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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
志在浙江省安吉县首次提出
了这一关系文明兴衰、人民
福祉的发展理念，绿色由此
成了这座江南古城发展图景
的主色调。图为浙江省安吉
县余村。

浙江省湖州市委宣传部
供图/石红岩摄

一、深刻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
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易经》中说，“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老子》中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中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
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中说：“草木荣
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齐民要术》中有“顺天时，量
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记述。这些观念都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
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表达了我们的先
人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

同时，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
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周礼》记载，设立“山虞掌山林
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秦汉时期，虞衡
制度分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虞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我国不少朝代
都有保护自然的律令并对违令者重惩，比如，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
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
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四大文
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的地区。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
则导致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衰落。我国古代一些地区也有过惨痛教训。古代一度
辉煌的楼兰文明已被埋藏在万顷流沙之下，那里当年曾经是一块水草丰美之地。河
西走廊、黄土高原都曾经水丰草茂，由于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
破坏，加剧了经济衰落。唐代中叶以来，我国经济中心逐步向东、向南转移，很大程度
上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变迁有关。

2018 年 5 月 4 日，我们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我在会上特别强
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恩
格斯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
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
也对人进行报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
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
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
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
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
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
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
设问题，就是因为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
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胡焕庸线”
东南方 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 94%左右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低山丘陵和喀斯特地貌
为主，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该线西北方57%的国土，供养大约全国6%的人口，以草原、戈壁沙
漠、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说基本国情，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
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
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分别就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事件以及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出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
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确保绿水青山常在、各类自然生态系
统安全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
系建设，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制定了 40 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
则、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评价考核、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出台实施，
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生态环境监测数
据质量管理、排污许可、河（湖）长制、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绿色
金融改革、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环境保护税开征、生态保护补偿等环境经济政
策制定和实施进展顺利。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取得阶段
性成效。我们还制定和修改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以及大气、水污染防治法和核
安全法等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界定入罪标准，加大惩治力度，形成高压态势。

特别是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得好、用得好，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
不放松，成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我们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土空间布局得到优化，京津冀、长江
经济带省区市和宁夏等 15 个省区市的生态保护红线已经划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大批高污染企业有序退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散乱
污”企业整治力度空前。能源消费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我国成为世界利用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

我们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
模开展 PM2.5治理的发展中大国，形成全世界最大的污水处理能力。同 2013 年相比，
2017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下降 22.7%，京津冀
地区 PM2.5平均浓度下降 39.6%，北京 PM2.5平均浓度从 89.5 微克/立方米降至 58 微克/
立方米。地表水国控断面Ⅰ-Ⅲ类水体比例增加到 67.9%，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到
8.3%。森林覆盖率由本世纪初的 16.6%提高到 22%左右。

我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我国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 50%以上，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
国家。2017 年，同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机构一道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
际联盟。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挑战重重、压力巨大、矛盾突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不少难关要过，还有不
少硬骨头要啃，还有不少顽瘴痼疾要治，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
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
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
关口。这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如果现在不抓紧，将来解决起来难度会更高、代
价会更大、后果会更重。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不能一边宣
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
历史检验。不管有多么艰难，都不可犹豫、不能退缩，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
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自觉把
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
参与，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
模式。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
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 40 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
题。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
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深入，我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当年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
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
方式的深刻转变。

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
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
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生态
文明建设做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反之就会成为别有用心的势力攻
击我们的借口。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
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
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
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
思。在人类 200 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 30 个、人口不超过
10 亿。在我们这个 13 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
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
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
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
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
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这方面有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
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
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
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
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
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
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要
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对突破三条
红线、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绝对不能再干，绝对不允许再
干。在生态保护红线方面，要建立严格的管控体系，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
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在环境质量底线方面，将生态环
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对生态破坏严重、环境
质量恶化的区域必须严肃问责。在资源利用上线方面，不仅要考虑人类和当代的需
要，也要考虑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把握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不要突破自然资
源承载能力。

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
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
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
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
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
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
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
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
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如果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最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
长期性破坏。

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
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
展生态文明建设。比如，治理好水污染、保护好水环境，就需要全面统筹左右岸、上下
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达到系统治
理的最佳效果。要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
生态环境为前提。

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
靠法治。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
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
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要严格用制度管权
治吏、护蓝增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保证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我们已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和相关制度，要像抓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一样抓好落实。制度的刚性和权威必须牢固树立起来，不得作选择、搞
变通、打折扣。要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考核问责。对那些不顾生
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责。对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要下大气力抓住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典
型，释放出严加惩处的强烈信号。对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人，凡是需要追责的，
必须一追到底，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

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
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
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
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要
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
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要坚持环境友
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
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三、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强调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
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现在，我们就要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更有效的政策举措，打好这
场攻坚战。

第一，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加快
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
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
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确保到
2035 年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
现，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第二，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
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是全方位变革，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
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只有从源头上使污染物
排放大幅降下来，生态环境质量才能明显好上去。重点是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
链条。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又降低污染排放负荷。对重
大经济政策和产业布局开展规划环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
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下转二版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

2018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