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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山水林田湖草的“命运共同体”初具规模，到绿色发展理念
融入生产生活，再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实现良性互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新高度，美丽中国新图景徐徐展开。

从保护到修复，着力补
齐生态短板
2015 年，西起大兴安岭、东到长
白山脉、北至小兴安岭，绵延数千公
里的原始大森林里，千百年来绵延不
绝的伐木声戛然而止。数以十万计
的伐木工人封存了斧锯，重点国有林
区停伐，宣告多年来向森林过度索取
的历史结束。
这一历史性变革的背后，彰显了
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
“ 美丽中国”成为中华
民族追求的新目标。
五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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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补齐一块块生态短板。
——修复陆生生态，还人间以更
多绿色。五年来，我国年均新增造林
超过 9000 万亩。森林质量提升，
良种
使用率从 51%提高到 61%，造林苗木
合格率稳定在 90%以上，累计建设国
家储备林 4895 万亩。恢复退化湿地
30 万亩，退耕还湿 20 万亩。118 个城
市成为
“国家森林城市”
。三北工程启
动两个百万亩防护林基地建设。
——防治水土流失，还大地以根
基。五年来，我国治理沙化土地 1.26
亿亩，
荒漠化沙化呈整体遏制、
重点治
理区明显改善的态势，
沙化土地面积年
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
实现了由
“沙进
人退”
到
“人进沙退”
的历史性转变。
——修复水生生态，还生命以家
园。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 I－III 类水
体比例增加到 67.8%，劣 V 类水体比
例下降到 8.6%，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
步改善。
“我们用 30 多年的时间走过了
西方发达国家 300 年的发展历程，环
境的破坏在所难免，但我们在高速发
展阶段就能意识到生态在人类文明
发展中的重要性，避免再走‘先污染
再治理’的弯路，提高了可持续发展

能力。”中央党校教授辛明说。

从制度到实践，绿色发
展提速增效
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
生态文明建设顶
层设计性质的
“四梁八柱”
日益完善。
这五年，生态文明顶层设计逐步
完善。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
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制度体
系。同年 9 月，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出台，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制度、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
责任追究制度等制度。
这五年，生态环保法制建设不断
健全。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陆续出台，被称为“史上最
严”的新环保法从 2015 年开始实施，
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方面力度空前。
这五年，生态环保执法监管力度
空前。压减燃煤、淘汰黄标车、整治
排放不达标企业，启动大气污染防治
强化督查……一系列的环保重拳出
击，带来更多蓝天碧水。与 2013 年
相比，2016 年京津冀地区 PM2.5 平
均浓度下降了 33%、长三角区域下降
31.3%、珠三角区域下降 31.9%。
这五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
做出绿色贡献。2015 年 12 月，在气
候变化巴黎大会上，
《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196 个缔约方通过《巴黎
协定》这一历史性文件，为 2020 年后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安排。中国
不仅是达成协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也
是坚定的履约国。

从理念到成效，经济社
会发展迈向更高端
G20 峰会期间，繁华和古韵交织
的杭州让世人惊艳。一边享受着迈

入“万亿俱乐部”的快速发展，一边徜
徉于湖城合璧的古韵美景，杭州破解
了保护与发展的难题，实现了生态与
经济的良性互动，成为“美丽中国先
行区”
。
2016 年，北京环境交易所，塞罕
坝 林 场 18.3 万 吨 造 林 碳 汇 挂 牌 出
售。全部 475 吨碳汇实现交易，可获
益 1 亿元以上。
“荒原变成森林，森林换来绿水
青山，绿水青山在无声无息中变成金
山银山，塞罕坝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
链条。”塞罕坝林场副场长陈智卿说。
从“大地披绿”到“身边增绿”和
“心中播绿”，不断增加的生态产品供
给极大增加了百姓获得感。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分别
增加到了 31.2 亿亩和 151 亿立方米，
这些森林资源的年生态服务价值
12.68 万亿元。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环保
部开通“12369”环保微信举报平台，
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和范围，累计受理
群众举报近 7.3 万余件。
在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指 引 下 ，2016
年 ，单 位 GDP 能 耗 、用 水 量 分 别 比
2012 年下降 17.9%和 25.4%，主要污
染物减排效果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呈现加速发展新局面，我国经济
发展动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且后
发优势和潜力无限。
金沙江下游，在建世界最大水电
站白鹤滩水电站近日主体工程全面
建设，建成后多年平均发电量将达
624.43 亿千瓦时，平均每年可减少标
煤消耗量约 1968 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 5160 万吨。
中国绿色发展为世界贡献了中
国方案。2016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
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中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经验，正在为全
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一个充满希望、
信心满怀的美丽中
国新画卷，
正在全面铺设。
据新华社

美丽乡村打造
“田园超市
田园超市”
”
生态农场助推乡村旅游
8 月 12 日空中俯瞰
板桥镇的锦兴农庄。浙
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板桥
镇举办了一场以“生态
农场、采摘天堂”为主题
的乡村旅游大会。当地
依托绿水青山的优势生
态资源，将云彩土鸡、灵
溪草莓、花桥香榧、花戏
小香薯、葱坑白杨梅、板
桥甲鱼等各类特色农产
品打包推介；提出“全域
采摘旅游”的概念，推出
乡村采摘游产品，将板
桥镇打造成城市居民的
“田园超市”，吸引周边
城市的游客前来旅游采
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致富的目的。图为当日
200 多亩的生态大棚位
于绿色山谷之中。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推进企事业单位持证排污全覆盖
新华社杭州 8 月 12日电（记者岳
德亮）浙江省政府近日决定，
将排污许
可制建设成为全省固定污染源环境管
理的核心制度，
积极推进企事业单位
持证排污全覆盖，
为提高环境管理效
能和改善环境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浙江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实施方案》
的规定，全省要分步实现排污许可
全覆盖，排污许可证管理内容主要

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并依法
逐步纳入其他污染物。按行业分步
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全覆
盖，先对火电、造纸行业企业核发排
污许可证，2020 年全省基本完成排
污许可证核发。
首次发放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
为 3 年，延续换发的排污许可证有效
期为 5 年。据了解，排污许可证将明
确许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排

放量、排放去向等事项，并载明污染
治理设施、环境管理要求以及排污
权交易等相关内容。
浙江省政府指出，纳入排污许
可管理的所有企事业单位必须按期
持证排污、按证排污，不得无证排
污，对违法排污的按照情节轻重采
取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停业、关闭等惩罚措施，对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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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陕西安康京昆高速
“8·10”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成立
新华社西安 8 月 12 日电（记者
陈晨、叶昊鸣）12 日上午，国务院陕
西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
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在陕西西安成
立，
并召开全体会议。
在全体会议上，事故调查组组
长、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徐绍
川等对事故调查及相关工作进行部
署，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有效防范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
会议要求，事故调查组要依法
依规、严肃认真地做好事故调查处

理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
大事故的发生。深入做好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大对重点行
业领域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出行密切
相关的领域的检查力度。进一步加
大专项整治力度，强化道路交通安
全监管。进一步加大基础建设力
度。严格落实重大安全风险“一票
否决”制度，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
故”的观念，促进安全生产形势进一
步稳定好转。
8 月 10 日 23 时许，陕西安康市

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
已造成 36 人死亡、
13 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救治受
伤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做好善
后工作。同时要求成立国务院事故
调查组，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
规严肃问责。事故调查组由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牵头，公安部、监察部、
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陕西省政
府负责人及有关地方、部门人员和
专家组成，并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
派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事故调查。

九寨沟地震后卧龙大熊猫安然无恙
新华社成都 8 月 12 日电（记者
吴光于）记者 11 日从卧龙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8 月 8 日发
生的九寨沟 7 级地震暂未对保护区
内的大熊猫造成影响。
卧龙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在
2008 年“5·12”汶川地震中曾遭受
重创，32 套大熊猫圈舍中有 14 套全
部损毁，其余的也遭到不同程度的
损坏。
本次九寨沟地震震中距卧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所在地直线
距离约 270 公里。
“当时这里震感并
不强烈，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大熊猫
也没有异常表现。”保护区中华大熊
猫苑神树坪基地负责人吴代福表
示。
青山绿水间，
基地内憨态可掬的
大熊猫怡然自乐，有的爬树，有的玩
耍，
有的优哉游哉地吃着竹子。下午
4点，
基地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现在的卧龙，已经是生态旅游
的热土。”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何

晓安说，
通过
“5·12”
汶川地震灾后重
建，
保护区的生态得到极大恢复。不
久前，
工作人员从正河钱梁观测点回
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了两段“雪豹
家庭”
的视频。科研人员根据体型差
异分析，
确定两段视频中的 6 只雪豹
分别来自两个家庭。
何晓安还表示，九寨沟地震暂
未对保护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影
响，也没有发现山体垮塌或松动的
迹象，
“ 目前可以推测，保护区内的
143 只野生大熊猫安然无恙。”

九寨沟地震灾区首笔个人生活保障贷款发放
新华社四川九寨沟 8 月 12 日电
（记者王迪）11 日 13 时 35 分，
九寨沟
县漳扎镇村民龙云翔领到了灾区首
笔个人生活保障贷款5000元。
此前，
龙云翔曾和朋友聊天时无
意提到震后房屋被毁、
现金告急的困
难。没想到九寨沟信用社漳扎分社主
任魏易刚竟主动与龙云翔联系，
并特
事特办，
不到20分钟就为他发放了一
笔基准利率的5000元个人生活保障
贷款，
这让他感激万分。
该笔贷款是九寨沟地震灾区金
融机构发放的首笔个人生活保障性
贷款，这种贷款为灾区群众震后生
活、生产经营、安置等金融需求提供
了有力保障。
九寨沟 7 级地震发生后，
当地四
川农信所有网点第二天即全面恢复对

外营业，
同时多辆流动金融服务车（汽
车银行）也被派至群众安置点。
四川农信于 8 月 10 日紧急下发
通知，
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原则，
在原有信贷产品基础上，
迅速开发出
受灾群众个人生活保障贷款、
受灾个

人（小微企业）恢复生产经营贷款、
受
灾企（事）业单位恢复生产经营贷款
等专属信贷产品。同时优化办贷流
程、
优惠执行利率、
优先审批发放，
以
全面满足受灾群众和企（事）业单位
有效信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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