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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蓝色海湾治行动

坚持绿色发展

坚持节约资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

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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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要真正嵌入绿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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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笔谈

图说

□刘学敏

●● ●● ●●

各方聚焦绿色理念引领中国发展走向可持续
——访中央党校教授李宏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五）

□本报记者 杨晓东

●全面推进绿色制造是
建设制造强国的要求。金融
危机以后，很多国家都把实体
经济、制造业作为发展重点，
力图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
2009 年底，美国出现了一个
叫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政策框
架，随后又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德国出了一个工业 4.0，大
家都很关注；法国提出“新工
业法国”的概念；英国制定了
2050 的发展规划；韩国提出
了“新动力产业”等等，基本上
这些主要经济体都把目光聚
焦到实体经济上。新一轮的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于我
们谋划生态文明、绿色制造提
供了技术上的支撑。“中国制
造 2025”明确了三步走的战
略：用十年时间进入到制造强
国行列，再用两个十年巩固提
高，甚至在制造强国当中有一
个引领地位。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副部长冯飞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不
仅是“十三五”规划编制的思
考方向和重要任务，同时也是
重要的增长动力之一。资源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节
能减排要求更高，导致企业生
产成本更高，短时间对企业和
经济发展有所影响，但长期来
说带来了整个社会对绿色经
济发展的认同，使得整个社会
对绿色经济投资加快。这个
本身也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难
得机遇。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
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回收利用可以把垃圾
变成资源，这是升级。循环经
济不是处理垃圾，而是要从根
本上根绝垃圾，不让垃圾产
生。循环经济应该是一场经
济变革。循环经济应从注重

“资源生产率”到“资源生产率
与控制垃圾产生总量并重”，
实现循环经济发展从“废物循
环”到“产品循环”再到“服务
循环”的三个进阶。

——世界经济论坛循环
经济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同
济大学教授诸大建

●必须依靠价、税、财配
套改革，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
的长效机制来进行划界。优
化财政收入，优化财政支出，
建立和信贷手段、融资手段相
匹配的贴息和信用担保，重视
基金的发展，与 PPP形成对接
等五个方面，是财政政策在支
持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
发挥的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
学家贾康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在
未来的发展中倡导生态、绿色、低碳、循环的理
念，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笔者认为，坚持
绿色发展，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经
济发展真正嵌入绿色元素。

中国推进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构建绿色、低
碳、可循环的产业体系和产品体系，彻底改变以
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
变“黑色经济”为绿色经济。其实，产业体系的改
变人们已经颇为关注，但却往往忽视了产品体
系。近来，中国消费者在国外强劲的消费能力令
世人咋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外品牌
产品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也表明国货不合意，这
当然说明中国产品品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此人们往往非议很多，但这实是经济规律所使
然。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使中国
彻底告别短缺时代，现在，几乎所有市场需要的

产品中国都能生产出来，但许多我们自己生产的
产品或者价高质次，或者环保标准太低，或者后
续服务跟不上，或者与国外名牌产品“形似神不
似”等等，使中国产品失去了市场竞争力，造成严
重过剩。须知，产品的浪费是最不绿色的。其
次，要构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能源体系，
要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近来出现
了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的障碍，市场消纳
能力下降固然是其重要原因，但其间也有各种利
益的纠结，因而必须深化改革现有能源体制。最
后，要把绿色发展作为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绿色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一个
世界“景观”，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几亿人走进
城市，享受了现代城市生活。但值得注意的是，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城市的快速扩张造成了“城
市病”。因此，要在城市化过程中，使城市走绿色
发展的道路，不仅使城市经济和社会绿色化，还
要通过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出行，使城市公
共服务绿色化，实现城市的绿色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明确“浅绿色”和“深绿
色”。“浅绿色”强调了局部，忽视了整体，甚至以
邻为壑，譬如污染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就是仅
仅强调了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等。“深绿色”强调
大自然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共同体，即
使是最不复杂的生命形式也具有稳定整个生物
群落的作用，每一个有生命的“螺丝和齿轮”对生
态系统的健康运行都是重要的。“深绿色”倡导
人、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并努力探寻环
境与发展双赢的道路，倡导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
革。我们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深绿色”，
这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上来理解绿色发
展。此外，绿色发展还要防止“伪绿色”，就是那
种披着绿色的外衣、行反绿色之实的“飘绿”

（green washing）行为。譬如，一些地方为了追求
经济利益，为了招商引资，引进产业，有意无意地
附和企业作一些虚假宣传和粉饰，言称重视环
保，发展绿色，标榜“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
山”，实则是在做着破坏环境的勾当。

推进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
中国来说，推进绿色发展，对原有经济系统进行
绿色改造，以此来重塑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
使中国经济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同时，由于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绿色发展对于全球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可
持续发展具有共同性的特征，一个国家不能独善
其身，不能脱离开其他国家而独自实现可持续发
展，因而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目前，受经济危
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低迷，增长乏
力。虽然中国经济也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
常态”，但仍然有很强的增长势头。中国的发展
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任何一个政策和

“动作”都会受到全球的密切关注。正因为如此，
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发展中，强调绿色发展，就是
要担当，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为全球的生态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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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绿色”作为“十三
五”规划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将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改善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这既与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一脉相承，也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通过
绿色理念引领走向可持续。那么，如何认识绿色
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应当树立怎样的绿色发展
理念？未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在哪
里？对此，我们采访了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
部教授李宏伟。

生态文明关系现代化建设成败
记者：五中全会提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

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强调
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
提出来的战略抉择。那么，为什么把生态文明建
设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

李宏伟：实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
本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
本内容。物质文明事关人们的民生福利，政治文
明事关人们的自由民主，精神文明事关文化道德，
生态文明事关生存环境。这四大文明是一个完整
的整体，缺一不可。在四大文明目标中，对于已经
解决温饱问题、初步建成小康社会的今日中国来
说，生态文明则尤其重要。如果没有青山绿水，即
使满地都是金山银山，也很难有人民的美好生
活。没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再发达，也不可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人民幸
福是任何现代文明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

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紧迫性，不仅
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幸福，而且关系到中国现
代化事业的成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事
业，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
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整体上进入梦寐以求的“小
康”阶段，国家也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
和政治大国。然而，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甜
蜜果实的同时，也品尝着环境恶化带来的苦涩后
果。我们的现代化成就，特别是高速的经济增
长，举世瞩目；但我们为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
也日益令人担忧。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
沙漠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已经直接影响人
们的健康生活。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
来发展最严重的挑战之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
体性冲突事件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
因素之一。

因此，如果任由目前的生态危机继续下去，
不但我国经济建设的成果会大打折扣，而且将增
加不稳定因素，激化社会矛盾；不但会殃及子孙
后代，而且将直接威胁到当代人的生存。我们必
须通过绿色发展，探寻出一条使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生态文明建设首要在转变发展理念
记者：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五中全会提出，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树
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

李宏伟：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进程中出现
某种程度的环境恶化，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西方
发达国家几乎都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其中的
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令人痛心的是，当今我
国社会还有许多方面重蹈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环

境方面的覆辙，如果我们勉强按照当前的路子走
下去，很可能在还没有完全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之前，就已被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所压垮。这就
要求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应立足于发展
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要求我们既要站在人
类文明更高形态即生态文明的高度，又要从生态
文明的总体要求和当代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改善
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这不仅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规
律的深刻揭示，也是我们在推动现代化的实践中
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理念上奉行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
生态价值观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
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
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
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
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生态伦理即人类处
理自身及其周围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
它要求人的活动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尊重
物类的存在，维护生命的权利，顺应自然运行的
规律，谋求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保证自然系统
的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

在生产过程中实行以生态技术为支撑的绿
色生产。生态文明追求的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
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GDP 并不是
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实
现以生态技术为基础的绿色发展。

在生活方式上推行以低碳为基础的绿色消
费。生态文明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倡导人们
去追求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需求的满足，反
对过度消费和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人类个
体的生活既不能损害群体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不
应危及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因而，要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使低碳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
新目标、新时尚。

生态保护要有“底线思维”
记者：绿色发展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用具体的制度对绿
色发展理念加以规范和约束。五中全会也提出了

“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硬性要求，那么，
我们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李宏伟：生态保护要有“底线思维”。生态红
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这个红线不
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
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
可，不然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
上得到扭转，而且我们设想的其他生态环境发展
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
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的发展
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
代价。以人为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
在发展过程中摧残人自身生存的环境。因而我
们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人类改造
和利用自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因而要合理利用自然，优化空
间结构，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
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
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培养公民环境意识，
倡导绿色消费。

第二，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国土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
园。优化国土空间的开发格局是实现生产空间的
集约高效、生活空间的宜居适度，生态空间的山清
水秀的前提和基础。一要加快构建科学合理的城

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
格局。二要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各有侧重
的绩效评价。三要根据陆地国土与海洋国土空间
的统一性，以及海洋系统的相对独立性进行开发，
促进陆地国土空间与海洋国土空间协调开发。

第三，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建设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重点要落实到低碳发展与循环发
展，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生产方式
绿色化。要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
能、地热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加快能源技术
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
系。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
耗、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在全社会推
动节能行动计划。节约下来的能源是最绿色的
能源，当下不能拘泥于传统的节能减排方式。通
过技术改造，把有限的资源吃干榨净；通过管理

创新，提高已开发资源的使用效率。
第四，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

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
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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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
生态安全屏障。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的理念，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
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坚
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
工程，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
责任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可谓光荣而艰巨。
为了美丽中国广阔而美好的前景，我们当为之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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