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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发展历程、
内涵实质与重大意义

俞 海 刘 越 王 勇 赵子君 李海英 张 燕

(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摘要】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稳中向好，但依旧处于问题复杂交织、负重攻坚的特殊历史时期。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提出和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

的强大思想武器、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其个人思想认识、从政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伟大实践相辅相成、螺旋上升的智慧结晶，其内涵丰富且系统完整，集中体现在了八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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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对决胜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具有创新的理论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重大的现实

意义和鲜明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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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

一个重大标志性成果和最大创新就是党中央首次正式提

出和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世界趋势和人民

意愿，着眼“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和历史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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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科学系统的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执

政理念、责任担当，有力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发展历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习近平总

书记个人深邃思想、科学认识、生动实践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工程相辅相成、螺旋上升的结果，

经历了从个人的认识实践到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嬗变

过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时，便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农村生产生活中，面对贫瘠的黄土

地，切身感受到了衣食无着、黄沙漫天的恶劣生活条件

和生态环境，并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带领群众改善

生态，打坝造田，发展生产，通过学习四川绵阳地区先

进经验，利用秸秆和畜禽粪便，成功建成了陕西第一口

沼气池，为社员解决做饭、照明问题，改善了当地群众

的生活，这是农村生态循环经济的生动实践［1］。可以

说，陕北的黄土地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生

存的重要意义。
1985 年，他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在《正定

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便曾强调，要积

极开展植树造林，增加城区绿化面积，禁止乱伐树木;

还强调，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

家、污染下乡。这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突破，表达了习

近平生态 文 明 思 想 中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的 核 心

观点。

在福建宁德，他提出要把眼光放得远些，思路打得

广些，鼓励地方开创 “绿色工程”，依托荒山、荒坡、

荒地、荒滩，发展开发性立体种植业，实行集约经营，

专业协作。习近平同志强调，资源开发不是单一的，而

是综合的; 不是单纯讲经济效益的，而是要达到社会、

经济、生态三者效益的协调。习近平同志关于资源开发

的思想认识，立足于保证自然系统的良性循环、正常流

通与动态平衡，肯定了尊重和顺应自然内在规律对实现

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反对了人对自然

界一味征服与改造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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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他在倡议并主持编订的《福州市 20 年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中指出，要切实做好福州市城乡

绿化和环境保护等工作; 并于 2002 年率先提出了建设

“生态省”战略构想，使福建省成为了全国第一批生态

建设试点省; 此外，还专程到武平县调研林权改革相关

工作，提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

老百姓真正受益”，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在此阶段，习近平同志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逐步渗透到

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肯定了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不可

缺少的外部条件。

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了多次重要

论述，将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置于现代文明

根基的重要地位，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与方式的深刻

转变，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

他提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他坚决

地表示: “生态环境方面欠的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

主动，否则没法向后人交代。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

的; 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

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要不惜用真金白银来还债。

他大力推动生态省建设并强调，要把建设节约型社会、

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体现并落实到制度层面，把发展循

环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促进

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考核机制。同时，

他匠心独运地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二者的

辩证关系进行深入系统阐述，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文明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内在逻辑统一的关系。他指

出，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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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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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

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2］。这一阶段，习近

平同志对于生态文明的思考以形象化的方式上升到了更

高的哲学境界，内化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成为了一种

发展新理念、生态新文化。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纲领与主线，贯穿生态文明建设

的整体进程中。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

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五 位 一 体”总 体 布 局，首 次 提 出

“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把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到重要的战略高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

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将资源产权、用途

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

容纳入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进一步丰富了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内容;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

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明确

了建立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重点任务; 十八届五中全会

首次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内涵写入我国 “十三

五”规划，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

新路径; 此外，《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共同形成

了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部署

和制度构架。在顶层设计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无不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国情、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信心和决心，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

要实践和理论价值的突出体现。

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一步总

结以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基本方略。在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工作时，报

告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论断，制定了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战略性目标和“建设美丽中国”

的现代化目标。此外，“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意识”也被写入党章。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生态文明

建设之路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的思想理

念一直秉持实践认识抽象为理论、再反哺指导实践的认

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循环发展、螺旋上升，不仅其自身对

生态与文明关系的认识更为鲜明，同时领导着党中央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问题意识更为清醒，对人类文明发展规

律、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理解更为深刻。

在本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被正式确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有机结合以及集体

智慧的结晶。

2 内涵实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重点可

以从八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2. 1 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邃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千年大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关系人民福祉，关

乎民族未来，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伟大复兴的根

本保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持续

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石。无论从世界还是从中华民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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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历史看，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文明的兴衰演替。

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根基，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个深

邃的历史观来源于对生态兴衰则文明兴衰历史教训的深

刻洞察。这一观点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

又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

学思维。纵观历史，放眼世界，人类文明都不可能脱离

这条社会发展的普遍定律［3］。

2. 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自然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同时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

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根本大计”。人生

活在天地之间，以天地自然为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在

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和发展了人类文明。在这个

历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从依附自然到利用自然、再

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过程。今天，人类社会正日

益形成这样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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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

自然的报复，这个客观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2. 3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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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深刻揭示了发展与保护的本质关系，阐明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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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实现发展与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

进、协调共生的方法论和新路径。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

观和价值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保护经济社会

发展潜力和后劲的过程，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

山。必须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

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2. 4 坚持良好生态是最普惠民生福祉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民生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

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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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习

近平总书记这些意蕴深远的重要论述，升华了我们对生

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指明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4］。
2. 5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

生态环境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

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这个生命共同体是我们人类生存

与发展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就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

治理之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按照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规律，统筹兼顾、整体施

策、多策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

保护，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表地

下、陆地河流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等，进行整体保护、

宏观管控、综合治理，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

态平衡，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
2. 6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严密法治观。
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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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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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 的 “实 行 最 严 格 的 制 度、最 严 密 的 法 治”的

“最严”生态“法治观”，充分表达了中央的坚决态度，

同时也牢牢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牛鼻子”。实行最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就是按照“源头预防、过程

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十六字思路，建立健全严

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

制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和责任

追究制度等重大制度。
2. 7 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民行动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

每个人都应该作践行者、推动者。优美生态环境为人民

群众和全社会共同享有，需要全社会共同建设、共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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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共同治理。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

者、受益者，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

都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团结

奋斗，每个人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全民行动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加快构建全民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人人担负起建设生态文明的责

任，从我做起，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目标才能真正变为现实。
2. 8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共赢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绿色家园

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

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

法置身事外，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国际社会

应该携手同行，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

园［5］。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的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建设生态文明既是我国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有效实践，也

是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

贡献。

3 重大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题鲜明、逻辑严密、系统完

整、内涵丰富，涵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定位、基本

理念、本质关系、政治要求、目标指向、实践方法、根

本保障、国际视野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方向

指引、根本依据、行动遵循和实践动力。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执政理念和责任

担当，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成

现代化强国具有创新的理论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世界意义。
3.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的理论意义是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

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

然关系思想的理论、精神和品质，准确深刻地把握了新

时代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形势、新矛盾、新特征、新

问题，与时俱进，提出了新时代建设我国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要遵循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

我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

展道路指明了方向，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

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为推进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事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

循，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新境界，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一次极大跃升，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作出了决定

性的历史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3.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成为了习近

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和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

当，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高举旗帜、立论定向，把

握大势、总揽全局，把生态文明建设和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有机贯通起来，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特

征、规律和路径，开辟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思想的新

境界，开辟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行动的新境界，开辟

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引领和贡献的新境界，为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行

动指南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党和

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领域实践经验和集体智

慧的结晶，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全党全

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美丽中国梦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分割的有

机组成部分，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共同思想

根基、凝聚了磅礴精神力量，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和不

断发展的指导思想。
3.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成为了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事业的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用“八个

坚持”的理论支撑，阐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的逻辑内涵和方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和指导

性，是引领我们实现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和

中华民族美丽中国梦的光辉旗帜和思想灵魂。我们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持之以恒用这一伟大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事业开创新局面。
3. 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鲜明的世界意义是为全球可

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思想、方案和价值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高度来清

醒把握和全面统筹解决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领域全方位着眼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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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

和谐，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更科学的理

念和方法论指导，而且也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

践的巨大贡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谋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之路，立足国内，着眼全球，不仅要为中国人

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而且也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

贡献，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得

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已经逐步成为世界

性语言和全球价值观。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

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表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及中国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联合国的目标协调一致，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理念，值得世

界各国借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提出

了生态文明建设方略，制定了“美丽中国”宏伟目标，

将推动绿色发展落实到一项项具体行动上，用环保手段

淘汰落后产能，既减少污染又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为

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将污染防治作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在国家政策层面强调了

人民福祉与保护环境是并行不悖的，这有着巨大的积极

意义。当今世界需要中国这样负责任的国家在全球生态

环境议题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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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Ideology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Great Significance

YU Hai LIU Yue WANG Yong ZHAO Zijun LI Haiying ZHANG Yan
( Policy Ｒ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hina remains in a complex situation. It has reached the turning point as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quality，but challenges still exis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y which is formally proposed and established a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has
become a powerful weapon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gress. It also provides a basic principle and guideline for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y is a combination and extension of his thoughts，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expressed in eight aspects. It has provided answers for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such as
the reason why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what ki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be and how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n
be built. Applying Xi’s Ideology into practic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building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developing a“Beautiful China”and moving toward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y; Ecological Progres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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