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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绿色发展

理念放在发展的突出位置，深刻回答了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革。本文从生态环境治理、

产业及能源结构调整、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消费等多个方面系统梳理了

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十四五”时期如何深入推动中国社会

经济绿色转型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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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发展理念内蕴于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之中，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导。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片面地追求经济

的高速增长，粗放的发展模式带来的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面对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持续退化、资源禀赋约

束趋紧等严峻形势，新理念、新思想

和新观点的提出十分必要、正合时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

出，科学阐明环境保护与发展的辩证

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

间内在的有机联系。“生态兴则文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论述，从文

明观维度论证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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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

述，从生产力范畴，揭示了生态环境

作为生产力的内在属性。十年时间，

中国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

明体系，开辟了绿色发展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绿色发展

从顶层设计到制度体系建设全面推

动，极大地缓解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生态环境之间

的矛盾问题，遵循了发展规律，守住

了生态底线，守住了民心，赢得了未

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低碳转型持续推进，人民生活乃至国

家命运都在发生变化，经济社会发展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人民群众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天更蓝了、水更清

了、地更绿了，人民群众的参与感、

满足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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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环境正在逐年被修复，

守住了环境红线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普遍形态。从整体上看，中国立足于

国情，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生

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

基本形成，绿色发展水平上升趋势明

显，环境所遭受的破坏正在逐年被修

复，守住了生态环保红线。实现了蓝

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

的阶段性胜利，空气质量越来越好，

水清岸绿成为新常态，土壤污染防治

成果显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

生态安全屏障不断巩固。生态环境保

护正在发生全局性变化，决心之强、

力度之大、成效之明显前所未有。

从数据上看，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比从2012

年的29.6%上升到2022年86.3%，细颗

粒物(PM2.5)年均浓度从2012年的46

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7微克/立方米，

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不断治愈，

“气质”得到提升。地表水水质优良

( Ⅰ - Ⅲ 类 ) 断 面 比 例 从 2012 年 的

61.6%上升到2022年88.2%，城市污水

处理率从2012年的87.3%上升到2021

年的97.9%，水清岸绿成为常态。全

国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常年为维持

在90%以上，污染土地正在恢复生机。

截至2021年底，中国建立各级各类自

然保护地超过1.18万处，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从数据不

难看出中国环境治理成效显著、成绩

斐然，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了“保

卫战三大战役”的阶段性胜利，守住

了生态环境的红线，极大地改善了党

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为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效瞩目，

呈现出盎然生机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

世界做出了“双碳”目标的庄严承诺，

中国把“双碳”目标融入到了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通过市场、

技术、行政、法律等手段全力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国构建了

“双碳”和“1+N”政策体系，“双碳”

工作取得了良好开局。中国从多个方

面力促绿色低碳产业经济的发展，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被突破资源禀

赋约束，不断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

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从整

体上看，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效

瞩目，碳汇能力不断增强，碳交易市

场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绿色低碳经济

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一个充满盎然生

机的中国正在呈现。

近年来，中国稳步推进绿色工业、

新能源汽车、低碳环保等产业集群建

设，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等

新能源产业，培养建设了一批高精尖

绿色制造企业。截至2021年，中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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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环保产业产值超过8万亿元，年增

速10%以上。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超1000万辆。为全球市场提供光伏组

件占有率超70%。绿色产品认证覆盖

了近90种产品，涉及多个门类。中国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绿色低碳产业的

经济效益不断增强。未来一个时期，

中国新能源产业将继续领跑全球，绿

色低碳产业大有可为。

中国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

同时，不断推动能源革命，大力发展

新能源体系建设，不断优化提高化石

能源清洁利用水平。截至2021年底，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0.63

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44.8%。

中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中国在高速

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不断推动煤炭

煤电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累计实施节

能降碳改造近9亿千瓦，实施灵活性

改造超1亿千瓦，10.3亿千瓦煤电机

组实现超低排放改造、占煤电总装机

容量的93%，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

大的清洁煤电体系。随着绿色能源结

构不断优化，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能量

将得到释放。

中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

结构的同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建设

不断稳步推进。“十三五”期间，中

国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

6.37亿亩，碳汇能力不断增强。《全

国国土绿化规划纲要（2022—2030

年）》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全

国要规划完成造林种草等国土绿化5

亿亩，治理沙化土地面积1亿亩，生

态系统固碳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与此

同时，截至2022年11月30日，全国碳

排放的配额累计成交量达2.03亿吨，

累计的成交额达90.16亿元人民币，

碳交易市场作用不断显现。

中国同时不断发展循环经济，通

过资源循环利用、高效利用，不断降

低碳排放、降低能耗、实现资源高效

利用，不断突破资源禀赋约束，作用

明显。“十三五”期间，中国发展循

环经济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综合

贡献率超过25%。2022年7月1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循环

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到2025

年，中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

高约20%，单位GDP能源消耗、用水量

比2020年分别降低13.5%、16%左右。

中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86%以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0%，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60%，废纸利

用量达6000万吨，废钢利用量达3.2

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达2000万吨。

总的来看，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作用明

显，需求迫切且空间巨大。无论当下

还是未来，中国循环经济都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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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绿色金融成绩斐然，ESG

投资蓬勃发展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中国绿

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与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作用明显。中国是国际倡导

绿色金融理念的先行者。中国已初步

形成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

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等

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绿色金融体

系。ESG作为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

会、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评价标准，

和中国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中国

ESG投资虽然正处于发展初期，但发

展迅速，ESG投资产品数量逐年稳步

增长。

从整体上看，中国目前绿色金融

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截至2021年，

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15.9万

亿元，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人民银

行推出两个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一个是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清

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个

重点减碳领域的发展，另一个是支持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

煤的大规模清洁生产、清洁燃烧技术

运用等七个领域。两个政策工具鼓励

社会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截

至2021，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

过6000亿元，同比增长180%，余额达

1.1万亿元，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

色债券发行国之一。中国绿色基金总

规模也已超过1200亿元。环境污染责

任险、森林保险等绿色保险险种开始

增多，总体规模增大。中国绿色金融

对减污降碳、新能源与清洁能源高效

利用等意义非凡。

中国ESG领域表现同样令人瞩目。

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首次提

出ESG概念；2006年，联合国牵头发

起了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

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后，ESG在

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中国ESG

的起步较晚，但随着“双碳”目标的

确立、绿色政策的实施，中国ESG领

域整体表现强劲。截至2022年6月，

中国已有188家机构签署了UNPRI，增

长迅速。上市公司进行ESG信息披露

的企业数量占比超三成，从ESG主题

投资产品看，包含了ESG主题私募基

金、ESG主题公募基金、集合资管产

品等等。中国ESG正在加速扩容，增

长迅速。

五、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

新动能，作用凸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绿色技

术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不竭动力

和现实需求。中国《“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

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将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绿色技

术创新具有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特征。

近些年来，中国大力鼓励绿色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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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并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绿色技术

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从整体上看，

中国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明显，绿色技

术创新踊跃，绿色专利拥有量逐年攀

升，绿色技术研发势头喜人。

2022年9月29日，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

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

指数排名为11位，较去年再上升1位，

中国已经连续十年稳步提升。国家知

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新增

绿色专利授权量连年增长，绿色创新

指数持续攀升。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已

经成为全球绿色专利申请活动的主

要参与者，中国绿色发明全球占比越

来越高，特别是风能、光伏、电动车

技术、照明等领域。同时，中国不断

加大绿色科技创新各域学科设立与

紧缺人才培养，加速布局。中国绿色

科技创新大踏步前进，为中国经济社

会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六、绿色消费与绿色生活已成新

风尚

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消费领域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将有助于引导和倒逼生产方式的绿

色转型。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绿色消费

体系的构建，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

经济双循环建设，保障经济高质量发

展。从整体看，中国绿色消费领域发

展日新月异，对发展方式、生活方式

等转变作用明显。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绿色商场

累计有500多家，2021年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量同比增长34.8%。二手闲置

物品电商交易用户数达1.85亿人，交

易额突破万亿元。绿色消费方式贯穿

了人们的吃、穿、住、行、用、游等

各个消费领域，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

心，人们也更愿意绿色低碳生活。中

国绿色消费情况日新月异，随着新技

术广泛应用，数字赋能、文化赋能已

成常态，沉浸式、多元化绿色消费为

大众带来非凡体验的同时，更有利于

绿色消费心理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

生活已成新风尚，中国绿色消费已成

为全球绿色消费典范。

七、中国社会经济绿色发展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绿色发展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回顾中

国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实践历程，得

到以下几点经验启示：

（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绿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项

事业核心力量和根本保障。纵观中国

绿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一直是中国绿色发展能够

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和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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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

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

国推动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目的也

是为了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民心向

背关乎国家存亡盛衰，中国持续推进

绿色发展关乎民生福祉，关乎民之所

望，国家未来。

（三）要坚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两山”理念

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关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对于科学准确推进中

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八、中国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建

议

中国绿色发展质量同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实现第二个百

年目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十四五”

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阶段，如何深入

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如何推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议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切实处理好城乡差距与地

域差距问题。中国从未停止对缓解城

乡差距与地域差距所做的努力。特别

是，中国从支持中西部发展新政及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协调发展

作用显著，绿色发展在中西部及乡村

取得了非凡成就，但是也应看到差距，

看到区域绿色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从根本上防止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向

中西部及乡村转移，进而又造成新的

不平衡问题。

（二）切实推动监督、监管、监

测体系现代化构建。推动社会经济全

面绿色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

务，目前，中国绿色发展中仍面临着

监督监管不到位，基础监测数据的准

确性、及时性、可比性不完善等问题。

推动监督、监管、监测体系现代化构

建，有助于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

型。

（三）加快绿色产业人才储备与

绿色科技创新体现建设。科技创新是

绿色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推动

产业全面绿色转型的第一要素。中国

在低碳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人才培

养领域已经迈入深水区，没有固定的

模板可以借鉴，人才储备同发展实际

需求相比还有差距，需要积极摸索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科技创新体

系及人才培养体系。

（四）加大宣传引导，推动绿色

消费升级。中国绿色消费还有很大的

空间，需要宣传引导，促使绿色消费

升级，需要加大智慧生活体系构建，

利用好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不断完

善生态农业、智慧文旅、元宇宙等新

型绿色消费形态建设，发展好循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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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促使人们树立绿色消费与绿色生

活意识，为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

型助力。

（五）化解全球不安定因素的不

利影响，转“危机”为“机遇”。中

国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致使的世

界动荡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全球经济

低迷。看到危机，也应该看到机遇，

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更智慧、

更绿色、更环保的技术变革将进一步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九、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

绿色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根

本性变革，取得了保卫战三大战役阶

段性胜利，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不断健全，产业及能源结构布局不

断优化，绿色低碳技术不断革新，绿

色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深入人心，生

态法制不断健全，全球环境综合治理

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立足于新时代、

新征程、新使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绿色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正

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要求的那样，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全

面推进社会经济绿色转型。中国绿色

发展道路虽然还有很多问题，生态环

境质量同人民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

中国的宏伟目标相比，还有差距。但

是，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贯彻，

中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前景广阔，未

来一片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