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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

杨开忠

摘 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指导，立足现代科学，从比较的角

度，系统地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的规范、内容和路径，揭示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即： “一个中心、六项原则”的规范模式、

“五大体系、两大格局”的内容模式以及绿色发展路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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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就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社会，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之现代化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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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建设生态文明”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问题。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实践模式着重回答生态文明

建设的规范、内容和路径，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构性

和可操作性的方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生态文明实践的中介环节，既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又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结合的

关键。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规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规范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方法的一般价值观

念、目标和原则，是行动性理论范式，包括 “一个中心、六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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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

享有的根本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的重要组成，当然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以人民为中

心，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了人民。与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

调，人类关心自然、保护自然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是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习近

平同志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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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二是依靠人民。习近平同志２０１４年３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
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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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

人对日益稀缺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

明的根本拉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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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生态文明水平决定于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其

中，人是能动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推动力。

三是人民共享。生态环境公平思想和行动最早产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美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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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民权运动和现代环保运动，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产生了两种不同思潮。一是环境
公平或环境正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观，强调在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中人与人的
平等关系；二是生态正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或绿色正义 （ＧｒｅｅｎＪｕｓｔｉｃｅ）观，强调
除了人与人的平等外，还有人与其他物种的平等 （库宁汉姆、赛果，２００４）。前者忽
视人与生物链中其他万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后者则万物 “一视同仁”、忽视了保护

自然是为了人这一根本目的。与此不同，正如上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以人民

为中心，强调保护自然，但其目的是让人民更幸福。习近平同志指出，“山峦层林尽

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

类走向未来的依托。……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

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① 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中，生态环境正义的根本在于人与人在利用环境、保护生态中的平等，即人民

共享生态系统服务。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②；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也首次纳入环境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建设的内容和目标。

（二）坚持 “六项基本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这篇重要文献中，科学概

括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 “六项原则”。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的根本、核心、首要原则，也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

四项基本方略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

系”③。“共生”概念源自生物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 “共生”是两种密

切接触的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的互利关系；广义上的 “共生”即发生频繁密切接触的

不同物种间的关系，包括双方高度依赖又没有不利影响的原始协作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一
方获益而另一方不受影响的偏利共生 （亦称共栖） （Ｃｏｍｍｅｎｓａｌｉｓｍ）、双方都必然有
利的互利共生 （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ｍ）和一方获益而另一方受到损害的寄生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以及
偏害、互害等。前三者可统称为和谐共生，而后三者则为不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二者之间经由物质、能量、价值循环发生相互作用，可能是和谐共生，也

可能是不和谐共生。正如 《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曾声明，“人类与自然界处在

彼此冲突的进程中。人类的活动给环境的主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无可挽回的破坏。

如果不加遏制，我们的许多行为将使我们所期待的未来人类社会和动植物世界处于危

险的境地，将巨大地改变这个生命家园” （Ｋｅｎｄａｌｌ，２００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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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利用自身力量促进人与自然良性互作、和谐共生，

终止人与自然恶性互作、非和谐共生。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质是满足人的需要和保护自然

之间良性相互作用，也就是发展和保护和谐共生，而非非此即彼。因此，１９８７年联
合国发布 《我们共同的未来》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后，国际社会
强调统筹发展与保护。在人类承担人与自然和谐的主体责任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良

性交互，人类必须保护自然。人类为什么保护自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自然就

是财富，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增进人类福

祉。这是发展与保护之间正的相互作用的根本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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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原则。

为什么说自然就是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首先，绿水青山是自然财富

和生态财富①。自为的绿水青山给人类提供的有用的东西即自然服务 （Ｗｅｓｔｍａｎ，
１９７７）或生态系统服务②。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Ａ）③，自然服务包括供给服务 （食物、淡水、燃料、纤维、基因资源、

生化药剂）、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水文调节、疾病控制、水净化、授粉）、文化服

务 （精神与宗教价值、故土情结、文化遗产、审美、教育、激励、娱乐与生态旅

游）、支持服务 （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初级生产、制造氧气、提供栖息地），它们

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惠益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２００３）。因此，
绿水青山是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其次，绿水青山是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在人类发

展水平低下时，绿水青山提供的自然服务相对人类的需求是充足或剩余的，因而，绿

水青山及其自然服务虽有使用价值但一般并非经济财富———相对于人类需要而言稀缺

的财富，亦无有效利用和保护问题。但随着人类发展，绿水青山及其自然服务逐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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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是自然物之间以及自然物对自然整体所具有的系统功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

地球上任何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中都不仅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而且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

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价值）；第

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及其个体的存在，对于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都发挥着作用，这是生态价

值的另一种体现；第三，自然界系统整体的稳定平衡是人类存在 （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对人类的生存具有

“环境价值”（徐朝旭等，２０１４）。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了 “生态价值”概念，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自然观的升华。

自然服务亦称为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系指人从自然 （生态系统）获取的惠益。这一概

念及其研究产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Ｗｅｓｔｍａｎ（１９７７）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生态系统服务是当今生态学、地理
学、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之一，但迄今人们对其概念并无一致定义。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是由联合国原秘书长安南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５日宣布启动，联合国有关机构
及其他国际组织资助，集９５个国家约１３６０名专家之力的国际合作项目，历时４年，耗资２４００万美元，形成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所得结论、预测和建议对今后生态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得稀缺 （杨开忠，１９９８）。这种稀缺意味着，绿水青山及其自然服务不仅成了经济财
富，而且其有效利用和保护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在被有效利用和

保护过程中转变为人为自然，自然而然成了人造的社会财富。

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①、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基本原则，本质上就是以生态环境公平正义为基本原

则。这一原则既是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

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由之路。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②是生

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是人不可或缺的自然服务提供者。对于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和发

展，无论从事何种活动、身处何时何地，生态环境提供的自然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生态环境公平正义。

其次，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随着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演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优质生态产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日益突出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把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目标，面向全体人民均等地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因而，习近平同志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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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最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脱离人与人的关系，纯粹就人与自然关系

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无法应对 “人类世”生态危机的。生态环境公平正义是调

节自然服务开发、利用、保护中人与人责权利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集中体现

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交互性，要求人与人之间必须遵守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对

等的理念，公平占有和使用自然服务、分配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以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然而，由于历史的累积，现实生活中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问题

十分突出，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这意味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遵循生态

环境公平正义的要求，理顺人与人之间生态环境责权利关系，纠正现实的生态环境权

７

杨开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

①

②

③

一般来讲，根据消费是否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物品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既具竞争性又具排他性的私

人产品；二是既不具竞争性又不具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三是不具竞争性但具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四是具竞

争性但不具排他性的公共资源。狭义的公共产品指纯公共产品，中义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

统称，广义的公共产品则包括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生态环境提供的各类自然服务不尽同属一

种物品类型，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基本属于纯公共产品，而供给服务、文化服务则基本属于公共资源 （石敏俊，

２０２０）。因而，在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中，公共产品是广义而言的。

作为一个科技术语，“生态环境”始于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但至今仍存在不同理解，代表性观点包
括：一是生态环境即环境，根据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所谓环境 “是指影响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二是生态环境即生态与环境，其中，生态即生

物之间、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三是生态环境即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这里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这

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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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义务不对等问题，真正使人与人之间都能平等地在自然服务开发、利用、保护中

受益。因此，以生态环境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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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

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为原则，就是以

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为原则。这是科学治理的内在要求。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

础，生态环境是由大气、水文、地貌、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土壤等组成的一个整

体，内部要素并非机械地汇集在一起或偶然地在时空上结合起来，而是通过物质、能

量、信息流通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自然系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规律。因此，习近平同志要求深刻认识、尊重、顺应这一客观规律，并生动形

象揭示这一规律，指出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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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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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并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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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然而，现实生活中孤立、

片面、从一时一地一要素而非联系、系统、全面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

法却普遍存在。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为基本原则，全要素、全地域、全过程系统治理生态环境。

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一原则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

靠制度、依靠法治，以最大的认真掌握制定制度、执行制度和监督制度实施的标准，

必须牢固树立起制度的刚性和权威，不得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对任何地方、在

任何时候、对任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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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制度不偏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作为最大的

公共产品，一方面，生态环境作为纯公共产品部分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会带来

“搭便车”现象，从而使自然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作为公共资源

部分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带来生态环境的过度利用，导致资源损耗、环境污染、

生态退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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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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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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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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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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基

本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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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生根见效。

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原则，究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首先，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 “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①。其次，地球生态

环境具有不可分割性。地球生态环境不能按国界无限细分，保护生态环境具有跨国界

特征。同时，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门槛。例如，根据２０１６年签署的 《巴黎

协定》，为防止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人类必须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

度控制２０℃以内，甚至１５℃以内，显然这是任何单一国家或区域集团即使尽其所
能也不能实现的。因此，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

国需要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再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法一项重

要的原则，首先强调的是责任的共同性。国家不论大小、南北、地理环境的区别，都

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一份责任，都应当参加全球环境保护事业，都必须在保护和改善

环境方面承担义务。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并落实。最后，“中

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中国虽然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因超大人口和经济规模，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日益突出

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有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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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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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世界人民。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布局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人类与自然不断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形成和发展的。现

代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科学研究表明，人与自然在组织、空间以及时间上耦合，在相

互作用方面从直接到间接、从邻近到遥远、从局部到全球、从简单到复杂 （杨开忠，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ａ、１９９４ｂ；刘建国等，２００７）。这意味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
全面管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和现代

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科学的进步结合起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形成了其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三维布局模

式，具体包括五大体系、两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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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从全方位来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跨不同组成要素耦合的系统。在地球系统

科学意义上，这种耦合表现为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智慧圈之间的耦合；

在人类社会意义上，则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自然

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服务，按照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自

然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它们经由物质、能量、价值

循环贯穿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生活各个体系，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

的各项福利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２００５）。这意味着，为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必须统筹人类社会各个体系，全方位建设生态文明体系。因此，党的十八大

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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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

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协

调发展的科学理念。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理论逻辑和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起来，鲜明提出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包括五大体系，

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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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大体系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新时代发

展进步要求，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体系建设格局。其中，生态文化体系是生态文明的上层建筑，生态

经济体系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目标责任体系是生态文明的政治担当，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是生态文明的根本保障，生态安全体系则是生态文明的自然基础。因此，生态

文明建设必须协同推进五大体系建设。

（二）形成生态文明空间格局

生态文明体系无疑要落脚在地表空间，这个落脚好不好对生态文明兴衰具有全局

性、长期性、根本性决定作用。因而，空间格局是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党的十八大、十

九大无不鲜明要求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就形成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布局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

一是统筹 “美丽中国”和 “美丽地球”两个空间。地球是一个空间交互的有机

体。随着人类活动广域化和全球化，这种空间交互从物质、能量的自然单循环不断扩

展到物质、能量、人员、价值的自然－社会双循环，使人与自然从本土到全球、从近
程到远程跨空间、跨国界耦合共生。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坚持共谋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原则，结合人与自然空间耦合规律和国家主权对立统一的逻辑，强调生态

文明建设统筹 “美丽中国”和 “美丽地球”两个空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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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到实践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美丽中国”

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次把美丽中国提升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全局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生

态文明水平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转折性变化。其次，从认识到实践推动美丽地球

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建设美丽家园是人

类的共同梦想”“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①，呼吁 “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

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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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他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进一步指出，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建设美丽地

球。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全面深入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担与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
建立广泛的双多边合作交流机制、深化南南合作，采取有力度的行动，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贡献，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日益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

领者。④

二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

国家，空间多样性丰富、空间差异显著、空间交互较强，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国

土空间统一性和差异性结合起来，充分注重形成有效国土空间格局，避免空间 “一

刀切”和各自为战。因此，生态文明国土空间布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的重

要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形成生态文明国土

空间格局。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创新国土空间布局范式。２０１１年６月发
布的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２０１７年出台的新中国第一份全国国土规划———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提出打造一个安全、和谐、开放、协调、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国土开发格

局。这两个规划愿景虽存在差异，但突出的都是 “开发”行为。这不适应生态文明

实践要求。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土空间组织扬弃了这种突出 “开发”的行为范式，

提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综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要求形成生

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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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２０２０）：《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９月２３日，第３版。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在行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中方立场文件》，ｈｔｔｐ：／／

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ｗ／ｔ１８１６５８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０３－１０］。



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其次是改革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２０１３年 《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改革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２０１５
年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以国土空间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前提、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之后，一方面先后出台 《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关于统筹

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逐步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另一方面出台 《意

见》确立国土空间规划 “五级三类四体系”①。

三是共同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在 “人类世”②，人类是地球系统动态变化的

主要力量。地球不是平的。亚欧非合计陆地面积、人口、ＧＤＰ分别占全球的５６％、
７０％和６２％以上，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和最具成长性的经济体，是优化人
与自然关系、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清洁美丽世界的主要空间。我国地处亚欧大陆与太

平洋结合的边缘地带，具有经由海陆沟通亚洲、欧洲、非洲的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美丽地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 “一带一路”的合

作倡议，以构建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

现亚欧非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这里，绿色丝绸之路始终是 “一带一

路”建设的基本目标③。为实现绿色丝绸之路目标，我国出台了 《关于推进绿色 “一

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④，而且主动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 “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⑤，构建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实施绿色丝

路使者计划，打造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平台。

（三）形成生态文明时间格局

人类与自然生命综合体是跨时间耦合的，时间因素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重

要方面。一方面，任意时间上人类及其所处的网络和环境是过去发展的产物，也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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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五级三类四体系”即：按行政层级将国土空间规划分为国家、省 （直辖市、自治区）、市、县、乡镇

五个不同层级；按内容将国土空间规划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三种类型；按工作性质将国土空间

规划分为编制审批、实施监督、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四个体系。

“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是地质纪元概念，强调地球已进入一个人类主导的新地质时代，由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保罗·约瑟夫·克鲁岑 （ＰａｕｌＪｏｚｅｆＣｒｕｔｚｅｎ）提出。２００９年，国际地层委员会专门设立人类世工作小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ＷＧ），以考察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是否满足正式开创一个新的地质时代的标准。
２０１６年在南非举办的第３５届国际地质大会非正式投票通过地球进入 “人类世”。据著名科学杂志 《自然》，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１日，ＡＷＧ根据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遗留在地层中的放射性物质，提出２０世纪中叶地球已经进入新
纪元———人类世，并计划于２０２１年向国际地层委员会提交正式提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２０１５）：《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人民日报》３月２９日，第４版。

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２０１７）：《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ｂｗｊ／２０１７０５／ｔ２０１７０５０５＿４１３６０２ｈｔｍ。
孙奕 （２０１９）：《“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京成立　打造绿色发展合作沟通平台》，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４／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８６３２３ｈｔｍ［２０２１－０３－１０］。



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另一方面，预期影响行动，行动改变预期。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

分重视时间因素的作用，统筹好世世代代，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

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１９９７）。因此，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向往，发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优势，制定长远战略愿景、将长远战略愿景分解成相继连续的一个一个五

年中期战略规划，再将五年中期规划分解成２—３年行动计划和年度计划，从而把生
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地系统组织起来，凝心聚力、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确保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习近平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

家战略，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 “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要求到２０３５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成美丽中国。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路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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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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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遵循绿色发展之路径模式。

（一）绿色发展模式的提出

综观国内外，“绿色经济”“绿色发展”虽可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于１９６６
年提出的 “宇宙飞船经济”，但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则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
代初，且国外相对密集使用 “绿色经济” （Ｇｒｅ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一词，而国内则更多地
使用 “绿色发展” （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
（ＤａｖｉｄＷＰｅａｒｃｅ）在１９８９年的专著 《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最早提出 “绿色经济”

一词，但并未明确定义 “绿色经济”，仅仅运用这一术语阐释了环境保护与改善的问

题 （大卫·皮尔斯，１９９７）。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是两种重要的绿色经济形态。其
中，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其思想最早源于博尔丁的 《即将到来

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１９９０年皮尔斯和特纳的著作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建立了第一个正式以循环经济命名的循环经济理论模型；低碳经济以低能耗、

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其概念源于２００３年英国能源白皮书 《我们能源的未来：创

建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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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绿色发展”这一术语被翻译介绍到我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末，循环经济理念被从德国、日本引入我国。２００７年９月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会议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而后低碳经济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虽然如此，

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却先于绿色发展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在我国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２００２年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只
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

现。”① 胡锦涛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分别要求，“积极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②，“大力推进循环经

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③。２００５年７月，国务院颁布 《关于加快发

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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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

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健全法律

法规，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强化节约意识，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产

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

式”。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要求 “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２００８年８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 “发展

循环经济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低碳经济则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方案》和 《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的发布为主要标志，于２００７年正式
成为国家战略。

“绿色发展”是于 ２０１０年被正式采用的。是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 “树立绿

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 “着

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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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

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由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绿色发展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之基本路径。首

先，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

“绿色化”并将之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明确提出以绿

色发展为基本途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同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提升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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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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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刘东凯、袁晔 （２００２）：《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在京召开》，《人民日报》１０月１７日，第１版。
胡锦涛 （２００４）：《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４月５日，第２版。
胡锦涛 （２００６）：《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径》，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８１６—８２７页。



十九大以来，新发展理念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次，先后

发布的 《“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明确指出循环发展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再次，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强调提

出推进 “低碳发展”。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应

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

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

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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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绿色发展模式的特征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路径模式的绿色发展，超越国外 “绿色经济”，具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立足新发展理念全局。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

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

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② 绿色

经济理念相对孤立、片面地强调 “绿色”，未能明确或凸显影响人类新发展全局、根

本、方向、长远的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理念。与此不同，习近平同志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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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

绿色发展之路立足新发展理念全局，联系地、全面地谋 “绿色”一域，强调绿色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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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问题，是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而创新是绿色发展的

驱动力，协调、开放、共享体现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是五大追求引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理论认识深化，国外绿色经济理念经历

了环境治理经济政策指向、经济绿色化过程指向、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向的

阶段变迁 （唐啸，２０１４），绿色经济的定义相应地从讨论环境经济政策的模糊术语到
首次明确为 “重视人与自然、能创造体面高薪工作的经济” （ＵＮＥＰ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再到明确为 “带来人类幸福感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显著地降低环境风险和改善生态

缺乏的经济”（ＵＮＥＰ，２０１０）。２０１０年ＵＮＥＰ倡导的绿色经济定义是目前国际上较为
广泛接受的，它强调达到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社会包容的综合目标。与绿色经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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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２０２０）：《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９月２３日，第３版。
习近平 （２０１５）：《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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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同，绿色发展路径既强调生态安全、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又强调政治科学、文

化发展，鲜明地提出绿色发展的五大追求，即：（１）在生态安全上，追求人与自然
和谐，“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

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２）在经济上，追求绿色发展繁荣，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３）在文化上，追求热爱自然情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

成深刻的人文情怀；（４）在政治科学上，追求科学治理精神，遵循规律，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５）在社
会和谐上，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共建美丽家园。

三是坚持生态优先。在绿色经济理念中，虽然生态、经济、社会目标总的来说是

并存的，但关于三者优先性的排序依条件和价值取向不同而不同，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正如环境经济学家塞尔邦·斯克列丘 （ＳｅｒｂａｎＳｃｒｉｅｃｉｕ）所言，“通过适合当地及
全球生态基础条件和长期动力的方式来组织经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时，

“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① 因此，当人类面

临人造物质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优先还是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顺序性冲突时，与绿色

经济理念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社会经济发展不能损害

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因地制宜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以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以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防

范生态风险、增强生态韧性。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不能再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一定

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②

（三）绿色发展模式驱动力

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③ 可以得出，与传统的

绿色经济理念不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布局、结构、效率、质量、创

新、规模、公平等多维综合驱动绿色发展。

一是布局驱动：依靠优化国土空间布局驱动绿色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强调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空间布局的主要途径是：划分 “三区三线”，

增加生态空间、生活空间，优化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结构；消除空间分割、促进

空间对流；鼓励人口和经济从生态地区、农业地区向城市化地区集聚，缩短人口发

展机会距离，减轻生态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压力；调节人口密度，解决人口过密和过

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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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结构驱动：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绿色发展。结构驱动实质是使资源由资源

利用效率较低、污染排放较高的部门流向资源利用效率较高、污染排放较低的部门，

主要途径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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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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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是效率驱动：通过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驱动绿色发展。其主要途径是节能减

排，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早在２０１３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强调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

根本之策。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

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

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四是质量驱动：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驱动绿色发展。质量驱动强调提升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主要途径是设定并严守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责任体系。习近平同志强调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生态文明目标责任体系的核心，

“将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②。

五是规模驱动：强调通过总量控制、设定并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来推动绿色转

型。总量控制包括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用水、能源消费等资源总量和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习近平强调资源总量和排污总量控制，主持通过的 《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此进行系统的制度安排。设定并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是

指划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资源环境生态红线

指标约束。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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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六是公平驱动：通过强化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平等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绿色发

展。一个主要途径是，将生态环境保障逐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实行统

一、差别、合作的制度规则以及制定实行权责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等。

七是创新④驱动：依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⑤。 “破解绿色发展难

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⑥ 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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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径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①，推行绿色商业模式，建立健全绿色交

易市场机制、绿色收费价格机制，发展绿色金融②，完善绿色标准、绿色认证体系和

统计监测制度、构筑有力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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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