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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我国绿色发

展理念经历了从确立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全面推进生态文明的重大历史性飞跃。人类

文明形态重大转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大国责任担当，构成了绿色发展理念演进

的时代背景。当前亟需廓清认知误区和实践盲点，深化对绿色发展的统筹方法、核心举措和践行路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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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
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必须坚持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新时代需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观，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因此，探究我国

绿色发展理念演进历程及其践行路径，对于深化马

克思主义发展观，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进而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

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绿色发展的历史沿革与理

念形塑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未间

断对绿色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历经中国共

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我国绿色发展理论

与实践创新“已从先前遵循西方绿色话语‘照着

讲’，发展至如今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接着

讲’和当代中国实践语境‘自己讲’”［1］105，时代主

流、发展主题、人民主体和现代化主旨，是贯穿其中

的演进逻辑［2］69 ; 经济绿化、生态安全、社会公平和

人民幸福，是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面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滞后、生产资料不足、水

患问题严重等不利形势，强调积极改造自然、注重增

产节约，并兴建水利工程、着手江河治理。1949 年，

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提出了“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的政策; 并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指出:

“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
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

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3］509。在农

牧林三者并重的思想指引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

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提出了蕴含绿色发展的观点和

主 张，形 成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的 萌

芽”［4］25，我国绿化率持续攀升，生态环境质量较解

放前得到了显著改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结合新时期的社会发

展状 况，提 出 了“植 树 造 林、绿 化 祖 国、造 福 后

代”［5］21的绿色发展思想，并重点从加强生态法治建

设、控制全国人口增速、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方面谋

划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远大战略。“这是邓小平同

志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重新

审视以往人们为了生存发展盲目开发自然、控制自

然的价值理念与思维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

正义作出的前瞻性思考。”［6］321983 年召开的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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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环保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89 年

《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随后

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将这一国策逐步落

实，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

践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

导集体意识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给环境承载力带来

了严峻挑战，在继承邓小平绿色发展思想基础上，结

合全球绿色发展浪潮，与时俱进地提出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

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

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

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

环”［7］463。1994 年 3 月，《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

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编制完成，明

确了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

告》问世，总结分析了十年来中国政府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成绩与问题。2003 年 10 月，以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

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

展观，这是绿色发展思想在新世纪的创新发展。面

对自然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利益冲突升级的困局，胡

锦涛同志强调，科学的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

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

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

然相协调”［8］747。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

明，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强调“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明确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

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9］。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经

济社会发展的执政理念。2017 年，习近平同志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亟需“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进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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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美丽中国建设，作出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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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等系列重要论断，逐渐形

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

态思想的成熟和中国绿色发展新时代的开启。在实

现绿色发展“由浅入深”到“红绿交融”的擢升进路

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了丰富的科学内涵: 生

态决定人类文明兴衰的唯物史观; 生态环境就是生

产力的生产力理论; 统筹山水林湖田草系统治理的

整体性思维; 五大发展理念协同推进的方法论原则;

良好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的价值论意蕴; 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全球生态安全作贡献的国际化视野。低

碳循环的经济观、生态安全的政治观、和谐共生的文

化观、公平普惠的社会观和以人为本的生态观，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在具体实践中通

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推动生态民主

广泛参与、推进国家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实践路径，是中国

特色的环境话语体系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中国方

案与中国智慧”［6］35。
二、绿色发展理念演进的时代背景及问题挑战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国际发展潮流产生

的最新发展理念，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过程中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将马克思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赋予了可持续发展

战略新的科学内涵。人类文明形态重大转向、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大国责

任担当，构成了我国绿色发展理念演进的现实背景。
其一、人类文明转向: 后危机时代各国政府及国

际组织相继推行绿色新政，绿色变革已成世界潮流，

人类文明形态发生重大演变。早在 2010 年，习近平

同志就精准洞察全球发展态势，提出绿色是当今世

界的时代潮流。从 1987 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
到 1992 年颁布《21 世纪议程》再到 2016 年启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

2． 0 时代。2008 年 12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了“绿色新政”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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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随即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可持续发展主导性话

语。市场驱动、技术革新和明智政策构成了绿色新

政的核心举措，其核心理路是在现代化成就基础上

实现生态环境有效治理，通过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

脱钩的目标设定、源头治理与预防为主的治理理念、
自由市场与高新技术的动力保障、自然资源市场化

与损害代价外部化的运行机制不断将非资本主义的

社会自然关系资本化。当前欧美引领的绿色新政总

体发展趋势为治理模式从源头预防转向全程防护;

关注领域从本国环境保护转向全球环境政策，并聚

焦于气候政治议题; 战略目标的私利性和意识形态

色彩渐趋浓厚; 政策手段更具综合性，技术引导 － 市

场调节 － 社会整合三位一体。面对全球绿色发展的

时代潮流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

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

列新论断，凝聚形成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了马克思主

义生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其二、主要矛盾变化: 生态环境风险加剧、经济

转型升级需要、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民众环保意识觉

醒与国际竞争战略抉择是我国绿色发展话语更新的

动因。我国当前正处于生态文明发展的“三期叠

加”关键阶段，亟需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解决

突出环境问题作为重大民生问题加以对待，通过健

全生态文明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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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问题的新

形势新要求，我国不断加快环境立法进程、完善相关

法律制度，现已颁布 30 余部法律法规，生态治理工

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强调“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明确指出“建设

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

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

生态环境”［11］。2015 年 1 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

新环保法开始施行，其作为环境基本法从原来的六

章四十七条增改为七章七十条，不仅创新了由政府

推动到多方参与的多元环境治理模式，更是将公民

环境权益保障问题制度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

步提出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 加快建立绿色生

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 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

创新体系;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推进资源全面

节约和循环利用。
其三、大国责任担当: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国际

气候谈判与全球减排目标产生负面影响，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

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是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理论创新

和实践推进的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

我国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10］25。基于欧美地方性经验的绿色资本

主义以“独善其身”或“以邻为壑”的方式规避全球

生态风险，愈发表现出其终究是一种排斥性计划，而

非普适性方案。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中，欧美

国家在理论话语阐释、政策议题创设、资金技术援助

等方面推行“绿色壁垒”，打造非公正的国际环境治

理架构; 并在自然资源占有、环境废物处理、污染产

业转移等层面奉行“生态歧视”，形塑不平等的世界

经济政治秩序，暴露出排他性甚或霸权性色彩。近

年来兴起的绿色新政并非意图创设一个公正的全球

性环境善治体系，而是旨在争夺全球绿色工业革命

主导权。2018 年中国颁布洋垃圾进口禁令直接戳

破了西方的环保童话，欧美诸国随即出现不同程度

的垃圾危机。因此，资本逆生态本性、技术拜物教迷

思和环境空间非正义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值得警惕。
反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及其建设

话语，已然构成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的中国理念和理论表达。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

主义性质及其政治方向，有助于厘清资本逻辑与环

境正义、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的关系，传播好当代中

国在推进国内生态扶贫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

的“绿色故事”，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处更多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完成，

生态蓝图轮廓清晰; 制度体系日趋完善，治理能力逐

步提升。然而，我们同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内涵与

愿景目标仍有一定差距，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与挑战: 其一、认知偏差。生态治理包袱论、经
济发展代价论等认为环境与发展不相容的论调仍有

市场，唯 GDP 政绩考核偏好还未消除。特别是在一

些中西部地区或生态治理滞后的地方，想要完全摆

脱错误认识和唯 GDP 论依然困难重重。其二、治理

误区。忽视统筹保护、末端治理较多、缺乏协同思维

导致绿色发展理念难以融入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实

践。生态问题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使得单一主体难以

独自承担治理责任，诸多主力领域还未形成如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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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般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的协同管理保

护机制。其三、机制缺陷。综合决策机制、市场激励

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监管机制

等亟待完善，强制性、选择性和引导性机制未能实现

全覆盖。其四、体制障碍。制度供给相对滞后、央地

事权范围不清、部门之间职能冲突、政府市场关系定

位不明等造成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
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逻辑进路和核心举措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为进一步增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廓清认知误区和实践盲点，需要我们深化对绿

色实践的统筹方法、核心举措和实施路径的探索。
其一、三个统筹方法: 统筹市场、科技、文化三大

动力; 统筹政府、企业、公众三大主体; 统筹城乡、省
域、全球三大布局。统筹市场、科技和文化三大动

力，提高实施绿色发展的持续性。市场是绿色发展

的风向标，绿水青山只有转换成金山银山才能成为

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坚实靠山; 科技是绿色发展的

助推器，产业转型、清洁生产需要环保技术的广泛运

用; 文化是绿色发展的保障力，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

碳的生活风尚是实施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统筹政府、企业、公众三大主体，提高推动绿色

发展的协同性。政府是在多元主体中起主导作用，

肩负着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持续有效的出台

相关法律法规、筑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事关绿色发

展体制改革的成败; 企业是供给绿色产品的主体，运

用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创新低碳循环经济生产方式

是实施绿色发展的关键; 公众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的主体，在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

各界的积极性，实现绿色发展的共建共享。
统筹城乡、省域、全球三大布局，提高开展绿色

发展的全面性。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正视城乡差

别，不能用城镇化思维、消费型模式建设美丽乡村;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需考虑省域差异，省情不同造

成了各省在绿色发展中承担的角色不同; 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还应关注世界动向，在合理划定责任界限、
加强多方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推进国际社会对“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度。
其二、四大核心举措: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充分

考量生态文明制度正义，权衡资源市场供求、自然环

境价值和区际代际公平。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从源头上确保产权主体对资源有效利用和保护

义务; 健全资源有偿和生态补偿制度，在过程管理中

规范资源市场秩序、严防生态资源过度消耗; 完善环

境损害追责和赔偿制度，在事前防控的同时注重后

果严惩，充分保障区际代际公平。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增强行动自觉，培育公众

对共享经济、环保项目和绿色出行的认同度。实践

证明，绿色发展事业只有紧紧依靠民众才能走得更

快、行得更远。为此，要树立公众的责任意识和行动

自觉，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渠道，强化环境非政府组

织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从而充分保障公众对生态

环境问题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探索共治架构，创建多元

利益主体协商对话机制，确保绿色发展供给侧和需

求侧的有效对接。绿色发展的具体推进需要政府的

顶层设计、企业的有力执行以及公众的全面参与，必

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治理格局，充分听取各方

利益诉求尤其是市场需求，在确保绿色市场供给平

衡的同时，承担应尽的绿色发展义务。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完善考评体系，增设可感

可知的具象化指标，在数据采集、目标赋分、权重分

配与结果应用上切实提升公众参与度和获得感。随

着《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

行)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等相继出

台，生态治理考评结果成为了地方党政领导综合考

核评价和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显性责任需即

时惩戒，隐性责任更要终身追究。与此同时，要进一

步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评体系，将生态效益、环境破

坏、资源损耗等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一并

纳入该体系中。地方政府需因地制宜完善修订考评

体系，建立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考核评价体系，让

考评指标数据化、具象化，让公众在参与绿色发展实

践中获得真实感与公平感。
其三、五位一体路径: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健全

激励约束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绿色制度

创新。生态文明制度不是一个单一的制度，而是内

容丰富、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包含激励性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和约束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其中激励性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
态补偿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 约束性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包含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等。唯有扎紧生态保护制度的笼

子，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时间维度上“先污染后治理”
的模式和空间向度上“公有地悲剧”的发生。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加强生态文化载体建设，

实现绿色文化创新。生态文化是人类生态智慧的结

晶，是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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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尊重自然、珍惜资源、绿色生活的理念。一方面

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海绵城市建设等强化生态

文化有形载体的建设; 另一方面开展环境美学、生态

教育等提升生态文化隐形载体的建设。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

式，实现绿色市场创新。虽然我国环境质量得到总

体改善，但人均碳足迹依然持续攀升，推广低碳生产

生活方式的任务紧迫。一方面在供给侧加快产业结

构、能源开发的绿色转型; 另一方面在需求侧倡导民

众回归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技

术标准，实现绿色科技创新。当前，我国绿色技术创

新不足依旧较为突出，需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提高科

研成果转化率，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接轨国际标准，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加强对外交

流与合作，从而破除国际技术壁垒。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共筑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绿色国际合作模式创新。
作为绿色发展理念的倡导者，中国自觉担负起引领

全球气候治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不否认绿色资本主义的环境改

善潜能，相反还要继续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协

作，搭建跨区域甚至全球性的生态治理互动平台。
绿色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和时代抉

择，创造性地回答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辩证关系，反映了中国正从环境治理的“追赶者”
转变为生态文明的“引领者”与“创新者”。从我国

环境保护变迁史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非理性摸索

到战略性实践的漫长过程，这说明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特别是 2008 年

金融危机后，联合国推出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新政”，使得我们更应在建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绿

色发展话语体系基础上，从中国区域实践与国际比

较视野两个层面进一步优化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不断提升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战略在全球生态环境

治理中的话语权，进而建立起一个平等共赢的全球

生态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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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PAN Jia － jun，ZHANG Le
( School of Marxism，Jiangnan University，Wuxi，Jiangsu 214122，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learly called for
adher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accelerat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stepping into a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great historic leap from establishing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en-
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then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major shift in th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anges in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to safeguard global ecological security．
At present，it is urgent to clear up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cognition and the blind spot of practice，and 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over-
all planning methods，core measures and practice paths of green development．

Keywords: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ecological governance;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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