走向

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精神和道德

领袖。

刘宗超表示，改革开放 30多年，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突飞猛进。从

1990年到 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
增长 100豫，天然气增长 92豫，钢增长
143豫，铜增长 189豫，铝增长 380豫，锌
增长 311豫，十种有色金属增长
276豫。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
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 21豫，
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 1.8豫，天然气占
0.7豫，铁矿石不足 9豫，铜矿不足 5豫，
铝土矿不足 2豫。到今天，我们已经不
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

从消费总量看，到 2010年，中国的石
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 57豫，铁矿石将
达到 57豫，铜将达到 70豫，铝将达
80豫。

刘宗超告诉记者，中国的环境质

量仍有四方面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地

表水的污染依然严重，七大水系水质

总体为中度污染，湖泊富营养化问题

突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

染。2008 年中国地表水 746个国控
断面，玉到芋类水的比例为 47.7%，V
类或劣 V类水占 23%，且人口密集
地区作为饮用水源的水体环境质量

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二是部分城市空

气污染仍然较重，重点城市未达到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城市比例较高，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天数没有很大的

提高。三是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

污染凸显，饮水安全存在隐患，农村

环境呈现出“小污易成大污、小污已

成大害”的局面。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中心主

任吴金希表示，2007 年，WHO发现，
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在中国每年夺

去 65.6万人生命，受污染的饮用水
则每年夺去 9.56万个生命。二者加
起来相当于在中国每年发生三次唐

山大地震、11次汶川大地震。因此，
很多人指出“不发展是对后世子孙的

最大贡献”，背后的道理就在于此。

不走发达国家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柯布教授说，我和我的同事们坚

信，地球及其人类居住者(还包括其
他居住者)的前途，取决于中国正在
制定的种种政策。我们都不希望中国

重蹈西方现代化的覆辙，希望中国借

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

条新路，即“生态文明之路”。在我看

来，中国将很有可能在 50年内成为
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中国人口比北

大西洋国家人口总和还多。中国人以

其智慧、活力、自律、善于经营和创造

性闻名于世。从很多方面看，西方正

在走下坡路。

但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让环境

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绝不走发达

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样的

论调已经在我们耳边响了 20 多年，
但是，不仅没有变成现实，而且，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

度。

（下转第八版）

本报记者 王敏

生态文明建设成企业新竞争力

本报记者 王敏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湿地栖息的天鹅

广汽吉奥东营分公司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林瑞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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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