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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 

1.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2.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3.可持续发展理论 



   1.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 

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

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

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不是自然界依赖人，而是人依赖自然界。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 

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 

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 

我们进行了报复。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

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

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

落实于行。” 

 -----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8日  



2.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源远流长，
特别是儒家、道家、佛教中蕴涵着
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在对待人与
自然的关系，三者都具有相同的有
机整体世界观，都具有尊重、爱护
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都主张顺应
时令，节约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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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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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

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

，“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

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

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首次提出绿色化，构成了“新五化”。



3.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在经济增长、城

市化、人口、资源等所形成的环境压力下，

对“增长=发展”的模式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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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20年, 耗资8千亿日元 



20世纪30—60年代发达国家 
环境污染严重 

(5）1953～1968年日本水
俣病事件 
(6）1955～1961年日本四
日市哮喘病事件 

(1）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

雾事件 
(2）1943年美国洛杉矶烟雾事

件 
 

(3）1948年美国多诺拉事
件 
(4）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
事件 

(7）1963年日本爱知县米糠油

事件   
(8）1955～1968年日本富山

痛痛病事件 

八大公
害事件 



   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不仅未见好转， 
还在持续恶化，那种“后天”式的灾难 

似乎正在向人类一步步逼近  



•“不进行环境保护，人

们将从摇篮直接到坟墓” 

•“没有环境保护的繁

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 

•“不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将

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 

•1962年《寂静的春天》 •1972年《增长的极限》 •1972年《只有一个地球》 

 宝贵的觉醒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历程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作者蕾切尔·卡逊。“不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增长的极限》1972年公开发表，“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著作《只有一个地球》作者：芭芭拉·沃德（经济学家）；勒内·杜博斯（生物学家）“不进行环境保护，人们将从摇篮直接到坟墓。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 

《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 

  我们共同 
  的未来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定义：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 

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推动了可 

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历程 

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972年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人类环境宣言》 

“可持续发展”共识 

“可持续发展3个支柱”: 经济-社会-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手段——绿色经济”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世界各国开始共同研究解决环境问题。毛泽东论述：“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992年 ，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加以解决，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启动了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3大支柱，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史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地方工作期间就很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大

量宝贵经验。这些实践经验成为十八大以

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重要依据。 

1.地方绿色实践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与能源低效使用相关的污染严重



在正定，习近平同志结合当地实际提出要树立“大

农业”思想，实现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目标和经济

目标相统一和建立良性循环生产结构的战略措施。 



2000年 2001年 2002年7月 2002年 

时任福建省长的
习近平同志提出
生态省建设的战
略构想 

省政府成立习近
平任组长的生态
建设领导小组，
开始了福建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
生态保护调查 

“加快生态
省建设步伐”
列为省政府
重点调研课
题，习近平
同志亲自担
任课题指导 

在全省环保大会上,习近平
同志全面部署生态省建设
工作，提出“经过20年的
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
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
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
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
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
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
续发展省份”的总目标 

福建：生态省建设的战略构想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特别是，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提出生态省建设的战略构想；提出“经过20年的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的总目标。这是目前所知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使用“生态文明”概念，福建也成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省份。

javascript:void(0)


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他指出，“森林

是水库、钱库、粮库”，他强调“振兴

闽东在于‘林’字”，要求对资源应进

行“综合开发”，“达到社会、经济、

生态三者的效益的协调”统一，生态环

境的良性循环。 



习近平五下长汀，走山村，访农户，摸实情，

谋对策，大力支持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经过连续十几年的努力，长汀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162.8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106万亩，水

土流失率为8.52％，森林覆盖率由1986年的

59.8％提高到现在的79.8％。 

 

“荒山－绿洲－生态家园”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湿地、海岸带、湖滨、河滨等自然生态空间不断减少，导致水源涵养能力下降。三江平原湿地面积已由建国初期的5万平方公里减少至0.91万平方公里，海河流域主要湿地面积减少了83%。长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由100多个减少至仅剩洞庭湖和鄱阳湖，且持续萎缩。沿海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降低，渔业资源衰退严重，自然岸线保有率不足35%。



治理前后对比图 









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实践证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作为一项‘生态工程’，

是推动生态省建设的有效载体，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

带来了‘金山银山’，使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了绿色生态富民

家园，形成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 

                                    ——习近平（  2004年7月26日）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四是水环境隐患多。全国近80%的化工、石化项目布设在江河沿岸、人口密集区等敏感区域；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仍有违法排污、交通线路穿越等现象，对饮水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突发环境事件频发，1995年以来，全国共发生1.1万起突发水环境事件，仅2013年环境保护部调度处理并上报的39起重大及敏感突发环境事件中，就有26起涉及水污染，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因水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显著上升趋势，国内外反映强烈。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余村考察时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同志在这次考察中指出，“我们过去讲，既

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在《浙江日报》《之江新

语》发表文章，取题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指

出：“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

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

变成了金山银山”。 



2.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党的执政方针。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思想又有新发展，

他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明确地把生态文明作为继农业、工业文明之后的一

个新阶段，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关乎人民主

体地位的体现，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生态
文明 

政治 

文化 

社会 

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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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 



“四个一”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方向 

 

1.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 

2.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 

3.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 

4.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 



      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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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 

 

生态文
明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点 



绿色认知与实践历程 

1983年，我国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 
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联合国号召，率先制定了 
《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资源节约作为基本国策，

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十一五”的重
大战略任务，首次将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五年规划发
展目标。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五大目标之一。 

 



绿色认知与实践历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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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提出，必须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

色化，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绿色化。 

  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 

 
 



 十八届五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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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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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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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将“绿色发展”确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途径。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绿色发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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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

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

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

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

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

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三期叠加”

的重大战略判断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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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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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2018年5月18日） 



三期叠加提出的重要意义 

 阐释了时不我待、不进则退的任务艰巨性 

 道出了加快补齐生态环保短板的极端重要性 

 点明了有条件、有能力的客观基础性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 

以“两山”理念为代表的绿色发展观 

将良好生态视为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共赢观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 

用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的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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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

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

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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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是人类文明演进的 

 基本规律。 

 



  2.以“两山”理念为代表的绿色发展观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也会辩证统一。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

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

水青山。应该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

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两
山
论 

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
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 

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
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
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
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 

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
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
常青树就是揺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
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
高的境界”。 



 

  

  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回答学生提问时，对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作出阐述：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

山， 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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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习近平（2013年5月24日） 

 
 



 

绿水青山:自然生态价值和效益等要素和要求 

金山银山:社会经济价值和效益等要素和要求 
 

 要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坚持自然价值和自

然资本的理念，树立自然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理念，

要将社会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社会经济效益和生

态环境效益的统一起来，大力促进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

的产业化，最终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

和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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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唯GDP 论英雄，“口头”环保依然存在 

    当环境保护与经济

增长发生冲突时，一些

地方往往念的是环境保

护的“经”，而干的则

是破坏生态、污染环境

的“事儿”，“重经济

增长、轻环境保护”思

想依然根深蒂固。 



 
不搞大开发   共抓大保护 

      我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要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不搞大开发不是不搞大的发展，而是要科学地

发展、有序地发展。对于长江来讲，第一位的是要

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能搞破坏性开发。在

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适合的产业，实现科

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2018年4月） 



3.将良好生态视为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 
 
  1)“以人为本，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摧残

人自身生存的环境。如果人口资源环境出了严重的偏差，还有

谁能够安居乐业，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 

   2)要“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

心的食物”。 

   3)“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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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协同推进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体现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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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空气，清洁的水，放心的食物，这
些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几千年老祖
宗们不曾忧虑过，现在却成了全国人民的
共同愿望，成了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难道
不是对盲目发展的莫大讽刺吗？” 
 

    ——这也是对我们环保人的莫大讽刺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 

  “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打赢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还给老百姓清

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持续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

风光……” 

 



4.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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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

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

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

壑纵横”，习近平对这个“生命共同体”作出生动阐释。 

  

  必须“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

动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不能超出当地水土资源承载能力

和环境容量。”自然界的承载能力、涵容能力、自净能力是有限的。 



我国特殊的国情 

 人口地理分界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6%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36%的东南
部地区，约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64%的西北部地区。 

 自然地理分界线。基本上和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两边地理、气候迥异。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 
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5. 用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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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陆续出台到“史

上最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

可触碰的高压线”。 
  
  



   6.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共赢观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巴黎协定》生成 
 
  “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

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

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习近平坚定表示，“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

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 

 

  这既是中国主动承担起的大国责任，也是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正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坚定行动，成为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 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署第二十七次理事会就通过了 

《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战略，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环境危机、给世

界未来带来和谐共赢的“中国方案”。 

• 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两

山”理论发表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

战略与行动》报告，该报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思

想和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认可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和成果。 



三、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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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前的“群贤别业”别墅 现在的秦岭和谐森林公园 



1.  培育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公众参与 
2.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循环发展 

3.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建构保障机制 
 
 



政府 

企业 公众 



（一）培育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公众参与 
     

    1.公众的生态意识觉醒了吗？ 

    2.公众的生态意识强烈吗？ 

    3.公众参与落实到位了吗？ 
 



公众生态意识淡漠（哈丁:公地悲剧） 
  

每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只羊增加
个人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
价由大家负担。 

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
“公地悲剧”就发生了。  

http://www.bjeos.com/bbs/viewthread.php?tid=1029




 “邻避政治”(NIMBY Politics) 
 
Not in My Backyard  
意为“只要别发生在我家后院、 
         不要在我家后院”。 
 
引申为：为什么牺牲我的利益？ 



2017年10月31日 

新时代“美丽中国”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政治意蕴 

“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专题课题组 
魏胜文 黄卫革 苏衡 刘军 

不能把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提倡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等
仅仅作为经济问题， 
这里面有很大的政
治。 
      ——习近平 



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奠定两型社会基础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KeithOne team – winning the unitary campaign Cover of the Oxfordshire three unitary proposal – does it make sense?



如果没有了绿带 





⒈保障公民知情权 

⒉参与决策 

⒊参与环境管理 

⒋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1.企业的作用何在？ 

2.企业的绿色责任尽到位了吗？ 

 
  

 



自然环境 

产品 

废品 自然环境 

废品 自然环境 

形成利润 

循环经济增长方式 

加工 
无害化 

流通 消费 无害化 

提高资源利用率 

降低废品产生量 

再资源化 形成利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行循环经济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社会生活系统（人口生产） 

社会经济系统（物质生产） 

自然环境系统（环境生产） 

优美 

环境 

人才 

工具 

产品 

资源 

废物减量化 

再资源化 

废物 
废物 

无害化 

未来大循环的社会运行方式 

人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行循环经济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

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

统循环链接。 

                                       ——十九大报告 



（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建构长效保障机制 

 1.政府如何发挥主导作用？ 

    2.“三严”原则是否与现实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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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

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

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

法职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

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十九大报告） 



关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 

 

（一）组建自然资源部 

（二）组建生态环境部 

（三）组建农业农村部 

（四）优化水利部职责 

此外，还组建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指用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统计报表，它反映

被评估区域或部门在某时点间所占有的可测量、可

报告、可核查的自然资源资产状况，以及某时点被

评估区域所应承担的自然资源负债状况。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首先是项目总述



Q1：资源有价还是无价？ 

劳动价值理论：劳动是凝结在
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Q2：生态产品是否为商品？ 



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 

实物计量 价值计量 

资源过耗 环境损害 资源过耗 环境损害 生态修复 总计 

森林资源             

湿地资源             

农用地资源             

矿产资源             

水资源             

大气资源             

海域资源             



1. 自然资源资产动态化管理提供技术和数据依据 

2. 为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供基础数据资料 

3. 为区域生态补偿提供价值参考 

4. 为生态文明评价考核提供基础数据 

5. 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与赔偿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持 

6. 为资源有偿使用提供技术方法和价值参考 

7. 为资源变资产、再从资产变资本提供核算方法和价值参考，

实现自然资源保值和增值，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践应用 



  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    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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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   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十九大报告 
 



   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发生

漏油污染事件，由于担心受到法律的严厉

制裁，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用于赔

偿污染受害者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失。 

   



美国的《超级基金法》 
   
   该法一是严格明确了污染者必须承担污染

治理全部费用的责任；二是规定企业经营

者及产权拥有者的环境责任将是一种终身

责任；三是要求在污染企业发展中的所有

曾经获益者，都必须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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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与局部 发展与保护 政府与公众 引导与约束 

科学的发展观 

 
正确的政绩观 

改革财税体
制 

 

改变环保管
理体制 

老百姓真正参与到
环保决策中。 

建立权威的信息公
开服务平台。 

建设项目投产后，
将排污监测结果通
过显示屏幕向当地
群众实时公开。 

在全社会建立良
好的生态文化。 

要加大对环境违
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 

要加强对各级政
府环境保护成效

的硬约束。 



2017-8-14习近平提出弘扬塞罕坝精神 

   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55年来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

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

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个生动范例。  

2017-12-05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习近平：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 

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 

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谢谢大家！ 

李 宏 伟 
  Tel:13621227329 

 Email:13621227329@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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