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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开启了一系列创新探
索，重彩勾绘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为解决当今人类

面临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其中，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第一次创新探索，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进一步
完善与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第二次创新
探索，构建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

护体制机制；２０１２年以来的第三次创新探索，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提
升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高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关系、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推上了可持续、良性循环与高质量发

展的崭新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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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 “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４

月２３日，第２版。

２０２１年４月，习近平主席在 “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

代以来……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近年来，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

峻挑战。”①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国际社会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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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６月，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联合国宣布启动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行动计划，以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破坏和污染加剧的三重环境威胁。① 生态危

机作为经济危机的新的衍生形态，其根源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张盾，２０１８）。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背景下，生态与资本的严重
对立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治理显得困难重重 （马丽、张首先，２０２１）。与此不同的
是，通过不断探索创新，中国形成了结构体系完整、运行规范有效、治理成就巨大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演进脉络，总结其创新经

验，不仅对中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而且对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

参考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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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制度可以大致界定为关涉某一政策议题或领域的实体性组织机构、

正式性法律规章和非正式的规则、共识或风俗惯例的总称 （郇庆治，２０１３），是人类
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

（唐建兵，２０２０）。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包括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修复、污染减
排、环保督察、生态补偿等制度，涉及环境资源与生态资产的所有权、经营与管理、

利益分配、市场交易、损害赔偿等方面，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

制度等所构成的有层次的制度体系。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特定的宪法条文、普通法

和专项法、行政规章与条例、国家标准与方案、指导意见、计划与规划、政策与措

施，也可以是行政命令、行政管理体制、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机制等。

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文明、改革

开放后的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等三个发展阶段 （潘家华，２０１９），生态环境保护取
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起步构建到全面提升的发

展历程 （王金南等，２０１９；张小筠、刘戒骄，２０１９）。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三个发展阶
段对应并依赖于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三次创新探索：一是根本政治制度确立基础上的生

态环境保护产权制度变革；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体制机制构

建；三是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重构和全球话语体系重塑。

一、生态环境保护根本制度的确立与具体
制度的建设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环境资源与生态资产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农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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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往往内含于土地制度之中。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创新依托

于土地制度改革，其成果也体现在土地制度改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广大

农民在革命根据地 “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将环

境资源与生态资产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

１９５０年６月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

革运动。与１９４７年颁布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生态环境保护探索创新：一是建立起了环境资源与生态资产的

国有制度，规定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

河、港等，均归国家所有”；二是对国有环境资源与生态资产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可

以适度分开的制度，国有环境资源与生态资产既可以国营，也可以由原经营者继续经

营；三是实行环境资源与生态资产的民主管理制度，规定 “没收和征收的山林、鱼

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其分配不利

于经营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并合理经营之”。①

１９５２年底，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但社会生活中也出现和积
累了一些新的矛盾。为此，１９５３年党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对国民经
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４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一致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１９５６年，对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② 至此，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赖以存在与

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得到了确立，其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

人民谋利益的基本原则也因此得到了确立。

这一阶段在生态环境保护具体制度层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例如，１９５０年颁
布了 《政务院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③，１９５３年发布了 《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

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④，１９５８年印发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

大规模造林的指示》⑤，强调对森林资源的保护；１９６２年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积极保

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⑥，要求切实保护野生动物资源；１９７３年国务院

０９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３６—３４５页。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７１—１８３页。
《政务院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第４２９—４３１页。
《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

府法令汇编 （１９５３）》，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２３５—２３９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４—２５１页。
《国务院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第１５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６０—５６４页。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

草案）》，提出了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

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３２字方针，揭开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
业的序幕 （解振华，２０１９）；１９７４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并相继印
发了 《环境保护规划要点和主要措施》《关于环境保护的１０年规划意见》《关于编制
环境保护长远规划的通知》《关于治理工业 “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

定》等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开展了第一次创新探索，确立了 “符

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②，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环境资源与生态资

产的公有制，实行了环境资源与生态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度分离和民主管理的

制度。这一阶段的创新探索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奠定了

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与体制
机制的转型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改革从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以及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入手。同时鼓励引进外资，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２１世纪的进程中，
党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③ 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客观上需要新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做支撑。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客观上要求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

也要相应转型。持续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型进程催生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

第二次探索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构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１９７８年３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１１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
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④，首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明确规定。１９７９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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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用法律的形式将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任务和政策确定下来 （齐鹏飞、杨凤城，

２００７）。相关环境立法的进程也随即展开，如 《海洋环境保护法》（１９８２年）、《水污
染防治法》《森林法》（１９８４年）、《草原法》（１９８５年）、《渔业法》（１９８６年）、《大
气污染防治法》（１９８７年）、《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１９８８年）、《水土保持法》
（１９９１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１９９５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１９９６
年）、 《清洁生产促进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 （２００２年）、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２００３年）、《可再生能源法》（２００５年）、《循环经济促进法》（２００８年）、《海岛保
护法》（２００９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二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１９８２年５月，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部正式成立，并内设环境保护局。此后，地方环境保护主管机构以及与之配套

的环境保护监测体系、教育体系、执法体系也相继建立。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国务院召开
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保护环境确定为基本国策。１９８８年，原国家环境保
护局颁布 《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排

污许可证试点推广工作，此后又开始探索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和大气排污权交

易政策 （王金南等，２００８）。１９９４年，中国发布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中国２１世纪
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制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行动计划和措施。同

年，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成立，正式开始了 “中国环境标志”的认证工作。

１９９６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 “实行环境质量行政领导

负责制”①。１９９７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印发了 《中国自然保护区发

展规划纲要 （１９９６—２０２０年）》，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印发了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 “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

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

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② 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③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国务院发布 《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提出 “制定生态文明建

设指标体系，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绩考核。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④ 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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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九九六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８６—１９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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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页。
《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十二五”国家级专项规划汇编》（第

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６８页。



段形成了包括总量、强度、结构性指标的综合性指标体系和责任机制，以及 “从新

理念提出到制定规划目标、实施及试点方案，再到推广复制”的管理模式 （王毅，

２０１９）。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开展了第二次创新探索，建立了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与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

相配套的监测体系与执法体系，以及计划指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与

排放总量控制体系等，建立了主体多元化、行为规范化、依据法律化、具有中国特色

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三、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地位的提升与改革的深化 （２０１２年以来）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审议并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将生态文明

建设写入党章并作出阐述，强调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了

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

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也迎来了第三

次创新探索，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生态环境保护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建设生态文明被提升为 “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创新也上升到生态文明制度深化改

革的新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生

态文明建设方针，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② ２０１８年
３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将 “推动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写入序言，并明确将 “引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务院的职权之一。③

２０１８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
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

新高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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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方式，对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进行深化改革。

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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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

体系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任务书、路线图，形成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

计。此外，《环保督察方案 （试行）》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办法》《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规定》等文件也陆续出台，从不同方面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把生态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２０２０年９月，习近
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①。２０２１年４月，习近平主席在 “领

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议国际社会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承诺中国作为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将 “努力推动构建

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② 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深度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增强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形成全球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世界人民 （杨开忠，２０２１）。
对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创新探索，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得到

了系统性的重塑和整体性的重构，并且其价值与地位均实现了历史性的提升与飞跃。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时

俱进，开启了一系列创新探索。其中，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第一次创新探索，奠定了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社会主义牢固根基和历史底色；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第二次创新探索，
构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适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以及主体多元化、行为规

范化、依据法律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２０１２年以来的第三次创
新探索，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提升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高度，从而将人与自然

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推上了可持续、良

性循环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轨道。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三次创新探索前后联系，上

下衔接，最终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崭新局面，让全世界

看到了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彻底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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