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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张龙

“生态文明·美丽家园”关注气候中
国峰会在京召开，王忠禹做主旨发言，
三大倡议书成峰会亮点

由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办的“生态文明·美丽家
园”关注气候中国峰会于 7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与国家发改委、环保部、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国全
球契约组织一起参与支持了本次峰会。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
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在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 联合国
全球契约理事、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席、中国企联常
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关注气候中国峰会
的重要批示，他同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专门录制的视频向峰
会致辞祝贺，希望通过峰会凝聚企业界、政府和民间
社会的力量，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更多地转化为实
际行动，使政府、企业和经济社会多方受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 全国政协
常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经济联合会会长
李毅中，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轮值主席、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联合国原副秘书长、里约+20
峰会秘书长沙祖康，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香港经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陈经纬，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姚峰，联
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乔治·科尔等人出席会议并
致辞。

王忠禹在讲话中指出， 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担负着重要任务和责
任。 他提出，要深刻认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
要作用， 切实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
划，大力开发采用低碳技术，鼓励推进企业结构调整，
勇于承担低碳发展社会责任。

傅成玉表示， 企业界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者
和示范者，也是有力的倡导者。 企业在创造社会财富、
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走
生态文明与企业发展共赢道路，通过负责任的投资和
生产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共
赢。

联合国秘书长后 2015 发展计划特别顾问阿米娜·
莫罕默德，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计，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 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全
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席团成员、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
关志华， 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分别进行了发
言。

在当日下午，同时举行了“碧海蓝天———全球契约
中日韩网络代表圆桌会议”、“观澜听潮———应对气候
变化， 我们在行动”、“叠翠流芳———上市公司董事会
秘书关注气候论坛”3 个会议。来自政府、企业界、研究
机构的人士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届峰会形成了 3 个成果文件： 一是《中国企业
联合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
与会企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倡议书》， 倡议企业在发
展中保护环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和
美丽家园；目前已有中国石化、东方电气、中国建筑材
料集团、巴斯夫、诺维信、经纬集团等 57 家企业签署
该倡议书。 二是数十家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表发布
并签署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关注气候倡议
书》。 三是企业社会责任青年大使代表中国青年发布
《中国青年关注气候倡议书》。

峰会的成果将提交给中国政府， 并提交给即将于
9 月份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以及
11 月份在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来自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成员企业、 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高层领导和代表以及中国政府有
关部门、地方政府代表，全球契约日本、韩国代表，境
内外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等 500 人出席了
本次峰会。

7 月 30 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
工商联副主席、香港中国商会主席、经
纬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经纬在开幕式上
倡导， 中国企业要勇于承担保护环境
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任。

陈经纬指出， 当下一些企业生态
意识淡薄， 不是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
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 而是急功近利
的掠夺和榨取自然资源， 迫害生态环
境； 许多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生态责任
缺乏有效的监管， 一些地方官员 GDP
至上，只注重企业的利润、税收，并以
此作为衡量政绩标准； 加上一些地方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我国生态环
境的持续恶化等等。

对于以上种种现象，陈经纬表示，

这些问题绝不能任其发展下去， 中国
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 不管是大
企业还是小企业， 都要按照中央政府
的要求，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生
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
去。 企业作为社会的主体，社会活动同
社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 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 企业承担起义务的生态责
任，不仅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同时也
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目前，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尚属
起步阶段， 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
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解决目前存
在的环境问题， 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
的， 必须依靠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企
业家的共同参与， 长期坚持、 艰苦奋
斗，才能见效。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

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是企业社会责
任， 尤其是企业生态责任严重缺失造
成的， 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全球化和严
峻化的主要根源。

对此，陈经纬建议，企业要把生态
责任意识的强弱和生态责任履行的好
坏，作为衡量经营企业优劣的一项重要
标准；要建立不同类型企业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实施方案和路径，通过技术进
步等措施把节能减排工作落到实处；生
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政府、企
业、社会国内组织要协同合作；中央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制订完善支持企业参
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政策、 法规，以
提高企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性， 依照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境，
真正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解振华：2015 年节能环保总产值可达 4.5 万亿

李毅中：中国应坚持走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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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已局部领先世界

专访

乔治·科尔：全球契约致力打造公平的企业合作平台
本报记者 任腾飞

《中国企业报》：我们注意到，全球
契约“生态文明·美丽家园” 关注气候
峰会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举办，有
什么特殊意义？

乔治·科尔：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
前，全球契约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
自愿性质的企业公民倡议组织，在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 万多家企
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成员。有一点让我
非常自豪的是， 全球契约自成立之后，
在敦促和动员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
方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
的成效。 现在，在加入我们全球契约组
织的企业当中，有 1/2 是来自非经合组

织（OECD）国家。而对于中国来说，二十
几年前还在努力跟上世界的步伐，如
今， 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在一些领域，比
如说在关注气候变化方面已经走到世
界前列。我希望其他的国家也能够仿效
中国， 能够遵循这条有益于世界的道
路。

《中国企业报》：加入全球契约组织
的企业，不仅有来自发达国家也有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仅有中小企业也
有大企业。 对于这些不同身份、不同背
景的企业来说，全球契约如何才能保证
公平？

乔治·科尔： 全球契约致力于打造
一个让各方平等对话和合作的平台。让
这些无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

国家，无论是什么规模的企业，都能够
在一起分享知识、共享资源。 这是我们
全球契约组织成立的初衷，最终的目标
是建立一个可持续、 包容性的全球市
场。 实际上，为了保证各方能够处在相
同的环境下进行平等对话，全球契约组
织反而更加重视来自经济欠发达国家
的企业所在的地方网络，为他们提供更
多的支持。 比如本次会议上，中、日、韩
三国网路的交流，就是我们全球契约的
工作机制的一个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
案例。 同时，我们也相信中小企业在环
保方面并不比大企业逊色，如果小企业
的领导者对全球契约原则做出了承诺，
我们会为他们在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
成为领军者敞开大门。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
乔治·科尔

7 月 30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解振华在关注气候变化中
国峰会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最近几
年，中国的企业家们已经走向了应对
气候变化的第一线，参与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的讨论和行动，展现了中国企
业的社会责任。

由于人口众多、 气候条件复杂、
生态环境脆弱，中国成为最易受气候
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 同时，由
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也面临着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与建设生态文明多重
任务。 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
国决心不再重复发达国家无约束排
放温室气体的老路，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解振华指出，2006 年—2012 年 ，

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约
23.6%，相当于少排放约 18 亿吨二氧
化碳，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应
尽的义务。 这其中，最不应忽视的是
企业界所付出的努力。 最近几年，中
国的企业家们已经走向了应对气候
变化的第一线，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讨论和行动，展现了中国企业家
的社会责任。

解振华强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
效，但我国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的
粗放型发展方式仍未得到根本转变。
我国应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争取
到 2015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达到 47%，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8%
左右， 其中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
4.5 万亿元，年均增长 15%以上。据测
算，“十二五” 期间节能减排重点工
程 ， 我们国家的投资将达到 2.3 万
亿，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投资将达到
1.8 万亿， 高效节能技术与装备市场
的 占 有 率 将 由 目 前 的 5% 提 高 到
30%。

面对前景广阔的绿色低碳市场，
解振华鼓励中国企业，要牢牢地把握
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加大低
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应用，摆脱传
统的发展模式， 提升自身国际竞争
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自觉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实现企业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解振华

7 月 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
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
在“关注气候变化中国峰会”开幕式
上表示，工业领域是减缓和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要阵地，中国应坚持走特色
新型工业化道路。

李毅中指出， 由于历史的局限，
先行国家曾无节制地使用能源资源，
先污染后治理给地球和人类酿成了
灾难， 中国不能重复先行国家的老
路。 工业领域是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主要阵地，中国应坚持走特色新型
工业化道路，以清洁生产和集约增长
为内在要求，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倡
导循环经济，实施低碳发展、绿色发
展，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

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工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40%左
右， 是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主
要领域， 工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
70%以上。 而当前大气污染、PM2.5 严
重超标、雾霾造成的社会公害，正在危
害着人类健康。 因此，能源燃料的清洁
化、 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已成为紧迫
任务。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提出了 2020年比 2005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40%—45%，
“十二五”期间降低 17%的减排目标。

李毅中强调， 走特色新型工业化
道路， 仅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企
业也要把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落
实到生产经营中去， 履行社会责任。
在多数企业成本构成中，能耗、物耗

占很大比例， 减排治污需要投入、需
要费用。 从短期利益来讲，这些投入
会增加开支和成本，因此企业往往处
于被动的、不自觉的状态。 企业应主
动自觉纠正，相关部门和社会要加强
监管。

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生态环境是
全球的共同任务，中国政府和企业正
在积极做出自己的努力。 对此，李毅
中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有通过广泛
的国际合作，这一世界性难题才可能
有效解决。 发达国家应该积极为发展
中国家提供技术、 资金方面的支持；
发展中国家也要在发展过程中，吸取
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努力避免走
先行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李毅中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经纬集团董事局主席

陈经纬

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席、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
李德成宣读张高丽批示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