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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美丽中国特刊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态
文明水平，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伟大使
命。要承担起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将生
态文明建设与坚持科学发展、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紧密结合。在当代中国，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要求我
们在建设生态文明时，必须着力加快生
产方式转变为主线。这是关系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基础性地位的战略抉择。

生态文明是涉及生产方式变

革的战略任务

历史唯物论的文明观认为，一定的
文明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基
础上的：物质生产—社会制度—思想观
念。物质生产是文明的基础。生产方式
的变革决定文明形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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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以近代科学技术
为基础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世界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在短短的两百多年
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从传统
农业向现代工业的变革，人类社会进入
了现代化的工业化阶段。而到了现代社
会，以生态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系统
管理科学和复杂系统工程、清洁能源和
环保技术等为特色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兴
未艾，直接催生和引发了生态文明这种
新型文明形态的兴起与实践。

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及其生

产方式

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是生态产业。

生态产业是“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中
心”，以“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
系统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以生态系统中
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与生物生长的规律
为依据进行经济活动的产业；生态文明
把国民经济的产业活动放在自然生态环
境中进行，形成了生态产业的国民经济
结构：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
业—生态服务业；生态化发展战略是：
以生态农业为基础，以生态工业与生态
信息业为支撑，以生态产业为主导，以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中心，推动经
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化就是用生物科
学技术武装工业、信息业和服务业。

发展生态产业，关键是生态化生产
方式的兴起。与传统工业文明的线性非
循环经济相区别，生态文明生产方式的
组织原则和技术原则是非线性和循环
的，是以生态绿色技术改造现代工业生
产，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
济。它把工业生产过程放在生态环境建
设中来考虑，把生态环境优化作为衡量
工业发展的质量和程度的基本标志，并
把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
和人体健康的损害程度降至最低，同时
多层次利用废弃物，把终端治理转变为
生产全过程控制的污染防治。

转变生产方式，建设生态文明

中国共产党提出、确立并发展了生态
文明理念，使其由语词语境向治国理念发
展，并成为时代性的战略任务。当前要破
解的核心难题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

为此，第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我们必须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和经
济紧密结合，推动生态技术与生态产业结
合，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基于传统
产业生态化技术，重点发展资源友好技
术；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重点发
展能够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维护生态平
衡、提高生态服务功能的环境友好技术，
重点发展新的产业革命所需要的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
第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
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国有企业是推进生产方式转

变和建设生态文明物质基础的中

坚力量

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
加者，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
者，是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主要力
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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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给自身发展进行定位
%

如何建
设生态文明型企业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
建设的速度与质量。从转变生产方式的
视角来看，有两个核心课题需要破解。

第一，从国有企业自身来讲，企业
的生态文明建设并非仅仅是在工业文明
模式下对企业发展方式的修修补补，生
态文明企业，应是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依据生态经济规律和生态系统的高效和
谐、优化原理，遵循“减量化、再利
用、资源化”原则，综合运用生态工程

手段和一切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
代化科学技术，设计和改造企业工艺流
程，组织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合理循环，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协调和统一，构造集约效益型、自主创新
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安全
型、人际和谐型的现代企业形态。

第二，从国有企业监管者———国资
委的角度讲，总结国际社会政府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政策监管的经验和教训，根
据我们的实际国情，对国有企业生态文
明建设的政策监管应该在人事政策、税
收政策、价格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
策上逐步进行创新和完善。如在人事政
策方面，可在较为宽广的范围乃至全球
范围内择优选聘具有生态经济视野、生
态文明意识的董事和经营者，建立完善
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进一
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发
展生态文明型企业的活力。在投融资政
策方面，对国有企业开发清洁能源、可
再生能源的技术直接给予投资倾斜；协
调、鼓励国有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的循
环经济项目、低碳技术予以贷款支持；
引导和鼓励实力比较雄厚、生态技术效
益较为明显、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大
中型国有企业上市融资等。
（作者系济南市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的相关资料，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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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北京市就启动了一个城市绿化隔离地区绿化建设的项目。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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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项目共新增了
()

平方公里的绿化隔离带建
设，建成了

#

个万亩以上的大绿色板块，初步形成了环绕
北京城市的森林景观。但在绿化建设初期，由于时间紧任
务重，工程设计简单，林地结构单调、树种单一，使得林
地生态效益不高，景观效果也不理想。绿地内既没有林间
道路和浇灌设施，也缺少供市民休闲、游憩、健身活动空
间和必要设施。

为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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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北京市启动了新的绿化隔离地
区“公园环”建设，期间共新建了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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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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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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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园，目前，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公
园环”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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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基本形成了“郊野公园环”。据统计，
这些公园瞬时可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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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游人，极大地丰富了市民休闲
生活。

如果从区域功能特色上看，各个区域内的郊野公园在满
足游人日常健身、游憩、休闲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地域的历
史、人文、自然资源，彰显区域特色，总体呈现北部以体育
运动和森林旅游为主的森林公园，东郊以现代休闲娱乐与多
文化整合的游憩型公园，南部以花乡地域特色与现代生态文
化为特色的自然生态型郊野公园，西部郊野公园则主要利用
传统山水园林赋存，以历史文化为特色。
“郊野公园环”的建成无疑具有很强的生态效益。据园

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已建成的郊野公园每天能吸收二
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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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释放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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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发挥出了显著的固碳释
氧功能，有力地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

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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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还有望建
设

,

条串起多个郊野公园的绿道，根据初步规划，每条绿道
最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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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以上，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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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左右，绿道将在森林中
穿梭，市民可在绿道上骑车、跑步、滑旱冰。

转变生产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二论国有企业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表率作用

王嘉振

高凯和女友去的东升八家郊野公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升
乡八家地区，是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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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亩的免费开放的郊野公园。
公园管理人员向笔者介绍说，“这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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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已经建
成，之后进行过扩建和设施升级，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目前，园区内分布有
"

个景点，并建有科普训练基地、康体
健身步道等人工服务设施。由于公园附近分布着清华大学、北京
林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公园为大学生和市民提供
了一个集休闲娱乐、野营野炊、健身活动为一体的场所。

生活在这样的公园附近，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事实上，北京
许多市民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了。一座又一座的郊野公园，组成
了环绕北京的第一道绿化隔离带。而在这隔离带中，将有一条或者
数条蜿蜒的步行道、自行车道串联其中，最终绕着京城成环。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像这样的郊野公园，
目前全市建成的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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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了，分布范围非常广。”打开一张北
京市绿化地图，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郊野公园已经环绕了北京市，
市民们不用走多远便可享受到绿色的休闲体验。

近期，赶上不忙的周末，清华大学大四学生高凯便会和在北京大

学就读的女友，骑车从清华大学东北门出发，向北骑行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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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到东升八家郊野公园游玩，这里绿树成行，虽不茂密但偶尔传来

几声鸟鸣，别有生趣。在几处开阔地上，还有乒乓球台、篮球架、滑

梯等休闲娱乐设施。“真没想到学校旁边就有这样的好公园。”高凯

满意地说。

目前，一座又一座的郊野公园，组成了环绕北京的第一道绿化隔离

带，越来越多的绿意正在环绕京城。

全市建成
"$

余家郊野公园

走近最新
《中国鸟类图鉴》

本报记者 钟 嘉

日前，一套装帧精美、重量达
+$

公斤的大型

图集《中国鸟类图鉴》在北京举行新书首发式，前

来道贺的人们无不赞叹此举的前瞻与功德。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鸟

类分布有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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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此次出版的 《中国鸟类

图鉴》收集了在中国境内（包括台港澳地区）拍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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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鸟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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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帧图片，以国际上最新的

鸟类分类学观点，撰写了这些鸟种的形态特征、分

布区域、保护级别、居留类型、生活特性等专业性

介绍，全面展示了中国野生鸟类的有关知识。

这套图集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书局编辑

出版，整个过程历时
*

年，集合了来自中国大陆、

港台和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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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观鸟与鸟类摄影爱好者多年

野外拍摄的图片资料，其中不少堪称艺术精品，得

到中国鸟类学界的专家、学者及福建省观鸟会等全

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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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观鸟组织的全程支持和参与，集辞典、

科普、艺术图书之大成，被评价为中国鸟类学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

据了解，以往有关中国鸟类的图鉴、检索类图

书，或者缺少彩色图片，或者由外国人编写、绘

画，难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更不能显现中国人自

己的水平。近十几年来，中国鸟类学研究与观鸟事

业的发展及野生鸟类摄影实践的长足进步，使出版

中国自己的鸟类图鉴精品成为可能。在新书首发式

上，由专业学者和业余观鸟者搭档组成的主编与撰

稿团队，与各地的鸟类摄影师欢聚一堂，显示了中

国野外考察能力的全新特点与浩大阵容。

首发式上，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

长严旬表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与海峡书局的眼光

与气魄值得称道，这套图集为中国的鸟类和野生动

物保护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参考，是建设生态文明与

美丽中国的推动力量。该书编委会主任、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张正旺说，这套图

集为研究、探索、保护鸟类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既

是艺术图册，又具有很高的学术与专业价值。

郊野公园扮美京城
吴 灏

在杭州，租用公共自行车这种绿

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已经深入人心。

杭州目前拥有全国最大的公共自行车

服务系统，包括
&.$$

个公共自行车

租赁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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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公共自行车，

自行车日均租用量达到
&-

万余人次。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摄

《中国鸟类图鉴》一套
,

卷。 张 明摄

杭州
公共自行车助“减排”

叙永
自然保护区放生鱼苗

绿色视点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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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们在云

南昆明翠湖公园乘坐游船，

与红嘴鸥同乐。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昆明

与红嘴鸥

同乐

点

专
家

视

近日，四川省叙永县水尾镇组织

购买了
&

万尾鱼苗，在其镇内画稿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水尾河、墩子河

边放生。 胡润林摄

图为位于丰台区的榆树庄郊野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